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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I-1000 口袋仪器介绍 

 
HPI-1000 口袋仪器是一个小型 USB 多功能仪器，它集示波器、信号源、逻辑分析仪、

频谱分析仪、固定电源与程控电源于一身，功能强大，携带方便，甚至不需要单独电源供电。

HPI-1000 口袋仪器可以让学生的宿舍、家里、理论课课堂上完成电路分析、模电、数电等

各类实验的测量工作，是一款高性价比的小型综合测试测量工具。 
 

       

HPI-1000 口袋仪器（左：纸盒包装，右：塑料盒包装，内容一样） 

 

打开包装 
打开 HPI-1000 包装盒，除主机外还可以看到 2 种配件： 

 
配件线缆 

 

 杜邦线：用于口袋仪器与外界的信号连接； 
 micro-USB 线（黑色）：用于口袋仪器与电脑的数据通信以及口袋仪器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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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I-1000 口袋仪器安装 

HPI-1000 口袋仪器软件安装 
1. 上位机程序下载 

首先，请从华清科仪网站 http://www.huatsing.com/download/d_pis/下载上位

机程序。 

 
上位机程序下载 

 

2. 上位机程序安装 

安装上位机程序不必连接硬件，直接运行 Pocketlab_Setup.msi 安装程序即可，默

认安装路径是在 C 盘根目录下建立一个 PocketLab 文件夹，如果不合适可以自行更改

安装路径。 
如果安装过程出现如下提示，说明电脑上装有之前版本的上位机程序，可以先删除

旧版本程序，再进行安装。 

 
 

3. 硬件连接 

请用 HPI-1000 口袋仪器套件中的 micro-USB 线（黑色）连接口袋仪器后端中间的

USB 口与电脑 USB 接口。正确连接后，口袋仪器顶面的指示灯应呈现绿色常亮状态，

如果呈现不亮或出现红色或闪烁状态，请立即断开USB连线并检查设备连接是否正确。 

                        
HPI-1000 口袋仪器后端接口                           顶面指示灯 
 

4. 驱动安装 

硬件连接后电脑右下角会显示 Generic Bulk Device 设备已安装就绪的提示。 

 

http://www.huatsing.com/download/d_pis/
http://www.huatsing.com/download/d_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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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意味的硬件驱动已经正确安装，这时点击桌面上的“口袋实验室”运行图标

会看到如下提示，这说明硬件驱动还未正确安装。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电脑并没有正确识别 HPI-1000 口袋仪器，因此在

Generic Bulk Device 设备图标上有一个黄色惊叹号。请双击设备图标，选择更新驱动

程序。 

 
 
接下来指定一下驱动程序的位置（选择手动查找而非自动搜索）。 

 
 

硬件驱动位于上位机程序文件夹的 windows driver 子目录中，如果选择默认安装

路径，那就是 C:\PocketLab\windows driver，注意把“包括子文件夹”选项勾选上。 

 

 
然后电脑将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将显示正确的设备名称 TivaWare Bulk 

Devices，图标上的黄色惊叹号也将消失。至此驱动安装完成，口袋仪器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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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I-1000 口袋仪器使用 

 上位机软件与驱动都安装好后就可以使用口袋仪器了，双击桌面图标

“口袋实验室”（右图），如果硬件连接正确，口袋仪器工具栏将出现在屏幕

右上方。 

 
口袋仪器工具栏 

 
从左往右依次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谱分析仪、逻辑分析仪、电源、设置、

退出。单击任意一个图标，即可打开对应功能，此时主界面上的彩色图标变成灰色；再

次单击该图标，即可关闭该功能，灰色图标恢复成彩色。（直接点击模块窗口右上的关

闭按钮，该模块窗口虽然消失，但是其仍在后台继续工作，并没有真正关闭，此时点击

主界面上对应图标，该模块窗口从后台切换会前台）。 
如果在使用过程种口袋仪器工具栏持续出现红色闪烁状态，说明口袋仪器与电脑的

通信出现中断，请检查 USB 连接线连接是否稳固以及前端仪器接口是否有错误连接。 

 
 

 口袋仪器各个功能模块的接口都在前面板，是一组 2*15pin 插针接口，定义如下： 

 
仪器接口定义 

 
口袋仪器顶面状态指示灯有如下几种状态： 

 绿色（常亮）： 待机状态 
 橙色（闪烁）： 口袋仪器与电脑有数据通信 
 红色（常亮）： 系统固件更新（切勿断电） 
 红色（闪烁）： 系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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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器 

 
示波器界面 

 
示波器为双通道同步示波器。通道 A 和通道 B 可同步采样信号。窗口的左侧为波形图，

右侧部分为控制部分。右上方可以选择分别打开和关闭通道 A 和通道 B。通道增益、垂直偏

置和耦合方式可以分别设置。右下方可以设置扫描频率和触发方式，下方还有 X-Y 功能。当

信号显示至少一个完整的周期时，在中间一栏可以自动显示当前的信号的频率、幅值、直流

分量和有效值，如果需要保存波形可以点击上方的暂停，然后单击保存波形按钮，即可自动

将当前显示的波形保存于电脑端，同时也可以将已保存的波形重新载入到显示框图内。用户

将鼠标指向信号波形任意点，则会显示当该点的时间值和测量值。 
注意： 

1. 被测信号幅值不可超过±15V，否则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 
2. 如果没有显示预期的波形，请检查是否已调整到合适的水平及垂直档位，也可以使用自

动扫描功能，待波形正常显示后，再手动调整至需要的档位； 
 

频谱分析仪 

 
频谱分析仪界面 

 

 频谱分析仪功能可以与示波器功能同时使用。在频谱分析仪窗口左上方可以选择分析数

据来源（通道 A/通道 B），分析结果以数值和频域波形的形式显示在窗口内。 
注意：如果分析结果偏离预期，或没有正常显示时，可回到示波器界面内，查看时域波形

是否正常显示，以及水平档位是否设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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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源 

 
信号源界面 

 

 信号源窗口的上方可以选择生成的信号种类，正选波、三角波、方波和 TTL 信号；窗

口的右上角是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总开关；窗口的中间是峰峰值、直流分量、频率和占空比（占

空比仅在三角波和方波时有效）设置旋钮；左下方为大幅值信号和小幅值信号的切换开关，

切换到小幅值信号时，可输出（峰峰值）3Vp-p 以下的正弦信号，主要用于晶体管放大电路

或者运算放大电路中做信号源使用，最小可输出 20mVp-p 幅值正弦波。切换到大幅值信号

时，可输出峰峰值 10Vp-p以下的信号。 
HPI-1000 口袋仪器的信号源具有脱机输出的功能，当仅有供电（充电宝或其它+5V 直

流电源）时，可以自动输出最后一次配置的波形。 
注意： 

1. 信号源 AO1/AO2 禁止对地短路，否则会造成设备损坏； 
2. 信号源 AO1/AO2 连接电路的输入阻抗应高于 150Ω，否则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 
 

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界面 

 

 HPI-1000 口袋仪器的逻辑分析仪模块具有 16 通道，每个通道均可单独进行触发，支持

多种触发类型。窗口上方为设置界面，可设置采样频率、采样点数、超时时间等；窗口的左

侧为每个通道的触发方式：低电平/高电平触发；设置好参数后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开关按钮，

既可完整记录下每个通道的逻辑波形，也可以点击上方的显示游标，既可观察每个通道的时

序情况；如果需要记录较长时间的逻辑信号，可以选择上方的显示点数，最高可以达到 60K；
观察完成后，也可以将当前的逻辑信号波形保存至本地，以方便下次查看该信号。 
注意： 

1. 被测信号的幅值必须在 0~4V 之间，如果用来测试 TTL 电路（高电平为+5V），请在 IO
高电平输出端与逻辑分析仪端口之间串接 10KΩ左右电阻，否则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 

2. 尽管口袋仪器的所有 IO 均带有静电防护能力，但是在容易起静电的环境下操作，仍要

做好静电防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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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源与程控电源 

 
程控电源界面 

 

 HPI-1000 口袋仪器电源模块分为固定电压输出和程控电源两部分。上图所示的程控电

源输出最高可提供-12V～+12V 的电源，最小调节步长为 0.1V；程控电源界面所示的总电流

数为当前的系统总功耗；右侧的温度显示的是口袋仪器内部核心芯片的温度。 
 

口袋仪器电源模块承载参数（仅以单一电脑 USB2.0 通信口供电，5V/500mA，不使用辅助电源） 

模块 端口 驱动能力 最小负载阻抗 

固定电源 

+5V 200mA >16Ω 

+3.3V 200mA >10Ω 

-5V 50mA >100Ω 

+15V 50mA >300Ω 

-15V 50mA >300Ω 

程控电源 -12 ~ +12V 20mA >400Ω 

 

注意： 

1. 口袋仪器的供电都来自于电脑 USB 口的 5V/500mA 电源，因此各个电源端口的

驱动能力是互斥的，即：假如+5V 端口输出 200mA 电流时，其他端口就不能达

到标称驱动能力；同时使用多个电源端口时要特别小心，不要使总功率过载，否

则有可能造成设备或者电脑 USB 模块损坏； 
2. 各个电源端口连接的负载阻抗不能过小，否则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 
3. 各个电源端口严禁对地短路，否则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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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I-1000 口袋仪器配件 

如果要连接标准示波器表笔或是 BNC 同轴电缆，请使用 HA-BNC01 扩展模块（另购）。

连接 HA-BNC01 扩展模块后，将获得更高信噪比的信号，以及更远的信号传输距离。如果

只用杜邦线连接 HPI-1000 口袋仪器与被测电路，为了保证信号质量，建议杜邦线的长度不

要超过 15cm。 

 
连接上 HA-BNC01 扩展模块的 HPI-1000 口袋仪器 

 
 
 关于 HPI-1000 口袋仪器更多更新信息请从华清科仪网站 www.huatsing.com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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