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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本软件仅供个人参考，用于商业用途请主动与亚为洽谈商务合作事宜，

并取得正式合同，否则通过任何途径获取的使用或注册权限用于商业用途，公司保留追

责权力。未经许可，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商业用途，若产生纠纷，其责任概由使用者承

担。 

注意：该软件功能仅做参考，具体功能需二次开发，亚为提供二次开发例程，但不

提供具体二次开发无偿服务，该软件的最终解释权归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注意：使用本公司产品时，请先详细阅读说明书及手册，并严格按规范操作，如有

疑问请联系亚为技术支持。若因失误造成损失，其责任概由用户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注意：该软件及硬件属于用户可二次开发的产品，不是计量器具范畴，其测量结果

不受 JJF和 GB等相关标准的约束，用户有根据传感器和使用环境自主校准和配置参数

的义务。如果在使用中因为自身未尽校准义务而出现问题，厂家不承担任何法律及相关

赔偿责任。 

注意：WIN7以上版本的系统，请勿安装在 C盘，或者需要设置 C盘文件权限。可安

装在 C盘后，找到安装文件夹，拷贝到其他硬盘使用。 

以上信息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 

 



                  亚为 USB 信号采集与记录平台（UMS）使用说明

www.yav123.com          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7-87772325 
国家高新企业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一、概述 

（一）适用对象 

该平台基于 LabVIEW 2017开发，可在 XP/WIN7/WIN8/WIN10等操作系统上使用，能

自适应 YAV的所有 USB采集卡。 

本平台用于个人用户的非商业用途，系统从 2011年开始研发，升级了数百次，能

满足绝大部分客户的常规需求，我们将持续做不定期升级。如有商业合作或定制开发需

求，请邮箱联系 2413801809@qq.com，软件问题，不接受电话咨询。 

特别声明：严禁用户非法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否则一切责任自负，同时亚为保持追

究责任的权利。该软件功能仅做参考，具体功能需二次开发，亚为提供二次开发例程，

但不提供具体二次开发无偿服务，该软件的最终解释权归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

有。  

 

WIN10 系统，请勿安装在 C 盘，或者需要设置 C 盘文件权限。可安装在 C 盘后，找

到安装文件夹，拷贝到其他硬盘使用。 

 

主界面图（最佳分辨率 1920*1080，屏幕分辨率必须大于 1366*768） 

（二）平台内容 

1、UMS采集与记录平台软件 

2、UMS开源例程 

3、USB采集卡学习资源 

4、USB采集卡培训视频 

mailto:%E6%9C%AC%E5%B9%B3%E5%8F%B0%E5%AF%B9%E4%B8%AA%E4%BA%BA%E7%94%A8%E6%88%B7%E7%9A%84%E9%9D%9E%E5%95%86%E4%B8%9A%E7%94%A8%E9%80%94%E5%85%8D%E8%B4%B9%EF%BC%8C%E7%B3%BB%E7%BB%9F%E4%BB%8E2011%E5%B9%B4%E5%BC%80%E5%A7%8B%E7%A0%94%E5%8F%91%EF%BC%8C%E5%8D%87%E7%BA%A7%E4%BA%86%E6%95%B0%E7%99%BE%E6%AC%A1%EF%BC%8C%E8%83%BD%E6%BB%A1%E8%B6%B3%E7%BB%9D%E5%A4%A7%E9%83%A8%E5%88%86%E5%AE%A2%E6%88%B7%E7%9A%84%E5%B8%B8%E8%A7%84%E9%9C%80%E6%B1%82%EF%BC%8C%E6%88%91%E4%BB%AC%E5%B0%86%E6%8C%81%E7%BB%AD%E5%81%9A%E4%B8%8D%E5%AE%9A%E6%9C%9F%E5%8D%87%E7%BA%A7%E3%80%82%E5%A6%82%E6%9C%89%E5%95%86%E4%B8%9A%E5%90%88%E4%BD%9C%E6%88%96%E5%AE%9A%E5%88%B6%E5%BC%80%E5%8F%91%E9%9C%80%E6%B1%82%EF%BC%8C%E8%AF%B7%E9%82%AE%E7%AE%B1%E8%81%94%E7%B3%BB2413801809@qq.com%EF%BC%8C%E8%BD%AF%E4%BB%B6%E9%97%AE%E9%A2%98%EF%BC%8C%E4%B8%8D%E6%8E%A5%E5%8F%97%E7%94%B5%E8%AF%9D%E5%92%A8%E8%AF%A2%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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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相关资源 

 

二、平台简介 

（一）功能说明 

1. 40余种类型，上百种搭配，完全自动识别，为普通用户提供了方便。 

2. 量程自动识别。 

3. 波形图显示。 

4. 波形图数据导出、存储。 

5. 波形图缩放。 

6. 图片导出。 

7. AI柱状图显示。 

8. XY图显示。 

9. 测频计数及曲线显示。 

10. IO控制。 

11. 报表生成。 

12. 零点校准。 

13. 系数校准。 

14. 传感器配置。 

15. 通道开关。 

16. 帮助。 

（二）使用方法 

1、安装与学习 LabVIEW，见“LabVIEW入门教程”。 

2、运行左上角向右的箭头。 

    3、根据提示检查硬件。 

4、按下 Ctrl+E可以查看后台程序，修改后台参数（仅针对开源源代码）。 

5、制作 exe文件，见“LabVIEW如何制作 EXE和 SETUP文件”。 

（三）注意事项 

    1、本程序仅供参考，非经亚为授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2、亚为不对用户修改过的程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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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程序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4、必须整个压缩包解压缩运行，否则 dll文件无法调用。 

    5、硬件首次插入电脑，需要耐心等到 30s左右。 

6、软件如有 bug，欢迎批评指正。 

7、亚为所有平台均不开源，例程提供开源，平台实现通用功能其他特定功

能需定制软件或自行研发。 

8、该版本平台不再支持 2018年 5月之前采集卡。 

三、亚为 USB 信号采集与记录平台 UMS 使用说明 

（一）主界面操作 

 

主界面图（最佳分辨率 1920*1080，屏幕分辨率必须大于 1366*768） 

1、该平台能自适应硬件。连接上硬件后，会自动适应采集卡类型和量程。若无硬

件连接，会在左上角处显示“NO YAV”。 

2、低速采集：用于长时间信号采集，并可实时数据存储，最高记录速率为 1000次

/秒，在硬件允许的情况下，该模式可以无限时长的工作下去。 

3、高速采集：具体速度视采样率而定，由于数据量大，平台只记录一小段时间的

数据。 

4、AI柱状图：用于仿真液位图，形象逼真。 

5、测频计数：用于测量频率和计数。 

6、报表显示：可以显示时间与对应通道采集数据的表格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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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感器配置：配置通道、校准参数、上下门限和报警设置等参数。系统能从整

体解压缩后 data文件夹下的“配置列表.ini”文件内读取设置好的配置参数。该文件

不可更改路径和名称。若需通过列表修改零点系数，计算时先计算零点，后计算系数。

即计算公式为 y=k(x+b)。 

8、X-Y：可设置不同采集通道分别为 X轴和 Y轴，便于用户分析通道之间的数据关

系。 

9、帮助：提示信息。 

10、官网：链接至亚为电子官方网址。 

11、采集卡：介绍亚为电子设计推出的采集卡系列产品。 

12、技术支持：介绍历史主要更新内容。 

13、左上角显示框：正确接入亚为电子 USB系列采集卡后，程序会自动识别采集卡

型号并进行显示，若无硬件连接，会在左上角处显示“NO YAV”。 

14、采样率：采样率设置主要适用于高速采集界面，低速采集因已有较大时间间隔，

因此影响很小。直接改变采集卡内部采样率参数，因此改变采样率后，高速采集显示界

面数据显示速率也会有明细变化。信号滤波：在 AI高精度模式下有效。若勾选，则程

序会在后台对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15、数据精度：可设置波形图显示，实时数据显示，报表显示和数据存储的数据精

度。精度的数值代表小数点后有几个数字。 

16、配置：跳转至“传感器配置”页面。快捷键 F2. 

17、开始/停止：控制采集。快捷键 F5。 

18、清除：清除所有数据。快捷键 DEL。 

19、保存：保存采集数据。快捷键 F6。 

20、打开：打开历史数据，注意，如果采样率变了，X轴显示的意义就会改变。快

捷键 F7。 

21、生成报告：可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为图片或者 TXT格式。 

22、退出：退出系统。 

23、提示框：提示程序实时运行状态和所识别采集卡量程。 

24、报警：自适应显示每通道报警状态，具体为：大于下限小于上限则正常，否则，

数据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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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路径：数据自动存储路径，默认为 D盘，用户可以修改存储路径（必须选择硬

盘存在的路径），填写文件名即可，后面选择保存为.txt形式或.xls形式。注意：excel

不能超过 65535行，建议用 txt文档存储。 

26、自动存储：选中后，自动存储在上述路径位置。 

27、Y轴自适应量程，波形图上单机右键，选择 Y轴自适应量程。 

28、手动修改 Y轴量程：波形图上单机右键，取消选择 Y轴自适应量程。然后双击

Y轴最大值，直接输入数字。 

（二）波形显示 

采样率可设置，具体速度视采样率而定，不同采集卡，有采样率上限限制，基本是

是通道越多，单通道速度越慢，由于数据量大，平台默认只记录一小段时间的数据。数

据可以在波形图上点击右键导出。 

用于长时间信号采集，采样率，一般一秒采集次数为 5次以下，采集数据是一段时

间内的平均值，对于低速信号，有抗干扰的作用。 

在内存允许的情况下，该模式可以无限时长工作下去。 

如果需要长时间记录数据，需要自行编程设置。 

 

主界面 

 

 

（三）波形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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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存图片：波形图上单击右键，可导出图片。 

 

2、导出 excel：波形图上单击右键，可导出数据为 xls。 

 

 

3、浏览或者移动波形图 



                  亚为 USB 信号采集与记录平台（UMS）使用说明

www.yav123.com          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7-87772325 
国家高新企业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4、保存默认数据 

 

 

 

5、改变线条样式：可修改颜色、粗细、形状等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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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柱状图显示 

用于仿真液位图，形象逼真。 

 

AI柱状图 

（五）测频计数 

1、DI功能选择：选择 DI进行测频或计数功能，右侧数值显示对应采集数字，上方

波形图显示采集历史波形。在界面上选择复选框，即可切换测频/计数功能。注意，只

有具备测频计数功能的采集卡才能使用本功能。 



                  亚为 USB 信号采集与记录平台（UMS）使用说明

www.yav123.com          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7-87772325 
国家高新企业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测频计数 

2、PWM控制：用于设置两路 PWM输出的频率。 

3、占空比：目前为 USB 4AD Plus采集卡独有，用于设置当 DO用于 PWM OUT占空比

输出时的占空比，输入范围为 0-255，高电平为 5V（实际为 USB供电电压，可能低于

5V），低电平为 0V。此项仅在系统识别接入采集卡为 USB 4AD Plus时显示。 

4、正交编码器计数分高低位：UMS界面测频计数选项里 DI1表示 U32的低位，DI0

表示 U32的高位。 

 

测频计数 

（六）IO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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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IO控制的作用是通过软件，控制采集卡的 DO通道产生高电平或低电平。例如控制

继电器的开关。 

在本界面有两排圆形指示灯，指示灯下方标注有对应的通道。第一排指示灯显示采

集卡每个 DI通道对应状态。第二排指示灯显示采集卡 DO输出状态。 

（七）报表 

可以详细观察每一秒的数据变化。第一列为时间，第二列为通道 0采集的数据，第

三列为通道 1采集的数据。其他数据以此类推。精度位数可在界面上设置。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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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精度 

（八）X-Y 

 

XY图 

用户可自由选择通道，一个通道作为 x轴，一个作为 y轴，可显示两者之间数据关

系。例如分析温度与位移曲线. 

（九）USB采集卡配置及校准 

注意：此功能主要用来设置采集卡属性、查看采集卡状态、校准采集卡量程。所有

参数，通过软件下发至下位机，并保存在硬件里，离开配置电脑，设置依然有效。 

在软件主界面左侧点击“校准”按钮，进入“YAV USB采集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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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配置界面可以校准亚为 USB采集卡的模拟通道的零点漂移和量程。 

校准前必须点击“零漂复位”，“系数复位”按钮。 

零漂校准 

1、用精密电压源（或精密电流源，具体由通道量程而定）作校准电源连到待校准

通道 AI和 GND。 

2、电源调节到通道量程的最小值（零点，一般是接 GND，不可悬空），同时接入所

有通道，点击获取零漂，再点击零漂校准。 

量程校准 

量程校准包含两种模式：单通道校准和批量系数校准。校准范围为 0.91-1.15 倍，

也就是 910-1150。基数为 1000，代表 1.0 倍。例如信号源为 9V，采集值显示 9.1V，校

准值应为（9/9.1）*1000=989。 

 

1、 单通道校准 

在单个校准按钮左侧的通道选择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校准的通道。将信号源接到

已选择的通道上。保持 3s不动，松开 2s以上。然后点击单个校准按钮。 

2、 批量系数校准 

电源调节到通道量程的最大值（满量程），逐个接入 AI通道（自动换算 1000基准

的数为 1000上下不变化即可）。注意：必须逐个接入，方法：其他通道接地或者悬空，

被校准通道接入满量程 80%左右的信号（不论什么量程，接入信号必须大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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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V/mV，单位视量程而定））。信号源数值填入“接入信号源”框，然后把信号接

入待校准通道。从 AI0 开始，保持 3s 不动，松开 2s 以上，再校准下一通道 AI1。以此

类推，一口气校准完所有通道，再点击“批量系数校准 F4”按钮，即可记忆住校准参数，

以后无须校准。 

（十）传感器配置 

 

传感器配置 

该功能用来配置传感器参数，也可用于采集卡的校准，参数记录在计算机内，可用

来配置通道、校准参数、上下门限和报警设置等参数。 

系统能从整体解压缩后 data文件夹下的“配置列表.ini”文件内读取设置好的配

置参数。该文件不可更改路径和名称。若需通过列表修改零点系数，计算时先计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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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计算零点。即计算公式为 y=k（x+b）。例如 0-100℃温度传感器，输出 4-20mA

电流，那么 b是-4，k是 100/16=6.25，这是理论数据，实际上每个传感器多少都有点

差异，例如 b会出现-3.95或者-4.02的情况，如果要求比较高，每个通道，都需要标

准仪器独立校准使用；再例如 500kg压力传感器，输出 0-10V，那么 b就是 0，k是 50。

如果采集显示原始信号，那么 k就是 1，b是 0。 

直接显示原始值，如果计算不准，可以微调系数 k，例如设置为 0.95或者 1.03，

以提高计算准确度。 

通道开关参数可以控制对应通道的显示和存储。1表示该通道的数据可以显示和存

储。0表示该通道的数据不会显示和存储。 

配置时，可以点击“自动配置”，进入子界面，实现数据自动计算。 

传感器配置有两种方式，一是手动配置，二是自动配置。 

1、手动配置 

通过理论计算 k、b，在表格中，直接填入数字。数据自动保存。 

2、自动配置 

 

进入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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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标定：人工计算 k、b 

自动标定：人工调节设备，系统自动计算 k、b 

计算方法为两点计算法，x1，x2，y1，y2计算 k，b，k=（y1-y2）/

（x1-x2），b=y1/k-x1，x1和 x2尽量间隔远一点，可以多计算几组，计算平均

的 k和 b，也可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 

对于 4-20mA量程采集卡,2019年 10月后的产品，采集数据计算方法按照 4+17.6*

（x/4095）方法计算，2019年 10月前的产品，采集数据计算方法按照 21.9*（x/4095）

计算。 

第二量程通道数。用户可根据购买时的定制需求，手动输入两种量程中第二个量程

的通道数。程序开始运行时默认认定双量程通道数为前后各占一半，若用户定制两种量

程通道数不同，则需按照购买时定制需求填写第二量程通道数，之后采集重新开始。采

集卡量程不可更改，因此不可随意更改此参数，以免发生采集数据显示错误。此项仅在

系统识别采集卡有两个不同量程时显示。 

DO输出控制。填写-1，则根据报警配置自动输出，填写 1，则根据按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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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数据存储 

1、 默认存储路径：安装目录下\数据存储\……。 

2、 用户可在主界面设置路径，必须选择文件夹。 

3、 文件自动命名格式：日期+时间+DT 采样间隔+.txt（或.xls，可 Excel 打开，忽

略错误）。 

4、 注意采样率过高部分电脑会丢失数据。 

5、 打开数据显示的时间轴为记录时间长度，不是绝对时间。 

（十二）打开文件 

点击主界面左侧的打开按钮，可在波形图和表格中显示文件中的数据。 

（十三）云端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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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云端场景按钮，进入云端场景配置界面，在该界面项目名称、场景图路

径、缩放因子等填入相应参数。用户可以在传感器配置界面配置自定义更改项目

信息，其中包括通道名称，单位，报警上下限，通道校准，通道显示控制。配置

信息均会立即在 web端同步。其中通道显示控制是数据多模态显示控制，该功能

暂未开放，敬请期待。 

（十四）上传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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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UMS主界面中的运行按钮，现场采集的数据，可同步上传 T-Cos云端，如果

上传失败，上传云端指示灯不亮，请查看计算机是否可以正常上网。点击上传云

端，弹出如下界面，填写账号密码，录入平台中管理的 26位设备 ID YAV7xxxx。 

注意：该页面也可通过浏览器访问域名 http://www.t-cos123.com/，进入登录

界面，通过手机号，密码登录平台。  

http://www.t-cos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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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Cos中心 

 

 

数据统计：设备类型和用户类型呈现的是设备类型数量统计和用户数量统计。 

我的中心：呈现当前用户的关键数据。 

(2)我的项目 

 
我的项目会呈现当前用户在 PC平台端上传云端的项目，当出现 null选项则表明

PC 平台端没有进行参数设置，上传云端后需点击刷新按钮，然后在我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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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见所有的项目。 
 

(3)我的场景 

 

我的场景会呈现当前设备数字孪生场景。 

(4) 账号管理 

 
账号管理下的设备管理，进入会显示当前用户所有的设备 ID信息，可对设备 ID

进行添加和删除功能。（设备 ID是唯一的，且只能添加到一个用户上）    

账号管理下的用户管理选项，进入会显示所有的设备 ID 信息，点击用户添加，

输入对方的用户账号（手机号），可以实现把当前用户对应的设备的项目分享给

对方。（暂为开放，如有需要，可定制） 

（十五）亚为 T-Cos工业互联网平台 

  亚为 T-Cos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基于工业物联网、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

利用端到端的技术手段，结合亚为软硬件产品生态链数百种产品贯彻亚为“方便

一秒钟”理念，实现检测、控制、生产、管理、工业自动化的归一，形成品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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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生产指导，解决工业智能化问题，推动中国制造 2025和生产无人化，带动

产业发展。结合 UMS、YMS、WUMS等平台，可实现数据一分钟上网，无论何时何

地都可以监控设备状态，大屏幕显示。 

 

四、UMS 开源例程 

 

随本软件附带上图中的开源例程。 

（一）打开程序框图 

按下 Ctrl+E，显示后台。后台类似于逻辑框图，一目了然，非常简单。稍微琢磨几

分钟，就会成为懂编程的大神。查看后台程序需要密码，请联系淘宝客服咨询（加入淘

宝链接）。 

LabVIEW下载、安装及编程学习，请参考《亚为科技 LabVIEW入门教程》，或者购

买相关 LabVIEW教程即可。 

（二）参数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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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下，线条上单击左键，可以监控数据流。 

注意：程序框图中重要参数不可调节，否则会引起系统崩溃，尤其是注明不可修改的部分。 

（三）二次开发 

在上述例程的基础上，结合本软件提供的开发文档和硬件技术手册，可以进行二次

开发。

 

五、异常处理 

1.采集值不准确 

采集值不太准确，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处理： 

一是确保采集卡接入的标准信号源。 

二是确保有一个标准的测量设备（例如高精度万用表或者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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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主界面左侧，进入采集卡出厂配置按钮，进入校准界面，按界面上的步骤校

准零点和系数，这些参数可以记忆在采集卡中。该功能只是微调参数。 

四是如果以上还不能解决，请在传感器界面校准。 

2.软件无法打开 

现象：打开时提示系统错误，如下图类似报警： 

 

原因：没有安装 Runtime engine，或是安装错误。 

解决方法： 

方法一：安装 Setup.exe文件，重启计算机。 

方法二：安装 LabVIEW。 

3. 显示不是中文 

软件界面显示日文、韩文、德文等，或者中文系统显示英文，证明操作系统不是真

正中文系统，请换电脑测试。 

4. DLL 找不到或无法加载 

请查看安装路径下是否有 data 文件夹，并对照文件是否完整，如果没有，拷贝过

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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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XXX100d.dll、XXX120d.dll 等系统文件缺失，把 data 里的相关 dll，放入系

统的 system32文件夹下，或者用 360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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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改配置后报错，提示找不到路径 

查看操作系统是否有修改文件的权限，一般 WIN10系统默认限制程序修改 C盘内的

文件，所以最好安装在非系统盘，或者人工修改系统权限。 

 

 

5.界面错乱 

界面错乱,说明电脑分辨率不匹配。软件能适应 1280*800以上分辨率的屏幕。如果

屏幕比较小或者不是正常 16:9或 4:3的比例，只能通过自行修改界面图解决。 

6.界面死机 

系统配置过低，或是硬件故障。 

或者程序有 bug，请及时告知客服，我们会尽快完善软件。 

7.关闭页面死机 

原因：用户点击鼠标过快，或是非正常关闭页面。 

8.CPU 利用率过高 

原因：程序进入死循环，请按住 Ctrl+Alt+Del组合键，在弹出的“windows任务管

理器”中强制终止“铸造…”的进程。 

9.生成报表速度很慢 

原因：系统配置太低；打开 excel过多；生成报告时系统在处理其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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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无法输出到打印机 

现象：单击打印，报错，或是没有反应。 

处理方法： 

检查系统“打印机与传真机”，如下图所示，如果为空，则证明没有安装打印机驱

动。 

方法一：有打印机时，用户可根据所连接的打印机安装驱动，并设置打印机为默认，

可修复故障。 

方法二：没有打印机时，可安装虚拟打印机，如 PDF或 Html打印机。 

 

11.页面单击没反应 

原因：软件进入死循环，或是系统死机。软件进入死循环时，按下 ctrl+alt+del

键，弹出如下对话框，直接结束程序，再打开程序即可。系统死机，则重启系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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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存错误 

出现:0x???????? 指令引用的 0x????????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或"written"。  

【1】出现应用程序错误原因很多，对照您电脑出现的问题进行正确的解决（如果

偶尔出现该问题，关机后，重新开机，可能会消失）。 

【2】盗版系统或 Ghost版本系统,系统文件错误或丢失，也会出现该问题，及时安

装官方发行的补丁，{检查电脑年、月、日是否正确}。建议：最好安装【正版】系统或

【完整版】系统。 

【3】检查驱动是否出现问题，重新安装驱动或及时更新驱动。 

【4】病毒引起的：升级杀毒软件或下载专杀工具，清理恶意插件，对电脑全盘杀

毒。 

【5】硬件引起的： 

（1）可能是内存条出现的小问题，关机断电，把内存条拆下清理干净重新安装。

必要时更换内存条（硬件上一般不会出现该问题）。 

【6】软件引起的： 

（1）如果装的软件多，导致系统混乱或内存溢出也会出现该错误。安装的软件与

系统或其它软件发生冲突，盗版或带病毒的软件，请慎重下载软件，最好使用正版。

【这里主要说的是检查开机启动项，把没必要启动的启动项禁止开机启动】 

（2）如果你的电脑中安装了两款或两款以上的同类软件，比如:两款杀毒软件、两

款优化系统软件等，请卸载一款，以免发生冲突，以保持电脑稳定性。 

（3）有些系统补丁下载安装了错误补丁，可能与您当前的系统或其它软件发生冲

突，也会出现该问题。卸载该补丁，找到适合您电脑补丁，重新下载重新安装。 

（4）当下载安装或打开运行播放器、游戏、QQ 等第三方软件，出现该问题时。可

能是您下载的软件存在着危险，系统本身为了保护系统不受影响，也可能会出现该内存

不能为“read”或“written”。一般的解决办法就是卸载该软件重新安装。如果不能

解决，需要更换同类型其它版本的软件，或找到发生冲突的软件卸载它，问题才能解决。 

13.软件或报告中有乱码 

软件乱码：系统缺乏希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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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乱码：office版本低于 2007。 

14.提示 XX 控件没有注册 

现象： 

原因：没有安装插件 

解决方法： 

方法一：安装 office2007文件，重启计算机。 

方法二：安装 office2003，再安装 2007插件。 

15.提示无法定位 LabVIEW 运行引擎 

 

解决方法： 

方法一：重新安装 UMS的 SETUP软件，不小于 150M的文件。 

方法二：安装对应版本的 RTE，也就是 NI公司提供的 Runtime Engine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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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提示未安装或卸载任何软件 

 

已安装该版本的软件或更高版本的软件，需要卸载后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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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提示 NI VC2008RTEx64 安装失败，安装装配组件出错 

 

VS冲突，需要换电脑安装，或完全卸载 NI软件后再安装。 

17. WIN10 系统的电脑 UMS 平台无法正常使用 

缺少组件，则在 www.yav123.com官网上下载 Win10库补丁。360软件管家或百度搜

索“微软常用运行库合集”，下载安装即可。UMS 7.0.0以后版本的 setup压缩包里面

也有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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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亚为软件体系 

1、UMS USB平台适应的采集卡（41种）： 

多功能（7种）ADIO\2AD PLUS\4AD PLUS-S(C\E)\4ADIO\MAX\8Multi\MAX PRO。 

数字量（6种）2DI\8IO-S\8IO-C\8IO-E\8IO-2E\8J。 

模拟量（3种）8AD\8AD PLUS\16AD。 

24位精度（3种）8AD PRO-S(D\C)。 

交流信号（2种）6ACQ\24ACQ。 

双极性（4种）ADIO+\8AD-B\6DCQ\24DCQ。 

学习套件（4种）NONO S(八件套)\NONO X1\NONO X2\NONO X3。 

传感器（12种）SENCER(红外、微波、脚踏、磁感、温度、湿度、压力、转速、风

速、分贝、遥控、气体等)。 

2、YMS 串口平台适应的采集卡（28种）： 

多功能（8种）W11\2AD PLUS-S(C\E)\4ADIO\MAX\8Multi\MAX PRO。 

数字量（5种）1DI\8IO-S\8IO-C\8IO-E\8J。 

模拟量（2种）8AD PLUS\16AD。 

24位精度（4种）8AD-24\8AD PRO-S\8AD PRO-D\8AD PRO-C   -S(D\C)。 

交流信号（2种）6ACQ\24ACQ。 

双极性（2种）6DCQ\24DCQ。 

学习套件（3种）NONO X1\NONO X2\NONO X3。 

传感器（2种）SENCER(分贝、测距)。 

3、WUMS 无线与网络平台适应的采集卡（29种）： 

多功能（8种）W11\2AD PLUS-S(C\E)\4ADIO\MAX\MAX PRO\SmartV。 

数字量（4种）8IO-S\8IO-C\8IO-E\8J。 

模拟量（2种）8AD PLUS\16AD。 

24位精度（3种）8AD PRO-S\8AD PRO-D\8AD PRO-C   -S(D\C)。 

交流信号（2种）6ACQ\24ACQ。 

双极性（2种）6DCQ\24DCQ。 

网口高速(1种) RJ45 HSA。 

学习套件（3种）NONO X1\NONO X2\NONO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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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4种）SENCER(分贝、测距、温度、气体)。 

4、掌上亚为（安卓）适应的采集卡（29种）：无线 

多功能（7种）W11\2AD PLUS-S(C\E)\4ADIO\MAX\MAXPRO。 

数字量（5种）8IO-S\8IO-C\8IO-E\8J。 

模拟量（3种）8AD PLUS\16AD。 

24位精度（3种）8AD PRO-S\8AD PRO-D\8AD PRO-C。 

交流信号（2种）6ACQ\24ACQ。 

双极性（4种）6DCQ\24DCQ。 

学习套件（2种）NONO X1\NONO X2\NONO X3。 

传感器（3种）SENCER(分贝、测距)。 

5、亚为 USB（安卓）适应的采集卡（38种）：USB 

多功能（7种）4AD PLUS-S(C\E)\4ADIO\MAX\8Multi\MAX PRO。 

数字量（5种）2DI\8IO-S\8IO-C\8IO-E\8J。 

模拟量（2种）8AD PLUS\16AD。 

24位精度（3种）8AD PRO-S\8AD PRO-D\8AD PRO-C-S(C\E)。 

交流信号（2种）6ACQ\24ACQ。 

双极性（3种）8AD-B\6DCQ\24DCQ。 

学习套件（4种）NONO S(八件套)\NONO X1\NONO X2\NONO X3。 

传感器（12种）SENCER(红外、微波、脚踏、磁感、温度、湿度、压力、转速、风

速、分贝、遥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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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条件 

（一）适用对象 

本平台仅适应大部分亚为 USB接口的免驱采集卡，请勿用来采集串口采集卡和无线

采集卡信号，无需通过 MAX工具设置，直接接入电脑即可采集，目前能适应 USB ADIO、

USB 2AD Plus系列、USB 4AD Plus系列、USB 8AD、USB 8AD Plus系列、YAV 16AD

（USB）系列。包括但不限于 USB ADIO/USB 2AD/USB 2AD PLUS/USB 4AD PLUS/USB 8AD/USB 

8AD 。PLUS/USB 16AD/USB ADIO+/USB MAX PRO。截止 2018年 5月，适应列表如下： 

多功能（7种）ADIO\2AD PLUS\4AD PLUS-S(C\E)\4ADIO\MAX\8Multi\MAX PRO。 

数字量（6种）2DI\8IO-S\8IO-C\8IO-E\8IO-2E\8J。 

模拟量（3种）8AD\8AD PLUS\16AD。 

24位精度（3种）8AD PRO-S(D\C)。 

交流信号（2种）6ACQ\24ACQ。 

双极性（4种）ADIO+\8AD-B\6DCQ\24DCQ。 

学习套件（4种）NONO S(八件套)\NONO X1\NONO X2\NONO X3。 

传感器（12种）SENCER(红外、微波、脚踏、磁感、温度、湿度、压力、转速、风

速、分贝、遥控、气体等)。 

（二）类型说明 

1、vi文件为 LabVIEW程序源代码，用户必须安装 LabVIEW，才能打开使用。 

2、exe文件，为发布后的绿色版程序，无需安装 LabVIEW，但需要安装

LVRTE2017min。 

3、setup文件，为发布后的程序，无需安装 LabVIEW，无需安装 LVRTE2017min，直

接安装 setup后，桌面即出现 ums图标，运行即可。 

以上文件，必须整体解压缩后运行，不可在压缩包里打开运行，否则程序无法调用

DLL动态链接库而出现报错提示。 

（三）相关下载 

1、应用平台，直接安装 setup文件。 

直接安装后，电脑桌面会出现亚为的图标，运行 exe即可。 

2、开源例程，直接运行 vi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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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电脑若已安装 LabVIEW（2017或更高版本），可直接下载采集平台压缩包，整

体解压缩后点击 vi即可运行，若 LabVIEW版本过低请自行升级版本； 

若未安装 LabVIEW，但安装了 LabVIEW Runtime Engine，可下载 exe程序，整体解

压缩后点击 exe文件即可运行； 

若未安装任何有关 LabVIEW相关程序，请下载 LabVIEW2017（或以上）平台安装程

序，整体解压缩后，点击 setup文件将平台测试程序安装在电脑后即可运行。具体安装

教程，请参考《亚为科技 LabVIEW入门教程》。 

（四）重要提示 

采集卡量程出厂固定，不可修改，连接电脑运行程序后会自动显示采集卡量程。购

买时未说明默认为 0-10V量程，如需更换量程请在购买前沟通。 

目前支持的量程包括有：0-100mV/mA,0-500mV/mA,0-5V,0-10V,0-15V,0-30V, 

0-60V,0-20mA,4-20mA,0-50mV,0-200mV/mA,-5-5V,-10-10V,0-1A,0-5A,AC0-450V等。平

台能自适应单类型量程，或者双类型各半的量程，例如 8AD采集卡，4路 20mA，4路 10V

量程。对于其他组合或者更为复杂的分发，必须定制软件，或者自行编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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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软件安装与卸载 

（一）系统要求 

1.软件 

1) 操作系统：英文版的 Windows XP SP3或以上； 

2) LabVIEW Runtime engine 2017； 

3) Office 2007（专业版）或以上； 

4) 打印机驱动，或虚拟打印机（PDF/HTML）驱动； 

以上条件缺一不可。 

2.硬件 

1) CPU：主频 3.4GHz以上，I5双核及以上；  

2) 内存：8g及以上内存； 

3) 显卡：标准 VGA，建议 256色以上显示方式，1280*800以上分辨率； 

4) 硬盘：10G以上自由空间； 

5) 显示器：最佳分辨率 1920*1080 ，屏幕分辨率必须大于

1366*768； 

6) 打印机； 

7) 键盘：ASCII全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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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信号频率为 1HZ，采样率为 1KHZ 时在不同配置电脑下的数据完整性对照性曲线如

下图所示。 

 
主频 2.8GHz，双核 8G内存下 20s 时长的波形图 

 
主频 3.4GHz，I5双核 8G内存下 20s 时长的波形图 

 
 
 

（二）软件安装 

1.开发环境安装 

LabVIEW下载请参考《LabVIEW中文版开发平台及组件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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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IEW安装参考《亚为科技 LabVIEW入门教程》； 

注意，安装了高级版本的 LabVIEW，例如 LabVIEW2017SP1，并不表示可以直接运行

exe，必须安装 2017版本的 RTE。 

2.RTE runtime engine安装 

下载对应版本的软件，直接安装 

3.UMS平台 SETUP安装 

安装压缩文件里的 setup.exe 文件，安装完毕后，会在“开始/程序”中和用户桌

面有快捷方式。 

 

WIN7 以上版本的系统，请勿安装在 C 盘，或者需要设置 C 盘文件权限。可安装在 C

盘后，找到安装文件夹，拷贝到其他硬盘使用。 

（三）软件卸载 

在控制面板中选择“添加/删除程序”，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卸载……”，即可

卸载，如下图所示。 

 

（四）注意事项 

1.重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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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重装系统前记录注册码。 

2.运行软件 

请勿同时运行两个不同版本的软件或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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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亚为只保障硬件正常，不协助修改或者优化上位机软件，软件问题博大精深，工程

师精力和公司财力有限，还请百度自学，或者参加每个城市不定期的宣讲会和培训会，

万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