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款被称为的中国式创新、专供老年人
使用的便携式乐见云电视应运而生。该产品
采用瑞芯微的双核 A9 芯片（rockchip2926）
方案，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针对老人视力不
好的特点，该机图标和文字大而清晰，即便不
识字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图标来辨识不同的
频道和内容。为保证外出情况下长时间使用，
该机内置了两块 2600mAh 的三星电池，中等
音量下可以使用 5 小时以上，最大音量和最
小音量分别可以连续使用 4 个半小时和 8 个
小时，满足了日常生活和使用场景的需要。在
外观设计上，采用了与目前追求轻薄潮流截
然相反的立式设计，稳定而不笨重，彻底解放
了用户的双手。

目前该电视的后台资源总量已经达到 2
万 G，而且还在不断扩充中。其中包括电视电
影、综艺音乐、各类戏曲、养生防病、动漫故
事、国学诗词、安全常识等，可以说全面覆盖
了老少人群对音视频内容的需求。有 19 种门
类的戏曲，且均为全曲，古诗 1000 首，并加入
了动画，增强了内容的生动性，受到了青少年
的欢迎。通常是老人白天用来听戏，下午小孩
放学用来看动漫，晚上被儿女提回卧室放在
床上看电视。

该产品可下载视频离线观看，支持外接
USB 存储设备并播放其中的音视频资源。不
过本地存储毕竟有限，还是需要接入网络才
能更方便地获得最新最丰富的内容资源。

首先进入 野乐翻天冶板块，按下 OK 键，出
现电影、电视剧、动漫和综艺 4 个窗口；有电
影 19979 部、电视剧 9238 部、动漫 7120 部、
综艺节目 9931 部可供欣赏，还有海量的
TED（即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技术、娱乐、设计）“公开课”视频，对渴望资
讯的老人和学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电视直
播”从 1 频道的 CCTV1 开始到第 944 频道
的乐视魅力奥斯卡，足足有 944 个频道的电
视内容在直播！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地卫视，甚
至还有众多的地方电视台和互联网电视台，
均一网打尽！

野幼儿区冶 版块有“动画片”、“故事天
地”、“国学启蒙”、“诗词精选”、“语言文字”、

“趣味英语”、“健康知识”、“科普百科”、“育儿
天地”、“音乐乐园”、“艺术绘画”和“舞蹈学
院”等内容，非常丰富。

野老人区冶版块，这里有“戏剧”、“小品”、
“相声”、“养生”、“健身健体”、“综艺欢乐送”、
“美食烹饪”和“书画欣赏”等分窗口。打开“戏
曲”窗口后，各地剧种纷纷呈现：黄梅戏、京
剧、昆曲、曲剧、粤剧、越剧、柳琴戏、沂蒙小
调、琼剧、坠子、琴书、苏州评弹、锡剧、淮剧、
绍剧、扬剧、潮剧、豫剧和东北二人转等 19 种
戏曲门类，集中华戏剧之大集成，老人们可大
饱眼福和耳福！

另外，还有“网络收音机”和“网络导航”
等功能，用户能快速进入收听和浏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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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iOS8 已经提供来电归
属的功能袁 因此很多朋友已经对
Kuaidia 插件不太野感冒冶袁其实除
了可以获得归属地信息之外袁还
可以手工修改运营商的名称袁操
作也非常简单院

进入 Kuaidia 设置界面袁切
换到野更多冶面板袁点击野运营商名
称冶右侧的野跃冶按钮袁即可按照自
己的喜好任意修改运营商的名
称袁 立即就可以生效袁 如图 1 所
示袁蛮有意思的吧钥 或者袁也可以
在越狱之后安装 FakeCarrier 插
件修改运营商名称袁如图 2 所示袁
修改之后点击野Set冶按钮即可生
效遥

补充院如果 iPhone 没有越狱袁
可以借助 2.0 以上版本的同步助
手修改运营商名称或图标遥

殷江苏 王志军

古语有云院 工欲善其事袁 必先利其
器袁说的通俗点便是做任何事情必须要
有好的工具袁对于电子爱好者和家电维
修人员来说测量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遥
目前大多数电子爱好者和家电维修人员
手里唯一的测量工具就是万用表袁在电
子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显得有点野捉
襟见肘冶袁比如对交流信号的测量尤其是
频率较高的交流信号测量便无能为力袁
另外在数字控制信号一统天下的状况
下袁普通的万用表也只能野望洋兴叹冶遥前
述这些万用表的短处正是示波器的长
处袁而示波器一般体积较大且价格不菲遥
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袁低端数字存储示
波器价格不断降低袁使得电子爱好者和
家电维修人员也能轻松拥有数字存储示
波器袁可谓野旧时王谢堂前燕袁飞入寻常
百姓家冶遥 笔者近期购入了一款高性价
比 的 实 用 型 多 功 能 手 持 示 波 表
JDS2012A袁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
手持示波表的实际性能与特点遥

金涵 JDS2012A 属于便携式示波表袁
主机及随机配件全部放置在白色包装盒
内遥产品说明书上标识具有 20MHz 测量
带宽袁同时提供数字万用表功能袁总体上
属于万用表和示波表的二合一产品遥
JDS2012A 体 积 为 202mm 伊100mm 伊
35mm袁跟笔者手中的胜利 VC890D 数字
万用表个头差不多大袁如图 2 所示袁这样
方便携带及平时摆放遥 外观采用上大下
小的 T 型设计袁与市面上流行的场强仪
或寻星仪风格一致袁这种设计既能配置
较大面积的显示屏也方便单手把持仪
器遥 为了改善手持仪器的手感以及为了
防止打滑袁还在手持区域增加了黄色胶
质覆盖材料遥 探头接口和万用表接口都
在仪器顶部袁如图 3 所示袁这样在实际使
用中线缆就不会遮挡住显示屏遥 示波器
探头接口采用通用的 BNC 接口袁兼容普
通示波器的标准探头袁万用表表棒接口
也为通用接口袁兼容香蕉插头袁如图 4 所
示遥JDS2012A 操控界面采用完全防水的
薄膜键盘袁不过按键手感有些生硬遥 使

用一块 3.2 寸 4院3 屏幕的 16 位真彩
TFT 屏作为显示屏袁显示分辨率为 320伊
240遥该示波表正面右侧还有一个迷你 B
型 USB 插座袁供电脑下载保存的截图或
升级机器固件所用遥

金涵 JDS2012A 使用一节标称容量
达到 3600mAH 的 18650 锂电池工作袁
随机配送一个环高 HG-105LI 充电器袁
见图 5 所示袁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使用成
本遥 经笔者使用发现袁充满电后这只电
池可以工作 5 小时左右袁所以整机续航
时间还是相当不错的袁同时仪器具备自
动关机和节电功能以防止无畏消耗电
池遥 另外在仪器操作主界面上有电池电
量图标袁实时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信息遥
JDS2012A 的电池仓内设计有两个电池
安装位置袁一主一备袁如图 6 所示袁不方
便的地方是主/备用电池的切换需要用
户手动改变安装位置来解决袁即正常工
作时只有一支电池接入电路遥 其实打开
仪器背面的电池仓会发现其实它的空间
非常大袁就算安装两颗 18650 电池后还
会留有很大明空间袁笔者认为可以利用
这块空间将电池充电器加上袁这样平时
就可以跟手机一样利用 USB 接口来充
电了遥

下面说说金涵 JDS2012A 示波表的
硬件配置院 JDS2012A 示波表为单通道
工作袁 指标保证工作带宽 20MHz袁 频
率计提供 4 位数显袁 对于 10MHz 以上
的信号分辨率为 0.01MHz遥 厂家介绍实
际可测量到 33MHz 左右的信号袁 因笔
者经常维修卫星接收机袁 测量主板上的
27M 晶振发现波形很稳定袁 如图 7 所
示 渊直流耦合方式冤遥 机器最大采样率
为 200MSa/s袁 达到指标保证带宽最高
工作频率的 10 倍袁 确保显示波形的正
确性遥 JDS2012A 垂直灵敏度为 10mV耀
5V袁 垂直分辨率 8bit袁 随机提供一支
100MHz/6MHz 带宽 X10/X1 可切换两用
探头袁实际配合 X10 探头最高可测量到

400V 信号遥JDS2012A 时基 10nS/div耀5S/
div袁存储深度为 2K袁支持最常用的上升
沿尧下降沿触发袁提供基本的信号自动测
量功能院峰峰值和频率测量遥 这样的配
置对于一般的电子爱好者或家电维修人
员来说基本够用了遥

JDS2012A 万用表功能配置为满量
程读数 4000 计数袁 这些参数都达到了
市面上主流实用型数字万用表的分辨率
水平遥 提供直流电压尧 交流电压尧 电阻
测量尧 电容测量尧 通断测量尧 二极管测
量测试功能袁 并具有量程自动选择特
性遥 直流电压最高可测到 1000V袁 交流
电压最高可测到 750V袁 电阻最高可测
到 40 兆欧姆袁 除少了常见万用表的电
流档测试功能外袁 其他测量功能与普通
数字万用表不分伯仲袁 因此当你拥有
JDS2012A 后袁你手中原有的普通数字万
用表也就闲置了遥

接下来谈谈金涵 JDS2012A 示波表
的具体使用方法院该机启动速度较快袁按
下野开/关冶键后在 5 秒钟内就能完成启
动袁通过控制面板上的野示波器冶与野万用
表冶按键能迅速选择工作模式渊开机工作
在上次关机时相应模式下冤遥 JDS2012A
整个控制键盘主要是为操控示波表设计
的袁示波表设计的常用按键为院自动尧触
发尧时基尧运行/停止和菜单设置键等袁其
中菜単设置有专门的对应按键袁进入菜
单后从上到下按 F1/F2/F3 功能键即可
执行具体的选择设定遥JDS2012A 没有台
式示波器使用的旋钮或飞梭键袁若要更
改垂直灵敏度或时基参数可通过上下左
右四个箭头来进行手动调整遥 自动键可
以称为野傻瓜冶键袁用于自动设置功能袁它
会根据输入的信号自动调整电压档位尧
时基以及触发方式至最好的形态显示袁
这也是我们平时使用该示波表最常用的
功能键曰触发键用于改变触发系统的相
关设置袁该示波表触发方式为边沿触发袁
可设置斜率为上升沿或下降沿袁触发方
式可设置为自动尧正常和单次三种曰时基
键可用于改变水平刻度渊上下键冤和触发
在内存中的水平位置渊左右键冤曰运行/停
止键用于设置连续采集波形或停止采
集袁 并且在停止采集时可以进行波形的
垂直或水平调整曰菜单键结合 F1尧F2 及
F3 键用于示波表相关参数的设置袁比如
截图尧背光尧自动关机尧恢复出厂参数等
等曰测量过程中按野OK冶键可保存波形截
图遥JDS2012A 作为单通道示波器其实用
性还是很强的袁特别是野自动冶键功能省
去了传统示波器繁琐的调整步骤袁即平
时在使用时只需要我们将探头接入测量
电路袁然后按一下野自动冶键即可自动设

置适合的时基与垂直幅度参数袁 使波形
完美的呈现在显示屏上袁 对于业余用户
和新手这是非常有用的功能袁 配合自动
测量功能可以迅速了解被测信号的波
形尧频率尧峰峰值主要特征参数袁即使没
有示波器使用经验的用户也能快速上
手袁 图 8 便是利用自动功能测量卫星接
收机 I2C 的波形遥 另外袁JDS2012A 显示
屏可视角度还算不错袁 除了大角度从下
部往上看有点偏色外袁 左右视角和上部
视角都很不错袁TFT 屏配合背光工作在
较 暗 的 环 境 中 显 示 效 果 特 别 好 袁

JDS2012A 示波表还可以通过菜单选择
单色显示袁这就有点怀旧的味道了遥

按下野万用表冶键即可切换至万用表
模式袁主界面见图 9 所示袁红色野RS232冶
字样闪烁代表正运行在万用表状态下袁
此时通过按压左右键可在直流电压档尧
交流电压档尧电阻档尧二极管档尧通断档
和电容档间切换袁默认的量程为自动袁通
过按上下键可手动选择相应的量程遥 笔
者通过实际测量发现使用自动量程功能
测量速度也不错袁 至少比某些低端的自
动量程万用表测量速度要快得多遥

最后介绍一下 JDS2012A 示波表与
电脑之间的 USB 连接方法遥 关闭机器并
使用 USB 线与电脑连接袁同时按 OK 键
和开机键袁 当机器屏幕显示野UPDATE冶
字样时代表机器与电脑连接正常袁 这时
电脑上会显示一个 FAT 格式尧 大小约
3M 的移动存储设备袁 双击即可打开之
前保存的截图 袁 格式 为 24 位 320 伊
240BMP 文件袁 可以方便的对其进行其
拷贝或其他操作遥要提醒大家的是院该机
器共可以存储两组参考波形和 6 组截
图袁文件名要手动在菜单中设置袁否则后
保存的文件会覆盖之前保存的文件遥 若
想升级机器固件袁 可将从厂家官网下载
的 update.bin 文件复制到该移动存储设
备的要目录下袁拔出 USB 线后按野菜单冶
键便完成升级操作遥

殷安徽 陈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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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1.乐见云电视的屏幕尺寸为 7 英寸袁16院9 宽
屏袁屏幕分辨率为 800伊480遥2. 老款电视所具备的接口有院TF 存储卡接
口渊接插 TF 卡即 micro SD 卡袁扩展外置存
储,最大 32GB冤尧USB 接口渊扩展外置存储寄
数据传输袁 可接 U 盘/移动硬盘冤尧Line 接口(音频输入,椎3.5mm 标准接口冤尧键盘和鼠标
接口渊USB 扩展袁支持有线/无线冤袁以及 DC
接口渊接入电源袁以直接看电视或给内置锂
离子电池充电冤遥 具备音频输出功能遥3.本机内置有 4G 内存袁但主要主要用于存
放系统袁不建议存放视频浴 本机还具备 4院3
和 16院9 信号源调节功能袁 以符合目前视频
源多种格式的需求浴

根据国家对电子产品的售后服务标准袁本
产品同样具备三包服务浴 让读者们买的放
心袁用的安心浴

———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创新潮品
乐见云电视

电子报读者服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