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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转瞬间，亚为科技从一个呱呱落地的婴

儿变成了青葱少年！而陪伴亚为走过这些年的是广大的客户群体，

是勤勉工作的亚为人。记得我刚作为技术顾问成为亚为人的时候，

亚为刚度过 6 个月的婴儿期，随时面临着夭折的风险。为此，我也

和亚为人一道（包括：齐非先生、鲁寒女士、胡劲松先生、郑冉先

生、樊春晖先生、李珂先生、吕鹏程先生等等）从产品设计、改良、

优化、定型......付出了巨大努力，力求完美，为的就是让亚为每

天能“吃饱”“穿暖”，能够茁壮成长！随着“孩子”的长大，我

也从电路、单片机、安卓、FPGA 走到了 Labview,从讲师、工程师

走到了副教授。虽然“孩子”一天天长大，但也避免不了存在着这

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产品在客户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了解、不会用

等问题，这大概是成长的烦恼吧！为了亚为能更好的成长，也为了

用户能更加了解、熟悉和使用亚为采集卡，亚为团队组织编写了该

教程，教程中的实例均可在亚为客户交流群（QQ 群号：302896729

或 532828737）中下载。有任何建议或意见可反映至我的邮箱：

67544850@qq.com。 

最后，亚为团队为此付出的一切努力！感谢广大客户对亚为产

品的信赖！ 

                                         Crazy Xie 

                                 2018 年 1 月 14 日夜 

 

mailto:67544850@qq.com%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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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料简介 
使用 LabVIEW 软件开发工具进行亚为 USB 系列采集卡的教学，以常见的传感器\继电

器\通信设备终端等硬件为基础，侧重采集与控制系统的实际应用与项目开发，兼顾 USB
原理的介绍。 
受众：0 基础的职业院校学生、自动化工程师、测控系统试验人员、项目开发人员、科研

工作者 
建议教材内容 
1. 亚为 USB 系列采集卡的基本介绍 
2. LabVIEW 介绍：LabVIEW 的基本介绍 
3. 亚为 USB 系列采集卡 LabVIEW 基础案例：以保证学员可以操作，看懂教学案例，可以

做一些简单的相关程序 
原始数据的采集 

电压数据的采集(AD采集) 
噪音量的采集(AD采集) 

AI采集 

PM2.5的采集(TXT文件存储) 
微波信号的采集(DI采集) 

DI采集 
转速传感器的测量(测频计数) 

DO控制 继电器模块的控制(DO控制) 
数据采集综合实例 

亚为采集与控制综合实例 
汽车雨刮器测试系统开发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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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为电子 USB 采集卡型号功能清单 
 

USB采集卡型号 功能 描述 实物 

USB ADIO(USB ADIO+) 2AI\2DI\2DO 

ADC分辨率:12位;2路模拟电

压输入;2路数字逻辑电压输

入;2路数字逻辑电压输出 

 

USB 4AD plus 4AI\2DI\2DO 

ADC分辨率:12位;4路模拟电

压输入;2路数字逻辑电压输

入兼具计数\测频\PWM\和编

码器采集功能;2路数字逻辑

电压输出兼具PWM\AO输出功

能  

USB 8AD 8AI 
ADC分辨率:12位;8路模拟电

压输入 

 

USB 8AD plus 8AI 
ADC分辨率:12位;8路模拟电

压输入 

 

USB 8multi 8AI\4DI\2DO 

ADC分辨率:12位;8路模拟电

压输入;4路数字逻辑电压输

入兼具计数\测频\PWM\和编

码器采集功能;2路数字逻辑

电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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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16AD 16AI 
ADC分辨率:12位;16路模拟

电压输入 

 

 

注:所有采集卡 AI 输入采集电压或电流的量程均可定制! 

亚为电子传感器\继电器型号功能清单 
 

型号 功能 描述 实物 

YAV-Z1 采集40～130dB 传感器模拟输出范围：0.05-（VCC-1.7）V 

 

PM2.5传感器 采集空气PM2.5信号 传感器模拟输出范围：0-5V 

 

YAV微波模块 采集微波信号 传感器模拟输出:5V 

 

继电器模块 输出控制 继电器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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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亚为 USB 系列采集卡的基本介绍 

一、亚为 USB 系列采集卡概述 

1、亚为 USB 采集卡特点 

亚为 USB 采集卡是一款带 USB 接口的采集卡，常有模拟量电压电流采集,数字逻辑

TTL 开关量采集, 计数、测频、PWM、编码器采集, 数字逻辑 TTL 输出兼具 PWM、AO

输出等功能。亚为 USB 采集卡采用流行外观设计，外型小巧美观，功能强劲，携带方便，

能够即插即用，支持热插拔，带有先进的 USB2.0 高速接口，不需要外接电源，性能稳定，

兼容性好，支持内置 USB 2.0\3.0 接口的电脑和带有 OTG 功能的手机,适用于 WINXP、

WIN7、WIN8、WIN10、安卓等操作系统下 LabVIEW、VC++、VB、C#、Delphi、Eclipse 

等工具的二次开发,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 

2、亚为 USB 采集卡硬件使用介绍 

 

 

在使用亚为 USB 采集卡时,请先认识 USB 采集卡的外观接口。这里以 USB 4AD plus

为例。将 USB 线方口一端插入采集卡,扁口一端插入电脑 USB 插槽。这时,电脑应在我的

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中找到新硬件,如图: 

https://www.cnblogs.com/zoupeiyang/p/4034517.htm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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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详细信息---属性---硬件 id,应能看到如下信息: 

 

如果没有看到上述信息,应是采集卡与电脑连接不正常,请更换电脑 USB 插槽或更换

电脑试验。 

在 http://pan.baidu.com/s/1kV0XNgj 密码：tc52 下载 UMS 亚为 USB 卡通用采集平

台软件或 PortHelper 工具（该工具为第三方工具，不推荐使用）。 

①　使用亚为 USB 卡通用采集平台软件 

鼠标点击 setup 文件直接安装，电脑桌面上会显示 UMS 图标，运行即可出现如

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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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之后能看到连续的电压动态曲线表示采集卡正常，下方的 DI 能表示采集卡 DI 口

的电压值，当 DI 为高电压，灯亮；否则灯灭。DO 能通过鼠标控制采集卡的 DO 电压输出

为 0 或 5V。具有测频/计数功能的卡还能通过 DI 完成测频或计数功能。数据存储在电脑 D

盘的 yav.txt 文件中。 

UMS 采集平台还具有表状图、柱状图显示等功能，如下图所示。详情内容请参考《UMS

亚为 USB 采集卡通用平台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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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使用 PortHelper 工具 

打开 PortHelper 工具，选择 USB 调试---查找 USB,应出现当前使用的采集卡型号,如

下图。 

 

勾选 Hex 发送,Hex 显示,打开 USB,应能收到连续的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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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数据以 16 进制表示,一帧 64 个字节, 如下例: 

FB 6D 25 00 00 30 03 00 00 02 00 20 04 00 50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2 00 

00 00 00 20 04 00 40 04 00 10 02 00 00 00 00 20 03 00 20 03 00 20 04 00 00 00 07 04 

33 00 00 00 00 03 00 00 87 C2 

帧头: FB 6D 25,共 3 个字节 

采集卡 ID 号: 00,多个采集卡同时使用时, 用以区别,可以用命令修改,共 1 个字节 

采集卡 AI0-AI3 采集的电压数据:00 30 03 00  00 02 00 20,每 2 个字节表示一路 AI

电压,4 路 AI 共 8 个字节,每一帧数据 AI 共连续采集 6 次,总共 48 个字节 

采集卡采样率等级:07, 共 1 个字节 

采集卡通道数等级:04, 共 1 个字节 

采集卡量程等级:33, 共 1 个字节 

DI0- DI1 计数\测频:00 00 00 00,可以用命令修改,共 4 个字节 

DI0- DI1 TTL 输入:03,共 1 个字节 

DO0- DO1 TTL 输出:00,共 1 个字节 

备用字节: 00,共 1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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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16 校验: 87 C2,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接收到的错误数据,共 2 个字节 

注意:其他型号 USB 采集卡请参考< YAV USB 接口采集卡二次开发说明>中规定的

通信协议。 

至此,USB 采集卡已经能完全实现数据采集的基本功能。 

3、亚为 USB 采集卡使用命令介绍 

亚为 USB 数据采集卡能通过命令完成连续采集、单次采集、触发采集、高速采集、

测频计数设置、系数校准、零漂校准、设备 ID 地址、恢复出厂、重启等设置和读取版本

信息、帮助等内容。如下表: 

表 1 配置命令一览表    16 进制 
参  数 返回 备注 序

号 
功     能 

命令 

CMD D0 D1 D2 D3   

1 停止采集 0xA0 —— —— —— —— 无  

2 单次采集 0xA1 —— —— —— —— 无  

触发电平（高位） 触发电平（低位） 
长度（高

位） 

长度（低

位） 
无 需定制 

3 AI0 触发采集 0xA2 

0-4096 32 的整数倍 无  

4 AI0 高速采集 0xA3 —— —— —— —— 无  

5 测频/计数※ 
0xFC 

/0xA8 

FF(CH0 测频) 
CC(CH0 开始计

数) 

FF(CH1 测频) 
CC(CH1 开始计

数) 
—— —— 无 

测频/计数二选

一。双通道可独

立控制。 

6 AI 连续采集 0xAA 
N（0-F）参考

FA 
—— —— —— 无 默认 

7 

采

集 

特殊采集 0xAF —— —— —— —— 无 备用 

6 读取校准系数 0xB0 —— —— —— —— 无 读取漂移参数 

7 CH0-3 校准系数 0xB1 AI0 AI1 AI2 AI3 无 

8 CH4-7 校准系数 0xB2 AI4 AI5 AI6 AI7 无 

9 CH8-11 校准系

数 
0xB3 AI8 AI9 AI10 AI11 无 

10 

系

数

校

准 
CH12-15 校准系

数 
0xB4 AI12 AI13 AI14 AI15 无 

可设置 0-255。 
默认 100，代表

1,101，代表 1.01
倍。 
 

11 读取零漂 0xC0 —— —— —— —— 
所有通

道零漂 
读取零漂参数 

12 CH0-3 设置零漂 0xC1 AI0 AI1 AI2 AI3 无 

13 CH4-7 设置零漂 0xC2 AI4 AI5 AI6 AI7 无 

14 

零

漂

校

准 
CH8-11 设置零

漂 
0xC3 AI8 AI9 AI10 AI11 无 

可设置 0-255。I8，

100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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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H12-15 设置零

漂 
0xC4 AI12 AI13 AI14 AI15 无 

0X00-0XFF —— —— —— 无  

16 
数字量 DO 控制

※ 
0xD0 

D0 每位 BIT7-BIT0 对应 DO7-DO0，1：高电平输出，0：低电

平输出 
  

CH0/CH1(00/01) 高低 低位 —— 无  

17 
模拟量 DA 输出

※ 
0xDA 输出 3.3V，则 3.3*4096/10，变为十六进制，再分配给高低位。

12 位精度 
  

频率（高位） 频率（低位） 占空比 1 占空比 2 无  

18 

输

出

控

制 

PWM 输出※ 
0xFD 

/0xDF 2 个通道同频，1-FFFF 代表

1Hz~65.535KHz 
0-255 代表 0-100   

19 序列号 0xDC —— —— —— —— 序列号 用户不可设置 

20 设备地址 0xDD N —— —— —— 
设备地

址 
 

21 设备型号 0xDE 接口类型，6 7 8 通道数 防护 —— 
设备型

号 

据命名规则表 
用户不可设置 

22 恢复出厂 0xF0 —— —— —— —— 无 所有参数复位 

0X00-0XFF —— —— —— 无 用户不可设置 

23 设备量程 0xF1 0-F 对应 0-100mV /3V /5V / 10V /15V /30V /60V 4-20mA 
0-20mA 0-20mV -5-5V -10-10V -20-20V -30-30V -60-60V 
-20-20mV，FF 代表前后各一半通道的量程，例如 38，也就是

前一半是 10V，后一半是 0-20mA 量程 

  

24 备用 0xF2     无 备用 

25 封锁控制 0xF3 00/F3 关闭/打开 —— —— —— 无 用户不可控 

26 信号处理 0xF4 00 为默认 —— —— —— 无 
备用 

用户不可设置 

27 AI 精度 0xF5 

00 默认精度，01
为 10 位，02 为

12 位，04 为 14
位，06 为 16 位，

08 位 18 位，09
位 24 位 

—— —— —— 精度 用户不可设置 

28 通道使能 0xF6 
FF 开启全部,01
开 CH0，02 开

CH0 和 1 

—— —— —— 
当前通

道数 
仅对 USB 4AD 
plus 有效 

29 N —— —— —— 无  

30 

辅

助 

通道分界 0xF7 
N 为不同量程分界点，0 不分界，3 代表量程 1 为前三个通道，

其余为量程 2。 
 用户不可设置 



                            亚为 USB 采集卡 LabVIEW 使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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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31 量程增益 0xF8 
所有通道增益矫

正，100 代表增益

为 1。 

—— —— —— 无 用户不可设置 

32 备用 0xF9     无 备用 

采样等级（05-0F） —— —— —— 无  

33 采样率 0xFA D0 设置采样率等级的 05-0F，对应十进制为 5-15，对应 200 500 
1K 2K 5K 10K 20K 50K 100K 200K Hz（最高采样率根据卡型

号视情而定） 
  

34 重  启 0xFB —— —— —— —— 无  

35 
测

量 
测频/计数※ 0xFC 

FF(CH0 测频) 
CC(CH0 开始计

数) 

FF(CH1 测频) 
CC(CH1 开始计

数) 
—— —— 无 

测频/计数二选

一。双通道可独

立控制 

频率（高位） 频率（低位） 占空比 1 占空比 2 无 
 
 

36 
输

出 
PWM 输出※ 0xFD 

2 个通道同频，1-FFFF 代表

1Hz~65.535KHz 
 

0-255 代

表 0-100   

37 版本信息 0xFE 
01，2016 以前 

02， 
—— —— —— 

版本信

息 
用 USB 助手读 

38 

帮

助 
帮    助 0xFF —— —— —— —— 

帮助信

息 
用 USB 助手读 

说明：——代表参数无效，可以设置为 0；※代表部分采集卡不具备改功能；编程中不要频繁设置参数，否则影响采集速

度。 

采集卡通电后自动采集数据,使用 0xA0 命令,可以停止采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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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 Hex 显示的勾,使用 0xFF 命令,可以读取帮助信息,如下图: 

 

其他命令请读者自行使用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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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软件安装 

一、LabVIEW 
 

2014 LabVIEW 下 载 安 装 地 址 （ 必 须 安 装 ） ：  
http://download.ni.com/evaluation/LabVIEW/ekit/other/downloader/2014LV-Wi
nCh n.exe 

1、安装 LabVIEW,见下载链接的 doc文件。 

安装步骤: 

  1.下载解压缩，双击文件“2014LV-WinChn.exe”将软件真正解压出来 

  2. 点击 unzip解压 

 

  3. 软件成功解压后，自动弹出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    

 
  4. 输入用户信息，用户可以随意输入 

http://download.ni.com/evaluation/labview/ekit/other/downloader/2014LV-WinCh
http://download.ni.com/evaluation/labview/ekit/other/downloader/2014LV-W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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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直接点击下一步，暂时不要输入 LabVIEW2014 序列号 

 
  6. 安装路径一般建议改为 D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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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默认组件一般不更改，当然用户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安装 

 
  8. 产品不更新，去除左下角的勾后点击下一步 

 
   9. 接受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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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继续接受 

 
  11. 核对安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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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正在安装，大概 10 分钟左右可完成安装 

 
  13. 接近完成时，弹出此界面，选择不需要支持 

 

  14.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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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活 LabVIEW，如下，打开 LV激活工具。 

 

右键激活 

 
未按默认路径安装的。 

 
找到类似的路径即可 

 
  
 
 
 
 
 
 
 
 
 
 
 
 
 
 

http://f.hiphotos.baidu.com/zhidao/pic/item/9f510fb30f2442a79cca69e9d343ad4bd01302b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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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LabVIEW 入门教程 

一、LabVIEW 概述 

LabVIEW 是一种程序开发环境，由美国国家仪器（NI）公司研制开发，类似于 C 和

BASIC 开发环境，但是 LabVIEW 与其他计算机语言的显著区别是：其他计算机语言都是

采用基于文本的语言产生代码，而 LabVIEW 使用的是图形化编辑语言 G 编写程序，产生

的程序是框图的形式。 LabVIEW 软件是 NI 设计平台的核心，也是开发测量或控制系统

的理想选择。 LabVIEW 开发环境集成了工程师和科学家快速构建各种应用所需的所有工

具，旨在帮助工程师和科学家解决问题、提高生产力和不断创新。 

与 C 和 BASIC 一样，LabVIEW  也是通用的编程系统，有一个完成任何编程任务的

庞大函数库。LabVIEW  的函数库包括数据采集、GPIB、串口控制、数据分析、数据显示

及数据存储，等等。LabVIEW  也有传统的程序调试工具，如设置断点、以动画方式显示

数据及其子程序（子 VI）的结果、单步执行等等，便于程序的调试。 

LabVIEW  （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是一种用图标

代替文本行创建应用程序的图形化编程语言。传统文本编程语言根据语句和指令的先后顺

序决定程序执行顺序，而 LabVIEW 则采用数据流编程方式，程序框图中节点之间的数据

流向决定了 VI 及函数的执行顺序。VI 指虚拟仪器，是 LabVIEW 的程序模块。 

LabVIEW  提供很多外观与传统仪器（如示波器、万用表）类似的控件，可用来方便

地创建用户界面。用户界面在 LabVIEW 中被称为前面板。使用图标和连线，可以通过编

程对前面板上的对象进行控制。这就是图形化源代码，又称 G 代码。LabVIEW 的图形化

源代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流程图，因此又被称作程序框图代码。 

它主要的方便就是，一个硬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软件，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仪器

仪表的功能，非常方便，是相当于软件即硬件！ 

LABVIEW 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在某些特殊领域其特点尤其突出。 

测试测量：LABVIEW 最初就是为测试测量而设计的，因而测试测量也就是现在

LABVIEW 最广泛的应用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LABVIEW 在测试测量领域获得了广泛

的承认。至今，大多数主流的测试仪器、数据采集设备都拥有专门的 LabVIEW 驱动程序，

使用 LabVIEW 可以非常便捷的控制这些硬件设备。同时，用户也可以十分方便地找到各

种适用于测试测量领域的 LabVIEW 工具包。这些工具包几乎覆盖了用户所需的所有功能，

用户在这些工具包的基础上再开发程序就容易多了。有时甚至于只需简单地调用几个工具

包中的函数，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测试测量应用程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BASI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88%86%E6%9E%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AD%98%E5%82%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AD%E7%82%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A8%E6%88%B7%E7%95%8C%E9%9D%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9%87%87%E9%9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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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控制与测试是两个相关度非常高的领域，从测试领域起家的 LabVIEW 自然而

然地首先拓展至控制领域。LabVIEW 拥有专门用于控制领域的模块----LabVIEW DSC。

除此之外，工业控制领域常用的设备、数据线等通常也都带有相应的 LabVIEW 驱动程序。

使用 LabVIEW 可以非常方便的编制各种控制程序。 

仿真：LabVIEW 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数学运算函数，特别适合进行模拟、仿真、原型

设计等工作。在设计机电设备之前，可以先在计算机上用 LabVIEW 搭建仿真原型，验证

设计的合理性，找到潜在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时如果使用 LabVIEW 进行软件模

拟，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使学生不致失去实践的机会。 

儿童教育：由于图形外观漂亮且容易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同时图形比文本更容易被儿

童接受和理解，所以 LabVIEW 非常受少年儿童的欢迎。对于没有任何计算机知识的儿童

而言，可以把 LabVIEW 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的“积木”：把不同的原件搭在一起，就可以实

现自己所需的功能。著名的可编程玩具“乐高积木”使用的就是 LabVIEW 编程语言。儿童

经过短暂的指导就可以利用乐高积木提供的积木搭建成各种车辆模型、机器人等，再使用

LabVIEW 编写控制其运动和行为的程序。除了应用于玩具，LabVIEW 还有专门用于中小

学生教学使用的版本。 

快速开发：根据笔者参与的一些项目统计，完成一个功能类似的大型应用软件，熟练

的 LabVIEW 程序员所需的开发时间，大概只是熟练的 C 程序员所需时间的 1/5 左右。所

以，如果项目开发时间紧张，应该优先考虑使用 LabVIEW，以缩短开发时间。 

跨平台：如果同一个程序需要运行于多个硬件设备之上，也可以优先考虑使用

LabVIEW。LabVIEW 具有良好的平台一致性。LabVIEW 的代码不需任何修改就可以运行

在常见的三大台式机操作系统上：Windows、Mac OS 及 Linux。除此之外，LabVIEW

还支持各种实时操作系统和嵌入式设备，比如常见的 PDA、FPGA 以及运行 VxWorks 和

PharLap 系统的 RT 设备。 

说明： 

必须先安装 LabVIEW，亚为的资料，版本不低于 2014，如果是串口通信，还要安装

NI VISA。 

直接打开亚为用户资料的“LabVIEW 例程/****main 例程”，看到的是前面板，也就

是交互界面。界面可以自行修改，注意右键->数据操作->保存默认参数。 

波形图上右键，可以导出或者另存数据。高速采集模式下，yav 例程不自动保存，需

要手动导出。高速模式下，不要采集时间过长，否则系统崩溃，会内存溢出甚至蓝屏死机。 

如果需要修改算法逻辑，按下 Ctrl+E 即可打开程序框图界面。里面的数学符号，仔

细研究下，就应该能认识。看懂加减乘除即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A1%E5%9D%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D%E6%95%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F%E7%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F%E7%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9%AB%98%E7%A7%AF%E6%9C%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9%AB%98%E7%A7%AF%E6%9C%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PDA
https://baike.baidu.com/item/FPGA
https://baike.baidu.com/item/Vx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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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档认真看十遍，你就是 LabVIEW 编程高手啦，亚为科技不负责 LabVIEW 编

程指导哦。高手都是自学的。 

亚为不提供 LabVIEW 编程指导，请自学。 

二、LabVIEW 教程 

1. LabVIEW 操作 

 

在开始菜单里找 LabVIEW点击打开，会出现如下界面： 

 

 
 

 

从 File>>New VI 或者从右半部分中的 New>>Blank VI 都可以打开如下界面： 

 

 



                            亚为 USB 采集卡 LabVIEW 使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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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上图中前图是虚拟仪器的前面板，是用户使用的人机界面，后面的是程序框图界面（即后

面板）。 

在 LabVIEW的用户界面上，应特别注意它提供的操作模板，包括工具（Tools）模板、

控制（Controls）模板和函数（Functions）模板。这些模板集中反映了该软件的功能与

特征。下面我们来大致浏览一下。 

 

工具模板（Tools Palette） 

 
该模板提供了各种用于创建、修改和调试 VI程序的工具。如果该模

板没有出现，则可以在 Windows 菜单下选择 Show Tools Palette 命令以显

示该模板。当从模板内选择了任一种工具后，鼠标箭头就会变成该工具相

应的形状。当从 Windows菜单下选择了 Show Help Window 功能后，把工具

模板内选定的任一种工具光标放在流程图程序的子程序（Sub VI）或图标

上，就会显示相应的帮助信息。 

下面的两个模板是多层的，其中每一个子模板下还包括多个对象。 

 

控制模板（Control Palette） 

 

注意：只有打开前面板时才能调用该模板 

 

该模板用来给前面板设置各种所需的输出显示对象和输入控制对

象。每个图标代表一类子模板。如果控制模板不显示，可以用

Windows 菜单的 Show Controls Palette功能打开它，也可以在前面板

的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以弹出控制模板。 

控制模板如右图所示，它包括如下所示的一些子模板。子模板中包

括的对象，我们在功能中用文字简要介绍。 

 图标 子模板名称 功　　　　　　　　能 

１ 
 

Numeric（数值量） 数值的控制和显示。包含数字式、指针式显示表盘及各

种输入框。 

２ 
 

Boolean（布尔量） 逻辑数值的控制和显示。包含各种布尔开关、按钮以及

指示灯等。 

３ 
 

String & Path（字

符串和路径） 

字符串和路径的控制和显示。 

４ 
 

Array & Cluster

（数组和簇） 

数组和簇的控制和显示。 

５ 
 

List & Table（列

表和表格） 

列表和表格的控制和显示 

６ 
 

Graph（图形显示） 显示数据结果的趋势图和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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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Ring & Enum（环与

枚举） 

环与枚举的控制和显示。 

８ 
 

I/O（输入/输出

功能） 

输入/输出功能。于操作 OLE、ActiveX等功能。 

９ 
 

Refnum 参考数 

10 
 

Digilog 

Controls（数字

控制） 

数字控制 

11 
 

Clussic 

Controls（经典

控制） 

经典控制，指以前版本软件的面板图标。 

12 
 

Activex 用于 ActiveX等功能。 

13 
 

Decorations（装

饰） 

用于给前面板进行装饰的各种图形对象。 

14 
 

Select a 

Controls（控制

选择） 

调用存储在文件中的控制和显示的接口。 

15 
 

User Controls

（用户控制） 

用户自定义的控制和显示。 

 

功能模板(Functions Palette)  

 

注：只有打开了流程图程序窗口（即后面板），才能出现

功能模板。 

 

功能模板是创建流程图程序的工具。该模板上的每一个顶层

图标都表示一个子模板。若功能模板不出现，则可以用 Windows

菜单下的 Show Functions Palette功能打开它，也可以在流程图

程序窗口的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以弹出功能模板。 

功能模板如右图所示，其子模块如下所示。（个别不常用

的子模块未包含） 

 图标 子模板名称 功能 

１ 
 

Structure（结构） 包括程序控制结构命令，例如循环控制等，以及全局

变量和局部变量。 

２ 
 

Numeric（数值运

算） 

包括各种常用的数值运算，还包括数制转换、三角函

数、对数、复数等运算，以及各种数值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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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Boolean（布尔运

算） 
包括各种逻辑运算符以及布尔常数。 

４ 
 

String（字符串

运算） 

包含各种字符串操作函数、数值与字符串之间的转换

函数，以及字符(串)常数等。 

５ 
 

Array（数组） 包括数组运算函数、数组转换函数，以及常数数组等。 

６ 
 

Cluster（簇） 包括簇的处理函数，以及群常数等。这里的群相当于

C语言中的结构。 

７ 
 

Comparison （ 比

较） 
包括各种比较运算函数，如大于、小于、等于。 

８ 
 

Time & Dialog（时

间和对话框） 

包括对话框窗口、时间和出错处理函数等。 

９ 
 

File I/O（文件输

入/输出） 

包括处理文件输入/输出的程序和函数。 

１０ 
 

Data 

Acquisition（数

据采集） 

包括数据采集硬件的驱动，以及信号调理所需的各种

功能模块。 

１１ 
 

Waveform（波形） 各种波形处理工具 

１２ 
 

Analyze（分析） 信号发生、时域及频域分析功能模块及数学工具 。 

１３ 

 

Instrument I/O

（仪器输入/输出） 

包括 GPIB(488、488.2)、串行、VXI仪器控制的程序

和函数，以及 VISA的操作功能函数。 

１４ 

 

Motion & Vision

（运动与景像） 

 

１５ 
 

Mathematics（数

学） 

包括统计、曲线拟合、公式框节点等功能模块，以及

数值微分、积分等数值计算工具模块。 

１６ 
 

Communication

（通讯） 

包括 TCP、DDE、ActiveX和 OLE等功能的处理模块。 

１７ 
 

Application 

Control（应用控

制） 

包括动态调用 VI、标准可执行程序的功能函数。 

１８ 
 

Graphics & Sound

（图形与声音） 

包括 3D、OpenGL、声音播放等功能模块。包括调用动

态连接库和 CIN节点等功能的处理模块。 

１９ 
 

Tutorial（示教

课程） 
包括 LabVIEW示教程序。 

２０ 
 

Report 

Generation （ 文

档生成） 

 

２１ 
 

Advanced（高级

功能） 
 



                            亚为 USB 采集卡 LabVIEW 使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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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２２ 
 

Select a VI（选择

子 VI） 
　 

２３ 
 

User Library（用

户子 VI库） 
 

2. LabVIEW 训练 

 

步骤如下： 

 

1. 选择 File»New VI，打开一个新的前面板窗口。 

2. 从 Controls>>All Controls>>numeric 中选择 Tank 放到前面板中。（注：如果

前面板中没有 Controls 模版，可在菜单栏选 window>>show controls palette,

即可打开或直接点击鼠标右键） 

3. 在标签（Tank）文本框中输入“容积”，然后在前面板中的其他任何位置单击一

下。 

4. 同样从 Controls>>All Controls>>numeric 中选择 Thermometer 放到前面板中 

5. 在标签文本框中输入“温度计”，然后在前面板中的其他任何位置单击一下。 

6. 把容器显示对象的显示范围设置为 0.0到 1000.0。 

a.双击容器坐标的 10.0 标度，使它高亮显示。在坐标中输入 1000，再在前

面板中的其他任何地方单击一下。 这时 0.0到 1000.0之间的增量将被自动

显示。 

7. 在容器旁配数据显示。　 

将 鼠 标 移 到 容 器 上 ， 点 右 键 ， 在 出 现 的 快 速 菜 单 中 选 Visible 

Iterms>>Digital Display 即可。 

前面板如下图所示： 

 

 

图１－1　练习一的前面板图 

 

8. Windows>>Show block Diagram 打开流程图窗口，在窗口中建立如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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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2　练习一的流程图 

该流程图中新增的对象有两个乘法器、两个数值常数、两个随机数发生器、一个延时

函数，一个 while循环，一个布尔常量，温度和容积对象是由前棉板的设置自动带出来的。 

a. 乘法器（Multiply）、随机数发生器（Random number (0--1)）和数值常数

（Numberic constant）由 Functions>>All Functions>>Numeric 中拖出。

（注：如果面板中没有 Functions 模版，可以从菜单栏中选 Window>>Show 

Functions palette 或点击鼠标右键） 

b. 延时函数（Time delay）可以从 Functions>>All 

Functions>>Time&Dialog>>Time delay 中拖出，在自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

要延时的时间（比如 0.5s）。 

9．连线：把鼠标放到函数端子上，当鼠标自动变为连线模式并出现一闪一闪时，点

击一下鼠标左键然后找要连接的函数端子，当鼠标出现一闪一闪时，再次点击鼠标左键，

这时就把两个函数连接起来了。 

10. 最后选 Functions>>All Functions>>Structures>>While Loop，在已编好的程序

左上角点击鼠标左键，然后移动鼠标，直到出现的虚线把程序全包含起来再点鼠标左键，

就创建了一个 While 循环。在右下角条件端子上点击鼠标右键，再弹出的菜单里选 Creat 

constant就可，目的是让循环能够维持下去。 

11. 在前面板中，单击 Run（运行）按钮，运行该 VI 

12. 在后面板的工具栏中点击类似灯泡状的按钮，就可以看见程序中各个数据流的走

向。 

13. 选择 File»Save, 把该 VI 保存到任意目录下。 

14. 选择 File»Close，关闭该 VI。 

 

 

随机数发

生器

乘法函数
数值常数 延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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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LabVIEW 数据采集基础 

一、概述 

在计算机广泛应用的今天，数据采集的重要性是十分显著的。它是计算机与外部物理

世界连接的桥梁。各种类型信号采集的难易程度差别很大。实际采集时，噪声也可能带来

一些麻烦。数据采集时，有一些基本原理要注意，还有更多的实际的问题要解决。 

1. 采样频率、抗混叠滤波器和样本数 

假设现在对一个模拟信号 x(t) 每隔Δt时间采样一次。时间间隔Δt被称为采样间隔

或者采样周期。它的倒数 1/Δt 被称为采样频率，单位是采样数/每秒。t=0, Δt ,2Δt ,3

Δt ……等等，x(t)的数值就被称为采样值。所有 x(0),x(Δt),x(2Δt )都是采样值。这样

信号 x(t)可以用一组分散的采样值来表示： 

 
下图显示了一个模拟信号和它采样后的采样值。采样间隔是Δt，注意，采样点在时

域上是分散的。 

 

如果对信号 x(t)采集 N个采样点，那么 x(t)就可以用下面这个数列表示： 

 
这个数列被称为信号 x(t)的数字化显示或者采样显示。注意这个数列中仅仅用下标变量编

制索引，而不含有任何关于采样率（或Δt）的信息。所以如果只知道该信号的采样值，

并不能知道它的采样率，缺少了时间尺度，也不可能知道信号 x(t)的频率。 

根据采样定理，最低采样频率必须是信号频率的两倍。反过来说，如果给定了采样频

率，那么能够正确显示信号而不发生畸变的最大频率叫做恩奎斯特频率，它是采样频率的

一半。如果信号中包含频率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成分，信号将在直流和恩奎斯特频率之间

畸变。下图显示了一个信号分别用合适的采样率和过低的采样率进行采样的结果。 
采样率过低的结果是还原的信号的频率看上去与原始信号不同。这种信号畸变叫做混

叠（alias）。出现的混频偏差（aliasfrequency）是输入信号的频率和最靠近的采样率整

数倍的差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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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给出了一个例子。假设采样频率 fs 是 100HZ,，信号中含有 25 、70、160、和 510 

Hz的成分。 

 
采样的结果将会是低于奈奎斯特频率（fs/2=50 Hz）的信号可以被正确采样。而频率

高于 50HZ的信号成分采样时会发生畸变。分别产生了 30、40和 10 Hz的畸变频率 F2、F3

和 F4。计算混频偏差的公式是： 

混频偏差＝ABS（采样频率的最近整数倍－输入频率） 

其中 ABS表示“绝对值”，例如： 

混频偏差 F2 = |100 – 70| = 30 Hz 
混频偏差 F3 = |(2)100 – 160| = 40 Hz 
混频偏差 F4 = |(5)100 – 510| = 10 Hz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在信号被采集（A/D）之前，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

将信号中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信号成分滤去。在图中，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自然是

25HZ。这个滤波器称为抗混叠滤波器 

采样频率应当怎样设置呢？也许你可能会首先考虑用采集卡支持的最大频率。但是，

较长时间使用很高的采样率可能会导致没有足够的内存或者硬盘存储数据太慢。理论上设

置采样频率为被采集信号最高频率成分的２倍就够了，实际上工程中选用５～１０倍，有

时为了较好地还原波形，甚至更高一些。 

　a 足够的采样率下的采样结果

b 过低采样率下的采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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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信号采集后都要去做适当的信号处理，例如 FFT等。这里对样本数又有一个要

求，一般不能只提供一个信号周期的数据样本，希望有５～１０个周期，甚至更多的样本。

并且希望所提供的样本总数是整周期个数的。这里又发生一个困难，有时我们并不知道，

或不确切知道被采信号的频率，因此不但采样率不一定是信号频率的整倍数，也不能保证

提供整周期数的样本。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个时间序列的离散的函数 x(n)和采样频率。这

是我们测量与分析的唯一依据。 

2. 数据采集系统的构成 

 

 

上图表示了数据采集的结构。在数据采集之前，程序将对采集板卡初始化，板卡上和

内存中的 Buffer是数据采集存储的中间环节。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是：是否使用 Buffer？

是否使用外触发启动、停止或同步一个操作。 

 

缓冲（Buffers） 

这里的缓冲指的是 PC内存的一个区域（不是数据采集卡上的 FIFO缓冲），它用来临

时存放数据。例如，你需要采集每秒采集几千个数据，在一秒内显示或图形化所有数据是

困难的。但是将采集卡的数据先送到 Buffer，你就可以先将它们快速存储起来，稍后再重

新找回它们显示或分析。需要注意的是 Buffer 与采集操作的速度及容量有关。如果你的

卡有 DMA性能，模拟输入操作就有一个通向计算机内存的高速硬件通道，这就意味着所采

集的数据可以直接送到计算机的内存。 

不使用 Buffer意味着对所采集的每一个数据你都必须及时处理（图形化、分析等），

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场合可以保持你着手处理的数据之前的若干数据点。 

 

下列情况需要使用 Buffer I/O： 

 需要采集或产生许多样本，其速率超过了实际显示、存储到硬件，或实时分析的

速度。 

 需要连续采集或产生 AC数据（>10样本／秒），并且要同时分析或显示某些数据。 

 采样周期必须准确、均匀地通过数据样本。 

 

下列情况可以不使用 Buffer I/O： 

 数据组短小，例如每秒只从两个通道之一采集一个数据点。 

 需要缩减存储器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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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Triggering） 

触发涉及初始化、终止或同步采集事件的任何方法。触发器通常是一个数字或模拟信

号，其状态可确定动作的发生。软件触发最容易，你可以直接用软件，例如使用布尔面板

控制去启动/停止数据采集。硬件触发让板卡上的电路管理触发器，控制了采集事件的时

间分配，有很高的精确度。硬件触发可进一步分为外部触发和内部触发。当某一模入通道

发生一个指定的电压电平时，让卡输出一个数字脉冲，这是内部触发。采集卡等待一个外

部仪器发出的数字脉冲到来后初始化采集卡，这是外部触发。许多仪器提供数字输出（常

称为“trigger out”）用于触发特定的装置或仪器，在这里，就是数据采集卡。 

下列情况使用软件触发： 

 用户需要对所有采集操作有明确的控制，并且 

 事件定时不需要非常准确。 

下列情况使用硬件触发： 

 采集事件定时需要非常准确。 

 用户需要削减软件开支。 

 采集事件需要与外部装置同步。 

后面可以看到怎样使用采集的 VI程序设置有 Buffer及无 Buffer的 I/O操作，以及设

置触发的类型。 

3. 模入信号类型 

数据采集前，必须对所采集的信号的特性有所了解，因为不同信号的测量方式和对

采集系统的要求是不同的，只有了解被测信号，才能选择合适的测量方式和采集系统配置。 

任意一个信号是随时间而改变的物理量。一般情况下，信号所运载信息是很广泛的，

比如：状态（state）、速率(rate)、电平(level)、形状(shape)、频率成分(frequency 

content)。根据信号运载信息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信号分为模拟或数字信号。数字(二进

制)信号分为开关信号和脉冲信号。模拟信号可分为直流、时域、频域信号，如下图所示。 

 

数字信号 

　　第一类数字信号是开-关信号。一个开-关信号运载的信息与信号的瞬间状态有关。TTL

信号就是一个开-关信号，一个 TTL信号如果在 2.0到 5.0V之间，就定义它为逻辑高电平，

如果在 0到 0.8V之间，就定义为逻辑低电平。 

　　第二类数字信号是脉冲信号。这种信号包括一系列的状态转换，信息就包含在状态转

化发生的数目、转换速率、一个转换间隔或多个转换间隔的时间里。安装在马达轴上的光

学编码器的输出就是脉冲信号。有些装置需要数字输入，比如一个步进式马达就需要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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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数字脉冲作为输入来控制位置和速度。 

模拟直流信号 

　　模拟直流信号是静止的或变化非常缓慢的模拟信号。直流信号最重要的信息是它在给

定区间内运载的信息的幅度。常见的直流信号有温度、流速、压力、应变等。采集系统在

采集模拟直流信号时，需要有足够的精度以正确测量信号电平，由于直流信号变化缓慢，

用软件计时就够了，不需要使用硬件计时。 

模拟时域信号 

　　模拟时域信号与其他信号不同在于，它在运载信息时不仅有信号的电平，还有电平随

时间的变化。在测量一个时域信号时，也可以说是一个波形，需要关注一些有关波形形状

的特性，比如斜度、峰值等。为了测量一个时域信号，必须有一个精确的时间序列，序列

的时间间隔也应该合适，以保证信号的有用部分被采集到。要以一定的速率进行测量，这

个测量速率要能跟上波形的变化。用于测量时域信号的采集系统包括一个 A／D、一个采样

时钟和一个触发器。A／D的分辨率要足够高，保证采集数据的精度，带宽要足够高，用于

高速率采样；精确的采样时钟，用于以精确的时间间隔采样；触发器使测量在恰当的时间

开始。存在许多不同的时域信号，比如心脏跳动信号、视频信号等，测量它们通常是因为

对波形的某些方面特性感兴趣。 

模拟频域信号 

　　模拟频域信号与时域信号类似，然而，从频域信号中提取的信息是基于信号的频域内

容，而不是波形的形状，也不是随时间变化的特性。用于测量一个频域信号的系统必须有

一个 A／D、一个简单时钟和一个用于精确捕捉波形的触发器。系统必须有必要的分析功能，

用于从信号中提取频域信息。为了实现这样的数字信号处理，可以使用应用软件或特殊的

DSP硬件来迅速而有效地分析信号。模拟频域信号也很多，比如声音信号、地球物理信号、

传输信号等。 

上述信号分类不是互相排斥的。一个特定的信号可能运载有不只一种信息，可以用几

种方式来定义信号并测量它，用不同类型的系统来测量同一个信号，从信号中取出需要的

各种信息。 

4. 模入信号的连接方式 

　　一个电压信号可以分为接地和浮动两种类型。测量系统可以分为差分（Differential）、
参考地单端（RSE）、无参考地单端（NRSE）三种类型。 

①　接地信号和浮动信号 
接地信号 

　　接地信号，就是将信号的一端与系统地连接起来，如大地或建筑物的地。因为信号用

的是系统地，所以与数据采集卡是共地的。接地最常见的例子是通过墙上的接地引出线，

如信号发生器和电源。 
浮动信号 

一个不与任何地（如大地或建筑物的地）连接的电压信号称为浮动信号，浮动信号的

每个端口都与系统地独立。一些常见的浮动信号的例子有电池、热电偶、变压器和隔离放

大器。 
 
②　测量系统分类 

差分测量系统 
　　差分测量系统中，信号输入端分别与一个模入通道相连接。具有放大器的数据采集卡

可配置成差分测量系统。下图描述了一个 8 通道的差分测量系统，用一个放大器通过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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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转换器进行通道间的转换。标有 AIGND（模拟输入地）的管脚就是测量系统的地。 

 

    一个理想的差分测量系统仅能测出（+）和（-）输入端口之间的电位差，完全不会测

量到共模电压。然而，实际应用的板卡却限制了差分测量系统抵抗共模电压的能力，数据

采集卡的共模电压的范围限制了相对与测量系统地的输入电压的波动范围。共模电压的范

围关系到一个数据采集卡的性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如果系统共

模电压超过允许范围，需要限制信号地与数据采集卡的地之间的浮地电压，以避免测量数

据错误。 
 
参考地单端测量系统(RSE) 
    一个 RSE 测量系统，也叫做接地测量系统，被测信号一端接模拟输入通道，另一端接

系统地 AIGND。下图描绘了一个 16 通道的 RSE 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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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参考地单端测量系统(NRSE) 
    在 NRSE 测量系统中，信号的一端接模拟输入通道，另一端接一个公用参考端，但这

个参考端电压相对于测量系统的地来说是不断变化的。下图说明了一个 NRSE 测量系统，

其中 AISENSE 是测量的公共参考端，AIGND 是系统的地。 

 
选择合适的测量系统 
两种信号源和三种测量系统一共可以组成六种连接方式： 
 

 接地信号 浮动信号 
DEF * * 
RSE  ** 
NRSE * * 

 
其中，不带*号的方式不推荐使用。一般说来，浮动信号和差动连接方式可能较好。但实

际测量时还要看情况而定。 
测量接地信号 
　　测量接地信号最好采用差分或 NRSE 测量系统。如果采用 RSE 测量系统时，将会给测

量结果带来较大的误差。下图展示了用一个 RSE 测量系统去测量一个接地信号源的弊端。

在本例中，测量电压 Vm 是测量信号电压 Vs 和电位差 DVg 之和，其中 DVg 是信号地和测

量地之间的电位差，这个电位差来自于接地回路电阻，可能会造成数据错误。一个接地回

路通常会在测量数据中引入频率为电源频率的交流和偏置直流干扰。一种避免接地回路形

成的办法就是在测量信号前使用隔离方法，测量隔离之后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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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号电压很高并且信号源和数据采集卡之间的连接阻抗很小，也可以采用 RSE 系

统，因为此时接地回路电压相对于信号电压来说很小，信号源电压的测量值受接地回路的

影响可以忽略。 
 

测量浮动信号 
　　可以用差分、RSE、NRSE 方式测量浮动信号。在差分测量系统中，应该保证相对于测

量地的信号的共模电压在测量系统设备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采用差分或 NRSE 测量系统，

放大器输入偏置电流会导致浮动信号电压偏离数据采集卡的有效范围。为了稳住信号电压，

需要在每个测量端与测量地之间连接偏置电阻，如下图所示。这样就为放大器输入到放大

器的地提供了一个直流通路。这些偏置电阻的阻值应该足够大，这样使得信号源可以相对

于测量地浮动。对低阻抗信号源来说，10kΩ到 100kΩ的电阻比较合适。 

 
    如果输入信号是直流，就只需要用一个电阻将（-）端与测量系统的地连接起来。然

而如果信号源的阻抗相对较高，从免除干扰的角度而言，这种连接方式会导致系统不平衡。

在信号源的阻抗足够高的时候，应该选取两个等值电阻，一个连接信号高电平（+）到地，

一个连接信号低电平（-）到地。如果输入信号是交流，就需要两个偏置电阻，以达到放

大器的直流偏置通路的要求。 
    总的来说，不论测接地还是浮动信号，差分测量系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不但避免

了接地回路干扰，还避免了环境干扰。相反的，RSE 系统却允许两种干扰的存在，在所有

输入信号都满足以下指标时，可以采用 RSE 测量方式：输入信号是高电平（一般要超过

1V）；连线比较短（一般小于 5 米）并且环境干扰很小或屏蔽良好；所有输入信号都与信

号源共地。当有一项不满足要求时，就要考虑使用差分测量方式。 
    另外需要明确信号源的阻抗。电池、RTD、应变片、热电偶等信号源的阻抗很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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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这些信号源直接连接到数据采集卡上或信号调理硬件上。直接将高阻抗的信号源接到

插入式板卡上会导致出错。为了更好的测量，输入信号源的阻抗与插入式数据采集卡的阻

抗相匹配。 

5. 信号调理 

　　从传感器得到的信号大多要经过调理才能进入数据采集设备，信号调理功能包括放大、

隔离、滤波、激励、线性化等。由于不同传感器有不同的特性，因此，除了这些通用功能，

还要根据具体传感器的特性和要求来设计特殊的信号调理功能。下面仅介绍信号调理的通

用功能。 
①　放大 

　　微弱信号都要进行放大以提高分辨率和降低噪声，使调理后信号的电压范围和 A/D 的

电压范围相匹配。信号调理模块应尽可能靠近信号源或传感器，使得信号在受到传输信号

的环境噪声影响之前已被放大，使信噪比得到改善。 
②　隔离 

　　隔离是指使用变压器、光或电容耦合等方法在被测系统和测试系统之间传递信号，避

免直接的电连接。使用隔离的原因由两个：一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另一个原因是隔离可

使从数据采集卡读出来的数据不受地电位和输入模式的影响。如果数据采集卡的地与信号

地之间有电位差，而又不进行隔离，那么就有可能形成接地回路，引起误差。 
③　滤波 

　　滤波的目的是从所测量的信号中除去不需要的成分。大多数信号调理模块有低通滤波

器，用来滤除噪声。通常还需要抗混叠滤波器，滤除信号中感兴趣的最高频率以上的所有

频率的信号。某些高性能的数据采集卡自身带有抗混叠滤波器。 
④　激励 

　　信号调理也能够为某些传感器提供所需的激励信号，比如应变传感器、热敏电阻等需

要外界电源或电流激励信号。很多信号调理模块都提供电流源和电压源以便给传感器提供

激励。 
⑤　线性化 

　　许多传感器对被测量的响应是非线性的，因而需要对其输出信号进行线性化，以补偿

传感器带来的误差。但目前的趋势是，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利用软件来解决这一问题。 
⑥　数字信号调理 
即使传感器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有时也有进行调理的必要。其作用是将传感器输出的

数字信号进行必要的整形或电平调整。大多数数字信号调理模块还提供其他一些电路模块，

使得用户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卡的数字 I/O 直接控制电磁阀、电灯、电动机等外部设备。 
 

6. 数据采集(DAQ)卡 

①　数据采集卡的功能 
　　一个典型的数据采集卡的功能有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数字 I/O、计数器/计时器等，

这些功能分别由相应的电路来实现。 
　　模拟输入是采集最基本的功能。它一般由多路开关（MUX）、放大器、采样保持电路

以及 A/D 来实现，通过这些部分，一个模拟信号就可以转化为数字信号。A/D 的性能和参

数直接影响着模拟输入的质量，要根据实际需要的精度来选择合适的 A/D。 
    模拟输出通常是为采集系统提供激励。输出信号受数模转换器（D/A）的建立时间、

转换率、分辨率等因素影响。建立时间和转换率决定了输出信号幅值改变的快慢。建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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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短、转换率高的 D/A 可以提供一个较高频率的信号。如果用 D/A 的输出信号去驱动一个

加热器，就不需要使用速度很快的 D/A，因为加热器本身就不能很快地跟踪电压变化。应

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D/A 的参数指标。 
    数字 I/O 通常用来控制过程、产生测试信号、与外设通信等。它的重要参数包括：数

字口路数（line）、接收 (发送 )率、驱动能力等。如果输出去驱动电机、灯、开关型加热

器等用电器，就不必用较高的数据转换率。路数要能同控制对象配合，而且需要的电流要

小于采集卡所能提供的驱动电流。但加上合适的数字信号调理设备，仍可以用采集卡输出

的低电流的 TTL 电平信号去监控高电压、大电流的工业设备。数字 I/O 常见的应用是在计

算机和外设如打印机、数据记录仪等之间传送数据。另外一些数字口为了同步通信的需要

还有“握手”线。路数、数据转换速率、“握手”能力都是应理解的重要参数，应依据具

体的应用场合而选择有合适参数的数字 I/O。 
    许多场合都要用到计数器，如定时、产生方波等。计数器包括三个重要信号：门限信

号、计数信号、输出。门限信号实际上是触发信号——使计数器工作或不工作；计数信号

也即信号源，它提供了计数器操作的时间基准；输出是在输出线上产生脉冲或方波。计数

器最重要的参数是分辨率和时钟频率，高分辨率意味着计数器可以计更多的数，时钟频率

决定了计数的快慢，频率越高，计数速度就越快。 
 

②　数据采集卡的软件配置 
　　一般说来，数据采集卡都有自己的驱动程序，该程序控制采集卡的硬件操作，当然这

个驱动程序是由采集卡的供应商提供，用户一般无须通过低层才能与采集卡硬件打交道。 
　　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YAV）生产的各种型号的 USB 采集卡、串口采集卡和其他型

号的无线采集卡都是免驱型采集卡，只需使用 DLL 动态链接库就可以完成数据的测量、采

集与控制。 

7. 多通道的采样方式 

　　多数通用采集卡都有多个模入通道，但是并非每个通道配置一个 A/D，而是大家共用

一套 A/D,在 A/D 之前的有一个多路开关（MUX），以及放大器（AMP）、采样保持器

（S/H）等。通过这个开关的扫描切换，实现多通道的采样。多通道的采样方式有三种：

循环采样、同步采样和间隔采样。在一次扫描（scan）中，数据采集卡将对所有用到的通

道进行一次采样，扫描速率（scan rate）是数据采集卡每秒进行扫描的次数。 
　　当对多个通道采样时，循环采样是指采集卡使用多路开关以某一时钟频率将多个通道

分别接入 A/D 循环进行采样。如下图给出两个通道循环采样的示意图。此时，所有的通道

共用一个 A/D 和 S/H 等设备，比每个通道分别配一个 A/D 和 S/H 的方式要廉价。循环采样

的缺点在于不能对多通道同步采样，通道的扫描速率是由多路开关切换的速率平均分配给

每个通道的。因为多路开关要在通道间进行切换，对两个连续通道的采样，采样信号波形

会随着时间变化，产生通道间的时间延迟。如果通道间的时间延迟对信号的分析不很重要

时，使用循环采样是可以的。 



                            亚为 USB 采集卡 LabVIEW 使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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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当通道间的时间关系很重要时，就需要用到同步采样方式。支持这种方式的数据采集

卡每个通道使用独立的放大器和 S/H 电路，经过一个多路开关分别将不同的通道接入 A/D
进行转换。下图给出两个通道同步采样的示意图。还有一种数据采集卡，每个通道各有一

个独立的 A/D，这种数据采集卡的同步性能更好。但是成本显然更高。 
 

 

假定用四个通道来采集均为 50kHz 的周期信号（其周期是 20μs），数据采集卡的采

样速率设为 200kHz。则采样间隔为 5μs（1/200kHz）。如果用循环采样则每相邻两个通

道之间的采样信号的时间延迟为 5μs（1/200kHz），这样通道 1 和通道２之间就产生了

1/4 周期的相位延迟，而通道 1 和通道４之间的信号延迟就达 15μs，折合相位差是 2700。

一般说来这是不行的。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而又不必付出像同步采用采样那样大的代价。就有了如下的间隔

扫描（interval scanning）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用通道时钟控制通道间的时间间隔，而用另一个扫描时钟控制两次扫

描过程之间的间隔。通道间的间隔由实际上由采集卡的最高采样速率决定，可能是微秒、

甚至纳秒级的，效果接近于同步扫描。间隔扫描适合缓慢变化的信号，比如温度和压力。

假定一个 10 通道温度信号的采集系统，用间隔采样，设置相邻通道间的扫描间隔为 5μs，
每两次扫描过程的间隔是 1s，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以 1Hz 同步扫描 10 通道的方法，如下

图所示。1 通道和 10 通道扫描间隔是 45μs，相对于 1Hz 的采样频率是可被忽略的。对一

般采集系统来说，间隔采样是性价比较高的一种采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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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YAV）的数据采集卡可以使用内部命令设置扫描速率和通道

间的时间间隔。多数数据采集卡根据通道时钟（channel clock ）按顺序扫描不同的通道，

控制一次扫描过程中相邻通道间的时间间隔，而用扫描时钟（scan clock）来控制两次扫描

过程的间隔。通道时钟要比扫描时钟快，通道时钟速率越快，在每次扫描过程中相邻通道

间的时间间隔就越小。　　　 
对于具有扫描时钟和通道时钟的数据采集卡，可以通过把扫描速率（scan rate）设为

0，使用 AI Config VI 的 interchannel delay 端口来设置循环采样速率。LabVIEW 默认的是 scan 
clock，换句话来说，当选择好扫描速率时，LabVIEW 自动选择尽可能快的通道时钟速率，

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下图说明循环采样和间隔采样的不同。 

 
 

下面，我们主要介绍数据采集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模拟输入（Analog Input） 
模入参数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模入，需要了解信号数字化过程中分辨率、范围、增益等参数对采集

信号质量的影响。 
分辨率（Resolution） 
    分辨率就是用来进行模数转换的位数，A/D 的位数越多，分辨率就越高，可区分的最

小电压就越小。分辨率要足够高，数字化信号才能有足够的电压分辨能力，才能比较好的

恢复原始信号。目前分辨率为 8 的采集卡属于较低的，12 位属中档，１６位的卡就比较高

了。他们可以分别将模入电压量化为 256、4096、65536 份。 
电压范围(Range) 
    电压范围由 A/D 能数字化的模拟信号的最高和最低的电压决定。一般情况下，采集卡

的电压范围是可调的，所以可选择和信号电压变化范围相匹配的电压范围以充分利用分辨

率范围，得到更高的精度。比如，对于一个 3 位的 A/D，在选择 0-10V 范围时，它将 10V
八等分；如果选择范围为-10V 到+10V，同一个 A/D 就得将 20V 分为 8 等分，能分辨的最

小电压就从 1.25V 上升到 2.50V，这样信号复原的效果就更差了。 
增益（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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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益主要用于在信号数字化之前对衰减的信号进行放大。使用增益，可以等效地降低

A/D 的输入范围，使它能尽量将信号分为更多的等份，基本达到满量程，这样可以更好地

复原信号。因为对同样的电压输入范围，大信号的量化误差小，而小信号时量化误差大。

当输入信号不接近满量程时，量化误差会相对加大。如：输入只为满量程的 1／10 时，量

化误差相应扩大 10 倍。一般使用时，要通过选择合适的增益，使得输入信号动态范围与

A/D 的电压范围相适应。当信号的最大电压加上增益后超过了板卡的最大电压，超出部分

将被截断而读出错误的数据。 
    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YAV）的采集卡选择增益是在 LabVIEW 中通过设置信号输入

限制（input limits）来实现的，LabVIEW 会根据选择的输入限制和输入电压范围的大小来

自动选择增益的大小。 
    一个采集卡的分辨率、范围和增益决定了可分辨的最小电压，它表示为 1LSB。例如，

某采集卡的分辨率为 12 位，范围取 0-10V，增益取 100，则有 1LSB=10V/ (100×4096) 24
μV。这样，在数字化过程中，最小能分辨的电压就为 24μs。 
    选择合适的增益和输入范围要与实际被测信号匹配。如果输入信号的改变量比采集卡

的精度低，就可以将信号放大，提高增益。选择一个大的输入范围或降低增益可以测量大

范围的信号，但这是以精度的降低为代价的。选择一个小的输入范围或提高增益可以提高

精度，但这可能会使信号超出 A/D 允许的电压范围。 
在研究采集 VI之前需要了解如下的几个定义。 

ID device——设备号。该参数告诉 LabVIEW 你使用什么卡，它可以使采集 VI 自身独

立于卡的类型。 
channels——指定数据样本的物理源。例如，一个卡有１６个模拟输入通道，你就

可以同时采集１６组数据点。在 LabVIEW VI 中，一个通道或一组通道都用一个字符串来

指定。例如： 

通道 通道串 

通道 5 5 

通道 0到 4 0:4 

通道 1，8，以及 10到 13 1,8,10:13 

 

scan rate(1000 scans/sec)——是在多通道采样时，分配给一个通道得到的样本速率，

缺省值是 1000/秒。 

number of samples/ch——每通道要采集的样本数，缺省值是 1000。 
high limit——被测信号的最高电平，其缺省值是０。设为缺省值时系统将按照采集

卡设置程序 MAX 中的设定处理。 

lowlimit——被测信号的最低电平，其缺省值是０。设为缺省值时系统将按照采集卡

设置程序 MAX 中的设定处理。 

high limit 和 low limit 的值将决定采集系统的增益。对大多数卡输入信号变化的

缺省值是 10V 到-10V，如果你将其设为 5 到-5V，则增益为 2。如果你将其设为 1 到-1V，

则增益为 10。如果你设置一个理论上的增益是得不到支持的，LabVIEW会自动将其调整到

最近的预置值。典型的采集卡所支持的增益值有 0.5,1,2,5,10,20,50,100。 

waveforms——A/D转换后的输出，是一个二维的 waveform 数组，其每一列对应于

一个输入通道，同时包含有反映时间信息的 t0和Δt。 

 

Buffer size——单位是 scan，控制用于采集数据的 AI Config占用计算机内存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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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AI Start——启动带缓冲的模入操作。它控制数据采集速率，采集点的数目，及使用

任何硬件触发的选择。 

AI Read——从被 AI Config分配的缓冲读取数据。它能够控制由缓冲读取的点数，读

取数据在缓冲中的位置，以及是否返回二进制数或标度的电压数。它的输出是一个２维数

组，其中每一列数据对应于通道列表中的一个通道。 

AI Single Scan——返回一个扫描数据。它的电压数据输出是由通道列表中的每个通

道读出的电压数据。使用这个 VI仅与 AI Config有关联，不需要 AI Start和 AI Read。 

AI Clear——清除模入操作、计算机中分配的缓冲、释放所有数据采集卡的资源，例

如计数器。 

 
一个连续的数据采集的处理框图，大致如下： 
 

 

无疑，这个流程更加合理，它把采集的初始化与结束处理放在了循环之外。 
Buffer 的设置和使用：连续采集时通常需要 Buffer。面板上有３个与 Buffer 有关的对

象。其一是 Buffer Size(单位：scan 的个数)，这是它的大小，其二是 Scans to Read at a 
time，即每一次从 Buffer 中读走的 scan 的个数，其三是 scan backlog，这里显示在 Buffer
中积压的 scan 个数。这个数的大小取决于系统的运行速度。只要这里显示一个大于 Buffer 
Size 的数，系统将出错，中断运行。 
　　这里使用的是一种称为循环 Buffer 机制。其原理如下：在往缓冲区中放数据的　 
同时可以读取缓冲区中已放的数据，当缓冲区满时，从缓冲区开始处重新存放新的数　 
据，只要放数据和取数据的速度配合好，就可以实现用一块有限的存储区，来进行连 
续的数据传送。使用循环缓冲区，可以在采集设备在后台连续进行采集的同时， 
LabVIEW 在两次读取缓冲区数据的时间间隔里对数据进行处理。循环缓冲区存取数据 

说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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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读取数据的速度要不慢于采集设备往缓冲区中放数据的速度，才能保证连续

运行时，缓冲区中的数据不会溢出，不会丢数据。如果程序取数据的速度快于放数据

的速度，LabVIEW 会等待数据放好后再读取。如果程序读取数据的速度慢于放数据的

速度，LabVIEW 发送一个错误信息，告诉用户有一些数据可能被覆盖并丢失。可以通

过调整三个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input buffer size, scan rate 和 number of scans to read 
at a time。增大 input buffer size 可以延长填满缓冲区的时间，但是这不能根本上解决

连续采集过程中数据被覆盖的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减小 scan rate 或者增

大 number of scans to read at a time。number of scans to read at a time 一般设置为一个

小于缓冲区大小的值，缓冲区大小一般设置为 scan rate 的两倍。具体的设置需要通过

测试整个采集程序运行的情况来确定。可以通过查看输出端的 scan backlog 的大小判

断缓冲中数据会不会被覆盖，scan backlog 被定义为从采集缓存中采集到而不是读到的

扫描个数，是一个衡量系统是否跟得上连续采集数据的一个量度，如果 scan backlog
的数值一直在上升则表明从缓存中读数据的速度不够快并且最终会丢失数据，如果丢

失数据，AI Read VI 将会给出错误提示。 
 

模出（Analog Output） 

①　基本参数与术语 

多功能的 DAQ 卡用数模转换器（D/A）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D/A 的有关参数

有范围（Range）、分辨率（Resolution）、单调性（Monotonicity）、线性误差 (Linearity 
Error)、建立时间(Settling Time)、转换速率（Slew Rate）、精度（Accuracy）等。下面对部

分参数做一些解释。 
建立时间(Settling Time)：是指变化量为满刻度时，达到终值 1/2LSB 时所需的时间。这

个参数反映 D/A 的 D/A 转换从一个稳态值到另一个稳态值的过渡过程的长短。建立时间一

般为几十纳秒至几微秒。 
转换速率(Slew Rate）：是指 D/A 输出能达到的最大变化速率，即电平变化除以转换所用

时间，通常指电压满范围内的转换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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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Accuracy）：分为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绝对精度是指输入某已知数字量时其理论

输出模拟值和实际所测得的输出值之差，该误差一般应低于 1/2LSB。相对精度是绝对精度

相对于额定满度输出值的比值，可用偏差多少 LSB 或者相对满度的百分比表示。D/A 的分

辨率越高，数字电平的个数就越多，精度越高。D/A 范围增大，精度就会下降。 
由建立时间和转换速度可以得到 D/A 转换输出信号电平的快慢。一个有着更小的建立

时间和更高的转换速率的 D/A 可以产生更高的输出信号频率，因为它达到新的电平所需的

时间更少。由于 D/A 采集卡的类型相对较少，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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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亚为 USB 采集卡基础应用 

根据< YAV USB 接口采集卡二次开发说明>, YAV USB 接口的采集卡，无需安装驱动，

可利用 ADIO16.dll 与其他开发平台产生数据交互，dll 基于 VS2010 开发。部分操作系统

加载 dll 时出错，需 msvcr100d.dll、msvcr120d.dll 配合使用，直接放 ADIO16.dll 同文件

夹下即可。该 dll 可用于通用开发平台，例如 LabVIEW、VC++、VB、C#、Delphi 等。请

找到并下载该文件。 

一、设置采样率(命令设置) 

目标：实现电脑对 USB 采集卡的 ID 号和采样速度进行命令设置,其他设置

命令均可参考。 

硬件：USB采集卡、计算机、USB线 

软件：LabVIEW 

控件:数值输入控件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加法函数 、 

程序: 

 

根据< YAV USB 接口采集卡二次开发说明>,本程序先调用 ADIO16.dll:FindDevice 

查找设备 , 返回 0，表示没有识别任何设备 ,提示错误。否则调用

ADIO16.dll:OpenDevice 打 开 设 备 , 调 用 ADIO16.dll: WriteDeviceHIDEX 

,读取采样率设置并使用 0XAA 命令 USB 卡连续采集。ID 号和采样率通过数值

输入控件 输入。根据配置命令一览表中的规定:采样率等级的 05-0F，对应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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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 5-15，对应 200 500 1K 2K 5K 10K 20K 50K 100K 200K Hz,所以设置采样率后

使用加法函数 加 5 后设置。 

运行结果显示: 

 
二、原始数据的采集 

目标：实现亚为 USB采集卡的采集并实时显示原始数据。 

硬件：USB 4AD plus采集卡、计算机、USB线 

软件：LabVIEW 

控件:下拉选择 、布尔控件 、字符串显示控件 、一维数组显

示控件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初始化数组 、反转一维数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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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YAV USB 接口采集卡二次开发说明>,本程序先调用 ADIO16.dll:FindDevice 

查找设备, 返回 0，表示没有识别任何设备,提示错误。否则调用

ADIO16.dll:OpenDevice 打开设备, 调用 ADIO16.dll: WriteDeviceHIDEX ,

读取采样率设置并使用 0XAA 命令 USB 卡连续采集。调用

ADIO16.dll:m_ReadDeviceHID2BUF 读取数据,AI 转换为无符号 64 位整型并抽取

一维数组 ,每一路 AI 由一维组数显示 。DIO 功能原理相同,注意 DI 输入默认为

高,因此 DI 引脚悬置显示数据 0X03。由于采集卡 DIO 与计数\测频\PWM\AO输出引脚复

用,其功能实现需要通过命令设置,这里不再赘述。 

运行结果显示: 

 
三、电压数据的采集(AD 采集) 

目标：实现亚为 USB采集卡的采集并实时显示电压。 

硬件：USB 4AD plus采集卡、计算机、USB线 

软件：LabVIEW 

控件:下拉选择 、布尔控件 、字符串显示控件 、多维数组显示控件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初始化数组 、反转一维数组 、索引数组 、

数组大小 、数组子集 、属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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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调用 ADIO16.dll:m_ReadDeviceHID2BUF 读取数据后, 索引数组 获

得采集卡量程。量程是属性节点 ,由 送入量程选择程序, 由计算公式得到实

际电压数组, 最后由数组子集 获得实际电压并由数组显示控件 显示。(注:本采集

卡是 5V,12 位,因此实际电压应该是采集到的数据 5V/212 =5V/4096 ,这里不再赘述) 

运行结果显示: 

 
 

四、噪音量的采集(AD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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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现亚为 YAV-Z1型噪音传感器通过 USB采集卡的采集并实时显示环境

噪音。 

硬件：YAV-Z1型噪音传感器、USB采集卡、计算机、USB线 

硬件连接图如下: 

外接+5V电源           噪音传感器            USB采集卡  

+5V---------------------V 

                       AO--------------------AI0 

GND---------------------G--------------------GND 

软件：LabVIEW 

控件:下拉选择 、布尔控件 、字符串显示控件 、多维数组显示控件

、显示波形图表 、显示数据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初始化数组 、反转一维数组 、索引数组 、

数组大小 、数组子集 、属性节点 、删除数组元素 、数组最大值

与最小值 、表达式节点   
程序: 

 

读取实际电压数组数据后, 由删除数组元素 获得 AI0 端口的一维数组并通过

数组最大值与最小值 相加除 2 得到平均电压。根据<YAV-Z1 型噪音模块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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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电压对应声压级表,选择 5V 供电并拟合传感器曲线得到:y=10*x+30,使用表达

式节点 ,得到噪音量,并通过显示波形图表 、显示数据 显示噪音的

变化曲线及实时噪音量。 

运行结果显示: 

 

 

五、PM2.5 的采集(TXT 文件存储) 

目标：实现 PM2.5 传感器通过 USB采集卡的采集、实时显示与历史数据的 TXT

格式存储。 

硬件：PM2.5 传感器(GP2Y1010AU0F型)、USB采集卡、计算机、USB线 

硬件连接图如下: 

外接+5V电源           PM2.5传感器            USB采集卡  

+5V---------------------V 

                       AO--------------------AI0 

GND---------------------G--------------------GND 

软件：La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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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下拉选择 、布尔控件 、字符串显示控件 、显示波形图表 、

显示数据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初始化数组 、反转一维数组 、索引数组 、

数组大小 、数组子集 、属性节点 、删除数组元素 、数组最大值

与最小值 、表达式节点 、格式化写入字符串 、格式化日期/

时间字符串 、连接字符串 、打开/创建/替换文件 、设置文件位置 、

写入文本文件 。 
程序: 

 

将上一节噪音量采集程序进行修改,删除电压输出显示数组 ,根据 PM2.5 传

感器(GP2Y1010AU0F型粉尘浓度与输出电压关系图),选择 5V 供电并拟合传感器曲

线得到:y=0.172*x-0.0999,修改表达式节点 ,得到粉尘浓度,并通过

显示波形图表 、显示数据 显示粉尘浓度的变化曲线及实时浓度。在开始程序

前添加打开/创建/替换文件 ,设置 TXT 文件存储路径与名称(f:\PM2.5text.txt,保

存在电脑 F 盘下 PM2.5text 文件中) 。采集到的实时数据经过格式化写入字符串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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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字符串型,添加日期/时间字符串 、相关文字”当前 PM2.5 是”以及数量单位并连接

字符串 ,设置文件位置 并保存字符串,避免数据覆盖,最后写入文本文件 。 

 

运行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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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微波信号的采集(DI 采集) 

目标：实现 YAV微波模块通过 USB采集卡的采集、实时显示。 

硬件：YAV微波模块、USB采集卡、计算机、USB线 

硬件连接图如下: 

外接+5V电源           YAV微波模块            USB采集卡  

+5V---------------------V 

                       DO--------------------DI1 

GND---------------------G--------------------GND 

软件：LabVIEW 

控件:下拉选择 、布尔控件 、字符串显示控件 、一维数组显

示控件 、布尔显示控件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初始化数组 、反转一维数组 、索引数组

、逻辑与 、数值至布尔数组转换 、不等于 0 、选择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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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节原始数据采集程序进行修改,删除原程序中关于 AD 采集与显示部分, 利用

索引数组 获得该数组中第 0 个元素的值并通过与数字 1 逻辑与后将数值至布

尔数组转换 由布尔显示控件 显示,另外将逻辑与后的数据不等于

0 表示有微波信号,否则无微波信号通过选择 相应的字符串输出。注意:

所有亚为采集卡的 DI 采集全部是默认为高电平!当有微波信号是显示为高,否则为低。 

运行结果显示: 

 

七、继电器模块的控制(DO 控制) 

目标：实现 USB采集卡对 YAV单路继电器模块的开关控制。 

硬件：YAV单路继电器模块、USB采集卡、计算机、USB线 

硬件连接图如下: 

外接+5V电源           YAV微波模块            USB采集卡  

+5V--------------------DC+ 

                       IN  --------------------DO1 



                            亚为 USB 采集卡 LabVIEW 使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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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GND--------------------DC- --------------------GND 

软件：LabVIEW 

第 1 种方法:适合亚为 USB 采集卡中带 DO 功能的产品,例如: 亚为 USB ADIO 

控件:布尔数组控件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数值至布尔数组转换 、 

程序: 

 

根据< YAV USB 接口采集卡二次开发说明>中的配置命令一览表,设置为 DO 输

出,DO1 为 0V(设置命令为: 00 D0 0),当 DO1 为 5V(设置命令为: 00 D0 02)。将第 5

节微波信号的采集程序进行修改,删除原程序中关于 while 循环部分, 设置命令为 0X

 D0,添加继电器控制开关 并将数值至布尔数组转换 。 

运行结果显示: 

 

第 2 种方法:适合亚为 USB 采集卡中带 PWM 功能的产品,例如: 亚为 USB  4A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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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布尔控件  、状态显示控件 、数字输入控件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选择  

程序: 

 

根据< YAV USB 接口采集卡二次开发说明>中的配置命令一览表,将 DO 输出设置为

PWM 占空比输出,当输出占空比为 0 时,DO 为 0V(设置命令为: 00 fd 00 ff ff 0),当输

出占空比为 100%时,DO 为 5V(设置命令为: 00 fd 00 ff ff ff)。将第 5 节微波信号的

采集程序进行修改,删除原程序中关于 while 循环部分, 设置命令为 0XFD,添加数字

输入控件 、继电器控制开关 和选择 ,当继电器开时输入 0XFF,

关时输出 0,并通过状态显示控件 在电脑上显示。 

运行结果显示: 

 
八、转速传感器的测量(测频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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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现 USB采集卡对外接脉冲频率或脉冲个数计数,可测量转速、流量、

磁感应原理、霍尔原理等传感器。 

硬件：USB采集卡(仅适用于 USB 4AD plus、USB 8multi等带有计数功能的

卡)、计算机、USB线 

硬件连接图如下: 

           传感器或信号发生器            USB采集卡  

              方波信号 0  -------------------DI0 

方波信号 1  -------------------DI1 

GND    --------------------GND 

软件：LabVIEW 

控件:下拉选择 、布尔控件 、字符串显示控件 、一维数组

显示控件 、布尔控件  

函数:调用库函数节点 、初始化数组 、反转一维数组 、选择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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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YAV USB 接口采集卡二次开发说明>中的配置命令一览表,设置为 DI 设置

成测频计数功能, DO0、DO1 计数功能(设置命令为: 00 FC FF FF), DO0、DO1 计数

功能(设置命令为: 00 FC CC CC)。将第 2 节原始数据的采集程序进行修改 , 添加设

置命令 0XFC 的函数调用,添加布尔控件 和选择 来选择 0XFF 测频命

令或 0XCC 计数命令并通过字符串显示控件 在电脑上完成工作状态提

示。注意:运行程序时,左下角开始按钮应处于关闭状态! 

运行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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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测频功能在脉冲停止时数据归 0,计数功能在脉冲停止时显示的是脉冲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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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数据采集综合实例 

目标：通过 USB 采集卡采集 8 路 AD 模拟量电压并用波形图显示并保存。 

硬件：计算机、USB 线、亚为 USB 8AD 采集卡、模拟量传感器、 

软件：LabVIEW 

硬件连接图如下: 

传感器               USB采集卡                

DC+                    

OUT0-7-------------------AI0-7 

DC- -------------------GND  

操作步骤： 

1、鼠标点击开始，运行如下界面，传感器输出电压会在表中动态显示。 

 

2、进入程序框图面板，查看相应的程序框图。 

开始按钮 运行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数据采集系统 VI。获取该文件的位置并转

换成字符串，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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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while 循环后，0XAA 命令初始化，索引数组 获得采集卡量程 。将量程转

换成字符串 。代码如下： 

 

根据量程字符串进入 case 选择框，根据选择框“10-10V”获得参数 20。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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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采集部分根据根据设置的时间间隔 ，确定采集间隔时间 。由 读 AD 数

据并除以 4095（AD12 位宽 212），代码如下： 

 

采集到的数据经过一系列数组子集提取 、数组转置 等变换由波形图显示。代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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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图的 X 轴以时间秒为单位，并且自动调整，因此将时间间隔 除以 1000 显

示。代码如下： 

 

存储成 TXT 文件需要具体的时间，获得时间格式字符串 转换成时间

，连接字符串 并写入 TXT 文件 。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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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汽车雨刮器测试系统开发实例 

目标：通过 USB 采集卡输出 PWM 方波控制汽车雨刮器电机正转和反转,由位移测距

传感器采集雨刮器与挡风玻璃之间的间隙大小,设置测试时间,获取雨刮器长期连续工作后

与挡风玻璃间的磨损程度试验数据并保存。 

硬件：计算机、USB 线、USB 4AD PLUS 采集卡、位移测距传感器、被测雨刮器、 

软件：LabVIEW 

位移测距线性传感器            USB采集卡               雨刮器电机 

DC+                  DO(PWM)-------------------PWM 

IN  -------------------AD 

DC- -------------------GND --------------------GND 

操作步骤（协助理解即可，不过与强调会编程，针对对个项目，尽量归一起）： 

3、设置被测电机运行时间,点击开始。 

4、获取千分尺实际测量数据并显示。 

 

5、进入程序框图面板，查看相应的程序框图。 

鼠标点击设置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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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设置参数界面，在鼠标点击按钮 为真时，进入 while 循环，进行 I/O 文

件的初始化 VI 、路径与文件区分 VI 和快速搭建设置界面 VI 。鼠标点击确

定使用全局变量 获得设置数据并由 解除捆绑簇，鼠标点击取消则

直接由初始化 VI 、路径与文件区分 VI 存入到存储路径。 

 

①　路径与文件区分子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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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件夹选择 确定文件路径，拆分文件路径 获得文件路径与文件名称，当文件

正确返回一个布尔真 。 

②　初始化子 VI  

 

获得文件路径并读取 init.ini 文件的参数，由全局变量 更新。 

③　快速搭建设计界面子 VI  

 

初始化子 VI ，由全局变量 更新数据，当鼠标点击确定按钮 ，保

存参数。 

鼠标点击打开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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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打开文件路径对话框 ，找的文件并显示波形图表 。代码如下： 

 

鼠标点击开始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这是雨刮器电机开始运行前确认是否开始工作对话框 ，当选择是进行设置参数

的读取，并向 USB 采集卡发送 PWM 方波（命令：0XFD）控制电机运转。代

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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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机运行结束后鼠标点击开始，这时是重新开始，出现对话框 询问以前的数据是

否清空或者不清空继续存储。当清空时重新获取参数运行。代码如下： 

 

鼠标点击清空按钮，波形图表 所有数据置零。代码如下： 

 

鼠标点击报告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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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打印波形图表数据，代码如下： 

 

鼠标点击退出按钮，Labview 程序退出 。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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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时间和累计运行时间这部分程序中，设置时间是在全局参数 中获得的，

累计运行时间是通过时间计数器 转换成小时分秒数据组成字符串 和小数字符

串 ，最后由字符串 输出。代码如下： 

 

 

初始化采集卡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了，这里不再赘述。代码如下： 

 

获取 AD 数据是为了得到位移测距传感器的数据，即千分尺的长度（雨刮器与挡风玻璃间

的磨损间隙）。获取数据并转换成数组 ，通过读取传感器 y=kx+b 的 k 和 b 参数计算

出千分尺数据。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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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刮器电机的控制通过 DO 的 PWM 完成。电机的方向控制通过布尔选择 输出 0XFF

或者 0 来完成。代码如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