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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本仪器是为中波频段专门设计的一款车载场强仪，用于在行车时

连续测试，其特点如下：

 频率范围：531KHz～1602KHz，频率间隔 9KHz；

 测量范围：35～120dBμ；

 动态范围：≥85 dB；

 频率分辨率 1Hz、测量误差优于 1dB、通过带宽 1Hz；

 内置天线；

 能单点测试、多点测试；

 能同时显示测试地点的场强和经纬度数据；

 不存在镜频台干扰；

 内置锂电池，充足一次电，可连续工作 8 小时以上。

 10～15KW 发射机，测试半径 6～12 公里。50～100KW 发射机，

测试半径 30 公里以上。



二、 仪器外观

三、 安装

安装车载场强仪配套的 PC 客户端和驱动程序（在出厂配发

的笔记本电脑上都是安装好的，如果不需重新安装的话可以跳过

这节内容）。



3.1 安装主程序：

打开电脑，插上随机配发的 U 盘，点击里面的文件夹 PNA（安

装包），打开它，双击“setup.exe”进行安装。

安装程序初始化，如下图：



选择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

选择接受该许可协议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后，显示如下图。

点击《完成》，可能提示重新启动，按要求重启。



3.2 安装 USB 转串口驱动程序

在随机附的 U 盘上，你可以找到“USB 口转串口驱动”软

件。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它，打开 STM32 虚拟串口驱动目录。

其中，VCP_V1.3.1_Setup.exe为 32位驱动；VCP_V1.3.1_S

etup_64.exe为 64位驱动，根据系统选择对应的驱动程序安装。

将车载场强仪通过 USB 线连接到电脑，开机，红色指示灯

亮，打开 PC的设备管理器，未安装驱动之前可以看到“其他设

备”下的显示，且图标上有感叹号。

安装驱动之后，设备并入端口目录下，感叹号消失，见下图。



此时再打开车载场强仪客户端程序，选择正确的通讯端口。

左下部，显示设备已连接，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打开客户

端时提示“当前页面脚本发生错误是否在此页面继续运行脚

本？”，点击《是》继续操作，不影响使用。



四、 车载场强仪客户端程序操作详解

4.1 程序界面

 菜单栏有 11个功能按钮和下拉的列表，如下图：

《测量》：按下后变为《暂停》控制测量的停止和继续；

《复位》：清空所有测量结果，返回初始状态用；

《搜索》：查找 GPS 设备，行车测量前先同蓝牙 GPS 建立连

接；

《放大》和《缩小》：对地图显示级别进行操作；

《设置》：对测试人员、天气、测试台站的经纬度和测试频

率进行设置

《打开》：打开以往存档的测试数据

《存档》：测试数据的保存

《报告》：生成测试报告、热点图、场强覆盖图

《测试线路图》：下拉框含测试线路图、场形覆盖图、场强

值分布图的显示

《XXXKHz》：下拉列表用于切换不同频率的场形覆盖图。

 中间部分为嵌入的地图（用户可自行下载好本地离线地



图嵌入此区域，建议下载 8~18级），主要显示行车测量时行驶的

路径，及后期覆盖图的位置。

 界面右侧最上方为场强仪和客户

端的通信端口。

 通信端口下面为 GPS 值显示区

域，当 GPS定位后经纬度值会在此处显示。

 GPS下方是频率分贝值的柱状图

和滑动条，柱状图显示了所有测量频率的大

小值。

 记录点所在区域显示了行车测量

中记载的测量值，可以通过其下方六个按键

来左右切换，中间两个按键对应左右加一，

两边两个对应左右加十，边上二个对应左右

加百，这在数据复现中经常使用。

 蓝牙和 GPS 气球标志分别对应蓝

牙的连接和 GPS 的定位情况；未连接前都呈红色，连接后蓝牙

呈蓝色，GPS呈绿色。

4.2 行车测量操作

 在车顶放上 PET薄膜垫片（防车顶磨损），把车载场强

仪放置上去，打开三个“开关磁座”的磁力线开关，使得中波场



强仪牢牢地吸附在车顶。

 用配发的 USB 连接线，一头连接在电脑上，一头连接

在车载场强仪上。

 按下笔记本电脑电源启动键，启动电脑。

 按下场强仪上的电源开关，打开仪器电源（红色指示灯

亮）。

 打开车载场强仪客户端程序，选择通信端口。若有多个

端口不确定是哪一个（如下图）。

请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

打开



选择“设备管理器”

红线画出的名字即为此电脑连接外机天线的端口。如果没有上面

名称类型的端口，请重新插拔 USB 线。每台电脑的端口都是不同

的，根据配发的电脑的实际端口选择。连接好后，程序左下会显

示“设备已连接”。

 点击《搜索》，跳出“蓝牙搜索”对话框（若电脑右下

角隐藏图标中没有蓝牙标志的话，说明电脑的蓝牙没有开启）



请在“开始”->“设置”->“设备”中点击“蓝牙”打开开关。

此时正常情况下能搜到附近的蓝牙设备（包括一些手机的蓝

牙和 GPS的蓝牙）

点击《开始搜索》。

待搜索完成后 GPS设备会显示在下图的列表中，选择所需 GPS



设备，点击“绑定”。

绑定完成后蓝牙指示标志由红色转变为蓝色。

GPS未定位前右下角显示红色（GPS 未定位！），待 GPS定

位后，转为绿色显示（GPS已定位！）。



 点击功能按钮《设置》，弹出“请选择或添加测试信息”

对话框，填写测试人、天气情况、添加台站及删除台站

 点击《添加台站》，弹出“请输入台站信息”对话框，

输入台站名称（如：南京中波台），并输入该频率发射台所在经

纬度。注意：经纬度可以用配套的 GPS在台站里面直接测得。

 拖动频率框下面滑动条的滑块或者点击两边的加减号，

选择需要测量的频率，添加到测试频率中，此处输入 801KHz、

900KHz、1008KHz等频点的频率，及发射功率，然后点击《保

存》。右侧窗口显示所设参数。



 保存成功后点击《确定》。再返回到“请选择或添加测

试信息”对话框，勾选南京中波台。



点击《确定》，此时仪器开始测量设置频率的场强值，右边

上部显示柱状图。

启动汽车，100米后记录点开始显现测试值，本仪器记录点

间隔为 100米。如下图。右边记录点框内显示，测试频率及对应

的场强值。



此后可以进行开车测量（建议测试车速 60码，不宜太快）。

测试完成后

4.3 场型覆盖图的形成

开车测量结束后，点击《暂停》暂停测量，再点击《覆盖图》



程序会在地图上绘出 66dB（最外圈默认值）的场形覆盖图，上

图为南京 1008KHz的场形覆盖图。切换下拉列表“测试频率”

可以显示其他频率的覆盖。



选中《场强值分布图》，显示热点图。

点击《存档》将此次测试的数据保存起来。

保存的图像为中间地图部分，数据为行车过程中记录的



所有数据；本数据可以再通过本程序打开，便于以后再次使用。

点击《报告》将自动生成含测试人、天气情况、时间、测试行车

路线图、及所有频率的覆盖图、热点图的 bmp文件。



五、关于测试的几点说明

中波场强受综合因素的影响很难测准。场强在 66dB 左右杂音干

扰已经无法收听，60dB 收听不到信号。

5.1 测试路线的选择

中波场强分为天波区域、地波区域、天波与地波的重叠区域。其

受地形影响非常大。以发射台为中心，在测试路径上的山前、山后、

高层小区前、高层小区后衰减值非常大；如该小区正好在其波长的四

分之一处，小区后的场强又会高于小区前的场强。所以中波场强测试

时的路径选择很重要，一、能到覆盖区边缘测试最好，沿边缘行驶一

个完整的圆进行测试。千万不能刚出发射台站不远就要开始测试。二、

尽量在开阔地带测试，这样受地形干扰少一些。三、行驶的测试路径

一定要接近圆。

5.2 测试值的说明

测试值只有在测试点上的数据 是有效数据，与发射台连线及延

长线上的场强值都是估算出来的，不受其所在点的地形影响，故测试

点离发射台站越远越好（在场强 66dB半径上最佳），这样才能测出信

号真实的覆盖情况。一般情况下，10至 15千瓦的频率测试距离，在

20~30公里为半径的圆上。50~100千瓦的频率测试距离大约在 60公

里为半径的圆上。



5.3 测试的误差

仪器在测试时，用天线正交，通常数据准确，如果测试点场型扭

曲，会造成 1~2dB 的测试误差，仪器成 45°测试就能看到此误差。

5.4 推荐测试的方法

因道路是不规则的故推荐一种测试方法，利用应用程序上的暂停

键，以发射台为圆心，等距离，等角度选择一些测试点测试，而后由

这些点构成场强覆盖图。注：测试点 100米记一点。

5.5 测试前笔记本电脑的设置

测试前笔记本电脑要设置在不关机状态，电脑桌面空白处右击，

选择《个性化》选右下的《屏幕保护程序》点击进入，选择《更改电

源设置》点击进入，选择《更改计算机睡眠时间》或《选择关闭显示

器的时间》或《更改计划设置》，进入界面如图设置，主要《使计算

机进入睡眠状态》设为从不，保存修改。测试中尽量不要合起笔记本

电脑。



5.6 周边有相同的频率，测试范围要小一点

测试前要做好准备工作，看一看周边的省市有没有与测试频率

相同的台，如有建议测试路径放在 10～20 公里为半径的圆上。因是

同频测试时一定要知道是哪个台的信号场强值。



南京普纳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 301 号滨江广场 14 层

邮编：210036

电话：025-86200301、86225090、86200340、86200343

传真：025-86200323

网址：www.pn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