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Command Expert
技术资料

轻松、快捷地对仪器进行控制 !

仪器程控接口种类繁多，仪器
的功能也越来越复杂，使得对仪器
程控变得愈加复杂。在查找正确的
仪器命令、设置正确的参数、传递
数据和变量等方面，如果能够简化
这一切，给使用者带来方便是一个
挑战。

Agilent Command Expert 可以通过
简单的界面提供仪器命令、文档、
语法检查和命令执行。Command
Expert 适用于使用 SCPI (可编程仪器
标准命令) 或 IVI-COM 驱动的仪器。
● 查找仪器命令
● 查看完整的命令文档
● 验证命令语法
● 决定仪器命令序列
● 按顺序执行仪器命令
● 将命令序列集成到 PC 应用环境中

Agilent Command Expert 是一款免费的应用软件，可在许多 PC 应用环境中提供
轻松、快捷的仪器控制 !
通过一个界面完成所有的仪器控制 !

更快的启动速度
搜索功能可显示包含搜索词的
命令和文档。搜索结果在屏幕上显
示，您可以选中并查看详细说明。
SCPI 命令集覆盖了所有的仪器命令。
示例提供命令序列，可直接应
用于 Command Expert 和 PC 应用软件。
这些示例为序列可作为模块来用，供
开发者参考，满足每个用户的特殊需
求。SCPI 和 IVI-COM 示例都有。

加快测量速度
Command Expert 可以简化快速
原型设计。通过程控接口与仪器连
接，并执行命令序列。在与其它程
序集成之前，事先验证命令序列。
如果硬件无法使用，可选择离
线工作。一旦硬件可用，运行命令
并确认实际结果。
将序列导入到 Command Expert，
使用导入文件创建一个序列。可以
导入的两种文件类型是:
1. 包含 SCPI 命令的文本文件 (.txt)。
2. 由 Agilent IO 监测器生成的记录文件
(.xml)。Agilent IO 监测器是 Agilent
IO 程序库套件的一部分。
还可以从 Windows 剪贴板中导
入 SCPI 命令。您可以轻松地从文档
或仪器网页中导入 SCPI 命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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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附加组件
Command Expert MATLAB 附加
组件 (简称 MATLAB 附件组件) 是一
组 MATLAB 函数，可在 MATLAB 环境
中运行 Command Expert 序列。使用
一行 MATLAB 代码运行整个序列。
仪器控制序列可在图形环境中进行
开发，它不仅显示了完整的仪器文
档，还能够对仪器命令快速地查
找、执行和排序。序列包含 SCPI 命
令和/或 IVI-COM 命令。
Command Expert 还能生成用于
SCPI 命令序列的 MATLAB 代码。代码
使用 MATLAB 和仪器控制工具箱。序
列中的每个 SCPI 命令都可以转换为
一行或多行 MATLAB 代码。

Excel 插件
Command Expert 安装完毕后，
Excel 界面主菜单上会出现一Command
Expert 菜单。在 Command Expert 任
务面板中选择“编辑”，此时会弹
出 Command Expert 窗口，你可以构建
仪器命令序列。
直接在 Excel 中运行序列。序
列可将 Excel 上的设置参数传输给仪
器，然后把仪器的测量数据传输到
Excel 工作簿。
您可以与其他用户共享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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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形编程环境集成
Command Expert 是 Agilent VEE 中
的附加组件，提供了新的一个 VEE 对
象，即 Command Expert Sequence 对
象。每个 Command Expert Sequence 对
象包含一系列仪器命令。通过双击
序列，Command Expert 将会在屏幕
上打开。添加不同的参数和命令，
随后保存这个序列。其它参数可作
为 Command Expert Sequence 对象 (保存
在 Command Expert) 的新输入参数。

在 LabVIEW 中，Command Expert
附加组件提供 LabVIEW Express VI 模
块 (成为序列模块)。通过双击序列模
块，Command Expert 将会在屏幕上
打开。添加不同的参数和命令，随
后保存这个序列。序列参数成为了
LabVIEW Sequence 对象的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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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Visual Studio 程序
轻松控制器
Command Expert 会自动生成 SCPI.
NET 驱动程序，包含 SCPI 命令集; 可
让您访问所有的仪器 SCPI 命令。在
Visual Studio 程序中使用 SCPI.NET 驱动
程序的方法有两种。
1. 将 SCPI.NET 驱动程序添加至 Visual
Studio 对象 (作为源文件或 DLL)
2. 输入代码，调用由 SCPI.NET 驱动程
序提供的方法。
SCPI.NET 驱动程序无需脱离
Visual Studio 环境既可有效地添加
仪器控制步骤，同时还可使用标准
Visual Studio 生产效率辅助工具 (例如
Intellisense 和编译时间类型检验)。它
甚至可以在 Visual Studio 中查看 SCPI 命
令的完整文档。
此外，SCPI.NET 驱动程序可在本
机 .NET 数据类型和仪器命令与响应之
间执行数据转换。这一特性特别适用
于批量数据命令，例如获取波形。

PC 操作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或更高版本, 仅支持 32 位。
版本: Home、Professional
Windows 7: 32 位或 64 位。版本: Starter、Home Basic、
Home Premium、Professional、Ultimate 或 Enterprise

磁盘

至少 1GB 可用磁盘空间

Agilent IO 程序库套件

版本 15.0 或更高版本
www.agilent.com/find/iosuite

显示器

分辨率至少是 1024x768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6 或更高版本
(推荐使用 IE 7 或更高版本)

如欲了解 SCPI 命令集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www.agilent.com/find/commandsetlist
应用开发环境要求

立即下载程序, 体验轻松快捷的
仪器控制。

MATLAB

MATLAB R2009a 或更高版本

SystemVue

SystemVue 版本 2011.10 及更高版本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2005、2008、2010 或更高版本

LabVIEW

LabVIEW 8.2.1 或更高版本

VEE

VEE Pro 9.22 或更高版本

Excel

Excel 2007 或 Excel 2010

通过以下网站下载 Command Expert:
www.agilent.com/find/command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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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gilent.com.cn
www.agilent.com/find/
commandexpert
如欲获得安捷伦科技的产品、应用和服务
信息, 请与安捷伦公司联系。如欲获得
完整的产品列表, 请访问:

www.axiestandard.org
AdvancedTCA®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and Test (AXIe) 是基于 AdvancedTCA 标准的一
种开放标准, 将 AdvancedTCA 标准扩展到通用
测试和半导体测试领域。安捷伦是 AXIe 联盟
的创始成员。

www.lxistandard.org
局域网扩展仪器 (LXI) 将以太网和 Web 网络的
强大优势引入测试系统中。安捷伦是 LXI 联
盟的创始成员。

www.agilent.com/find/contactus

安捷伦优势服务旨在确保设备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最佳状态，
为您的成功奠定基础。我们不断投
资开发新的工具和流程，努力提高
校准和维修效率，降低拥有成本，
以便您保持卓越的竞争力。您还可
以使用 Infoline 网上服务更有效地
管理设备和服务。通过共享测量与
服务方面的专业经验，我们能够帮
助您设计创新产品。
www.agilent.com/find/advantageservices

www.pxisa.org
PCI 扩展仪器 (PXI) 模块化仪器提供坚固耐
用、基于 PC 的高性能测量与自动化系统。

黄金搭档: 安捷伦的专业测量技术和丰富产品
与渠道合作伙伴的便捷供货渠道完美结合。

热线电话: 800-810-0189、400-810-0189
热线传真: 800-820-2816、400-820-3863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3 号
(010) 64397888
(010) 64390278
100102

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碧波路 690 号 4 号楼 1-3 层
电话: (021) 38507688
传真: (021) 50273000
邮编: 201203

广州分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
中信广场 66 层 07-08 室
电话: (020) 38113988
传真: (020) 86695074
邮编: 510613

安捷伦渠道合作伙伴
www.agilent.com/find/channelpartners

请通过 Internet、电话、传真得到
测试和测量帮助。

www.agilent.com/quality

成都分公司
地址: 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
天府四街 116 号
电话: (028) 83108888
传真: (028) 85330830
邮编: 610041

深圳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
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 3 楼
电话: (0755) 83079588
传真: (0755) 82763181
邮编: 518048

西安分公司
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88 号
长安国际大厦 D 座 5/F
电话: (029) 88867770
传真: (029) 88861330
邮编: 710068

安捷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 169 号 25 楼
电话: (852) 31977777
传真: (852) 25069292

香港热线: 800-938-693
香港传真: (852) 25069233
Microsoft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Visual Studio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或其它
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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