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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本手册为亚为推出的 YAV USB ADIO 数据采集卡的用户手册，主要内容包括功能概述、

应用实例、性能测试、注意事项及故障排除等。 
 
 

 
 



                                        YAV 自学套件传感器使用手册

3 
www.yav123.com          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7-87772325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说明 
                  

 
1、产品正常工作必须使用亚为提供的专用 SDK。 
2、此手册为硬件说明书，有关通信协议、二次开发和软件应用方面的详细说明请参考我

司相应资料。 
3、资料下载 www.yav123.com 
4、请严格按产品技术手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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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号采集卡及软件 

 产品包装内容 

此卡详见 USB ADIO 说明书及 DLL 二次开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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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卡功能概述 

电脑 USB 供电，无需外部电源，2 路 AI，2 路 DI，2 路 DO（可驱动 3.3V 继电器），2 路 5V 电源输

出。可直接配合上百种传感器使用，9 种自动保护措施，安全方便。无需驱动，采样率可达每通道 20kHz，

可在 Windows XP、WIN7（32/64 位）、WIN8（32/64 位）、WIN10 等操作系统下稳定运行，有配套的电

脑软件，包含波形显示、存储、分析等十余种功能，操作简单直观。 

端子定义说明 

  AI0、AI1 为模拟量信号输入端子； 

  DI0、DI1 为数字量信号输入端子； 

  DO0、DO1 为数字量信号输出端子； 

  5Vo 是 5V 电源输出端子； 

  GND 为公共接地端。 

  

采集卡接线表 

端口 信号类型 说  明 传感器 

GND  信号接地 继电器 喇叭 地 

GND  信号接地 传感器地 

AI0 模拟量 模拟信号输入端 噪音传感器 

AI1 模拟量 模拟信号输入端 噪音传感器 

DI0 I 数字信号，计数/计频输入端 人体红外传感器 DO 

DI1 I 数字信号，计数/计频输入端 人体微波触感器 DO 

DO0 O 数字信号输出端 控制喇叭 

DO1 O 数字信号输出端 继电器控制端 

5Vo  5V 电源输出 继电器电源 

5Vo  5V 电源输出 备用 

<说明>I—输入；O—输出；I/O—输入/输出； 

 电气参数 

  电气参数表（Tamb=25℃） 

参数 Parameter  最小值 

  Min. 

   典型值 

    Typ. 

  最大值 

   Max. 

    单位 

Unit 

模拟量输入 Analog Input 

  输入信号带宽   Bandwidth 0 1k 10k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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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精度   Accuracy  ±0.025 ±0.05 % FSR 

  采样速率   Sampling Rate  1000 10000 次/秒（每通道） 

  测量范围   Input Range 0 5 5 V 

  输入信号范围   Absolute Input Range -10  110 V 

数字量输入 Digital Input 

  低电平   Logic level 0 0 0.5 1 V 

  高电平   Logic level 1 2 5 30 V 

  占空比 Duty 1 50 100 % 

数字量输出 Digital Output 

  负载电压   Load Voltage 0  VCC V 

  负载电流   Load Current   20 mA 

  负载功耗   Power Dissipation   2500 mW 

隔离电压 Isolation Voltage  110  Vdc 

供电电压 Power Supply  5  V 

供电电流（5V） Supply current  30  mA 

功耗（5V） Power Consumption  0.15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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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敏二极管模块 光控模块开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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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敏传感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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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Q-2 烟雾气敏传感器模块 
甲烷　液化气可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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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微波感应模块 

 模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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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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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倾斜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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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蜂鸣报警器 

 模块说明 

模块工作电压 2-5V； 

模块可以通过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 

 模块接口 

1、DC+接 ADIO 采集卡的 DO 

2、DC-接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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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继电器 

1 路继电器模块带光耦隔离 支持高低电平触发 

 模块说明 

1、模块采用继电器，常开接口最大负载交流 250V/10A，直流 30V/10A，可控制大功率设备，例如灯、家

电设备等; 

2、采用贴片光耦隔离，驱动能力强，性能稳定；触发电流 5mA； 

3、模块工作电压 5V； 

4、模块可以通过跳线设置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 

5、容错设计，即使控制线断，继电器也不会动作；      

6、电源指示灯（绿色），继电器状态指示灯（红色） 

7、接口设计人性化，所有接口均可通过接线端子直接连线引出，非常方便 

8、模块尺寸 50mm * 26mm* 18.5mm（长*宽*高) 

9、设有 4 个固定螺栓孔，孔 3.1mm，间距 44.5mm*20.5mm 

 模块接口 

1、DC+接电源正极 5V 

2、DC-接电源负极 

3、IN 可以高或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接 USB ADIO DO0 接口 

继电器输出端 

1、NO  继电器常开接口，继电器吸合前悬空，吸合后与 COM 短接 

2、COM 继电器公用接口 

3、NC  继电器常闭接口，继电器吸合前与 COM 短接，吸合后悬空 

高低电平触发选择端 

1.跳线与 LOW 短接时为低电平触发; 

2.跳线与 high 短接时为高电平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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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八件套不含此模块）  
亮度光电光线检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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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激光控制器 
（八件套不含此模块）  
 

 

 

 

传感器接采集卡的 DO 口和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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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档权利及免责声明 

本文档知识产权属于我司，Yav、Yavii、YV、e-yav、亚为科技、亚为测控、亚为电子、 均为我司的

有效识别标识，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整体或部分复制、转载、引用该文档内容，转载、引用时

必须标明出处。 

本文档未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可，并未以明示或暗示，或以禁止发言或其他方式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

可。除在期产品的销售条款和条件声明的责任之外，我司概不承担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担保，包括对产品

的特定用途适用性，适销性或对任何专利权，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等均不作担保。本手册中的

图片和文字仅供参考，所有信息均以实物为准。我司对产品规格、描述及软件做出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公司提供的程序，欢迎广大用户下载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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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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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信息最终解释权归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属。 

 

  



                                        YAV 自学套件传感器使用手册

38 
www.yav123.com          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7-87772325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2. 联系方式及公司简介 

公司：武汉亚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未来科技城光电子研发大楼 

网站：www.yav123.com  

电话：027-87772325/15727007467（武汉总部、全国） 

      13371778710（北京办事处、北方地区） 

13264710310（上海办事处、南方地区） 

18627918250（深圳办事处，广东地区） 

邮箱：2413801809@qq.com、3075964420@qq.com 

微信：15727007467（产品售后技术服务唯一官方渠道） 

技术交流 QQ 群：群一 532828737、群二 302896729  

武汉亚为坐落于中国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武汉“3551 光谷人才计划”，AAA

级重质量守信用称号企业，武汉市科技小巨人，湖北省中小科技型企业，中国软件协会“软件企业”,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从事基于 5G 的智能工业互联网产品研发业务，在分布式测控、高精度数

据采集、高速信号存储、工业数据监控、机器视觉检测、故障在线诊断和环境监测系统等方面，可提供全

套解决方案。 

亚为硬件产品共 8 大类 500 余种千余个型号，包括智能传感器、连接器，端点协议转换、数据缓存功

能的智能网关和信号采集器，无缝连接 WIFI\LoRa \Zigbee  \NB-IoT \ USB\RS232\485 等通信。软件产品 8

大类数十个型号，包括 GIMS 综合信号采集系统，UMS、YMS、WUMS 等数据采集平台，EVPS 机器视觉

平台，掌上亚为等。能自适应亚为所有硬件产品和主流厂商硬件，具备强大的信息采集、分析、远端处理、

云端存储、数据分发和移动端数据查看管理等功能，可跨平台运行。 

亚为作为光谷国家级创新示范区的优秀企业，入选“3551 光谷人才计划”，并获得机构投资。以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陆军工程大学等单位为依托，研发团队由教授、博士和军工领域专家领衔，科技进

步奖、成果奖十余项，已获得专利三十余项，数十项质量检测认证。 

亚为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光谷国家级创新示范区的科技资源，先后

在军工、电力电子、石油、通信、土木工程、汽车、化工、制药和航天航空等行业为企业、研究所和高等

院校等上千家单位提供测控系统及产品服务。十多年来，研发系统产品超过 500 余种，自主或参与的项目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二十余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达二十余项。客户遍布国内数百城市，以及美国、韩国、

越南、意大利、法国和沙特等 30 余个国家。亚为依靠优秀的产品质量和专业的技术服务，正在吸引越来越

多的海内外客户关注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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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V 智能体验 

亚为活动表 

序号 类型 项  目 内  容 

1 初中级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2 

LabVIEW

编程 高级 项目编程、框架搭建、项目管理 

3 Wifi 智能插座体验 本地控制、互联网控制 

4 IH 健康专家体验 数据监控、数据查看、健康指导 

6 

生活类 

人体感应控制体验 感应开关系列、工业感应、生活感应 

7 机器视觉系统体验 颜色识别、轮廓识别、动作识别、自动测量、自动控制 

8 HMI 智能高品质测量体验 高稳定性采集 

9 无线采集 GPRS、WIFI、无线采集 

10 高速采集 NI 高速 

11 

工业 

项目类 

产品质检 OK\NG 产品质检体验 

YAV 十年经验，数百项目，百余种产品，欢迎参与。 

1. 体验集体活动 90 分钟，独立咨询活动一天。 

2. 体验活动一年一次。 

3. 一年一次活动，名额有限，机会有限。最终名额会根据热情度、粉度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