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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析实验（实验一） 

一、 预习要求 

1. 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将要做的实验。认真看理论课讲义与实验指导

教材，了解实验要点（包括实验原理、实验方法、使用仪器、实验步骤）；   

2.  实验教学大纲规定需写预习报告的实验，必须认真撰写预习报

告，预习报告使用学校统一印制的预习报告纸，无预习报告不允许做实验；   

3. 严禁抄袭报告，对抄袭报告的学生，必须重新书写预习报告。 

二、 实验目的 

1．了解测试信号的分类和描述，学会信号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和

相关分析。 

2．熟练掌握对周期信号与非周期信号进行频谱分析的步骤与作图方

法，熟知其频谱特性。 

3．通过上机实验，学会应用信号分析软件进行信号分析处理。 

4．要求上机前仔细阅读实验指导书的有关内容及实验步骤，为顺利

地完成实验做好准备。 

三、 实验内容 
1. 典型信号及谱分析 

2. 相关处理分析 

四、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 

1.典型信号及谱分析 

（1）时域信号波形及其谱的观察，数据检索和列表查看 

双击“ ”打开信号分析软件。点击右侧操作菜单“ ”，在

其下拉选项中选择“ ”选项，将会出现通道配置窗口，对于

AI1-01通道，在该窗口的“参数”列中，点击“类型”下的信号下拉选

项，选择“随机”信号，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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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随机信号的选择 

信号类型设置好后，点击该随机信号右侧“幅值”参数下的数值，该

选项即被激活，将其更改为“4000mv”，最后点击通道配置窗口右下角的

“ ”按钮，予以保存。该软件在“ ”模式下的菜单选项共 4

项：“参数文件”“存储规则”“设置”“测量”如图 2所示。单击最右侧的

“ ”，出现如图 3 所示测量的界面，在该界面的最右侧为信号通道的

选择部分，如图 4所示，被选中的通道前面会出现“ ”，系统默认是 1

号机的 AI1-01通道，也就是我们设置的随机信号。 

 

图 2  测量模式下的菜单栏 

 

图 3  测量界面的内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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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拟信号通道的列表 

点击左上角的“ ”工具，可进行信号的采集，我们要将采集的

信号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在弹出的“新建工程”窗口中（如图 5所示），

可进行“文件存放位置”和“文件名”的设置，示例中将信号文件命名为

“01-1”，点击右下角的“ ”按钮后，会弹出“新建测试”对

话框（如图 6所示），需要进行“文件名”设置，示例将文件命名为“01-1”。

设置完成后，软件便开始进行信号的采集工作了，当信号采集约 10s 时，

点击左上角的“ ”按钮，停止对信号的采集，并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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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新建工程”对话框 

图 6  “新建测试”对话框 

采集到的随机信号如图 7所示，点击图形右下方的“ ”可对图形

进行 X方向上的放大，点击图形右下方的“ ”可对图形进行 X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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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小。点击图形左上方的“ ”可对图形进行 Y方向上的放大，点击

图形左上方的“ ”可对图形进行 Y方向上的缩小。 

图 7  采集到的随机信号时域图 

单击图形左侧图形参数的设置选项部分中（如图 8 所示）的

“ ”选项卡，在最下方的“ ”栏，单击“全选”前

的方框，在图形区域出现该时域信号的统计信息，单击该统计信息可进行

位置的移动。 



 

7 
 

 

图 8  图形参数的设置选项图 

（2）信号的识别及变换 

在“通道配置”中将第 AI1-5通道的信号类型设置为脉冲信号，并对

该脉冲信号的周期设置为 10s，起始相位 90.0deg，占空比 0.1%，各项参

数的设置如图 9所示。通过信号的采集功能进行信号采集，存放采集信号

的文件名可重新命名也可使用上题的文件名（示例采用后者方式），采集

时长约 12s的信号。（相应操作步骤可参考第（1）题中的相应步骤）。 

 

图 9   脉冲信号的参数设置 

单击左上角的“ ”选项，进入信号分析模式，再单击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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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将会出现两张布局图：“记录仪”图（时域信号图）和

“FFT”图（傅里叶变换图）。单击“记录仪”图，该图即被选中，在图形

右侧的通道选项卡，找到蓝紫色的 01-1文件夹并单击打开，将 AI1-01通

道前的“ ”单击去掉对号，选中 AI1-05通道，如图 10 所示，此时，“记

录仪”图便会显示采集的信号。同样，选中“FFT”图，在图形右侧的通

道选项卡，将蓝紫色的 01-1文件夹中的 AI1-01通道退选，并选中 AI1-05

通道，便可得到采集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图。将鼠标放在 FFT图的纵坐标位

置，会出现一条深蓝色的调节条，往上拖动调节条可进行图形位置的移动，

拖动调节条得到类似图 11 的图形。 

图 10   选中采集信号通道 

图 11   目标信号的 FFT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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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波 

a.将通道 AI1-7的信号类型设置为方波，幅值设置为 3500mv，周期

为 0.05s，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模式下，单击测量菜单，

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7通道，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

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为止。 

 

b.将通道 AI1-8的信号类型设置为方波，幅值设置为 3500mv，周期

为 0.05s，起始相位为 90.0deg,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模式

下，单击“测量”菜单，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8通道，采

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

为清晰的图形。 

(4)三角波 

a.将通道 AI1-9的信号类型设置为三角波，幅值设置为 5000mv，频

率为 50Hz，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模式下，单击测量菜单，

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9通道，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

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b.将通道 AI1-9的信号类型仍设置为三角波，幅值设置为 5000mv，

频率为 50Hz，起始相位为 90.0deg,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

模式下，单击测量菜单，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9通道，采

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

为清晰的图形。 

(5)将通道 AI1-10的信号类型设置为“正弦定频”，幅值设置为 5000mv，

频率为 50Hz，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模式下，单击测量菜单，

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10通道，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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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6）将通道 AI1-11的信号类型设置为“脉冲”，幅值设置为 4500mv，周

期为 0.01s，占空比 0.1%，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模式下，

单击测量菜单，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11 通道，采集时长

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

的图形。 

在“ ”模式下，点击“ ”工具，将“记录仪”图形的

信号选择为采集信号所在文件夹下的 AI1-11通道的信号进行显示，“FFT”

图形也选择 AI1-11通道的信号进行显示。为了使“FFT”图形显示明显，

需对其谱线数设置为 3200，即按图 12所示进行设置。 

图 12  谱线数设置 

（7）将通道 AI1-12的信号类型设置为“自由衰减”，衰减时间为 10s，

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模式下，单击“测量”菜单，在右侧

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12通道，采集时长约 10s 的信号。点击信

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在“ ”模式下，获得该信号相应的 FFT图形。 

2.相关处理分析 

（1）将通道 AI1-1的信号类型仍设置为“随机”，幅值为 1000mv。在

“ ”模式下，单击“测量”菜单，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1通道，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

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2）将通道 AI1-6的信号类型设置为方波，幅值设置为 3500mv，周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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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s，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 ”模式下，单击“ ”菜

单，再单击“ ”工具，在出现的子菜单中选择“ ”选项，在

弹出的“相关分析设置”对话框的“输入”部分的两侧均选择 AI1-6通道

（如图 13所示），进行自相关分析，设置完成后单击对话框右下角的“确

定”保存设置。单击“测量”菜单，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6

通道（信号类型为“方波”），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左上

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图 13  输入参数设置 

点击左上角的“ ”模块，进入分析模块后，单击“ ”

菜单，在子菜单中单击“ ”，再单击“ ”窗口，图形窗口就

会重新布置。单击图形窗口中的“记录仪”图框（即被选中），选择 AI1-6

的信号进行显示（如图 14）。单击图形窗口中的“2D图谱”图框（即被选

中），选择或确认刚才所设置需要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信号进行显示（如图

15）。出现自相关图形后，单击“ ”菜单栏便可进行图形状态显示

的调整，点击信号图形左上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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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通道设置 

 

图 15  相关分析信号通道选择 

（3）将通道 AI1-8的信号类型设置为“三角波”，幅值为 5000mv，起始

相位 0.0deg，频率 50Hz。在“ ”模式下，单击“ ”菜单，

再单击“ ”工具，在出现的子菜单中选择“ ”选项，在弹

出的“相关分析设置”对话框“输入”部分的两通道均选择 AI1-8通道，

设置完成后单击对话框右下角的“确定”保存设置。单击“测量”菜单，

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8通道（信号类型为“三角波”），采

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左上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

为清晰的图形。 

点击左上角的“ ”模块，进入分析模块后，单击“ ”

菜单，在子菜单中单击“ ”，再单击“ ”窗口就会重新布置

图形。单击图形窗口中的“记录仪”图框（即被选中），选择 AI1-8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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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行显示。单击图形窗口中的“2D图谱”图框（即被选中），选择刚才

所设置的需要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信号进行显示，出现相关性图形后，单击

“ ”菜单栏便可进行图形显示状态的调整，点击图形左上角和右

下角的“ ”调整按钮进行调整，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4）确认 AI1-9通道的信号类型仍为“正弦定频”。在“ ”模式下，

单击“ ”菜单，再单击“ ”工具，在出现的子菜单中选择

“ ”选项，在弹出的“相关分析设置”对话框“输入”部分的两

通道均选择选择 AI1-9 通道，设置完成后单击对话框右下角的“确定”以

保存设置。单击“测量”菜单，在右侧的通道选项菜单中选择第 AI1-9通

道（信号类型为“正弦定频”），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左

上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点击左上角的“ ”模块，进入分析模块后，单击“ ”

菜单，在子菜单中单击“ ”，再单击“ ”窗口就会重新布置。

单击图形窗口中的“记录仪”图框（即被选中），选择 AI1-9的信号进行

显示。单击图形窗口中的“2D图谱”图框（即被选中），选择刚才所设置

需要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信号进行显示，出现图形后，单击“ ”菜

单栏便可进行图形显示状态的调整，点击图形左上角和右下角的“ ”

调整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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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数据处理和讨论 

1.典型信号及谱分析 

（1）时域信号波形及其谱的观察，数据检索和列表查看 

在“通道配置”中将第 AI1-1 通道的信号类型设置为随机信号，幅值为

4000mv，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使用图形的统计功能，可以查看时域信号的统

计信息，单击该统计信息可进行位置的移动，问题：该信号的平均值为 

          mv，标准差为        ，均方根值为        。该信号为哪一类典型

的信号？                

（2）信号的识别及变换 

在“通道配置”中将第 AI1-5通道的信号类型设置为脉冲信号，并对该脉冲

信号的周期设置为 10s，起始相位 90.0deg，占空比 0.1%。通过信号的采集功能

进行信号采集，采集时长约 12s 的信号。问题：从结构形式上看，该信号为        

信号； 

获得该脉冲信号的 FFT图，该信号为           信号。 

（3）方波 

将通道 AI1-7的信号类型设置为方波，幅值设置为 3500mv，周期为 0.05s，

占空比 50%，起始相位为 0deg，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采集时长约 10s的方波信

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该方波为        

函数。 

将通道 AI1-7的信号类型仍设置为方波，幅值设置为 3500mv，周期为 0.05s，

占空比 50%，起始相位为 90.0deg,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采集时长约 10s的方波

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该方波

为        函数。 

思考题：对于该题中的原方波信号，由偶函数变为奇函数至少需要改变       

度相位角。 

（4）三角波 

将通道 AI1-9的信号类型设置为三角波，幅值设置为 5000mv，频率为 50Hz，

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采集时长约 10s 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该三角波为        函数。 

将通道 AI1-9的信号类型仍设置为三角波，幅值设置为 5000mv，频率为 50Hz，

起始相位为 90.0deg,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采集时长约 10s 的信号。点击信号

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该方波为 

         函数。 

思考题：对于该题中的原三角波信号，由奇函数变为偶函数至少需要改变       

度相位角。 

（5）将通道 AI1-10的信号类型设置为“正弦定频”，幅值设置为 5000mv，

频率为 50Hz，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采集时长约 10s 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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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该信号为什么典型信

号？           ，该信号频率为         Hz。若在起重机上进行振动测试过程

中，采集到具有该特征的信号，该信号通常是如何产生的？                                             

                                                             。 

（6）将通道 AI1-11的信号类型设置为“脉冲”，幅值设置为 4500mv，周期为

0.01s，占空比 0.1%，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采集时长约 10s 的信号。点击信号

图形右下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该信号为 

             信号。 

获得该信号相应的“FFT”谱图形，调整至清晰状态。问题：该“FFT”谱为

离散信号还是连续信号？                。 

（7）将通道 AI1-12的信号类型设置为“自由衰减”，衰减时间为 10s，频率

100Hz，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采集时长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右下角的

“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该信号的幅值变化特点

是                                    。 

获得相应的 FFT图形，将其画入下表，它是离散谱吗？        。 

  

2.相关处理分析 

（1）将通道 AI1-6的信号类型设置为方波，幅值设置为 3500mv，周期为 0.05s，

占空比 50%，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相关分析设置”对话框的“输入”部分

的两侧均选择 AI1-6通道，进行自相关分析，采集时长约 10s 的信号，点击信号

图形左上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在分析模块，选择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信号进行显示。对自相关图形的显示状

态进行调整，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将得到的自相关图形画在下表中。（注

意：画 X 正半轴部分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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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通道 AI1-9的信号类型设置为“三角波”，幅值为 5000mv，起始相位 0.0deg，

频率 50Hz。在“相关分析设置”对话框“输入”部分的两通道均选择 AI1-8 通

道，进行自相关分析。采集时长约 10s 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左上角的“ ”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在分析模块，选择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信号进行显示。对自相关图形的显示状

态进行调整，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将得到的自相关图形画在下表中。（注

意：画 X 正半轴部分的图形） 

 

 

问题：三角波的自相关图形为              信号？  

（3）确认 AI1-10通道的信号类型仍为“正弦定频”。在“相关分析设置”对话

框“输入”部分的两通道均选择选择 AI1-10通道，进行自相关分析。采集时长

约 10s的信号，点击信号图形左上角的“ ”按钮，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 

在分析模块，选择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信号进行显示。对自相关图形的显示状

态进行调整，直到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形。将得到的自相关图形画在下表中。（注

意：画 X 正半轴部分的图形） 

 

问题：正弦信号的自相关图形为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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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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