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X-2000G+心电信号模拟仪操作说明书

第一章：仪器特点、设备连接、注意事项：

SKX-2000+系列心电信号模拟仪是徐州铭昇公司专业开发的一款用于心电类产品开发
及检测的信号模拟工具，由于其可以产生多种人体心电级的信号，是开发心电类产品的必备

首选工具，其具有宽广的信号幅度范围，可以模拟出多种幅度、频率的心电类信号，是开发

心电类产品的重要工具。本模拟仪同时具有心电类产品的检测功能，用于检测心电类产品的

各项参数指标是否可以到达国家标准要求，后续章节将详细介绍检测过程中的各种信号的设

置等。

SKX-2000+特点如下：
1、采用 10个万用心电接头，可以方便快捷连接监护仪、心电图机等心电类产品导联
线。

2、内置 18650大容量锂电池，电源管理模块，在使用过程中保证电源稳定、低干扰的
输出。选配标准的 micro usb通用接口电源充电器。

3、采用菜单式操作，参数更改简单、方便、快捷，方便用户设置。
4、采用 OLED显示屏，显示菜单内容。
5、简单的按键操作，菜单管理，使用简单方便，
6、内置中英文的波形设置说明，轻松了解波形设置及参数选择。

SKX-2000+与心电设备的连接：

1、心电图机接法：RA-R(右手)，LA-L（左手），LL-F（左腿），RL-RF（N）（右腿），C1—C6
（V1-V6）胸导；

2、监护仪接法：RA-右手（白色），LA-左手（黑色），LL-左脚（红色），RL-右脚（绿色），
C1—C6胸导（棕色）；

3、三导联接法：RA-右手（白色），LA-左手（黑色），LL-左脚（红色）；
或者采集导联为 II时；
RA-右手（白色），LL-左脚（红色），RL-（参考地、反馈点）；
或者采集导联为 I时；
RA-右手（白色），LA-左手（黑色），RL-（参考地、反馈点）；

4、两导联接法：采集导联为 II时请连接 RA-LL，采集导联为 I时请连接 RA-LA；
5、欧标对应接法：L-LA R-RA RF(N)-RL F-LL C1-C6（V1-V6）；

SKX-2000+的注意事项：
1、 SKX-2000+系列心电模拟仪可以对心电类设备进行定标，定标导联仅仅限于 II，即

RA-LL端输出的信号幅度，连接心电设备的 RA导联至模拟仪的 RA端，LL导联至模
拟仪的 LL端，则心电设备采集的信号满足软件中设置的信号幅度范围 0.1mV-4mV；

2、 心电波形中的波形幅度是固定的幅度，不能进行幅度更改；

3、 如果定标其他导联时，请按照下列方法进行定标：



A、I导联定标：请将导联线 RA连接至模拟仪 RA端，导联线 LA连接至模拟仪 LA
端，此时心电设备采集的信号就是 I导联的定标信号；

B、C导联定标：请将 RA、LA、LL并联后连接至模拟仪 RA端，C1或者其他胸导联
连接至模拟仪 LL端，此时采集到的 C1（或者其他胸导联）则为标准的定标信号；

4、 关于偏置电压的检测方法，当测试正向偏置时，请选择正弦波形，并连接心电设备的

RA至模拟仪的 LL端，心电设备的 LL至模拟仪的 RA端进行正偏置电压测试；当测
试负偏置电压时，请选择正弦波形，并连接心电设备的 RA至模拟仪的 RA端，心电
设备的 LL至模拟仪的 LL端进行负偏置电压测试；

5、 当连续一分钟内没有按键操作时，屏幕将会自动关闭，按任一按键后屏幕恢复显示，

在屏幕关闭后，指示灯开始工作，每 5秒闪烁一次；屏幕恢复显示后，指示灯停止闪
烁；

SKX-2000+模拟仪的待机工作时间
1、当电量显示为 0%的时候开机状态下，模拟仪可以再工作 1分钟后自动关机，如果选择
任意按键，则定时关机进行延时，直至 1分钟内无按键处理后自动关机；

2、当电量显示为 10%的时候开机状态下，模拟仪可以再工作 5分钟后自动关机，如果选择
任意按键，则定时关机进行延时，直至 5分钟内无按键处理后自动关机；

3、当电量低于 0%时模拟仪，将不能再次开机；



第二章：软件界面说明及按键介绍：

软件界面说明：
第一行：

当前波形表示为当前模拟仪生成的波形类型的标签 98% 电量指示百分比
第二行： 心电波形

表示当前模拟仪的波形类型为心电波形

第三行：项目 普通心电

表示当前模拟仪生产的波形包含的项目，具体内容在后续波形类型介绍中详细介绍

第四行：参数 60 bpm
表示当前模拟仪生成的波形的具体参数，此参数为对应波形项目内容，后续有详细介绍

* 符号为当前光标指示，代表当前操作在不同菜单层；第三层菜单中时，* 符号有特殊意义，
表示通过增加键和减小键可以在参数数值中左右移动，当选择确认键后，* 将显示为？，表
示可直接更改参数数值中的百位、十位、个位；再次选择确认键，？将改变为 * 符号。

按键说明：
模拟仪共有四个按键

自左至右分别为返回键、增加（右移）键、减小（左移）键，确认键。

本模拟仪使用 OLED屏幕显示内容，软件界面共有 3层菜单，分别是：
菜单第一层 当前波形的波形类型 在屏幕第二行显示，例如 心电波形；

菜单第二层 项目，当前波形中的当前项目内容，例如 普通心电；

菜单第三层 参数，当前波形的具体参数，例如 60 bpm；
按键定义：

返回键：

从低层菜单返回到高层菜单，第一层菜单为最高层菜单，第三层菜单为最低层菜单；

增加键：

在第一、二层菜单中进行向后选择菜单项，心电波形为第一项，菜单设置为最后一项；

在第三层菜单中

减小键：

在每一、二层菜单中进行向前选择菜单项，心电波形为第一项，菜单设置为最后一项；

确认键：

选择确认键，将从高层菜单进入下一层菜单，在第三层菜单中，确认键将确认参数更改

并产生对应的波形。



开关键：

开机：长按开关键两秒，当显示“操作帮助”时，再按下选择键，进入仪器主界面。

关机：屏幕显示的状态下，长按开关键两秒，仪器关机。

注：当开机显示“操作帮助”时，此时的增加键的功能为向下翻一页，减小键的功能为向上

翻一页，确定键此时不起任何作用，只有按选择键方可进入仪器主界面。

显示的操作帮助是可选择关闭的，下面为关闭操作帮助的步骤：

1、长按开关键，再按下选择键，进入仪器主界面。
2、使用增加键或减小键，将“模拟血氧”调至到“菜单设置”，然后按下确定键，此时
第三行的项目变为默认波形。

3、再使用增加键 3次，将“默认波形”调至到“显示帮助”，按下确定键，此时*号从
第三行跳到第四行。

4、*号在“显示”右边时，按下确定键，此时*号变为？号，使用增加键将“显示”改
为“关闭”，再按下确定键。

5、按返回键，将*返回到“显示帮助”右边，使用增加键，调至到“保存设置”。
6、按确定键，*号移动到“确认”行，再按确定键，*号改为？号。
7、点击确认键，此时“确认”变为“保存完成”，表示保存完成。
8、长按开关键，关机开机，将会跳过跳过“操作帮助”，直接进入仪器主界面。



第三章：模拟仪波形类型及参数介绍：

波形类型：

本模拟仪的波形类型一共有 7种，分别是
序号 波形类型 简介

1、 心电波形 两种不同的模拟人体的心电波形

2、 尖角波形 用于检测心率准确度及心率范围的波形

3、 校准波形 用于校准心电设备幅度的标准幅度信号

4、 心率不齐 MIT数据库中的四种心率不齐波形，用于检测心电类设备心率性能
5、 方波 用于检测心电设备的曲线扫描速度及时间常数性能

6、 正弦波 用于检测幅频特性等相关性能

7、 呼吸波 检测具有呼吸功能的心电设备中的呼吸参数性能

8、 三角波形 可改变底部宽度的三角波形，用于检测对不同宽度的 R波识别率
9、 同步起搏 检测心电设备对起搏信号的抑制及识别

10、 QRST波形 用于模拟仪人体的 QRST波形，检测 T波 R波等相关性能
11、 起搏脉冲 检测心电设备对起搏信号的抑制

12、 叠加信号 对叠加 35Hz，50Hz，60Hz正弦波信号的心电信号的干扰抑制

波形类型参数列表说明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心电波形

普通心电 心率范围：20 bpm-300 bpm
窦性心电 心率范围：20 bpm-100 bpm
幅度 幅度范围：0.5 mV，1 mV，2 mV 3种固定幅度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尖角波形

心率 心率范围：20 bpm-400 bpm
幅度 幅度范围：0.1mV-5mV
方向 上、下两个方向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校准波形

心率 心率范围：30 bpm-120 bpm
幅度 幅度范围：0.1mV-5mV
宽度 宽度范围：40 ms-200 ms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心率不齐

二联率 心率数值：80 bpm 或者 40 bpm
慢二联率 心率数值：60 bpm 或者 30 bpm
快二联率 心率数值：120 bpm
双向收缩 心率数值：90 bpm或者 45 bpm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方波
频率 频率范围：0.1 Hz- 5 Hz
幅度 幅度范围：0.1mV-4mV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正弦波形

频率 频率范围：0 Hz-150 Hz,包含 0.67HZ
幅度 幅度范围：0.1mV-5mV
偏置电压 电压范围：10 mV-500 mV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呼吸波形

呼吸率 心率范围：5 rbpm-120 rbpm
幅度 幅度范围：0.3R-3.0R
波形周期 频率范围：20-120bpm
窒息时间 时间范围：0 秒-120 秒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三角波形

心率 心率范围：30 bpm-200 bpm
宽度 宽度范围：10 ms – 200 ms
幅度 幅度范围：0.1mV-4mV
方向 上、下两个方向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同步起搏

心率 心率范围：30 bpm-200 bpm
脉冲宽度 宽度范围：0.1 ms – 2 ms
脉冲幅度 幅度范围：0.1mV-4mV
脉冲方向 上、下两个方向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QRST波

T波幅度 幅度范围：0.1 mV-1.2 mV
R波幅度 幅度范围：0.1mV-4mV
R波心率 心率范围：10 bpm-200 bpm
R波宽度 宽度范围：10 ms – 200 ms
ST段 幅度范围：-0.90mV-0.90mV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起搏脉冲

脉冲心率 心率范围：20 bpm-300 bpm
脉冲宽度 宽度范围：0.1 ms – 2.0 ms
脉冲幅度 幅度范围：0.1mV-5mV
脉冲方向 上、下两个方向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叠加波形

心率 心率数值 80 bpm
频率 叠加波形频率范围：30 Hz – 60 Hz
幅度 叠加波形幅度范围：0.05mV-1mV

波形类型 项目 参数

菜单设置

默认波形 可以选择波形类型中的任一波形作为开机默认波形

语言选择 软件语言选择中英文

自动关机 设置无按键操作时的自动关机时间，单位为小时

显示帮助 开机后的按键帮助是否显示

保存设置 更改软件设置后是否保存设置，以备下次开机使用

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默认的厂家设置



第四章：波形详细介绍及检测内容

1、正常心电波形：

适用范围：测试简单信号功能，各个导联波形是否与模拟仪波形一致

注：在此波形下,同步产生 20bpm的呼吸波形,呼吸波形的幅度请在呼吸波中更改呼吸波
幅度。

注：以下波形只对应正常窦性心电波形，其他种类波形请对应 II导联波形
I 导联波形 增益*1

II 导联波形 增益*1

III 导联波形 增益*1

V1 导联波形 增益*1



V2 导联波形 增益*1

V3 导联波形 增益*1

V4 导联波形 增益*1

V5 导联波形 增益*1



V6 导联波形 增益*1

2、尖角波形：

心率范围：20bpm -400 bpm 默认 75 bpm
基准宽度：80ms
方 向：上、下 默认 上

幅度范围：0.1-5mV 步长 0.01.mV 默认 1mV
适用范围：1、测试心率的检测范围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2、检测对不同幅度的信号的心率准确率



3、校准波形

心率范围：30 bpm – 120 bpm 默认 60 bpm
幅度范围：0.1-5mV 默认 1mV
基准宽度：40ms-200ms 默认 100ms
适用范围： 1、心电设备的幅度定标

2、低频相应

4、心率不齐：

波形种类：二联率（心率为 80或者 40）
慢二联率（心率为 60或者 30）
快二联率（心率为 120）
双向收缩（心率为 90或者 45）

适用范围：心率计准确度及对心率不齐的响应

二联率（心率为 80或者 40）



5、方波：

频率范围：0.1-5Hz 步长 0.1Hz 默认 1Hz
幅度范围：0.1-4mV 步长 0.01mV 默认 1mV
适用范围：1、扫描速度的测试

2、时间常数的测试

II 导联波形 增益*1

6、正弦波形：

频率范围：0-150Hz 步长 1Hz 默认 10Hz
偏置电压：10-500mV 步长 1mV 默认 10mV
幅度范围：0.1-5mV 步长 0.01mV 默认 1mV
适用范围： 1、测试幅频特性



2、测试偏置电压
II 导联波形 增益*1,偏置电压为±400mV时与无偏置电压时波形相同

10Hz

25Hz

40Hz

50Hz

100Hz

7、呼吸波形：

心率范围：60 bpm
呼吸 率：5-120 rbpm 默认 15bpm
呼吸幅度：0.3R-3.0R 默认 1.5R 改变呼吸阻抗的大小

频率范围：20-120bpm
窒息时间范围：0 秒-120 秒
适用范围：测试呼吸频率，呼吸增益



8、三角波形：

心率范围：30bpm -200 bpm 默认 75 bpm
基准宽度：10ms – 200ms
方 向：上、下 默认 上

幅度范围：0.1-4mV 默认 1mV
适用范围：1、测试心率的检测范围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2、检测对不同基准宽度的信号的心率准确率；
3、测试起搏信号的压摆率；

9、同步起搏波形：

心率范围：30-200 bpm 默认 70bpm
起搏脉冲的信号幅度：0.1mV-4mV 默认 1mV
脉冲方向：上、下 默认 下

脉冲宽度：0.1ms-2 ms 默认 0.1mS



信号特点：起搏脉冲信号上升沿及下降沿宽度小于 3uS
适用范围：1、起搏信号的检测

2、不同幅度的起搏信号测试
脉冲信号：4mV，0.1ms, 单脉冲

10、QRST 波形：

波形说明：d=底部宽度； =T 波幅度； =280ms； =360ms；

=R 波幅度

心率范围：10-200 bpm 默认 75 bpm
R波幅度：0.1-4mV 默认 1 mV
底部宽度：10ms-200mS 默认 80mS
T波幅度：0.1mV-1.2mV 默认 0.2mV
适用范围：1、QRS波检测

起搏信号



2、高大 T波的抑制能力
3、心率计的幅度范围检测
4、宽度范围检测（成人、儿童、新生儿）
5、幅度检测范围（成人、儿童、新生儿）

11、起搏脉冲：

心率范围：20 bpm-300 bpm 默认 60 bpm
脉冲宽度：0.1ms-2 mS 默认 2mS
信号幅度：0.1mV-5mV 默认 1mV
脉冲方向：上、下 默认 下

信号特点：上升沿及下降沿宽度小于 3uS
适用范围：1、起搏信号的检测

2、精确信号幅度的起搏信号测试

12、叠加波形：

心率范围：80 bpm
叠加信号频率范围：30Hz-60Hz
幅度范围：0.05mV-1mV 默认 0.1mV
干扰信号选择：35Hz（肌电干扰），50Hz（工频）干扰，60Hz干扰
适用范围：对不同幅度的不同的干扰信号进行去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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