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信号开关、
仿真及软件
适用于电子测试和仿真

更高效地设计、部署和维护
自动测试系统

Pickering Interfaces 秉承合作、创新和
灵活的企业文化，致力于提高工程团队
的效率

pickeringtest.com

您的满意，我们的源动力。

我们秉承合作、创新和灵活的企业文化，助您提高
工程团队的效率。

Pickering30 余年来致力于帮助测试工程师们设计、部署和维护高性能的电子测试和验
证系统。
作为在高品质模块化信号开关与仿真领域享誉全球的专家，我们为 PXI、LXI、USB 以
及PCI 应用提供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在全球各地提供完善的工程支持和
资讯。
另外，基于企业的立身之本，我们也致力于与每一位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此，
我们始终坚持着面对客户积极响应快速行动的企业传统，与每一位客户互动，合作共赢。

For over 30 years, Pickering has been helping test engineers design, deploy and sustain high-performance
        我们的业务核心是根据您的需求规范为高密度的模块化开关与仿真系统提供解决方案
electronic test and verification systems. As a global specialist in high-quality modular signal switching and
（仅在 PXI 平台上我们就能提供超过 1000 种产品）。与此同时，我们还拥有一项专长，那就
simulation, software and services for PXI, LXI, USB and PCI applications, we provide the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
and是如果我们的标准产品无法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worldwide resources you need to succeed. However, it我们还拥有专业的经验和足够的实力根据
is our philosophy of partnering with each customer that
您的特殊需求进行定制研发，
在 Pickering，
我们专注于帮助您
helped build our company. That’s why并且几乎无需额外的花费。
our tradition of hands-on, responsive
customer
service still drives each and
设计、
部署和维护您的自动测试开关系统。
every
customer
interaction.

Our collaborative, creative and agile culture can help your engineering team’s effectiveness. Our core focus is
high-density modular switching and simulation systems (with over 1,000 products in PXI alone) to meet your
specifications. And, when our product range doesn’t fit your application, we have the agility and expertise needed to
develop a system to your specifications, with little to no engineering cost. That’s our specialty. At Pickering, we are
focused solely on helping you design, deploy and sustain your automated test switching system.

让我们帮助您更高效地设计测试系统

         定义测试系统具有一定难度。
作为测试架构师，您的目标是使用灵活的平台加快您的测试系统设计过程。
与专业的
供应商合作能帮助您按时、按预算完成工作。
Pickering 针对您的需求提供专业的硬件和软件工具，凭借在开关领域长年
的专业经验为您提供灵活的测试平台，帮助您快速地定义测试系统开关和线缆，缩短生产准备时间。

提供业内种类最广泛的 PXI 开关与仿真产品

         作为 PXI 标准的早期使用者，我们很早便已加入了 PXI 系统联盟并见证和推动了 PXI 标准的发展。
自 1998 年我们
推出了第一款 PXI 产品直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提供超过 1000 种的 PXI 开关模块，包括：
●
●
●
●
●
●
●
●

通用开关
矩阵和大规模开关矩阵 BRIC™
多路复用开关
射频和微波开关
故障注入开关
USB、通信、航空电子和光开关
6U 开关
高电流开关、高电压开关

用于传感器仿真的 PXI 仿真模块：

         传感器通常作为多种应用场景中的嵌入式
组件，并且种类繁多，包括测量温度、压力、应变、
位移、振动等。
传感器仿真模块通常用于控制器的测试
和验证，控制器有赖于传感器的输入来进行正确的作。
我们提供种类丰富的 PXI 传感器仿真模块并且不断研发新产品，包括：
●
●
●
●
●

通用程控电阻
PT 100、PT 500 和 PT 1000 热电阻仿真
程控负载电阻，最高切换功率可达 20W
应变计仿真
热电偶仿真

多功能接口和机架选择

● LVDT/RVDT（线性/旋转可变差动变压器）、
Resolver（旋转变压器）仿真
● 模拟输出、电流环仿真
● 电池单体仿真

         我们的 PXI 模块需要放置于任何兼容 PXI 的机箱中或 PXIe 机箱的混合槽中，或者是我们的通过
以太网或 USB 实现远程控制的 LXI 或 LXI/USB 模块化开关机箱中。

我们的开关专家可以帮助您构建信号路由架构
以确保可靠的结果
PCI 开关和仿真卡

         我们的 PCI 板卡与我们的 PXI 板卡采用相同的技术。
PCI 板卡可以插入任意电脑主板的 PCI 插槽，并且可以通过级联
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开关网络。
包括：

LXI 开关解决方案

●
●
●
●
●
●
●

通用开关
矩阵开关
多路复用开关
射频矩阵开关
程控电阻
故障注入开关
数字 I/O

         是一种综合了以太网和 Web 的测试测量仪器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测试系统的可能性——本地、远程、分布
式和时间感知。
我们的 LXI 开关方案包括：
●
●
●
●

低频高密度矩阵
可扩展式低频、高压或射频开关
射频和微波开关
光多路复用开关

客户定制开关

Pickering 可提供大量的自主研发的定制开关解决方案。
我们乐于与测试工程师合作，一起开发新的解决方案，以满
足您的需求甚至填补行业的空白。我们拥有强大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及时高效地为您提供价格实惠的新设计。

客户定制用于磁共振成像（MRI）
自动测试设备的微波多路复用开关

“我们对结果非常满意。该项目的技术需
求很复杂且有难度，但 Pickering 设计的
产品能够 100% 地兼容我们的原本惯用
的设备，现在我们拥有了比以前更棒的系
统。而且 Pickering 的产品价格实惠且交
付很准时。
”
飞利浦（Philips）的电气工程师
Harrie van den Oever 作了以上评价

我们帮助您解决将测试系统部署
到生产环境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我们提供各类资源以帮助您减少测试集成时间并提高测试吞吐量。
这样做的好处是您只需要专注于您的产品，让
Pickering 的工具来帮您完成因为工程资源限制而完成不了的其他工作。
另外，我们的合作伙伴计划旨在联合我们的合
作伙伴，利用他们特有的技术、服务和专业经验，根据您的具体要求，共同帮助您研发完整的解决方案。

加快软件开发并减少测试时间

● 信号路由软件 Switch Path Manager 允许您定义系统中
各个信号端点的逻辑名，方便您在测试编程中使用，简
化测试代码的开发。
这款软件还可自动创建最高效的连
接路径并保证不会有不良连接出现，以及具有路由缓
存，整体上提高测试速度。
● 在您的测试系统中可以使用我们的 PXI 或 LXI 仿真工具
来仿真硬件产品，可使您在设计系统的同时开发和测试
您的测试代码。
● 使用 Soft Front Panel 软面板来手动控制产品，可在编
写代码之前建立测试环境。

优化部署

● 在开发测试系统时，只有强大且便于使用的软件控制环境，才能保证硬件在最佳条件下运作。
如果您是一位测
试系统开发工程师，您需要对所选厂商提供的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进行评估和考量。
● 我们提供的软件驱动在安装上极其方便并且支持所有主流的编程语言，灵活性极强。
我们的驱动采用一种公共
界面，可支持我们日益扩大的产品线并且支持最新的操作系统。
另外，我们也保证我们的新旧产品可兼容。

系统集成

● 我们具有自主生产线缆的能力，从简单的配套连接器到
复杂的线缆组件和端子板，我们都能够生产。
因此，我
们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设计了标准的线缆配件，为您
免去在将我们的产品连接到您的测试系统过程中的所
有麻烦。

● 如果您需要定制线缆，你可以使用我们的 Cable
Design Tool 线缆设计工具自主设计您的专属线
缆，或让我们帮助您设计。从一根到大量，我们均
可生产。

Courtesy of Virginia Panel Corporation

一旦投入生产，测试系统的维护将至关重要
为了维护测试系统，您需要高品质的硬件和诊断检测工具。

最长化运作时间

● 高品质的产品设计保证最长的测试运作时间 ——舌簧继电器设计为能动作最多 109 次。
● BIRST 和 eBIRST 诊断检测工具 可以帮助您在几分钟内定位故障或损坏的器件。
● 我们大部分的产品都是模块化的结构并配有备用继电器，可帮助您快速地恢复生产。

降低总成本

● 我们致力于在长达 15 至 20 年甚至更长的周期中稳定供应高品质的产品，最大程度地避免由于器件停产导致重
新设计的成本问题。
● 我们为所有的产品提供3年质保服务 —— 节省维护产生的费用，并且保障产品可长时间的运作。
● 无需为软件维护和专家级的产品技术支持准备额外的资金，因为 Pickering 免费为您提供这些服务。
● 无论是何种器件，如果需要维修，我们都只收取所需的工作和部件的费用，而非昂贵的统一收费。

与专家对接

● 作为继电器厂商，我们有能力在可控的环境中自主进行精细的继电器测试。
我们能够快速评估继电器故障是由
于生产错误造成的还是在测试时暴露在极端条件下造成的 —— 帮助您理解您的测试如何影响您开关系统的预
期寿命。
● 与可以帮助您解决可能会遇到的硬件或软件问题的 技术人员联系 —— 我们在全球各地设有众多办公室 ，雇
有在功能测试方面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及时回应您的问题。
● 您也可以查阅我们的在线知识库，您可以查找到包技术支持、软件驱动、产品比较等各种关于我们产品的信息。

我们的专家遍布全球，在用于电子测试和验证
的自动测试开关方面拥有超过 50 年的经验

Pickering集团 —— pickeringgroup.com

除了 Pickering Interfaces 外，Pickering 集团旗下还有 Pickering Electronics 和 Pickering Connect 两家分公司。
三家公司共
同合作，协力提供高品质的开关和仿真产品，以及类型齐全的标准或定制线缆和连接器解决方案。

自 1968 年成立并开始涉足开关技术以来，我们生产继电器的分公司一直致力于设计、生产和分销高品质的舌簧继电
器。
这些继电器被全世界各地的大型测试和测量公司所使用。
20 年后，我们生产开关和仿真产品的分公司成立并成为
了最早使用和推动 PXI 开关模块革新的代表。

在 2005 年，Pickering 在捷克开设了一家设计和生产线缆和连接器解决方案的工厂，为将产品集成进功能性测试系统提
供了便利。
在 2014 年，我们成立了连接产品分公司，为客户提供标准或定制的连接解决方案。
我们的公司总部位于英国，并且在英国和捷克两地设有生产工厂。
我们的公司机构包括：

● Pickering 英国 —— 占地 4500m2，位于英国克拉克顿镇
● Pickering 捷克
● 占地 3000m2，捷克 Trinec
● 占地 3500m2，捷克 Bystrice
● 计划在捷克 Bystrice 再建一间占地 4000m2 的工厂，工程始于 2020 年
Pickering 服务的行业众多，包括航空航天和国防、汽车、电力、能源和商贸电子。
我们在全球设有机构，在美国、英国、德
国、瑞典、法国、捷克和中国设有直属办公室，并且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各地拥有代理商。

联系我们

访问 pickeringtest.com
或发送邮件至 chinasales@pickeringtest.com

区域销售和支持

中国分公司——品英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 +86 4008-799-765 | 电邮: chinasales@pickeringtest.com
公司官方网站、微博、
QQ 与微信在线客服
二维码统一入口：

品英仪器微信公众号，
分享最新行业动态、
公司新闻、职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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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
南非、韩国、西班牙、台湾、泰国、土耳其、越南以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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