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工作通常开始于传统测试系统实用性和可行性结束之时。

我们专注于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理念是：创造

未来，而不是追逐潮流。

我们坚持以丰富的想法以及准确、可靠的超越小数点的测量技术来加以说服。

您可通过这里查看新闻、产品和项目介绍
mcd-elektronik.com 

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联系
     info@mcd-elektronik.de /    +49 7231-78405-0

Online shop

shop.mcd-elektronik.COM

与时俱进的测量技术

2015年底，我们启动MCD全新网上商店。

以下  

shop.mcd-elektronik.com
我们提供测量系统、控制系统、软件、 

图像处理工具和备件，以及产品对比功能。

立即体验我们的在线网店 
我们期待您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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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没有想做得更好的欲望， 
那么她/他已不再是好的。”
   菲利普.罗森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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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www.xing.com/profile/
Bruno_Hoerter

www.xing.com/profile/
Petra_NoskeMahseredjian

带着愿景在1983年成立了MCD，MCD电子有限公司是全球
领先的测试测量系统供应商。所生产系统被用于不同领
域的质量保证检测，MCD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复杂的测
试和自动化技术。我们通过先进的理念和精确可靠的测
量技术获得信任。

因此，本书的座右铭是 “我们用心测试”, 我们希望塑
造未来，而不是追逐潮流。

如今，MCD已遍布40多个国家，并且已在匈牙利和中国
设立办事处，以此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好当地客户。
在我们新建的MCD中心，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回顾30多年
以来的创造力和创新，因为管理层和员工都在不断地创
新和迎接新挑战。

在我年度演讲中，我大胆地展望了未来： 
“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科技将继续引领我们前进。未
来，我们将继续充满激情地去开发产品，迎接挑战和完
成新任务。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我们
将已饱满的热情以及投入全部精力来满足客户更多的要
求。除了坚持我们已经建立的最高技术标准，我们将继
续按照我们个人和企业理念来为我们的客户服务。服务
和实用性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基于这些已经过验证
的经验，我们将更强更坚定地健康发展。。。。。。”

“谁没有想做得更好的欲望，那么她/他已不再是好的。”

Bruno Hörter
CEO

Petra Noske-Mahseredjian 
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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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中心

在规划初期，我们把需求集中在：我们的客户，员
工，当然还有优化工作流程上。现在我们在舒适的新
办公室办公，新总部已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场
所。

我们的各个交流中心，可用于开展非正式对话，交流
业务信息，或探讨新的想法。现在，我们有足够的
空间来协助发展新的想法和健康地成长。一切都考虑
到了：高速光纤数据连接、培训室、自助餐厅、会议
室、展览室和员工健身房等。

我们在中国和匈牙利的办公室，可以直接访问总部数
据中心。

我们很高兴在新总部办公，这让我们向未来迈进了一
大步。

2011年11月，我们搬进位于比肯费尔德镇工业园区 “达姆费尔德”的新总部。从那时起，我们有幸接待了许多
参观者并且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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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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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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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1983年为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石。4个年轻小伙子怀揣
着一个共同的愿景“定有一个具有超越所有竞争的高
质量产品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他们利用业余时间
开发了一个衰减器来控制无线射频强度传输和测试设
备。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和测试后，他们的愿景变成了
现实。

他们成功开发了一个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耐用性和精
确度的衰减器。不久后，他们找到了一家丹麦公司，
该公司同意集成此衰减器到它们的检测站并且将它销
售到全世界。

这已很清楚地说明，校准系列的准备只是未来一切的
开始。这充分展示了为客户量身定制测量技术产品的
激情，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大的发展。

该产品的成功告诉我们，付出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创造
力，可以成功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在今
天，我们意识到每个想法都出于同样的原因，正如我
们当初一样。

现在

MCD是一家私人控股的公司，致力于提供世界上最复
杂的测试和自动化技术。MCD制造的系统，被很多大/
中型公司使用，以及被用于测试电子和机械电子组
件。MCD测试系统可用于测试：汽车部件，例如电子控
制装置、方向盘模块、开关、收音机和导航系统。这
些系统范围从简单针对各种产品的测试夹具到全自动
测试单元。MCD为在汽车、航空航天、医药、能源、家
电等行业的客户开发和制造测试系统。

我们的发展源于创新。这些创新来源于实践应用，来
源于客户的要求。经常，我们的客户是创新者。根据
我们的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并且提高我们的测量
技术。
 
我们能提供一切，从概念开发到现场调试。从MCD，您
能获得所需要的一切。

。。。。。。精确到小数点的测量技术。我们热爱挑战，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乐于为客户量身开发“德国
制造”的创新型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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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提供一切，从概念开发到现场调试。从MCD，您能获得所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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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日期和事实 

尽管我们是一家中型企业，但当涉及到复杂，机电一体化和全自动化的测试和测量系统时，我们是技术领导
者。

业务
    创办于1983年
    创始人管理
    总部在比肯费尔德镇
    目前有80名员工(2015)　 　

质量
    根据DIN ISO 9001认证
    
营业额
    1800万欧元（2014年）　 　　 　

合作伙伴
    Meilhaus Electronic GmbH
    CAMTEC System electronic GmbH
    ASYS Automation Systems GmbH
    Engmatec GmbH
    Göpel electronic GmbH
    Dr. Wiesner Steuerungstechnik GmbH
    GENTHNER SystemTechnologie

子公司
    MCD Elektronik GmbH
    MCD Elektronik Hungary
    MCD Shanghai Office China
    MCF Technologie GmbH
    MHGT Elektronik GdbR
    HT Elektronik GdbR

客户-行业
    汽车
    (特种)机械
    设备工程 　 
    医药 
    国防和安全技术
    质量技术
    家电
    传感器和飞机制造

责任范围
    项目规划
    建设
    机械
    软件
    应用
    生产
    文档 
    调试
    培训
    开发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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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史

1983 1988

1993 1998

两个愿景和四个年轻人
四个年轻人有一个愿景“定有一个
能超越所有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在
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他们开
发了一个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耐用
性和精确度的衰减器控制射频传输
水平和测试设备。第一个愿景导致
成立MCD。第二个愿景是开发、制
造和销售全自动测试和测量系统。

[两个愿景和四个年轻人] [1987年，MCD首次亮相慕尼黑
PRODUCTRONICA展会]

[使用MCD智力测量、测试、配合] [耐力测试台用于气驱动的卷发器]

我们的座右铭，“使不可能变成可
能”。1987年MCD首次参加慕尼黑
PRODUCTRONICA展览会。展台面积
为96平方米，呈现给观众很多展品
并且吸引了许多感兴趣的参观者。
从那时起，MCD不断发展壮大。

MCD根据不同的要求开发了许多
特殊的设备和机械。此外，电
波时计，汽车零部件或付费电
视解码器。当时，MCD为布朗、
奔驰、蓝宝、根德、哈曼贝克
尔等公司生产测试系统。

在这时期的特殊发展包括一个
用于气驱动卷发器的长期测试
测试台。在一段有几千个小时
的时间内，记录和评估温度测
量数据，启动行为，耗气量，
升温曲线以及冷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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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8 2013

[耐力测试台用于气驱动的卷发器] [慕尼黑PRODUCTRONICA ] [子公司-MCD北美有限公司和25周
年庆典]

[新总部，DAMMFELD]

在这时期的特殊发展包括一个
用于气驱动卷发器的长期测试
测试台。在一段有几千个小时
的时间内，记录和评估温度测
量数据，启动行为，耗气量，
升温曲线以及冷却值。

在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Siegfried Treiber不幸去世
后，MCD被控制在比肯费尔德。
在慕尼黑PRODUCTRONICA展会期
间，MCD展出了测试系统、控制
功能系统和MCD集成核心分析软
件。

MCD继续在其道路上成长，并
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业务子公司 
-MCD北美有限公司。在25周年
之际，MCD已增长到五家公司。

通过在新的工业园区建立新总
部，MCD又建立了高标准。扩大
了业务且不断地向前发展。MCD 
新总部愿景已变成了一个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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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要求和能达到小数点的可靠性。
我们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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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到小数点的质量 

我们与客户一起设计测试系统，以确保一流产品质
量。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同时也是
我们日常工作的基础。我们日常的工作组织已形成了
我们的质量管理模式，MCD每一位员工坚持履行此责
任。在MCD，每一个员工都可以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将
在我们的质量管理会议中被一一讨论和被分析。这样
一来，我们能不断地进行改进，优化以客户为中心的
工作流程。

此外，MCD每年进行两次内部审计，以确保MCD产品质
量得到不断提高。我们的质量管理团队对所有审计步
骤进行评估。通过使用客户满意度调查问卷，员工调
查问卷和内部审计，我们定期被检测。这种质量评估
是由TÜV南德意志集团认证，根据DIN EN ISO 9001认
证规则的。
 

如何辨别我们的质量

-多年的经验 
自1983年以来，我们一直活跃在市场上并取得了成
功。

－快速的服务
我们时刻准备着应对紧急情况。当出现问题时，无论
客户在哪里，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在48小时内到达现场
为客户服务。

–全面服务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从设计开发概念、调试、完成
项目到帮助客户解决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可靠性
我们了解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和性能。MCD产品的安全功
能性为我们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持续发展
因为客户的需求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所提供的测
量系统要能适应这种需求。对MCD来说，这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我们的设备和系统是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
进行扩展和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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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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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MCD是一家开放和面向合作伙伴业务的公司。通过与自动化合作伙伴的合作，我们能建立完整的装配和拥有集成
测试的制造工厂。

Meilhaus Electronic GmbH
总部设在慕尼黑附近奥林。在计算机测量和接口技术
领域，ME是欧洲领先的集设计、制造和销售为一体
的供应商。与Meilhaus一起，我们提供专业的应用程
序：MCD软件和Meilhaus 数据采集卡。
www.meilhaus.de

Engmatec GmbH
The Engmatec Corporation，总部位于拉多夫采尔湖
（Lake Constance），在自动化系统、测试和测量技
术方面，多年来一直为客户提供特制的解决方案。 
www.engmatec.de

CAMTEC Systemelektronik GmbH
CAMTEC位于Pfinztal-Berghausen，开发和制造先进的
电源供应器以及用于自动化、机械工程和电子行业的
组件。其产品在质量、技术和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竞
争优势。
www.camtec-netzteile.de

 
ASYS Automatisierungssysteme GmbH
ASYS公司，总部在乌尔姆附近的多恩施塔特地区，专
注为电子和太阳能产业开发和生产处理设备、程序
和特种设备。在过程自动化方面ASYS也是一个的领导
者。 
www.asy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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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

 扫描您的QR码，
直接进入GÖPEL网
站！

MCD是一个在软件和硬件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支
持VarioTAP，VarioCORE和透视技术的发展。 另
外，MCD是一个在VarioTAP模型方面的“增值经销
商”也是以OEM为基础提供全程解决方案的一个系
统集成商。



1919

合作伙伴

19

Dr.Wiesner   控制技术
作为泄漏检测系统方面的专家，Dr. Wiesner了解来自
不同行业客户的需求，例如来自汽车、阀门、电气工
程、航空航天以及医疗技术行业的客户。无论是全自
动化的系统功能测试、流量测试、泄漏测试或者串行
测试以及集成到生产线的测试，Dr.Wiesner都能提供
相应的解决方案。
www.drwiesner.de 

GÖPEL 电子有限公司
GÖPEL 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德国小镇耶拿，作为行业内
领先的供应商，开发和制造用于检测电子组件和程序
的创新型的电气和光学测量的测试设备。
www.goepel.com

GENTHNER系统技术公司
坐落在比肯费尔德小镇的GENTHNER系统技术公司，与
MCD已有超过25年的战略伙伴关系。该公司提供与MCD
核心竞争力不相冲突的产品和服务。
业务范围包括：组装/零部件生产、制造优化以及CAM-
DNC编程。来自医疗技术、光学和测量系统、自动化、
航天航空以及机械工程领域的客户将受益于此合作，
获得高质量和高精度的系统设备。
www.genth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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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支持未来发展的年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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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青人的支持

我们传递我们的优势，通过培训来大力培养专业人才。我们信守承诺，希望成为一个榜样，同时帮助我们塑造
未来经济和地区发展。

对于MCD来说，不仅开发新产品重要，发展新业务也同
样重要。这就要求MCD拥有一流的专业人才，充分挖
掘和使用他们的潜能。正如MCD对技术的积极和热情一
样，我们希望以同样的热情来鼓励和激励年轻人。

每年，MCD都会招聘2-3名学员/学生进行培训。这些学
员被分配到不同部门进行学习，我们希望为他们营造
愉悦和充满激情的工作氛围。另外，我们会安排经验
丰富的员工与他们一起工作。这样一来，双方可以互
相学习：一方面是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是新创意。

除了众多的培训课程，我们提供给这些学员/学生参与
实践工作的机会。我们鼓励实习生涉足所有部门，帮
助他们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

同时我们也为学生提供论文和实习的机会。他们的工
作不仅是简单地写在纸面上，同时也会被实施。这在
MCD并不少见，好的产品开发观点会得到大力地宣传和
推广。

与商会合作，培训员专为学生/大学生组织由学生工程
院院士（SIA）与专业教育有限公司举办的研讨会和
项目日。允许学生做一些项目，比如：编写软件程序
进行声学测试自己的MP3播放器，并介绍研究成果。在
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那些对技术职业失去兴趣的女学
生，通过与这些机构的合作，我们鼓励使用新的以实
践为导向的学习方法来培养她们在这方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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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MCD的员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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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区

     
facebook.com/mcdelektronik

    
twitter.com/mcd_elektronik

    
mcd-elektronik.com

    
xing.com/companies/mcdelektronikgmbh

    
youtube.com/user/mcdelektronik

plus.google.com/+Mcd-elektronikDe

通过MCD社区，我们做自我介绍以及参与讨论一些与我们相关的问题。点击以下社区，我们期待与您的交流和接
收您的反馈意见。为了获得移动信息，您可激活您手机上的QR码阅读器，然后扫描下面的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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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竞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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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运动

在体育锻炼方面，MCD也提供很多: 从公司自己的健身房，到给员工在跑步和骑自行车时使用的运动服以及赞助
第一支女子手球队、TV Birkenfel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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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肯费尔德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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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国际

MCD测试系统遍布全球42个国家。为了在国际市场上长期保持竞争力，并满足客户现场服务的需求，MCD成立了
匈牙利（布达佩斯）分公司和中国（上海）办公室。

由于东欧和亚太地区业务地快速增长，尤其在汽车行
业，客户现场服务的要求增加，因此MCD在上海和布达
佩斯成立了分部。项目管理和计划，以及其它核心业
务部分任然保留在德国比肯费尔德总部。

MCD自豪地介绍其在上海和布达佩斯分支机构的代表
人员。各分支机构团队成员在项目准备、调试、培训
以及代表参加本地展览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通过与上海A H K（德国工商商会）合作，参与
其“office in office”项目，MCD成立了上海办公
室。从2014年10月开始，由中国首席代表温龙带领的
技术团队正式开始运营。MCD设立本地服务办公室所带
来的积极影响和良好的客户反应将大力推进MCD在不久
的将来成立上海分公司。

早在2010年MCD已在布达佩斯成立了办公室。在业务拓
展经理Labib Feidy和匈牙利首席代表Gergely Boross
的带领下，MCD成立了匈牙利分公司。

为满足大量客户的服务需求，2015年底工程师Attila 
Puskás的加入，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技术团队。通过相
关展览会，比如上海Nepcon, 慕尼黑Electronica/
Productronica,促进客户与MCD团队近距离接触和交
流。

MCD所有代表人员定期在MCD总部进行培训，从而保证
良好的服务质量。另外所有代表人员与MCD业务拓展
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以便能高效集中处理客户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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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现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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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参展之旅

29

欢迎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子产品贸易展览会，或者在高达181米的奥林匹克塔上参观MCD。欢迎您提前预
约，或直接与我们联系，您将会收到一张免费的门票。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Productronica
新的贸易展览会，在德国慕尼黑
每两年举办一次，在11月
创新电子产品生产国际贸易博览会

Electronica
新的贸易展览会，在德国慕尼黑
每两年举办一次，在11月
组件，系统和应用程序国际贸易博览会

高新技术在奥林匹克塔
奥林匹克塔，德国慕尼黑
每年6月/7月
Meilhaus Electronic公司的测量技术活动

NEPCON中国
上海世博展览馆,1号馆1C01号
为了近距离接触我们亚洲区域的客户，
MCD决定每年参加上海NEPCON展会

有关MCD更多展会信息，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网
www.mcd-elektronik.com/news/fairs!

2017年11月14-17日
慕尼黑Productronica

2016年11月8-11日

慕尼黑Electronica

2016年6月8-9日
慕尼黑奥林匹克塔

2016年4月26-28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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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客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系统是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同时我们也保持灵活性。这
些个性化的需求使得MCD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一些已经完成的项目。另
外，您也许会好奇MCD团队究竟多大程度地成功完成了项目，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您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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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界面 装载站																														 	控制系统	MechIO16

使用该复杂的测试系统以及一个集成CO2	激光来测试和标记旋转角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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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激光元件EOL测试系统

特性

	1.插入/删除站

	•	插入检查传感器到一个具有索引和一个2倍接	

			触位置的技术转盘内

	•	每个转盘巢（4倍）两个传感器彼此平行地进	

			行测试	

	•	曼努埃尔馈送传感器的双重分析和一个激光站

	•	自动上料的IO处理系统

	2.评估站

	•	程序员同时评估两个传感器集成电路

	3.激光站
	•	根据客户的要求，对IO部分光刻

	4.排队/自动IO处理

	•	激光刻制传感器连同自动处理系统从激光站	

			被传送到删除站。在那里，测试项目被带到一	

			个四线存储的IO部分。每个测试项目有一1轴向	

			线性系统的应对方法和用于反向存储的自动	

			调谐单元（气动）并且是与类型相关的。

5.插入/删除站
•	NIO处理需要操作者通过手动去除测试样品，	
		并且释放到一个传感器监测NIO的部件收容器。	
		传感器位于一个普通的落水管的入口，该容						
		器是可锁定的。

应用实例

•	机械元件测量

•	交付质量评估

•	控制元件测试

•	力/位移测量

•	各种设备的终检测试

•	按键测试系统

•	等

我们开发了一个用于旋转角传感器标记的复杂系统。打标激光被封闭在系统的一个防护箱内。提取站在小型激
光器单元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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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样品抽屉 使用3个摄像头 适配器的测试项

离线版本

            连接到视频
             
              goo.gl/yqJtZV

�
离线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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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EOL-机动车外视镜测试系统

特性

•	镜对准测试，变速箱总成测试

•	换挡时的电机电流

•	调整角度，	加快图像处理

•	识别弯曲，平面和球面镜片

•	测试自动调光镜玻璃

•	镜面上刻字阅读

•	伸缩镜

•	加热测试

•	通过总线协议控制

设备组件

•	MCD	测试管理软件，数据管理软件

•	MCD	LIN总线工具

•	MCD图像处理

•	MCD	UMS系统	

应用案例

•	内/外视镜测试

•	光学元件测试

•	控制面板测试

•	显示测试

•	组装检查

•	离线和在线测试

•	等更多

使用此系统，可全自动测试不同类型的外视镜。

在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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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测试 去除“未通过”样品位置 SPS	对话框

有6工位旋转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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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EOL-电动车窗测试系统	

特性

•	传感器监测的NIO帕累托双带式放电	

•	组件是气动接触的	
		双巢6倍接触，依次发生：水平方向从前面	
		0°,水平方向从后部180°和垂直方向上从底	

		部）

设备组件

•	机械电路测试

•	光学元件测试

•	使用统计记录和评估对测试结果进行评估

•	触觉电阻测试

•	组件标记或用激光、错误代码、批号标记

•	自动氧化镍处理（XYZ	系统）

装置

•	移动面板操作单元

•	一个	有气动处理系统的帕累托	NIO	安置区的控	

		制（XYZ旋转处理）

•	控制	CO²	激光打标，包括提取及预防措施

•	控制扭矩测量

•	参考设备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分析而进行的FMEA	

		设计

•	MSA程序1和3

•	集成照明图像处理单元

•	FPGA控制的高速数据采集板

EOL测试系统用于测试机动车辆的电动车窗开关转盘触觉测量（扭矩测量）和电气测试（开关电阻测试）。电动
车窗开关在系统里被作为双测试进行操作	(周期时间：	4	秒.)有	6	速转盘间距的旋转工作台电机驱动被集成到
工作站。插入到旋转台6个可互换测试元件工位。组件可以气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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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可见对不合格DUT的处理 移动面板操作单元 手动装载站

开关模块视觉和触觉测试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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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除了电气功能，机动车开关模块同样需要进行光学以及触觉检测。该混合转台测试四个工位里的开关模块。	
不合格的DUT通过气动系统被自动分离。

EOL-开关模块测试系统

特性

1.手动装载站

•	开关模块被放置在可转动	

		并且带有索引和气动联接的工位里

•	每转盘巢（4X,可换）并行测试两个DUT

•	自动去除NIO处理系统

2.组装能力测试

•	测试插头插脚缓冲电路检查

•	连接器外壳以及接触部位的接合力测试

3.光学测试

•	亮度、LED颜色、位置以及按钮元件质量测试	

•	使用特殊的摄像系统和MCD图像处理软件

4.电阻/	触觉测试

•	通过带有运动控制器和触摸传感器的	

		精密驱动器进行力和位移测量

•	4极电阻测量

•	同时记录和评估物理测量数量以及开关点

5.CO²激光标记站

•	用具体数据标记IO部件，NIO开关得到故障码	

•	通过操作员手工去除DUT的IO处理，	

		不合格的DUT通过处理系统被自动去除

应用案例

•	开关模块光学、触觉以及电气测试

•	机械部件测量

•	操作部件测试

•	力/位移测量

•	机械缓冲电路检测

•	各种设备终端检测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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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 太阳能电池 跟踪单元的定位

太阳能监测和控制单元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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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EOL-太阳能控制部件测试系统

一个特别的控制器不断监测控制单元的安全性且不允
许不必要的访问。

特性

•	移动机制检查		

		(倾斜和旋转角度)

•	照明角度和太阳能的测试与校准

•	传动器在交流和直流区域的驱动和控制单元

•	与通信领域配电面板的通信

•	电流和电压

设备组件

•	电子控制组件的测试

•	电机驱动系统的测试

•	电源逆变器的测试

•	复杂控制柜的测试

装置

•	用于太阳能应用的2个高性能电源，高达1000V

•	交流和直流电机的定位控制

•	可编程单元的安全控制

•	控制单元电压高达1500V

此产品供应给太阳能行业的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客户，我们完成了一个用于太阳能监测和控制单元质量控制的
测试站。此系统用于检查和校准发电厂中高效太阳能电池的定位控制器。
为此目的，电力紧张局势被处理到1000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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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摄像机 ULC适配器EOL执行																																																		 高频率控制

测试台2	DUTs的ULC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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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EOL-天线放大器测试系统

使用ULC适配器作为一个EOL测试适配器。通过两个具有智能交换能力和综合测试功能的抽屉适配器，可以实现
更短的周期时间。

特性

•	频率响应测试到千兆赫范围

•	电流和电压测量

•	诊断功能

•	切换功能

设备组件

•	网络分析仪

•	优化适应

•	二维条码扫描器	

•	可交换单位针对不同类型的DUT

•	MCD软件和控制

•	MCD高频率测量曲线测量工具

应用实例

•	发送和接收模块的测试

•	测试高频放大器

•	测试分离器，衰减器

•	调谐器模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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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和光纤 抽屉DUT和光纤 电动、气动和光纤转换接口

ULC-机架和适配器ULC-机架和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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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EOL-设备操作面板测试系统

对ULC机架和ULC适配器各单位，在毫坎德拉值里照明亮度和色度测量。

特性

•	功能测试

•	亮度测量

•	在整个光谱的颜色测量

•	照明位置精度

•	亮度分布

设备组件

•	汇率为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类型

•	颜色和强度的测量单位	

•	数据收集和分析

•	MCD测试序列编排器

•	MCD显示器工具用于颜色测量

应用实例

•	控制元件测试

•	背景照明测试

•	开关模块测试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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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站 方框图 带有射频连接的下架

测试台包含控制架和可更换测试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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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机动车多功能天线需适应不同要求。恒定运动，信号干扰或者不同的波长范围不应影响信号强度，频率范围应
尽可能全面。该EOL测试系统包含信号检测和机械控制。

EOL-多功能天线测试系统

特性

•	电流和电压测量

•	频率测试，从千赫到更高的频率范围	

•	各种信号测试:

		-	无线电信号(AM,FM,DAB	II)	

		-	导航信号GNSS(GPS,GLONASS)

		-	卫星信号(SDARS,TV)

		-	移动和CB无线电(也保护信号)

•	通过传感器进行机械方面测试

•	诊断功能检查

•	自动检测和切换功能	

设备组件

•	MCD软件和控制模块

•	特殊信号刺激螺旋天线

•	射频适应

•	接触频率气动控制	

•	2D	Mini条形码扫描器

•	带有网络适配器的ULC机架

•	触摸屏PC

应用案例

•	信号和频率检测

•	传输/接收模块测试

•	高频放大器测试

•	通信模块测试

•	卫星接收器测试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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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光学检测(AOI) 气动NIO滑动 机器人单元触觉测试

带有机器人单元和AOI测试的EOL测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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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其特点是：一共包括五个测试站和两个机器人单元。该测试线包括用于汽车工业里操作装置面板和开关模块的
触觉测试。使用MCD制造执行系统工具（MES-Tool）集中控制、管理以及根据不同DUT进行调整。

带有机器人单元的EOL检测线

特性

1.机器人单元触觉测试

•	使用6轴机器人测试

•	动态旋转驱动和摩擦力测试

•	接触和功能测试

•	通过精密插入机械缓冲电路检查

•	通过MCD刀具监控软件(机器人技术、	

		TestManager	CE和图形分析)来控制

•	通过使用直通传感器的气动滑NIO处理

2.机器人单元触觉测试

•	使用6轴机器人测试

•	电阻与力-位移测量

•	连接前机械缓冲电路检查

•	通过使用直通传感器的气动滑NIO处理

3.操作装置面板AOI测试

•	LED颜色和亮度、位置和按钮元件质量测试

•	使用特殊摄像系统和MCD刀具监控视觉软件

4.开关模块触觉/功能测试

•	旋转驱动测试和扭矩测量

•	电阻值、旋转角度和力-位移测量

•	自动连接和功能测试

5.电源开关模块AOI测试

•	LED颜色和亮度、位置和按钮元件质量测试

•	检查照明开关，日夜设计和功能性照明		

•	使用特殊摄像系统和MCD刀具监控视觉软件

应用案例

•	操作装置控制面板和开关模块光学、

		触觉和电气测试

•	机械单位测量

•	机器人辅助触觉测试

•	力-位移测量

•	机械缓冲电路检查

•	各种设备终检检查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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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高频测试机 边界扫描适配器 包装测试

整条测试线用于移动无线网络热点生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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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站1-边界扫描FCT

•	生产控制数据管理	

•	通过USB连接编程模块	

•	可替换夹具套件，带有用于模块上不同尺寸板卡

		的两个拓展位	

•	Göpel公司边界扫描硬件	

•	MCD	BSCAN	tool	monitor	作为一个内在智能连

		接BSCAN硬件	

•	LED测量以及LED分析仪，用于测试色彩和强度	

•	按压和测试可控气动缸体按键	

•	BSCAN软件开发以及测试覆盖率确定	

•	通过刺激检查接口功能	

•	模块功能测试	

站2-终端测试机

•	连接RF信号	

•	GSM,3G,LTE	和Wifi	测试	

•	RF功率测量	

•	用于不同组件可换的RF适配器	

•	自动USB和SIM连接	

•	检查SIM卡连接器	

•	测试无线通信接口	

•	测试待机和报警功能	

•	检查休眠电流	

站3-包装测试

•	通用连接型的耐光适配器	

•	集成照明图像处理系统	

•	标签打印机	

•	代码卡打印机	

•	打印标签和代码卡	

•	通过图像处理测试打印机和设备	

•	MCD标签生成器	

ULC机架特点

•	通用、无限制	

•	防静电设计、桌面、图面	

•	可实现使用DIN导轨模块，组件等其它元素单独

		开发	

•	19英寸机架

为了实现无线上网LTE模块能永久提供强大功能，我们已实现一个用于生产这些Wi-Fi模块的测试线，由以下三
个独立移动站组成：边界扫描、终端、包装检测。

Wi-Fi热点EOL检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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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适配器			 接触面 	接线盒

工作台																																																																											

机架式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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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特性

•	自动测量电压和电流

•	手动探测器进行电压测量和限值控制

•	编程板

•	通过RS232、以太网、CAN、MOST等与测试样品进	

		行通信

•	蓝牙和GPS测试

•	音频测量

•	自动转换测试程序

•	键盘模拟测试

•	串行输入和输出测试

设备组件

•	工作站

•	测量系统UMS1300	ME

•	接线盒

•	TestManager经典版软件

•	维修和调试适配器

•	音频自动增益控制器

•	控制MIO1616

•	示波器界面和通过测试软件的测量功能

应用实例

•	连续生产的零件故障分析

•	小的数字测试适配器的设备

•	调试适配器，用于实验室样品

•	具有视觉验证的控制面板测试仪

•	等

适配被设计作为一个旋转适配器。焊接面和组件面可
自由接近进行维修或分析双面的操作。通过插入可拆
卸安装支架，可测试PCBs和完全组装好的测试设备，
另外A系列的测试系统也是可能的。

修复测试系统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台联机设备出了问题，修复、离线和调试系统可被用来解决此问题。因为操作员有必要
手动操作测试样品。维修站包含带有测量和控制设备的工作站，以及带有接线盒的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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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功能测试 手压装配		 带条形码扫描仪的EOL适配器

测试站用于总装以及测试车辆发动机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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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组装和测试站

第一站-功能测试机

•	动力平衡，电压，频率，功率测量多达50安培

•	当携带在适配器里的二维条码扫描仪被插入到	

		适配器中时，可登记和识别出样本	

•	MCD	PIC8IO的机械设计

•	在测试过程中，可通过压缩空气供应来抵消过	

		热

•	互斥服务器提供了TestManager多个实例的之间	

		的通信水平

•	通过PWM控制的功率控制

•	被测没问题的设备，标记“通过”

第二站-	装配空间

•	手动将风扇控制板的外壳压在一起

•	在加压之前，由一个手持式扫描仪识别序列号

•	自动打印条形码并由操作者贴上

•	通过力-位移测量方法来检查正确的压缩

		

第三站-	EOL测试系统

•	装配完毕后，手动插入并关闭EOL	适配器里的	

		样品

•	自动开始功能测试

•	同样进行电流，电压和频率测试测量	

•	也测试样品的启动和快捷方式的性能

•	机械处理接管控制的MCD	PIC8IO

•	手持式扫描仪读取条形码

•	通过PWM控制电源控制

应用实例

•	PCB功能测试

•	终端设备功能测试

•	装配工作

•	针对不同产品的制造和测试单元

•	等

2011年７月，一个带有3个测试站，用于总装配和机动车控制测试的系统被运送给中国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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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FCT 用户使用手册 特殊电路板

带有闪光和Run-In设备的离线站，自动和手动功能测试系统，光学测试台和传递装置

针对主板和数字调谐器模块测试的嵌入式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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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越来越多中档车使用高品质的信息娱乐系统。该检测线是为一个大型日本制造商开发，它被集成到生产过程中，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设计了八个固定测试系统。

信息娱乐系统检测线

特性

1.主板内联BSCAN/功能测试系统			

•	全自动测试以及程序设计两个主板

•	并行测试

2.调谐器模块内联BSCAN/功能测试系统

•	针对12	DAB，同时进行调谐器模块的BSCAN、	

		功能测试以及程序设计

3.闪光设备

•	针对48个DUT进行并行程序设计的担架车

•	可异步测试

4.Run-In	设备

•	在一个气候室对48个ＤＵＴ进行耐力测试	

	（温度范围从-40°到+80°C）

•	所有设备以及信号功能测试

5.自动功能测试系统

•	针对4个DUT的USB,WLAN以及蓝牙组件测试

•	调谐器和卫星接收模块的模拟和数字测量	

		(AM、FM、DAB)

•	GPS、视频信号、风扇功能、接口、	

		亮度以及MOST通信测试

•	实现自由测试潜力以及过程自动优化

6.手动功能测试系统

•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测试设备

•	听力测试、手动DVD功能测试、控件使用功能测试

•	“电子技术手册”协助测试工程师

7.光学测试站

•	通过摄像系统检测连接器、机壳、组装、	

		条形码和贴标

				

8.输送站

•	针对目标应用程序和传送进行DUT配置

应用案例

•	信息娱乐系统测试

•	组件/整套设备的功能测试	

•	发送和接收模块测试	

•	印刷电路板测试

•	边界扫描测试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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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体的位置																																 ESD针床																																														 针床细节

用于电子控制单元测试的带有ULC适配器的移动ULC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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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离线测试站

特性

•	在ME1300测量系统上测量：内部电压、	

		电流和振荡器

•	通过边界扫描测试来检查数字和模拟设备

•	在测试服务器上和样品进行交流

•	通过UART使用NEC闪存编程器进行编程

•	二维条码数据采集的测量和记录类型分化

•	MCD音频分析仪测试16个音频输出的频率和电平

•	可以同时测试2个设备

设备组件

•	携带MCD合作商(Meilhaus)UMS1300卡的测量系统

•	TestManager经典版软件

•	音频分析软件

•	边界扫描硬件和软件

•	闪存编程器

•	微型二维条码扫描器

•	ULC适配器

•	ULC机架

•	触摸屏PC

应用实例

•	测试电子控制单元

•	汽车零部件

•	GPS和导航模块

•	测试和校准适配器

•	调谐器测试（电视、广播、DAB等）

•	设备和模块EOL测试机

•	等

我们为总部位于法国的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交付了这三种离线测试站。用于测试和规划汽车内置的电子控制
单元。



60

模块连接 开关功能测试 标记板表面

使用该通用测试盒手动测试机动车操作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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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车辆操作设备测试箱

特性

•	开关功能

•	照明

•	控制功能

属性

•	可拆卸标记的PCBs,	用于灵活运用测试设备

•	通用连接

•	可更换线束

•	类型相关限制

应用实例

•	用户直接测试

•	部件故障检查

•	保修评价

•	等	

使用此通用测试箱，可在视觉上检查许多不同的开关模块是否正确操作。被测模块经由一个配置电缆连接到测
试箱的通用连接器。然后由发光二极管表示开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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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范 刀具监控软件用户界面 自动辨别连接插头

该移动测试设备已被验证是一个可靠的，可用来测试汽车阀瓣驱动器的便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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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为PWM或模拟控制组件短间隔测试，MCD开发了该电池供电手持设备。	由于灵活的固件编程，对不同阀瓣器或阀
门的功能测试是可能的。

阀瓣驱动器移动测试设备

特性

•	自动检测DUT以及纯源化测试程序

•	测试测量电缆应用软件

•	电池容量供应检查

•	集成扬声器声学支持

•	通过触摸屏清晰显示检测以及测量输出	

•	通过/失败监测

•	适不同DUT可更新

设备组件

•	4.3英寸LCD触摸屏图形化界面	

•	3000毫安电池容量

•	外部电源供应（9到17V，通常12V）

•	传感器输入，用于分析模拟信号

•	用于远程控制的串行RS-232接口

•	集成TestManager	CE刀具监控软件

•	微型扬声器

•	带启动按钮的备用开关

•	用于不同连接插头的强测量电缆

•	双语手册和用户指南（德语/英语）

应用案例

•	PWM或模拟控制组件功能测试

•	带或不带BUS控制的开关组件测试

•	带或不带BUS控制的灯光单元测试

•	服务站移动测试系统

•	用于汽车或医疗电子应用的控制单元检测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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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温箱 	旋转转盘内部		 		手动操作控制阀

使用该RunIn系统，在-40°到+70°范围内，测试36个开关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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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RunIn系统

特性

•	检测各个工作区域的电流消耗	

•	信号测试水平和出现时间

•	监控开关位置

•	同步采样输出信号

设备组件

•	具有两层旋转转盘，用于插入并且连接开关

•	手动操作控制阀

•	具有接口和通风装置的机柜

•	使用具有测量技术和Testmanager软件的控制单	

		元进行测试

应用实例

•	LDS模块

•	GPS接收器

•	胎压监测器

•	协调器

•	汽车ECUs

•	主管单位

•	导航组件

•	音频放大器

•	等

一个特别的RunIn系统已被运送给中国客户。我们为一个大型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开发和生产用于开关模块的
RunIn	系统。在-40°到+70°温度范围内对36个开关进行监测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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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适配器	 下架和针床 可移动盒

蓝牙和WLAN系统蓝牙和WLAN系统 UMT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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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蓝牙、Wi-Fi、uMTS测试系统

特性

•	测量蓝牙和WLAN通讯

•	测量电流电压

•	测试功能和结构

•	在适配器里使用４个模块并被依次测试		

•	机械处理接管MCD	PIC8IO的控制需要

设备组件

•	WLAN和蓝牙发射机和接收机单元

•	RF密度适配器

•	微型二维条形码扫描器

•	适配器和可移动盒装配有可编程存储单元，该	

		单元包含了校准数据

应用实例

•	测试和校准敏感组件

•	测试车辆控制键

•	测试应急设备

•	检查遥控

•	通信模块测试

•	等

使用我们的测试应用板卡，我们确保您车内有良好的的蓝牙和WLAN信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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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谱仪的试验台 有测试头的测量表 测量适配器光谱仪和接触

平面表与测量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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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光学和电气测试站

在医疗领域用于LED光学测试的测试系统

特性

•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使用源表测量二极管特性

•	在XYZ台上，对使用的60个LED进行序贯测试

•	光通量测量积分球

•	波长的测量+/	-	1毫米

•	不同阶段的光功率

•	特性测量

•	创建测量过程报表

设备组件

•	源表

•	积分球光谱仪

•	测试管理软件+数据管理软件

•	能适应特殊要求的ULC机架

•	屏幕覆盖

•	触摸屏PC

应用案例

•	LED的测试

•	特别测试系统

•	机械测试设备

•	XYZ支持的多测试设备

•	自动化测试任务

•	还有更多



70

有覆盖面的完整设备	+	紧急停止 “测试拍摄”锁定 探头光谱仪

尤其在医疗技术领域，高质量的验证测试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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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该测试机用于吸入器核查。是MCD和Dr.Wiesner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和生产的。	

特性

•	操作周期的测试

•	操作力量的测量和文档记录

•	监测生命周期

•	闭锁测试和机械驱动

•	扭矩测量

•	获得操作视角

•	全自动化测试和文档记录

设备组件

•	MCD	测试管理软件

•	MCD	ULC高速测量卡

•	MCD	TestSequenzer

•	有力测量、	旋转编码器的机械测试机

•	触摸屏PC

应用案例

•	机械元件测试

•	耐力测试

•	各种元件的耐力测试装置

•	力	-	位移角度测量

•	还有更多

验证测试机吸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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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测试 力	-	距	图 触觉测试

该测试系统用于在高温箱里对开关组件进行极端耐力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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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特性

•	各种开关测试类型基础构架	

•	设置适合所有常见的机柜	

•	温度范围从	-40°到	+	150°C	

•	偏心倾斜开关可调	

•	车内情况模拟测试	

•	安装位置可容纳多达六个开关	

•	提供轻松互换的AC插座和制动器单元，

		适应于不同类型开关	

•	通过一个动态压力波动和安装拨叉驱动按钮和摇	

		臂操作

•	模腔板90°倾斜，方便测试样品插入	

•	可访问样本，为了接触自定义连接器	

•	微调预加载螺栓提供集成弹簧压缩和扩展力量

应用实例

•	检查不同的开关组件	

•	测试支持已经在发展阶段进行	

•	机械测试机	

•	检查任务自动化	

•	等等	

为了实现电动驻车制动开关模块耐力测试，我们开发了一个调整装置。该框架适合所有标准机柜，同时可以容
纳6个开关位置。

开关模块耐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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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脑 插入-匹配 力学

该测试系统能提供有关质量保证和长文档记录的庞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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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特性

•	360°全方位测量	

•	破坏不良品	

•	放在“不良品”箱

•	通过利用光和色彩传感器检查机箱特征来进行类

		型选择	

•	机械元件测量	

•	力-位移	

设备组件

•	触摸屏显示器	

•	LabView软件应用	

•	特殊工作场所	

•	工业电脑	

•	“未通过检测”箱	

应用实例

•	控制测试	

•	不同设备的终检测试	

•	控制单元测试系统	

•	光电池检查	

•	安全部件检查	

•	交付质量评估	

该传感器负责车辆上自动大灯范围控制。有利于驾驶员获得最佳道路照明，避免致盲前面或迎面而来的驾驶
员。

液位传感器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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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测试按钮 DUT适配器 柔性线路通用接触夹

使用压电技术的功能测试系统，用于测试平板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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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该功能测试系统是为测试压电式键盘而开发。集成触觉测试，该设备被用于进行全面的功能测试。

压电式键盘功能测试系统

特性

•	整个键盘和单键电容检查	

•	电线线路(线路相互间)短路测量

•	通过自动触觉驱动进行单按键电荷测量	

			

设备组件

•	MCD软件和控制模块

•	MCD刀具监控触觉测试单元

•	接触夹快速联接具有不同网格尺寸的箔电缆

•	用户友好的顺控程序（有详细的用户引导）

•	通用多路复用和数据记录装置

•	客户定制的ULC机架

•	触摸屏PC

	

应用案例

•	压电式键盘功能测试

•	操作件测试

•	传感器测试

•	触摸屏模块测试

•	触觉输入区测试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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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信息娱乐系统的自动测试功能 GLONASS信号编程 生产线信号分布

多功能、节约空间和成本：在移动19		英寸机架内可扩展发射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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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测试信息娱乐系统时实现各种频率和信号，MCD开发了发射机站“中央发生器”。从中央发生器生成这些
频率和信号，并被分布到头单元自动或人工功能测试机。

娱乐信息系统测试发射机站

特性

•	同时创建以下信号：

		-	8	x	DAB+III	

		-	8	x	DAB+L

		-	15	x	GPS,GLONASS,北斗

		-	8	x	XM多波束

•	高频率分布能给整条生产线提供不同信号无破坏

•	多波束信号

•	RF电平控制

设备组件

•	用于生成电视和无线电信号或者数字音频广播				

	（DAB）的SFC紧凑调制器

•	Averna信号发生器用于提供可配置的多波束XM信号

•	GSS6300	信号发生器用于多种基于卫星导航系	

		统的信号生成，比如GPS	(US/EU),	GLONASS		

		(俄罗斯),	北斗(中国)

应用案例

•	娱乐信息系统测试信号生成

•	数字无线电测试

•	卫星无线电测试

•	头单元测试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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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用户友好的软件解决方案能帮助用户高效采集和分析特定数据。特别是在音频和视频领域的分析，通常他们
是昂贵硬件设备更好更实惠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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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列

TestManager 经典版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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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资源管理软件     116
刀具监控Sherlock视觉软件    118 
刀具监控视觉      120
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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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到视频 
http://youtu.be/KbAINlKiH3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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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编程机械控制MCD TestManager MCD TestManager 显示

TestManager 带有嵌入的LabVIEW®前面板                              



85
软
件

TesTManager 经典版

通过国家最先进的技术，已知的cPCI软件程序被进一
步的开发和升级成“金典版”，提供一个过渡到MCD的
新一代软件。此测试集包含了几个模块。

TestManager 是一个软件开发包，为测试系统生成应
用程序。应用程序包括检查系统，裸板测试，终端检
验和过程控制。它可用于创建便携式系统和程序，包
括一个具有多种接口(如IEEE-488, RS-232, TCP / IP)
的图形用户界面(GUI)。该程序还提供了一个注释器，
有关DLLs COM, ActiveX, .NET装配和一个拥有最新技
术(LIN总线, .NET).的模块化理念。MCD TestManager
是专门为客户量身定制的，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其主要的特点有：可配置的图形用户界面，具有大量
测试显示器的各种软件和硬件接口；一个强大的注释
器，具有直接集成外部组件DLLs +COM / ActiveX -., 
NET – 和Labview®。其中的软件接口有TCP / IP , 数
据库和网络接口。MCD开发的注释器语言正如C #, VB 
和Java #一样易于编程，无需额外的开发环境。在管
理协助下，可总结对各种设备和结构而进行的测试步
骤。通过变体创建，现有的操作可被修改，无需要求
重新创建。在操作过程中，被测试样品的选择和充电
过程可自动完成。在程序开发周期以及调试或故障诊
断阶段，集成的多种刀具显示器可用于提供协助。

可用于：表示配置数据和测试点坐标,分解所有的通信
协议（如CAN，LIN，MOST，RS323），显示和修改现有
的切换条件，或使用电压，电流测量跟中信号，信号
分析，或通过示波器等。此外，集成的调试器可以一
步一步地查看和控制测试过程。TestManager 中选项
LanMutex还允许使用一个共同资源(测量系统，仪器
等)控制测试步骤。可以管理两个或更多
TestManager。

执行分析的关键在于测试程序本身。单元的单个子任
务被分成单独的测试步骤，再被顺序处理。然后程序
开发人员在TestManager 中创建这些单独的测试步
骤。也提供特别的方法或模式以防出现复杂情况。这
尤其与连接硬件访问和外部组件联系相关，如数据库
或过程控制工程。

通过整合NET框架和额外的编程语言，应用程序开发人
员已可访问可被集成到测试序列的几乎无限量的预构
建组件和工具。这些组件可增强可视化，内联网的数
据交换，复杂的计算或外部元件的集成。在所构建的
测试步骤帮助下，应用程序开发员可最终生成一个对
整个分析的流程图。结合TestManager 顺序控制，实
现单独测试与并行测试的多个样本。

TestManager 是一款通用的标准软件，是来自汽车和电子行业的用户指定的测量与测试软件。它简单，可模块
化扩展，快捷且价格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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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对于数据采集，使用了MCD通用测量系统系列中的标准测
量系统。欧洲格式中不同的模块，如数字和模拟转换器，
多路复用器，频率发生器及计数器，和许多其它模块可
被发现使用在MCD-UMS。可根据所需的检验任务需求来配
置该系统。外部仪器可被串行控制或通过IEEE 488，以太
网或USB。这允许使用原型开发和小批量生产以及批量生
产。

学生版
TestManager 经典版也有学生使用版

•  用于学校和培训使用，不用于商业用途

•  有限的功能

•  无限授权期限，与PC绑定的软件密匙

教科书
有上机操作练习的TestManager 经典版教科书，提供一步
一步的说明。

TestManager  CE培训
软件培训参考第194页。

演示版下载
www.mcd-elektronik.com/tm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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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TestManager CE 许可费    TestManager CE 许可费USB加密狗
订单号  117139     订单号  121785
价格  819.00 欧元    价格  900.00 欧元

学生版TestManager CE    TestManager CE 教科书 
订单号  117724     订单号  118006
价格  39.00 欧元    价格  19.99 欧元

技术参数
软件平台

• .NET (C#, VB, J#)

• MCD注释器 

• NI LabView®, VL‘s可执行

  同步或异步的要求。交换过程和测量数据。 

  无限制的硬件访问。前面板独立代表或嵌入式 

  在TestManager. 运行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直接交 

  流。

.NET 集成

• 集成Microsoft®, .NET框架

• 直接嵌入式C＃，VisualBasic和    

  VisualJava，NET源代码和 组件

• 动态转换及编译生成，无需额外的应用程序开   

  发系统

.NET / Web-服务器

• WEB界面用于内部网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

• 使用集成的WEB服务器，无需附加组件

• 网络浏览器上，用户友好的监控布局

• 综合报告和报表设计器

应用

• 内联测试系统

• 自动调整

• 自动测试系统

• 筛选设备

• 耐久性测试

• 铂测试

• 最终测试

• 通用测试和测量系统

• 技能测试系统

• 维修站

• 程序控制

• 分析站

• 实验室和测量站

• 自动化流程

• 对于LabVIEW VI的测试定序



8888

脚本编辑器 刀具监控 演示板

        连接到视频 
goo.gl/bZb8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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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板

USB演示板本

• 微芯片 PIC18F2550 微处理器

• 8 LEDs

• 蜂鸣器

• 6 个可调节开关

• USB 接口

• 可扩展性能，当添加额外的硬件时

• 模拟/数字端口通过刀具监控可调节

开关设置
使用此开关，可以实现在远程和本地操作之间的切换
在本地操作中，可以通过各种开关位置在面板上显示
现有的命令。

• 关闭6：

  使用USB通过Toolmonitor控制演示板 

• 切换到 6 和 1：

  所有指示灯都依次闪烁

• 切换 到6 和切换 到1 和 2   

  所有指示灯依次闪烁，蜂鸣器紧跟着会发出两次    

  短促响声。

刀具监控与

• 控制LED和蜂鸣器的操作面板

• 显示开关的位置和模拟输入

• 在它们自己处理脚本里，使用脚本编辑器来驱 

  动指示灯和蜂鸣器。

• 创建您自己的用户界面，对 MCD 演示板的可视 

  化和控制

TestManager 应用与

• 示范集成MCD演示板，在它们自己的测试序列

MCD 演示板本USB 板有一个分段显示，6 个用于设置选项的开关和一个用于触发音频信号的蜂鸣器。

询问 USB 演示板通过
在一个实用的磁翻板袋中含 4 GB 的内存卡
      marketing@mcd-elektronik.de

订单号   120735     
价格   25.00 欧元    

更多的案例和演示项目，可在以下网站上找到：
      www.mcd-elektronik.com/demo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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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配置和显示 时域 频带

刀具监控PicoScope® 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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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PiCosCoPe®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PicoScope®许可费   
订单号   118948     
价格   195.00 欧元    

能让选择的通道被测量，以及获得测量范围，时间和
分辨率。同样的，触发条件可被设置；可以图形，数
字或模拟形式显示。图形显示可以显示在时间和频率
域（FFT分析）。各种测量要求在一个表格列表。可激
活强大的数字滤波器进行信号处理。
 
这个程序接口可以广泛使用和适应用户需求。一旦创
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以便需要时使用。借助
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的测量和调整可自动进
行。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此刀具能让您轻松地监测和控制2000 系列的示波器PicoScope®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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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频道、测量尺寸、分辨率 模拟显示 多路复用器

刀具监控Keysight 34970A的多种显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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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KeysighT 34970a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Keysight 34970A许可费
订单号   118949     
价格   195.00 欧元    

允许选择测量频道，包括：多路复用器，测量尺寸和
分辨率。可以数字或模拟形式显示。多路复用器可以
独立的测量信号分布。该程序接口可被广泛使用和适
应客户需求。

一旦创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以便需要时使
用。借助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的测量调整将自
动进行。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
控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这个刀具监控允许您轻松地监测和控制Keysight 34970A 万用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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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报告显示 导出 记录

通过刀具监控测量数据导出进行上游站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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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测量-输出

订购信息

测量数据导出刀具监控许可费
订单号   118950    
价格   245.00欧元    

这个程序接口可被广泛使用和适应用户需求。一旦创
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以便需要时使用。借助
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的测量和调整将自动执
行。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借用此刀具监控，该系统产生的MCD测试数据被以XML文件导出。对于流程控制，上游站测试结果可被重新导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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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RS232)设置 (TCP/IP)设置

刀具监控Serialline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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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serialline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 Serialline许可费 
订单号   118951    
价格   195.00 欧元    

接口支持

• RS232 • CAN

• IEC,GPIB • LIN 

• USB • MOST

• TCP/IP • Visa®

有一个简单方法可使自由定义或库定义储存的信息被
发送和接收。一个模拟器允许通信测试，即使在不连
接硬件的情况下。 

根据选定优先，可记录和显示所有的信息。这个程序
接口可被广泛使用和适应用户需求。

一旦创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以便需要时使
用。借助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的测量和调整将
自动执行。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
程控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该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此刀具监控是一种通用和简单的通信接口，用于许多串行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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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发生器 (波形) 分析器 (像素数据)

刀具监控LVDS 分析仪的发生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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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刀具lVDs分析仪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 LVDS分析仪许可费 
订单号 118952 
价格 245.00 欧元 

现有的测试模式发生器也可以采用输入图像和生成这
个问题的测试图像。它可以确保输入图像信号同步，
或使用自动生成的同步信号。测试模式可被定义为一
行，然后在每一行被重复。这是一个有竖线的测试图
像。借助有不同计算公式的刀具监控，可控制和配置
这个LVDS分析仪。一旦创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
件，以便需要时使用。借助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
有的测量和调整将自动执行。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
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这个LVDS分析仪是一个视频分析仪用于通过LVDS的图像传输。检测时，它提供在一帧内的一个单一行。这行的
内容被传输到PC，然后被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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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  模拟  记录

刀具监控Asys的通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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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asys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Asys许可费
订单号   118953     
价格    245.00 欧元    

此通讯是使用XML信息通过一个TCP/IP套接字连接，也
被用于过程锁定和转移测试结果。为测试和调试的目
的，可模拟使用这个测试系统或系统控制器。借助一
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通信能够实现自动化。对于
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该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这个刀具监控Asys用来监控MCD测试系统和ASYS车间控制之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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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Manager集成 模拟 设置

刀具监控远程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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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TelneT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Telnet许可费 
订单号   118954     
价格   245.00 欧元    

当建立连接，根据配置，可手动或自动存储该连接。
它可运行任意命令并返回和显示相关结果。这有助于
轻松集成额外系统(如Unix, Linux, Windows等)用于
异步测量和控制应用程序，无需额外编程。这个程序
接口可被广泛使用和适应用户需求。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
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借助此刀具监控，可控制自动化Telnet 会话和评估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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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器 模拟输入 计数器

刀具监控ULC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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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UlC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ULC许可费
订单号   118955     
价格   245.00 欧元    

通过模拟输入与输出，可提供和测量不同范围的电
压。强大的发生器可以生成复杂的波形，包括不同的
调制方法。可以不用方式过滤和分析输入信号。另
外，图形显示可以显示在时间和频率域（FFT分析）。
各种测量可被要求在一个表格列表。可激活强大的数
字滤波器进行信号处理。

可以可视化和控制数字输入/输出卡、多路复用器、温
度模块、计数器和许多其它用于MCD测量系统的测量
卡。可以各种格式记录和导出所有的信号和测量值。
一旦创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以便需要时使
用。借助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的导入和导出功
能将自动执行。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
被远程控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此刀具监控允许您操作和控制测量ULC卡所有测量和卡提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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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 XY-阐述 模拟输入

刀具监控ME-PowerLab2 的功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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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Me-Powerlab2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ME-PowerLab2许可费    
价格待定（需根据具体要求）    

提供多触发选项，一个逻辑分析仪，模拟数据记录
器和一个双通道电压表。可配置和控制现有的24 数
字-I/Os。另外可记录所有信号和以不同格式导出所
有测量值。这个程序接口可被广泛使用和适应用户需
求。一旦创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以便需要时
使用。借助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导入和导出功
能将自动执行。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
被远程控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此MEphistoLab2软件允许在很多应用程序中使用Meilhaus 公司的“MEphisto 1”。如: 在实验室和便携式仪
器。该软件提供能快速和轻松访问设备所有功能的一个虚拟仪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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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出 数字滤波器 模拟输入（流）

刀具监控ME-PowerLab3 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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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Me-Powerlab3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ME-PowerLab3许可费    
价格待定（需根据具体要求）    

该软件能自动检测您PC上使用的ME卡，根据这个硬
件，应用相应的功能。支持输入和输出的模拟、数字
和计数器频道各自的卡片。取决于硬件要求，也可考
虑中断控制器。

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记录值。比如：电压表指针表
示，值作为一个列表（表格）或一个图。所有信号和
测量值可被以不用的格式记录和导出。

这个程序接口可被广泛使用和适应用户需求。一旦创
建，配置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以便需要时使用。借助
一个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的导入和导出功能将自动
执行。对于第三方软件，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
Manager CE)。

ME-PowerLab3软件是一个完整的，虚拟测量实验室，用于Meilhaus公司ME系列的测量和控制板卡。ME-PowerLab3

提供多种有用功能，从简单的、数字的、模拟输入/输出到FFT、两信道XY显示、数字滤波和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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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编辑模式 模拟输入

用于 windows 和故障线路的平面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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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图形分析

对于此分析，可通过编码器记录路径，通过一个力传
感器记录转矩或按压力以及通过测试项记录切换点。
这些信号的显示情况取决于它们的路线，并且如果需
要的话，可以极大地被分析。

可控制切换点的位置以及确定极端值。使用组件包
括：滤波器、窗口功能和故障线路。

可以使用一个图形设计器编辑所需的窗口地区和故障
线路。另外可定义任意数量的窗口和故障线路。故障
线路可以通过从被称作“黄金设备”的软件自动生
成，如有必要可以稍后再进行编辑。对记录信号和测
量值的分析可以以多种格式被导出。

程序的界面可以被自由地设计和广泛适应用户的需
求。一旦配置已被创建，它们可以被存储在项目文件
中，并在需要时加载。通过使用集成的脚本引擎，可
自动进行所有测量和设置。通过第三方软件，刀具监
控可以完全被远程操作。

用于力/位移测量的刀具监控是一种普遍而灵活的方式来分析所要求的力/位移特性曲线，例如开关测试。

订购信息

MCD 图形分析刀具监控使用许可费
订单号   121001    
价格    445.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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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Manager集成 接口 设置

用于无线测试的刀具监控联合测试软件 “Anritsu MT88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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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联合测试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联合测试许可费    
订单号   150009   
价格    245.00 欧元    

WLAN，蓝牙和非信令-测试可被可视化，使用的测量
系统可被触发。尤其是为同时执行不同模块的前端并
行、异步测试。所有记录的信号和测量值可被以各种
格式导出。

干净、整洁的程序接口适应用户的具体需求。尤其是
简单创建的测试计划和逐步规范的测试序列，将此刀
具监控转变成一个灵活的工具，让用户愉快使用。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该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
Manager CE)。

MCD“刀具监控联合测试”支持很多种设备无线连接的集成测试。该新版本刀具监控专为“非信令”测试而开
发。使用MCDTestManager, MCD能够触发无线测试，如同“Anritsu MT88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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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发展显示 通信模块

电源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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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电源供应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电源供应许可费    
订单号   122788    
价格    245.00 欧元 

这电源供应通过一个接口与计算机连接，同时与刀具
监控通信。通过此通信能够自动供给。另外，电源供
应能被监测，并且该软件能控制电压和最大电流。

程序界面可被广泛使用并且能适应不同用户的要求。
除了显示模拟和数字测量值，也可在一个图表中可视
化电压和电流的时间序列。借助集成脚本引擎，将自
动执行所有测量和调整结果。

此外，也能够一目了然地确认电源供应和刀具监控间
的所有通信。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
远程控制。

COM/DCOM或Net汇编可被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该刀
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
Manager CE)。

根据客户的要求，MCD专门定做了该软件解决方案。MCD电源供应刀具监控软件能支持不同电源供应的控制和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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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测试序列 块处理 显示选项

用户界面刀具监控资源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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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测试系统进行精密检测。优化测试时间以及高效使用经济资源是优先被考虑的。应用此理念，一个新的智能
资源共享软件被成功开发。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资源管理软件许可费
订单号   150039    
价格   500.00 欧元 

刀具监控资源管理软件

此刀具监控软件被所有测试工位共享。管理员在测试
模块中下达“允许”命令开始测试程序。对于耗时测
试程序，比如射频发生器，WiFi或在板编程，可通过
此资源管理软件进行管理。 如果某个硬件被占用，它
将尝试在硬件配置中进行测试，或者在别的模块中运
作。

因此，在可用硬件支持下，测试时间可被减少。此处
理不受测试样本版本的影响。结合TestManager测试
软件，该测试资源管理软件被用于测试系统的过程控
制。借助此软件，复用设备将被同时和异步测试，与
此同时可以共享方式使用可用硬件进行相关测试。

综上所述，该资源管理软件具有以下功能：

• 以共享方式使用硬件锁

• 当使用可用硬件测试模块时，优化测试过程

• 同步、异步测试多个DUT

• 测试流程同步化

COM / DCOM 或 .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该
刀具监控被集成在大量应用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
Manager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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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图像视图对比度检验 视觉控制

携带视觉控制的刀具监控Sherlock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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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抽梗机成像，带有通用视觉Blox驱动程序的一个
灵活界面，支持集成不同摄像标准。

使用该Teledyne公司的Dalsa Sherlock 工具，该刀具
监控软件带有大量可视化和处理功能。
该功能包含搜索和部署搜索区域、极限定义和测试
值、以及接点缓冲电路检查。

测试存在性、位置精度和部件安装是否正确，以及集
成质量特性、符号和LED颜色测试。

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COM/DCOM或Net汇编可被作为接口使用。 

这 允 许 刀 具 监 控 被 集 成 在 大 量 应 用 程 序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该 Sherlock视觉刀具监控扩大了MCD图像处理产品组合。使用此程序“Sherlock Investigation”， 图像处理
应用在进行刀具监控分析前被开发和被定义。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Sherlock视觉软件许可费
订单号   150249    
价格   445.00 欧元   

刀具监控sherloCK视觉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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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状态 图像控制、斜圆周测试

用刀具监控视觉处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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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视觉

在联机模式下，摄像机图像可以被实时监测和调整。
借助刀具监控视觉，可以集成各种价格实惠的USB摄像
头。

使用刀具监控视觉，可创建测试阈值和进行图像采集
测试分析。使用集成的脚本引擎，进一步整合定制算
法是可能的。

刀 具 监 控 视 觉 可 以 被 集 成 到 多 种 应 用 程 序 中 
(MCD TestManager CE, LabView®,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工业图像处理任务是可以通过使用 刀具监控视觉 来完成的，且操作容易，价格实惠。
使用此工具，可以进行组件轮廓和定位识别或象形图的测试.因此，可以识别某个组件是否存在和是否被正确组
装或是识别象形图印刷和样品的各种其它功能。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视觉使用许可费
订单号   121003    
价格    445.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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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视视觉系统/简易生成器 康耐视视觉系统/电子表格 MCD康耐视视觉显示器/本机命令接口

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用摄像头控制和图像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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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

该解决方案涵盖广泛的功能。 例如，可以检查组件是
否存在或定位精确度的问题。其它应用领域包括，用
象形或安装 LED 色彩控制测试质量属性等。

在康耐视的In-Sight浏览器中创建算法和图像处理工
具。出于这一目的，可以使用便捷的Easybuilder或
电子表格表示形式。使用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与MCD 
TestManager或使用其它工具进行远程控制连接。

这可允许刀具监控康耐视觉被集成到多种应用程序中 
(MCD TestManager CE, LabView®,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Office®)。

复杂的图像处理任务可以通过连接康耐视In-sight浏览系统到 MCD TestManager得以完成。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使用许可费
订单号   121002    
价格   445.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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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PC，IU外壳音频分析仪

闪光继电器的咔嗒声测试调制和FFT分析失真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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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音频分析仪

一个外部音频功放可在选择之前,适应不同的输入水
平。通过音频分析仪里一个串行RS232连接可反过来控
制此音频功放衰减器。除了使用音频分析仪作为一个
独立的应用程序，也可以远程控制或查询其它Windows
程序的所有功能和价值。

为达到此目的，使用了一个COMClient/服务器接口。
为分析音频信号,除了频率和各种信号强度的测量,THD
测量和FFT频谱也是可能的。通过集成信号发生器,生
成和调制不同的波形式。

刀具监控音频分析仪表面可被改编和调整适应不同的
应用程序。借助一个COM服务器接口和其它Windows程
序，可以控制音频分析仪的所有功能。获得的测量值
可被集成到不同的程序中。无需特殊的编程知识。对
于输入，模拟和数字信号源是可能的。

功能/特性

• 现代和用户友好的界面

• 极其灵活的用户界面设计

• 高效的FFT分析

• 强大的生成器 (AM, FM, PM调制)

• 容易使用过滤器

• 数据导入和导出

• 支持PC机多个声卡（内部+外部）

• 对频率响应，相变等的快速测试功能

• 能访问所有混合器设置

• 精确度非常高的测量计算

• 全面的测量功能，如：振幅、RMS、频率、 

  谐波、失真、相位等。

• 自动检测和报告频率和相位响应

• 一个频率响应的典型测量时间0-24千赫在200 -  

  300毫秒

• 扫描功能

• 通过项目文件加载和保存所有设置

• 远程控制所有外部系统

• 可通过选择声卡或MCD分析仪来选择模拟、 

  数字输入

• 自适应音频增益控制器的测量信号

该音频分析仪是一个基于软件的解决方案，用于在音频领域分析和生成模拟和数字信号。音频信号被记录在一
个声卡上，能以数字形式提供给音频分析仪。生成的信号将被再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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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TestManager CE, 可通过音频分析仪.NET 进行自动远程控制

编程实例
在TestManagerCE的音频分析仪.NET安装目录内，一个TestManager CE示范性程序控制音频分析仪的一个完整的开发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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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音频分析仪软件包许可费     音频分析仪（模拟和数字） 
订单号   2559SKLIZ     订单号   121374
价格    946.00 欧元    价格    1,680.00 欧元
(参考 第143页)        (也提供PC，参考第90页）

AUDIOANALYZERAUDIOANALYZERAUDIOANALYZER

COM-Server

APPLI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

COM-Client

SOUND CARDSOUND CARDSOUND CARD功能

•  示波器

•  FFT频谱

•  RMS, THD

•  FREQ, PtoP

•  生成器

SOUND CARDSOUND CARDSOUND CARD

系统结构

MCD AUDIOANALYZERMCD AUDIOANALYZERMCD AUDIOANALYZER

Intern USB

输入/输出

•  模拟      

•  数字   

•  光学    

•  SP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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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错误 数据分析 工作站统计

可从任何Web支持的设备访问
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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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音频分析仪

可手动或自动更新统计数据和报告。也可提供给客户
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功能。

通过使用一个强大和快速的实时数据库，可高速评估
测量数据和响应时间。在测试过程中，可以直接访问
所有测量值和测试结果。

有广泛的过滤功能来选择测量的数据，也可使用一个
SQL接口来访问这些测量数据。这允许用户添加特定评
估，而不是标准化的。

主要统计评估

• 统计数据的测试结果和测试时间

• 错误统计数据 (通常是最快的/分发) 

• 统计数据的测量值（分发/方差）

•分析电机和处理能力

用户可根据需要添加自己特定的自我评估。一旦创
建，报告可保存在项目文件中，待需要时使用。

这个程序接口可以被广泛使用和适应用户需求。在所
有的报告中，可提供一个预定义的或可自由配置报告
的一个综合报告模块。可以以各种格式导出这些报告
(Word, Excel, PDF, Text, XML, HTML, 等)。

借助集成的脚本引擎，所有的评估和报告被自动创建
并保存。对于第三方软件，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为了给内联网提供测量数据和统计数据，刀具监
控音频分析仪可自动更新和导出这些信息作为WEB报
告。

刀具监控音频分析仪已发展成为TestManager CE 软件的一个附加模块。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访问和评估
在测试中生成的测量值，这个程序可以在MCD  Testmanager CE 在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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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 失败结果

通过刀具监控数据管理分析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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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音频分析仪许可费  
订单号    113148     
价格        946.00 欧元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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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操作和用户界面创建的设计器 使用曲线跟踪进行图形分析 脚本编辑器

带有脚本编辑器和模拟指针式仪表的刀具监控Visu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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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脚本引擎允许每一个被创建流程的自动实现。因为
所有用户界面可被自由配置，同时可被有选择地通过
编程语言C＃进行升级，因此无需使用任何外部软件。

可提供能被自由设置的报告，用于对特定测量数据的
分析。通过模拟指针式仪表或文本框进行视觉显示。 

另外，刀具监控Visu 可被用作MCD TestManager CE 
的一个动态用户界面，以及被用于通过LED控制或其它
控制单元来显示DUT的状态。

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COM/DCOM或Net汇编可被作为接口使用。

 

这 允 许 刀 具 监 控 被 集 成 在 大 量 应 用 程 序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集合MCD TestManager CE软件，该刀具监控Visu软件用于可视化操作和用户界面。通过集成的脚本引擎，连接
由设计器而被创建的接口到各个流程和功能。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Visu软件许可费
订单号   122427    
价格   195.00 欧元    

刀具监控Visu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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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接头定位接口 带速度调节的机器人设置 在MCD测试系统中使用机器人

MCD刀具监控机器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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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刀具监控机器人软件支持并能控制在电子生产中使用的各类工业机器人。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机器人软件许可费
订单号   150225    
价格   946.00 欧元    

刀具监控机器人软件

可手动控制轴，自定义机器人位置，也可以集成
位置。该过程中运行的快照，单独或顺序运行。 
通过集成相继运行的几个快照，提供一种有效测试流
程，这样无需复杂重载程序储存器。

通过该轴刀具监控，附着在运动链作为末端单元的夹
持器可被打开、关闭和移动。

以下单元可被刀具监控软件控制:

• 球形接头

• 旋转接头

• 扭转接头

• 线性接头

• 平台和夹持器

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COM/DCOM或Net汇编可被作为接口使用。 

这 允 许 刀 具 监 控 被 集 成 在 大 量 应 用 程 序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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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控制的这些测量系统, 是在TestManager CE的基础上额外开发的，根据19英寸技术，为复杂的测试系统提供  
 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测量和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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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系列

通用测量系统UMS2600    第 138 页
通用测量系统UMS1300       140
通用测量系统UMS1300 ULC / UTS     142
通用测量系统UMS1300 ME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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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力
结构:
6HU，19英寸插件，480毫米深

电压供应
120/230伏交流电，50/60赫兹

电流消耗
约2安培

设备系列

• 3项32×4交叉复用可配置的

• 开关多路复用器16通道/ 1A

• 数字输出卡32通道12V /0, 7 A

• 数字输入卡32通道

• 12Digi - 输入

• 4电源开关5AMP 

• 4光电元件输出或继电器开关1Amp

• 15ADC通道/16位

• 4DAC通道，推拉最大 0,3 A，传感器引线操作，独  

  立于任意的函数

• 集成电流测量4通道10μA - 8A

• 不同的触发输入，光电隔离

• 计数器输入，在两个通道上

• 通用MCD接口，为扩大复用

• 外部供应扫描仪和力学5V/3A，12V/5A，24V/2A

• 交叉复用可扩展（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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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S 2600

订购信息

UMS2600 测量系统 
订单号    115245   
价格     13,115.00 欧元      

通用测量系统UMS2600是一个模块化的PC控制的测试系统,使用19英寸技术，应用设备。编程是通过MCD程序，使
用一个携带ME4680多功能板卡的计算机系统集成注释器来完成的。

连接设备

• ME4680多功能板卡

• VS-COM/ MOXA RS232 8 扩展9 针.SUB-D

• 万用表用于直接连接集成开关

• DUT外部电源供应

• 不同测试的连接

后面板

• 上线：运送到适应 

• 右侧：连接器，为可选开发（XMUX，万用表等） 

• 下线：8倍的串行COM

• 左侧上面: 多个连接器的插槽支架

后面板和背板

• 8层多层底板，回复后面板完整的布线

• 短生产时间和优良的品质标准，通过特殊的概念

• 可根据客户具体要求，改变4插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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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
结构：
3HU，19英寸插件，480毫米深

电压供应
120/230伏交流电，50/60赫兹

电流消耗
约2安培

以下这些模块可用于UMS1300

•  多功能卡与控制器

   AD转换器，DA转换器0-10V/50mA

   测量

     – 电阻器0 – 10兆欧

     – 电容器0 - 10000μF

     – 连接

     – 二极管

     – 电压0 - ±18V /16位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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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系列

• 交叉多路复用器32×4，最大可扩展到128x8

• 可级联的96通道多路复用器，用于组件测量

• 多路复用器1到16

• 多路复用器 16-fold 开关

• 输入卡32通道，可编程阈值

• DA转换器的12位

  - 频率计数器0 ... 10兆赫

  - 可控动力装置

  - 总线卡和特殊结构试验板

• 可准备其它板卡，或者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 

  行开发

• 对于音频和视频测量，可供单独的模块，易与 

  UMS1300结合

使用DA转换器可编程测试电压的元件部分测试。此卡
还控制了UMS1300。该测试系统能很容易适应相应的应
用程序。

UMS1300

订购信息

UMS1300 S标准集UMS1300  
订单号   UMS1300 标准套
价格       4,580.00 欧元       

MCD通用测量系统UMS1300是一个PC控制的模块化测试系统使用19英寸技术，是用户导向的设备。编程通过MCD程
序借助USB或RS232接口的计算机系统综合解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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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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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通用测试系统UMS1300 ULC是一个具有集成通用多路复用的测量系统。ULC卡可用于生成和测量各种信号。使
用一个USB接口或者一个集成PC来控制。

设备系列（ 简单）

• ULC测量卡

  6x ADW, 500 KHz      

  4x DAW, 1 MHz            

  4x 计数器，逻辑分析

  自检，自校准

  PWM使用DAW

• 4x继电器4X16多路复用通道级联，可读  

该系统可被2-fold装配

关联可能

• 功能测试

• EOL测试

• 信号生成和分析

• 波形分析

• 具有集成PC的测试系统

• 培训系统

• 修复系统

• 等

订购信息

UMS1300 ULC      UMS1300 UTS-PC, MCD TestManager 
订单号   118897    订单号   119878
价格   7,600.00 欧元   价格   9,345.00 欧元 
  

UMS1300 ULC / 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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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
结构：
3HU，19英寸插件，480毫米

电压供应：
120/230伏交流电，50/60赫兹

电流消耗：
约 2安培。

多功能卡ME4670 或ME4680（可选）

装配

•  PC内部的PCI板，版本A-GND电隔离PC-GND  

A / D模块的1背板
AD通道数：

•  15单端

•  单极2.5 V至10 V

•  双极+/ - 2.5 V至10V

•  可切换为所需的4组与电阻除数

分辨率：16位

总取样：
约500kHz，板上FIFO，独立的定时器
约100kHz和一个4通道抽样

输入电阻：
ADC0... 3：>10MΩ/约20pF无输入电压分压器
ADC4…7:  约 1MΩ / 约 20pF 
与输入电压分压器 2:1 
ADC8... 14：约 200KΩ/10nF与输入电压分压器2:1

触发模块：
软件或外部，扫描时间 4μ s-2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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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UMS1300和多功能卡ME4670                       UMS1300和多功能卡ME4680 
订单号   UMS1300 ME-Set            订单号   UMS1300 ME-Set 80
价格     7，258.00 欧元            价格     7，802.00 欧元   
   

UMS1300 ME

通用测量系统的EMS ME1300是一个模块化PC 控制的测试系统使用19ICH技术，具有应用程序设备。编程是通过
MCD程序使用集成注释器通过一个携带Meilhaus 公司多功能卡的计算机系统。

D / A模块1背板

• 通道数：4独立通道

• 分辨率：16位

• 时域输出：10μS - 22MS 

• 操作方法：连续“环绕”和定时器>系统 - 独立

• D/A FIFO: 4670 – No, 4680 – Yes

• r触发输入：光电耦合器

设备系列

• 2PC, 交叉复用器32x4, 可升级到4 pc

   8 out of 32 or 32 on  8

  12 out of 32 or 32 on 12

  16 out of 32 or 32 on 16 

• 开关复用器16通道/1A

• 数字输出, 32通道, 每个12V/ 0.7A

• 数字输入卡32通道

• 15 ADC通道

• 4DAC通道, 推拉最大0.3 A, 变送器铅操作，任 

  意独立功能（取决于多功能卡）

• 集成4通道10μA电流测量高达8A

• 不同触发输入, 光电隔离

• 通用MCD接口扩展多路复用

连接设施

• 多功能卡ME4670 或ME4680。该卡也接受  

  UMS1300控制

• 直接与万用表与内部电流电压开关连接 

• DUT外部电源供应

• 不同测试适应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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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MCD的控制单元，极大地简化了复杂系统的结构。控制任务被分配到智能子系统并由它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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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列

控制单元PIC8IO，MIO1616             第 148 页
USB-Hub 6端口, 可切换      150
USB-Hub 2.0 8端口, 可切换     152
USB-Hub 3.0 8端口, 可切换     154
屏蔽箱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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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O‘s，ADC，I²C总线和LCD接口设计

• 紧凑型单DSUB连接输出设备

• 8倍的输入/输出，模拟输入4倍

• 4个电流源，用于设备编码

有16 IO‘s，ADC，I²C总线和LCD 接口的版本

• 接线端子的控制，用于输出、传感器、电源供应等

• 现成的电缆，具有电源适配器 - 可选

• 调试使用的控制软件

• 4个电流源，用于设备编码

• USB和RS232连接

• 16X A /输出，4x模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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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单元PIC8IO，MIO1616

MCD控件用于激活和检查气动或电动组件。可通过耐力运行程序来测试这些组件。可通过RS232或USB接口来解决
具有12C接口的添加模块。

设备

• 16X A /输出

• 4x输入作为快速事件计数器/触发到10千赫

• 2输出作为PWM发生器由10到250赫兹，0到100％

• 4xADC输入，范围：0 到 10V, 10 位

• 可编程触发功能输入模式

• 单独供应电压，对输出1至8，9到16和控制电子 

  产品的供应

• 供应和EA电压12..24V可能的

• 通用IO接口的控制I²C成分，点阵显示

 

功能

• 通过寻址，串行的接口操作多个设备

• 值存储在一个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中

• 通过I²C接口，驱动外部模块

• 可文本输出点阵选项

• 输入模式的触发功能

• 安装在机匣上是可能的

订购信息

机械控制 PIC810                   机械控制 MIO 1616 
订单号   7513   订单号  7587-V3
价格        456.00 欧元    价格       609.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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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Hub选项 USB-Hub   USB-Hub

可级联多个集线器

刀具监控，显示和控制

带有两控制输入的可切换6端口USB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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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Hub 6端口,可切换

您只需激活在某个时间需要使用的设备。这样能帮助您节约能源，保护您的硬件，同时您计算机的性能不会受
到影响。

订购信息

USB-Hub 6端口,可切换    USB-Hub 6端口,可切换 (2 个控制输入)
订单号   119102    订单号   122536
价格   395.00 欧元    价格   440.00 欧元

USB集线器有6个下行端口，可以分别通过USB接通和关
断。当关闭时，半导体开关上的电源电压（+5V）和数
据线是分开的。重置后, 端口一到四关闭，而五和六
是打开的（键盘，鼠标等）。该集线器只可单独在USB
主机上进行操作 (总线供电) ， 或者另外在一个具有
至少17W的输出功率或输出电流3.3 A（自供电）5VDC
电源供应上。外部电源供应连接或断开会重置行程和
交换机端口默认状态端口到默认状态。外部电源的连
接器是一个直流设备插座。极性是任意的。

特点

• 开启和关闭通过USB端口

• 使用一个关闭端口分离电源线和数据线

• LED指示灯，指示交换端口

• 总线和自供电之间的自动检测和切换

• USB兼容集线器和连接设备的重新编号, 当连接或断 

  开电源时

• 返回供给从电源到USB主机

• 自动关闭拥挤的USB端口, 带有 USB主机通知

• 坚固的金属外壳

MCD USB-Hub显示器作为MCD USB-Hub 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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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集线器方案 USB集线器框图

可切换 USB-Hub 2.0, 8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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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简单激活所需使用的设备。这有助于您节约用电，保护您的硬件以及电脑性能不受损害。

订购信息

USB-Hub 2.0 8端口，可切换
订单号   121142 
价格   1,550.00 欧元  

USB-Hub 2.0 8端口,可切换

该USB集线器有八个下行端口，可通过USB独立开启和
关闭。关闭电源电压(+5V), 数据线由半导体开关分
开，通过USB-Hub显示器进行控制 (PC 软件) 。切换
后不管端口是否被激活，都可进行配置和储存。每
个USB端口可作为标准端口使用（SDP），线路负载
（CDP）或作为充电器接口（DCP），提供1.5A给所连
接设备。除了USB端口外，该USB-Hub还有8路继电器多
路复用器，能够集中供应给每个端口(最大48V)且能独
立切换，例如，设备供应电压超过5V。该连接是通过
4mm的香蕉插头连接的。打开接线器后，不管某个端口
是否被激活（例如，通过鼠标或键盘进行）都可被储
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通过设备上的按钮，您可以暂
时关闭所有端口或者恢复所有端口的开启状态。一个
可存储装置有助于区分PC上多个USB-Hub 8。

对于第三方软件，USB-Hub 显示器可被完全远程控
制。COM/DCOM 或.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 
USB-Hub显示器被集成在多种应用程序 (MCD TestMa-
nager CE, LabView®,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Office®). 也可在Linux使用
USB-Hub。

MCD USB-Hub显示器作为MCD USB-Hub 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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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集线器框图

可切换USB-Hub,8端口，以及一个USB 3.0标准集成

USB-Hub 显示器

可切换USB-Hub,8端口，以及一个USB 3.0标准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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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激活您需要使用的设备。这有助于节约用电，以及保护您的硬件和您的计算机不受影响。由于新USB3.0
的标准集成， 数据传输率将大幅增加。

订购信息

USB-Hub 3.0 8端口，可切换
订单号   122204 
价格   2,473.00 欧元  

USB-Hub 3.0 8端口,可切换

MCD USB-Hub显示器作为MCD USB-Hub 的操作界面。

该USB-Hub 3.0有八个下行端口，可通过USB被开启和
关闭。当切断电源电压（+5V）时，数据线路被一个半
导体开关隔开。一个有用的特征是，在连接设备的每
个端口有附加连接，这可用于提供最大值为30VDC的外
部电压。此外，该设备里的可存储数将有助于区分PC
上多个USB集线器。

通过USB-Hub监视器（PC软件）进行控制。切换后端口
是否已被激活，是可被配置和存储的。 该USB-Hub 3.0 
有八个下行端口，可通过USB被单独开启和关闭。当关
闭时，电源电压（+5V）和数据线路被一个半导体开关
隔开。端口也可通过按钮手动切换。另外，可通过USB 
3.0主机连接或通过在额外可用的USB 2.0端口发送命
令。

每个USB端口可被用作标准端口（SDP）、负载管线
（CPD）或者作为充电器接口（DCP）,提供高达1.5A的
电流给连接设备。除了USB端口外，USB-Hub包含8通道
继电器多路复用器， 中央单独供给每个端口电压（最
大48V），可独立切换。 例如设备电压供应超过5V。
中继信道被可用于不同和独立的切换操作。对于第三
方软件，此USB-Hub Monitor可被完全远程控制。

COM/DCOM 或.Net汇编可作为接口使用。这允许USB-
Hub显示器被集成在多种应用程序 (MCD TestMana-
ger CE, LabView®,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 (例如 Excel®), 
OpenOffice®). 也可在Linux使用USB-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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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 屏蔽箱 多种接口 RunIn/筛选测试

用于信息娱乐系统测试的MCD屏蔽箱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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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检测被加载和被连接的DUT，自启测试 

• 音频信号、电压、电流、风扇功能、温度和频率 

  测量 

• 可通过USB接口和DIN轨道总线连接；可伸缩应用 

  程序 

• 通过USB配置 

• 传送数据到“Testmanager” 

特点

• 两个CAN接口，带有低/高速收发器(支持11bit 

  和29bit) 

• 主从设备操作LIN 接口 

• 软件可控调度 

• RS-232 和RS-485接口 

• 八数字输出；两个PWM能达10 KHz切换频率 

  和10bit分辨率 

• 阈值开路电压 0 V 到 30 V 可编程

• 频率测量达200 千赫 

• 四个差分测量通道，分辨率为 12bit 

• 温度传感器输入,显示分辨率为1K 

• 两路差分模拟输入 (0-30 V) 

• 差分输入,范围从 0 mV到 50 mV 和一个用于电 

  流测量的可编程增益 

• 前端运行状态LED显示

 

• 通过带有双行LCD显示屏和旋转编码器的HMI模块 

  进行连接，也可作为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 

• 模块上永久性内存存储设置参数 

• 通过USB底座接口同步配置 

• 为测量控制的样本去耦，USB端口被电隔离 

应用案例

• 在规划阶段准备和执行测试 

• 信息娱乐系统测试 

• 压力/RunIn/耐力测试 

• 温度耐力测试 

• 监测音频输出、数据流、控制 

• 总线接口的通用网关 

运行RunIn和筛选测试系统，通常要检测很多相似的元件。通过CAN，LIN,RS-232或者I2C对测试样本进行同步模
拟。通常情况下，匹配的硬件是非常复查和昂贵的，但有了MCD柔性系统，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变。

屏蔽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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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为多路复用和各类信号处理开发了MCD测试板卡。使用MCD刀具监控，可使用任何编程语言来控制这些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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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卡系列

LVDS分析仪           第 160 页
ULC 多功能卡            164
数字输入卡32道            166
数字输出卡32道         168
继电器开关4x16倍       170
继电器开关16倍       172
多路交叉复用器       174

为了适应测量任务，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很多特殊的板卡，如：
• I2C端口扩展器   • 电流测量卡

• I2C 继电器板卡   • LIN转换器
• 视频和音频放大器    • 控制器卡
• 电源开关    • 接口卡
• USB可控和可扩展的控制电子元件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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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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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DS分析仪

LVDS分析仪被开发为测试系统的一部分。使用此分析仪，可记录和评估一个视频图像内任何行的数字彩色信
息。此外，来自四个输入之一的2线LVDS信号将被反序列化并且所包含的信息将被记录下来。

测试图案可被1对1的转发到一个参照显示或发出自己
的图像来测试LVDS减少。

主要特征

• 通过USB端口5V电源：

• 控制和数据传输，通过USB 2.0

• 使用LVDS开关和解串器的诊断功能作为：

  - 识别一个现有的LVDS信号的各个独立输入

  - 识别LVDS输出的LVDS电缆故障

   （短路，中断）

  - 识别LVDS解串器里一个现有连接

   （锁定信号）

  - 使用LVDS输出预加重和LVDS输入均衡器

• 在其它特定，敏感的测试过程中，可通过USB接  

  通和断开LVDS开关和解串器

LVDS输入

• 反序列化LVDS数据流, 与MAX9260, 从美信集成 

  产品公司

• 解映射所接收的视频数据流成RGB数 据，HSYNC,      

  VSYNC

• 通过数字/模拟转换器的模拟输出的I²S音频数 

  据流

• 串行LVDS输出的视频和音频的输入数据流通过 

  MAX9259

• 可为不同的目标设备（显示器）重新映射输出 

  数据流

• 使用HSYNC，VSYNC，和像素时钟来测量几何图 

  像采集

• 在高达2047像素的全分辨率, 检测一个视频线

• RGB颜色，分辨率高达24位

• 可通过多行扫描来捕获静止图像

• 可降低分辨率提高测量速度

LVDS输出

• 用户可自定义测试模式，高达2047像素宽和行 

  高; 水平灰色和颜色渐变可能。

• RGB彩色分辨率高达24位

• 映射颜色和垂直同步信号到目标设备

 （LVDS接收器）

• 可同步到输入的同步信号

• 从像素时钟生成自己的同步信号HSYNC，VSYNC 

  和数据启用

• 像素时钟可用，从输入的信号或其自己的时钟 

  发生器 

  18MHz, 27MHz, 29MHz,36MHz,54MHz,58MHz）



162162162162162

数据评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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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LVDS分析仪，USB LVDS                         开关分析仪，USB，RS232 
MAX9259/MAX9260     MAX9259/MAX9260
订单号   118404         订单号         118403 
价格    1,590.00 欧元        价格    1,590.00 欧元 

技术数据

    连接LVDS输入 罗桑伯格D4S20G-400A5-Z

    连接LVDS输出 洛桑伯格D4S20G-400A5-Z

    连接模拟音频输出 插孔3.5mm立体声

    USB端口 USB B

    水平分辨率 1-16像素

    垂直分辨率 1传输线

    彩色分解力 8:8:8 RGB (24 位)

    像素时钟 最大58兆赫

    传输线宽度 1-2047像素

    检测线 线1-2047

    可检测线 1/ 测量

    同步输入
HSYNC，VSNC，数据使能，  
正或负逻辑

    同步输出

HSYNC，VSYNC, 数据使能 
- 正或负逻辑
脉冲长度1像素的分辨率或可定义
- 从输入接收

    像素时钟输出
- 从输入接收
- 18MHz, 27MHz, 29MHz, 36MHz, 54MHz or 58MHz

    电流消耗 最大200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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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应用底板程序版本

在接线板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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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C多功能卡

订购信息

ULC多功能卡(USB)                         带有底板和DIN导轨安装的ULC多功能卡  
订单号  118928     订单号  118928
价格   950.00 欧元    价格   1,135.00 欧元

ULC多功能卡配备有一个复杂的FPGA器件，通过USB接口提供多种可能（A/D、D/A、逻辑、分析、计数、自我
测试、校准）。

A / D部分
测试卡有一个六双极性模拟输入通道。其中一个是个
差分输入，其余的是单端的。所有通道被同步采样。
所有通道，采样率最大为500千赫。

D / A部分 
D / A转换器有四个相同的通道。在这些通道上，DC值
或任意波形可以一个采样率多达1兆赫被放出来。

频率计数+逻辑分析
计数器输入可以评估脉冲和频率。此外，该输入可被
用于逻辑分析。

自检，自校准
AD+ DA 装有一个可用于自校准的智能自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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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大小 欧洲卡 160毫米 / 100毫米

    输入数 数字和模拟输入 32道

    过载保护 +-70V带电

    测量类型 模拟值被转换成比较器的数字值

    扩增 输入信号的极性切换 1, 10, 1000

    输入临限 8位分辨率 +-10V

    输入阻抗 1MOhm

    模拟开关 电压范围 +-12V

    接口 MCD标准总线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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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卡32道

订购信息

输入卡32通道/0-10Vbar     
订单号   2490   
价格    287.00 欧元   

MCD-DIN32是一个有32通道输入的板卡。通过模拟开关馈送输入信号到一个比较器，然后与一个可调阈值进行比
较。通过输入路径中的模拟开关，可以多路复用被一AD转换器做进一步处理的模拟信号。

特点 

• 可调信号阈值0到10 V

• 通过MCD总线可控

• 通过MIO-1300频率计数和测量，可达50千赫

• 作为一个模拟多路复用器使用, 至12V Re ≥1 

  兆欧

• 可调放的输入信号1、10、100、1000 (可选)

• 级联的测量通道

优点

• 可靠的硬件

• 强大的软件驱动程序

• 长期安全的投资

• 方便和快捷地调整适应特定应用程序

• MCD设计和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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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大小 欧洲卡 160毫米 / 100毫米

    输出数 32道

    输出类型 高端PNP型

    输出电平
内部电压
外部电压
外部电压

+12V
1-16通道10-36V
17-32通道10-36V

    输出电流

1通道
内部电压
外部电压 1
外部电压 2

PNP：700毫安源 
总电流<800毫安 
总电流<5A 
总电流<5A

    接口 MCD标准总线接口

    输出保护 短路和过载保护

    诊断 过载保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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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出卡32道

订购信息

DOUT32OPTO V1.1    
订单号   113406   
价格   378.00 欧元    

MCD DOUT32OPTO是一个32位输出卡。高输出电压，包括PNP（高侧源）的驱动程序，由外部电压设置。此卡可被
广泛用于刺激开关输入。

特征  

• 总输出电流通道1-16和每5 A17-32

• 开关输出，短路和过载保护

• 光电隔离高达36V

• 外部电压可能

• 通过MCD总线可控

优点

• 可靠的硬件

• 无需额外的硬件在PC

• 强大的软件驱动程序

• 长期安全的投资

• 能方便，快捷地调整适应特定的应用程序

• MCD设计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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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大小 欧洲卡 160毫米 / 100毫米

    通道数 4x16=64闭门器

    运行电压       每继电器10mA电流消耗 12V 

    电流消耗控制 通过 调压器5V内部生成 最大64x 10mA+30mA=670mA

    触发 MCD总线

    编址 以偶数位址 占用两个连续位址

    最大转换电流 TYCO AXICOM IM06 继电器

    最大转换电压 48V

    最大转换电源 60W

    转换计时器 <=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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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开关4×16倍

 

订购信息

板卡RELMUX 4x16 V1.2
订单号   115562    
价格    303.00 欧元  

MCD RELMUX 4X16卡配有4块x 16继电器。这样，通用配置是可能的。通过可选子板, 基本配置可被轻松实现。 

特点  

• 信号复用, 至最大 2A

• 可配置4X16，2X32，1x64

• 可连接的，通过扁平电缆连接器

• 普遍适用

• 通过MCD 总线可控

优点

• 可靠的现场验证的硬件

• 成本接力切换技术

• 强大的软件驱动程序

• 面向未来的投资

• MCD设计和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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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大小 欧洲卡 160毫米 / 100毫米

    通道数 动力开关 16中继

    最大输入电压
通道 到大量
通道间

48V 
48V

    最大转换电压 AC / DC 每48V

    转换电流
最小
最大

10uA at 10mV DC
1A

    相对接触电阻 初始 50mOhm

    寿命预测
机械
电子 (30W负载)

1x108

2x105

    转换时间 响应时间 / 下降时间 每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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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开关16倍

订购信息

继电器开关多路复用器16x / 96-pol. 
订单号   140087   
价格    287.00 欧元   

MCD REL16 MCD是一个使用在MCD测量系统中的继电器板卡。该卡配备16个操作触点。通过总线控制此卡。

特点

• 信号多路复用

• 测量和传感器信号切换

• 作为一个继电器多路转换器使用

优点

• 可靠的现场验证的硬件

• 强大的软件驱动程序

• 长期安全的投资

• 能方便快捷地调整，为特定的应用程序

• MCD设计和开发

• 便宜的MCD切换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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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大小 欧洲卡 160毫米 / 160毫米

    通道数
交叉多路复用器
行
列

128中继
32
4

    最大输入电压
通道到大量
通道间

48V
48V

    最大转换电压 AC / DC 每48V

    转换电流 最大 1A

    相对接触电阻 初始 50mOhm

    寿命预测
机械
电子 (30W负载)
电子(1W 负载)

1x108

5x105

2x105

    转换时间
响应时间
下降时间

<=3ms
<=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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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交叉复用器

订购信息

交叉多路复用器X-MUX32到4多路复用组V1.1 
订单号   140086  
价格   692.00 欧元  

MCD XMUX32x4是在MCD测量系统中使用的一个交叉多路复用器卡。它提供了32行和4列任意互联的可能。MCD总线
控制该板。

特点

• 信号多路复用

• 测量和传感器信号切换

• 级联的

• 报警管理诊断

• 控制LED状态指示

优点

• 可靠的现场验证的硬件

• 强大的软件驱动程序

• 实惠的微控技术

• 长期安全的投资

• 能方便快捷地调整，为特定的应用程序

• MCD设计和开发



176176176176176176

基于PC的MCD硬件组件，结合MCD软件系列中的音频分析仪和TestManager经典版，为独立设备提供一个 能节省成
本和空间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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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视频系列

音频分析仪 MCD         第 178 页
视频分析仪和生成器      180
输出/输入 音频切换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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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

• 模拟

• 数字

• SPDIF 光学

• SPDIF电平

功能

• 示波器

• FFT频谱

• RMS, THD

• 失真

• 频率

• 调制发生器

• 频率响应测量

功能测试

• 音频分析仪

• 信号分析

• 生成器

• 等

浅析缺陷闪光继电器的咔嗒声 闪光继电器的咔嗒声测试 信号路径原理图

MCD集成PC版音频分析仪



订购信息

音频分析仪软件包许可费    音频分析仪（模拟+数字）, 桌面版    
订单号  2559SKLIZ   订单号  121374
价格  946.00 欧元             价格  1,680.00 欧元

音频分析仪（模拟+数字）, 机架版  音频分析仪（模拟+数字）, 集成PC版
订单号  121158    订单号  121372
价格  1,680.00 欧元             价格  2,499.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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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分析仪MCD

MCD音频分析仪被用于音频信号的刺激和分析, 在模拟和数字域。S / PDIF音频信号可以被分析，或被放置在模
拟输出。结合MCD音频分析软件，可实现一个完整的带有出色测量数据的音频分析仪。 输入范围可以被切换,在
步骤为1-2-5-10之间和在1mV至50V之间. 连接此分析仪到PC，被USB接口控制。以下连接是可以的。

AudioAnalyzer.Net是在音频范围内, 用于分析和生成模拟和数字信号的一个基于软件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使用带有 Microsoft® Windows XP  或以下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的标准PC组件。除了各种频率
和信号强度的测量,为了分析音频信号，畸变因子和FFT频谱的测量也是可以的。通过综合信号发生器，生成不
同的波和调制形式。音频分析仪的表面能被广泛调整适应不同的应用.使用其它Windows程序中COM服务器接口,
可以控制音频分析仪的所有功能。获得的数值可以被集成到各种程序中。

输入 输出

模拟XLR 
(输入范围：1mVms到50Vrms)

模拟XLR
(输入范围：1m Vrms到15 VMS)

数字光纤S / PDIF到192kSps 数字光纤S / PDIF到192kSps

数字电子S/PDIF until 192kSps
USB2.0高速

数字电子SPDIF至192 kbps
USB2.0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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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复合视频信号发生器

• 模拟视频信号视频分

  析仪

• 作为一个广播中心使

  用，用于模拟视频信号

• 测试视频放大器

• 测试模拟视频接口

• 信息娱乐系统的全自动

  化测试系统

• 显示器测试仪

• 等

布局 测试图像模式3 测试图像模式2

  析仪

  用，用于模拟视频信号

  化测试系统

带有3信号输出和4信号输入的视频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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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析仪和生成器

订购信息

视频信号发生器CVBS / S-视频   视频分析仪，发生器CVBS / S-视频  
订单号   119836    订单号   119163
价格   586.00 欧元   价格   1,350.00 欧元

刀具监控视频分析仪CVBS许可费
订单号   119078
价格   245.00 欧元

该视频分析仪和发生器SD（ 单密度）可以将模拟视频信号转换成复合和S-视频或RGB格式,或根据NTSC/PAL格式
数字化色差信号，也可生成一个此信号。通过USB 2.0全速连接电源和控制。

设备

• USB端口，用于供电和控制分析生成器 

• 4个输入

  CVBS

  Y-C

  RGB

  Y-Pb-Pr

• 3个输出

  CVBS, Y C

  RGB

  Y-Pb-Pr

总特征
该设备可作为一个具有分析仪和发生器的组合单元使
用，或作为一个纯粹的发生器。通过MCD Toolmonitor,
可被远程控制。通过USB接口，可以加载自定义测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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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切换线路图 通过LED连接指示 刀具监控音频切换软件

多达16个输入音频切换可被串联连接多达16个输入音频切换可被串联连接

具有8个信号输出的输出音频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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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输出音频切换，桌面版    输入音频切换，桌面版
订单号   122083    订单号   122084
价格   1,675.00 欧元   价格   1,675.00 欧元 

 

这些硬件组件被用作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切换装置。 多达16个设备可以被串联连接，使连接能多达64个输入和输
出通道。 

设备组件

• 尺寸：44毫米x 350毫米 x 135毫米

• 重量：1.65千克

• USB 2.0 或 RS232C接口， 

  用于电源供应和设备控制  

• 8个输入或输出被连接到信号源 

• 使用2 XLR柱式插座或 2 XLR 连接插头连接 

  MCD音频分析仪

• 10状态LED指示

 

 
 

总特征
输入和输出通道可以在MCD音频分析仪的两个输入和
输出通道进行切换。通过音频切换背面的USB 2.0 或
RS232C 接口来控制该设备。

在每个输入和输出通道，通过LED蓝和红状态，显示汇
流的活跃连接。  

对于第三方软件，该音频切换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
控制。COM/DCOM或Net汇编可被作为接口使用。 

这 允 许 刀 具 监 控 被 集 成 在 大 量 应 用 程 序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输出/输入 音频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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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硬件组件, 用于所有领域的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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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系列

刀具监控Sherlock视觉软件  第 186 页
刀具监控视觉          188
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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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图像视图对比度检验 视觉控制

携带视觉控制的刀具监控Sherlock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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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抽梗机成像，带有通用视觉Blox驱动程序的一个
灵活界面，支持集成不同摄像标准。

使用该Teledyne公司的Dalsa Sherlock 工具，该刀具
监控软件带有大量可视化和处理功能。
该功能包含搜索和部署搜索区域、极限定义和测试
值、以及接点缓冲电路检查。

测试存在性、位置精度和部件安装是否正确，以及集
成质量特性、符号和LED颜色测试。

对于第三方软件，该刀具监控可完全被远程控
制。COM/DCOM或Net汇编可被作为接口使用。 

这 允 许 刀 具 监 控 被 集 成 在 大 量 应 用 程 序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LabView®, MCD TestManager CE).

该 Sherlock视觉刀具监控扩大了MCD图像处理产品组合。使用此程序“Sherlock Investigation”， 图像处理
应用在进行刀具监控分析前被开发和被定义。

刀具监控Sherlock视觉软件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Sherlock视觉软件许可费
订单号   150249    
价格   445.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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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状态 图像控制、斜圆周测试

用刀具监控视觉处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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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视觉使用许可费
订单号  121003
价格 445.00 欧元 

刀具监控视觉

在联机模式下，摄像机图像可以被实时监测和调整。
借助刀具监控视觉，可以集成各种价格实惠的USB摄像
头。

使用刀具监控视觉，可创建测试阈值和进行图像采集
测试分析。使用集成的脚本引擎，进一步整合定制算
法是可能的。

刀 具 监 控 视 觉 可 以 被 集 成 到 多 种 应 用 程 序 中 
(MCD TestManager CE, LabView®,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 Office®)。

工业图像处理任务是可以通过使用 刀具监控视觉 来完成的，且操作容易，价格实惠。
使用此工具，可以进行组件轮廓和定位识别或象形图的测试.因此，可以识别某个组件是否存在和是否被正确组
装或是识别象形图印刷和样品的各种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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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视视觉系统/简易生成器 康耐视视觉系统/电子表格 MCD康耐视视觉显示器/本机命令接口

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用摄像头控制和图像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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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

该解决方案涵盖广泛的功能。 例如，可以检查组件是
否存在或定位精确度的问题。其它应用领域包括，用
象形或安装 LED 色彩控制测试质量属性等。

在康耐视的In-Sight浏览器中创建算法和图像处理工
具。出于这一目的，可以使用便捷的Easybuilder或
电子表格表示形式。使用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与MCD 
TestManager或使用其它工具进行远程控制连接。

这可允许刀具监控康耐视觉被集成到多种应用程序中 
(MCD TestManager CE, LabView®,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C++, Visual Basic), Microsoft  
Office® (例如 Excel®), OpenOffice®)。

复杂的图像处理任务可以通过连接康耐视In-sight浏览系统到 MCD TestManager得以完成。 

订购信息

刀具监控康耐视视觉使用许可费
订单号   121002    
价格   445.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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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项目管理，从系统询价到安装是有效且有针对性的。对于售后服务，MCD工程师们随时待命。在整个系统
的产品生命周期里，无论我们的客户在哪里，我们能确保对客户的支持，甚至到现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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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服务

培训         第 194 页
校准、服务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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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软件培训

TestManager 基础培训，1-2人∕s，为期3天   TestManager 高级培训，1-2人，为期3天
订单号   117199     订单号   117200
价格   2,400.00 欧元    价格   2,400.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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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MCD的培训确保您购买的系统从第一天开始就能被高效地使用，安全地运行和得到有效地维护。我们根据客户的
具体要求设计课程。

部分培训在车间进行，如：参与者处理实际任务。在
培训期间，通过演示视频学习使用软件和在电脑上进
行操作。此外，我们的工作和开发人员会对软件进行
更细致地讲解。培训时间为连续三天，队伍大小不超
过4人，这样每个参与者都能得到单独的指导。我们建
议在室内进行培训，这样便于所有参与者集中精力进
行培训。另外，培训也可以就地进行。

我们提供:

• 在德国，匈牙利和美国进行课程培训

• 可使用中文、英文、德文、西班牙语和匈牙利 

  语进行培训

• 少量的参加者能确保单独指导

• 综合课程手册

• 硬件和软件练习题

• 创建自己的训练计划

• 可在指定的系统上进行培训

可定制培训计划，以满足客户特定的需求。

有关独立培训计划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这样我们可以建立和提供一个合适的提议。

订购信息

标准培训 1-2人，1天                           额外1人（最多4人），1天                  
订单号     0001SCH01   订单号   0001SCH02
价格           818.00 欧元   价格    306.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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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服务

MCD首要任务是服务与可能性。我们的服务人员将从设计方面开始跟踪项目，到客户现场进行调试，这样确保系
统运行平稳。

此外，在系统操作和维护方面，我们的服务团队会给
客户建议:通过维修，更新系统或更换单个组件来解决
相关问题。

从我们在比肯费尔德县的服务中心，我们可以登录到
遍布世界各地的MCD系统数据网络，检测可能出现问题
的原因，并迅速提供必要的服务和维修要求。这种对
客户的服务态度在问卷调查中得到了很高的认可。

尽管我们有很高的质量标准，但一旦我们的测试系统
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的服务人员将迅速的到达客户
现场，解决问题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校准
我们的通用测量系统系列(UMS)与相关联板卡在交货之
前被及时的校准。校准设备当然是溯源到国家科技研
究所。所使用的校准设备将被记录在校准证书里并且
可用于定期检查。提供给客户的校准设备,带有一个间
隔标签，它包含校准的日期和所需重新校准。校准的
结果被存储在一个具有单独测试协议的校准证书里同
时也被储存入一个数据库。当需要时，我们很高兴到
现场为客户进行重新校准。

订购信息

不管是校准或维修  
我们很高兴为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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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被刊登在不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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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媒体报道

Applikationen

Messsoftware

Modulare Messgeräte

Steuerungen

Platinen

Mess- und Prüfsysteme 
für die Elektronikfertigung.

Audio-/Videomessungen

Bildverarbeitung

Serviceleistungen

Kundenspezifi sche Mess- und Prüfsysteme für Ihre Qualitätssicherung!

Wir testen die Zukunft.

MCD Audio Analyzer zur Prüfung 
analoger und digitaler Signale

MCD Elektronik GmbH • Hoheneichstr. 52, 75217 Birkenfeld •   +49 (0) 7231 47 29 6 - 0 •   +49 (0) 7231 47 29 6 - 10
 www.mcd-elektronik.de •  info@mcd-elektronik.de • Aktuelle Online-Kataloge unter www.issuu.com/mcdelektronik

MCD USB-Hub mit 8 schaltbaren
Kanälen für USB + Spannung

QR Code scannen
 - weitere Infos zu 
MCD Mess- und 
Prüfsystemen 
erhalten.

    

MCD Elektronik GmbH  •  Hoheneichstr. 52, 75217 Birkenfeld  •  � +49 (0) 7231 78 405  - 0  •  � +49 (0) 7231 78 405 - 10

   �  mcd-elektronik.de  •  � info@mcd-elektronik.de 

Die MCD Elektronik GmbH ist ein weltweit führender Lieferant für Mess- und Prüfsysteme, die die komplexesten Testabläufe durchführen. 

MCD vereint die Bereich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Vertrieb, Produktion und Service zu kundenspezifi schen Test- und Prüfl ösungen. MCD 

wurde im Jahre 1983 gegründet. Durch zukunftsweisende Entwicklungen und Innovationen seit über 30 Jahren hat MCD weltweite Kooperati-

onen mit führenden OEM’s, Tier 1- und Tier 2-Lieferanten aufgebaut. So können den Kunden je nach Anforderung verschiedene Testlösungen 

angeboten werden, die Mechanik, Elektronik und Softwarekomponenten zielführend verbinden.

� � � � �

MESS- UND PRÜFSYSTEME 
FÜR DIE ELEKTRONIKFERTIGUNG

•   schaltbar, weltweit einzigartig
•   8 Ports einzeln und unabhängig
•   fernsteuerbar via Software 
•   wahlweise 6- oder 8- Anschlüsse
•   USB 3.0 Standard
•   10 x höhere Datenrate
•   Versorgungsspannungsleitungen
•   Einbindung in LabView, Offi ce, C# uvm.
•   Interface COM/DCOM / Net-Assembly

USB-Hubs

•   kompaktes Gehäuse für 19"-Rack
•   Ein-/Ausgänge analog, digital, optisch
•   optional integrierter Micro PC
•   DatenManager für statistische Analyse
•   Prüfsoftware TestManager u.a.
•   Umsetzung optischer in S/PDIF-Signale
•   bspw. zum Test von Audioverstärkern, 
     Infotainment-Systemen, Schaltnetztei-
     len, Blink-Relais oder Motorenprüfung

AudioAnalyzer

„在所有通道的控制力“ 
Polyscope, 2015年6月

räusch- und Funktionsprüfung in der Fertigung 

verbessert die Kundenzufriedenheit. Zudem kön-

nen die Daten für die Dokumentation der Produk-

tion und in der Entwicklung zur Verbesserung der 

Produktqualität genutzt werden.

Sound-Ingenieure nehmen bei Luxuslimousinen 

alles unter die Lupe, was Geräusche erzeugt. Nicht 

alle Gerätegeräusche werden als Störung wahr-

genommen, oft vermitteln sie das Gefühl von Si-

cherheit. Ein solches Geräusch ist beispielsweise 

das Klicken des Blink-Relais. MCD hat für den Ge-

räuschtest von Blinker-Relais einen eigenen Prüf-

platz gebaut. Die Messung erfolgt über Mikrofone, 

die die Klickgeräusche aufnehmen. Die Program-

mierung erfolgte innerhalb der Analyzer-Software. 

Erkannt wird das Ausbleiben eines Klicks oder 

ein Abweichen vom Klang. Auch Messungen an 

Schaltnetzteilen auf typische Geräusche im hör-

baren Audiobereich wurden bereits durchgeführt. 

Störend sind hier beispielsweise pfeifende Spulen.

Autonome Testsysteme

Eine wichtige Option des Audio Analyzers ist der 

integrierbare Micro-PC. Zusammen mit der Test-

Manager-Software und weiteren Komponenten 

aus dem Lieferprogramm von MCD können mit 

ihm autonome Testsysteme realisiert werden. Mit 

dem TestManager ist der Analyzer vollständig fern-

steuerbar. Der DatenManager ermittelt anschlie-

ßend die statistischen Werte der Messungen und 

die Qualitätszahlen. Sie dienen als Abnahmekrite-

rium für den Kunden. Sämtliche Prüfinhalte liegen 

im Originalcode vor und können von den autori-

sierten Personen erweitert und verändert werden. 

Neue Typen oder Prüfabläufe sind einfach zu er-

stellen. Es sind auch Kombinationen mit Testern 

mit Boundary-Scan und Funktionstest realisierbar.

MCD entwickelt komplette Testsysteme ent-

sprechend dem Kundenwunsch als Offline- oder 

Inline-Systeme. Die Betreuung reicht dabei vom 

Erstkontakt des Kunden über die Beratung, Ange-

bot, Freigabeprozeduren, FMEA bis hin zur Liefe-

rung und Installation. MCD kümmert sich auch um 

die Kalibrierung und den Service. 

Autor

Joachim Tatje, Inhaber, Viatico

MCD Elektronik GmbH, Birkenfeld

Tel.: +49 7231 47296 0 · www.mcd-elektronik.de
KONTAKT 

Neben dem Test-Rack des UMTS-Modul-Testplatzes befindet sich 

der MCD-Universaladapter, der sechs Prüflingen aufnimmt. Oben im 

19-Zoll-Rack sieht man den neuen Audio Analyzer.

Ein integrierter Webserver liefert die 

statistischen Werte der Messungen 

direkt auf das iPad.

Wir testen die Zukunft.

Warranty-

Testsysteme

Qualifizierungs-

Testsysteme

Run-In/Screening

Einrichtungen

Universal-

Prüfsysteme

Prüfstände

Inline Prüf- und 

Abgleichautomaten

Automatische 

Prüfsysteme

End-of-Line-

Prüfungen

Analysesysteme

Warranty-Warranty-

MCD Elektronik GmbH

www.mcd-elektronik.de

info@mcd-elektronik.de

+49 (0) 7231 47 29 6- 0

Hoheneichstr. 52 - 75217 Birkenfeld

  www.issuu.com/mcdelektronik 

  www.mcd-elektronik.de

„开关所需要的“ 
Hanser汽车, 2015年5月

„测试系统确保在线最好娱乐体验“ 
EPP, 2015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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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der Werker ist gefragtEine Sonderstellung in der Testlinie nimmt der MFT (Manueller 
Funktionstest) ein. Es ist der Arbeitsplatz von Mitarbeitern, die eine 
kundenorientierte Prüfung der Geräte vornehmen. Sie prüfen die 
Geräte aus Anwendersicht, nehmen Hörtests über Kopfhörer vor 
und prüfen manuell die DVD-Funktionen. Durch Verbinden des Prüf-
lings mit Kfz-Anzeigen und Kfz-Bedienelementen, wie Lenkradschal-
ter, können zwei Geräte sowohl manuell als auch teilautomatisch 
stimuliert werden. Sehr praktisch ist die Führung des Mitarbeiters 
über ein „elektronisches Drehbuch“, unterstützt durch Bild- und 
 Videoelemente. Auf diese Weise kann der Prüfplatz je nach Produkti-
onsstandort auf die lokalen Bedürfnisse angepasst werden. 
Mehrere Kamerasysteme werfen einen letzten Blick auf das Gerät 
und ein Bildverarbeitungsprogramm checkt die Vollständigkeit. Alle 
Anschlussstecker werden dabei auf Anwesenheit und die An-
schlussstifte auf das korrekte Taumelspiel geprüft. 

Die Farben von Aufklebern und die Anwesenheit der korrekten Bar-
codes und Sticker werden untersucht. Ebenfalls wird nachgeschaut, 
ob die Kühlpads für die elektronischen Schaltkreise korrekt montiert 
sind. Das Gehäuse, die Führungsschienen und die Befestigungsele-
mente werden vermessen. Dazu gehört auch der Vollständigkeits-
check von Schrauben und Clips. Abschließend werden die DVD-Me-
chanik und die Einzugsschlitze überprüft. Die eigentliche Schnittstelle zum Automobilhersteller ist der Auslie-
ferungsplatz. Hier erfolgt unter Verwendung der Kunden-Software 
die Konfiguration für den Einsatz im Zielfahrzeug. Sie umfasst das 
Programmieren der Fertigungsdaten und die Konfiguration für den 
Just-in-sequence-Versand. Zu den kundenseitigen Daten kommen 
die Diagnosedaten, Ausstattung, Optionen im Gerät, der Einsatzort, 
Versions-Angaben, Datumsangaben usw. hinzu. 
Volle TransparenzAlle Diagnosedaten der Prüflinge werden in einem komplexen Pro-
gramm aufbereitet und stehen per Langzeitspeicherung für eine je-
derzeitige Inspektion beim Hersteller zur Verfügung. Die Testanlage 
selbst wird regelmäßig überprüft, um Fehldiagnosen zu vermeiden. 
Beispielsweise werden über den MCD DatenManager die Prüfda-
ten ausgewertet und die Stabilitäten sowie die Zwischenergebnisse 
überprüft. Eine Kalibrierung der Messdaten erfolgt durch Prüfläufe 
mit so genannten „Golden Devices“. Hinweise auf eventuelle schlei-
chende Veränderungen gibt die dauerhafte Analyse per Trenderken-
nung über den DatenManager. Diese Software ist über Schnittstel-
len mit dem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des Infotain-
mentherstellers verbunden, das die Brücke zwischen der technisch/
physikalischen und der betriebswirtschaftlichen Welt schlägt. 
www.mcd-elektronik.de

Die Benutzerführung  der Prüfplatzmitarbeiter erfolgt in der jeweiligen Landesspr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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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ülle von Features moderner Infotainmentanlagen sind eine echt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Testingeni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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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ahrung und Kreativität
Anderes wurde speziell für dieses Projekt neu entwickelt, weil es 
entsprechende Produkte am Markt bislang nicht gab. Dazu gehört 
die Programmierung der Geräte über USB mit asynchronem Zugriff 
und ladbar über PC und das gleichzeitig für 48 Prüflinge. Oder die 
Spezialplatine, die die komplexe Verdrahtung innerhalb der Tester er-
setzt. Sie trägt zur Standardisierung bei und zu besser reproduzier-
baren Ergebnissen. Mechanische Adaptionen wurden im Vorfeld mit 
3D Drucktechnik simuliert und getestet, um optimale Ergebnisse zu 
erhalten. Das 13-köpfige Team, unterstützt von einigen Zulieferfir-
men, realisierte die Testlinie in der Rekordzeit von 26 Wochen. Zur 
gründlichen Planungsphase gehörten Versuche mit Boundary Scan 
Lösungen, Fehlerabdeckungsanalysen und zahlreiche Simulationen. 
Die Testlinie wurde in insgesamt acht modularen Stationen reali-
siert. Einige davon sind direkt in den Produktionsfluss eingebunden, 
andere agieren als Offline-Stationen. Jede der Stationen kann ei-
genständig operieren, ist aber über ein intelligentes Datenhandling 
in das Management der gesamten Testlinie eingebunden. 

Prüfungen am laufenden Band…
Die Reise der Produkte beginnt beim Inline BScan / Funktionstester 
für Mainboards. Auf dieser Station können zwei Mainboards gleich-
zeitig und parallel per Boundary Scan und Funktionstest getestet 
und programmiert werden. Test und Handling laufen automatisch 
ab. Die zweite Station ist der Inline BScan / Funktionstester für DAB 
Tunermodule. Hier werden 12 Module parallel bearbeitet. Der Boun-
dary Scan Test, der Funktionstest und die Programmierung aller 
 Module erfolgen gleichzeitig. Test und Handling geschehen vollauto-
matisch. 

…und offline
Die dritte Station ist die Flash Anlage für 2x 24 Geräte. Hier erfolgt 
 parallel an bis zu 48 Geräten die Programmierung der Applikations-
software. Die Programmierung kann auch asynchron gestartet wer-
den. Hier werden die Geräte bereits nach Kundenwunsch personali-
siert, deshalb ist das Barcode- und Datenhandling für jedes einzelne 
Gerät sehr wichtig. Über speziell entwickelte Platinen mit intelligen-
tem Datenhandling erfolgt die anschließende Stimulation der Geräte. 

Das Flashen der Geräte mit Daten, wie beispielsweise Straßendaten 
für ein Navigationssystem, wird über die USB-Schnittstelle mit bis zu 
64 GB je Gerät vorgenommen. 
Die „Folterkammer“ der Testlinie ist die Run-in-Anlage für 2x 24 Ge-
räte. Bis zu 48 Geräte werden gleichzeitig in einer Klimakammer im 
Bereich von –  40 ° bis + 80 ° Celsius im Dauerlauf geprüft. Dazu wer-
den die Head Units an die Steckplätze eines dafür entwickelten Trol-
leys angeschlossen und in die Klimakammer gefahren. In dieser Zeit 
werden alle Gerätefunktionen überprüft, die Eingangssignale wer-
den automatisch simuliert, die Ausgänge unterschiedlich belastet. 
Geprüft werden u.a. Aussetzer bei der Audio Wiedergabe, DVD- und 
CD-Funktionen wie Ein-/ Auswurf sowie der Startvorgang der DVDs.
Der Automatische Funktionstest, AFT, ist die nächste Prüfstation. 
Hier werden bis zu vier der komplett assemblierten Head Units 
überprüft. Das Prüfsystem ist auf Funktionstests von USB-, WLAN- 
und Bluetooth-Komponenten, sowie analoge und digitale Messun-
gen von Tuner, AM-, FM-, DAB- und Satellitenempfang spezialisiert. 
Auch GPS-Tests sowie die Prüfung von Videosignalen, Lüfterfunktio-
nen, Netzwerkschnittstellen, Lichtleistung und MOST-Kommunika -
tion lassen sich mit dem automatischen Funktionstester exakt 
durchführen. „Eine speziell entwickelte Universalplatine minimiert 
die Verdrahtung in unserem Funktionstester. Dies spart Arbeitszei-
ten ein und reduziert Fehler- sowie Materialmängel-Potenziale“, er-
läutert Bruno Hörter. Die Software erkennt freie Prüfpotenziale und 
optimiert den Testlauf automatisch. Somit kann ein einzelner Mitar-
beiter alle vier Testplätze gleichzeitig bedienen.

„System-Panorama“: An insgesamt 
acht Stationen werden sowohl die 
Komponenten als auch komplett  
assemblierte Systeme auf Herz und 
Nieren geprü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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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ation „Manueller Funktionstest“  
mit zwei Bedienplätzen.

Foto: MCD Elektro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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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tainmentsysteme auf Herz und Nieren geprüft 

Testsystem garantiert beste 

Unterhaltung an Bord

Beim Autokauf wird die elektronische Bordunterhaltung zu einem immer wichtigeren Merkmal.  

Zum Standard gehört bereits ein CD-Radio mit DAB-Tuner und einem Soundsystem. Das Laufwerk 

sollte MP3-fähig sein und einen Steckplatz für USB-Sticks aufweisen. Eine Bluetooth-Schnittstelle für 

das Telefon wird ebenso erwartet wie ein Navigations-System mit bereits aufgespieltem Kartensatz 

für Europa. Zahlreiche Extras kann der Autokäufer per Konfigurator zusätzlich ordern. Natürlich wird 

erwartet, dass so viel feine Technik durch elektronische Zuordnung zum Fahrzeug gegen Diebstahl 

gesichert ist. 

Was zunächst der automobilen Oberklasse vorbehalten war, 

 erobert allmählich auch die Mittelklasse. Das erhöht die 

Stückzahlen, damit aber auch den Wettbewerbsdruck. Ein namhafter 

japanischer Hersteller von Infotainmentsystemen stand wie viele 

andere vor der Aufgabe, seine Produktion zu optimieren. Gesucht 

wurde außerdem ein Testsystem, das die komplette Produktion der 

Geräte unterstützt und die extrem hohen Anforderungen der Auto-

mobilhersteller erfüllt. Das Optimierungspotenzial gerade auf der 

Testseite ist groß, auch höhere Investitionen in ausgefeilte Testsys-

teme amortisieren sich schnell. Das Unternehmen wollte ein kos-

tengünstiges und zukunftssicheres System, das für mehrere Tier 1 

Lieferanten an unterschiedlichen Standorten in mehreren Ländern 

eingesetzt werden kann. 

Große Chance für den Spezialisten

Die Consultingfirma des Herstellers kontaktierte auch den Baden-

Württembergischen Test- und Prüfspezialisten MCD Elektronik. 

Nach Vorgesprächen und ersten Präsentationen kam MCD mit neun 

weiteren Anbietern in das finale Auswahlverfahren und bekam den 

Zuschlag. Geschäftsführer Bruno Hörter: „Wir sind stolz auf dieses 

Projekt. Es war ein großer und bedeutungsvoller Auftrag in unsere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Nach einem halben Jahr Entwicklungs-

zeit konnten wir im Februar 2015 die komplette Testlinie in Japan in 

Betrieb nehmen. Der Kunde hat bereits weitere Linien für anderen 

Produktionsstandorte geordert.“ 

Die Prüfinhalte waren vom Auftraggeber grob umrissen. Zum Test-

umfang gehören der Inline Test des Mainboards, der Inline Test der 

Digital Tunermodule sowie der Test des Komplettsystems mit DVD-

Spieler, Mainboard und Digital Tuner. Das Unternehmen entwickelte 

ein Gesamtkonzept und leitete davon Detaillösungen ab. Gemein-

sam mit dem Kunden nahm die jetzige Modulstruktur Gestalt an. 

„Wir hatten viel Freiheit in der Realisierung und der Auswahl der 

Komponenten,“ erinnert sich Hörter. So konnte das Unternehmen 

dabei auf eigen entwickelte Standardkomponenten zurückgreifen. 

Dazu gehören beispielsweise der Audio Analyzer mit eigenständiger 

Scriptengine zur parallelen Auswertung der Messwerte und der 

schaltbare USB HUB zur Steuerung der umfangreichen USB Schnitt-

stellen. 

TEST + QUALITÄTSSICHERUNG

Die Flash Anlage. Jeder 

Trolley kann bis zu 24 

Baugruppen auf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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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pezialplatine 

minimiert die  

Verdrahtung im 

Funktionstester. 

Dies spart Arbeits-

zeiten ein und  

reduziert Fehler- 

sowie Material-

mängel-Potenz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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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应用报告请看: www.mcd-elektronik.com/downloads

„使用模块化测试线的WLAN认证“ 
ATZ电子，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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