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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指南

非常感谢您购买 LabVIEW 基础教程 （一）： 简介教程。 完成这本手册中的练习
后，您就可以着手开发应用程序了。 在为期 3 天的面授教程 LabVIEW 基础教程
（一） :  您将会使用到本教程和配套的软件。

90 天内来参加相应培训课程可按抵消购买教材的费用，补充差价的形式来参加
培训。 关于教程时间表、教程提纲、培训中心和教程注册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ni.com/training。

注 关于教程的更新和修订情况见 ni.com/info，输入信息码为 rdlvce。

我们设置了一系列的教程帮助您熟练掌握 LabVIEW 和顺利通过 NI 的 LabVIEW
认证考试。 LabVIEW 基础教程 （一） 只是这些教程中的一部分。 下图显示了
LabVIEW 系列培训教程中的部分教程。 关于 NI 认证的更多信息见
ni.com/training。

 

A.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涵盖 LabVIEW 的编程理论、技巧、特性、 VI 和函数，用于创建测试测
量、数据采集、仪器控制、数据记录、测量分析和报表生成等各类应用程序。
阅读本教程手册前请先熟悉 Windows 和如何用流程图或程序框图编写算法。

本教程手册分为若干课，每课讲解一个主题或一组相关的主题。 每课包括以下
内容：

• 本课学习目的和学习内容的介绍

• 本课主题的概述

LabVIEW *

LabVIEW      * 

• LabVIEW  

• 

• 

• VI 

• 

• 

• LabVIEW

• LabVIEW
 

• LabVIEW

 
 

LabVIEW 

•   • • • •   • LabVIEW 

* LabVIEW 

LabVIEW *

• 

• LabVIEW

LabVIEW * LabVIEW  

Certified LabVIEW
Associate Developer Exam

Certified LabVIEW
Developer Exam

Certified LabVIEW
Architect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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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本课主题的一套练习

有几课还包括一些有一定难度的选做练习，或者一套附加练习。在时间允
许的情况下，学员可以选做这些练习。

• 本课中出现的重要概念和技巧的概述性总结

手册中的一些练习将使用以下 NI 硬件产品：

• 一个连接至DAQ信号辅助设备(DAQ Signal Accessory)的即插式多功能数据
采集 (DAQ) 设备，DAQ 信号辅助设备包括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函数发生
器和一些 LED 指示灯。

• 一个连接至 NI 仪器仿真器 (NI Instrument Simulator) 的 GPIB 接口

即使没有以上硬件设备，您仍然可以完成本相应的练习。 本教程中有不使用硬
件设备完成练习的指导说明。 需要硬件设备完成的练习，将会用图标标明。如
左图所示。 当然，上述硬件设备也可以用其它硬件设备代替。 例如，NI 仪器仿
真器或者与信号源相连的 NI DAQ 设备 （如函数发生器）都可以用 GPIB 仪器
代替。

B. 学习本教程前的准备工作

在学习本教程手册前，请确保如下几条： 

❑ 操作系统是Windows 2000或更高的版本。 本教程 适用于Windows XP操作
系统。

❑ 多功能DAQ设备(Multifunction DAQ device)在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MAX) 中设置为 dev 1。

❑ DAQ 信号辅助设备、电线、电缆

❑ GPIB 接口

❑ NI 设备仿真器和电源

❑ LabVIEW 8.0 完整版或专业版开发系统或更高版本

❑ 一根串行口电缆

❑ 一根 GPIB 电缆

❑ LabVIEW 基础教程 （一） : 配套的教程 CD 包括以下文件夹：

文件名 说明

练习 此文件夹用于保存学员在学习教程中创建的的 VI 和完
成的练习；此文件夹还包括一些练习中需要调用到的
子 VI 和一个 NI 仪器仿真器驱动程序的压缩文件
（nidevsim.zip）

解答 此文件夹中包含教程中的所有练习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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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安装教程软件

按照下列步骤，安装教程软件：

1. 将教程 CD 放入电脑光驱， 屏幕上会自动弹出 LabVIEW 基础教程安装
(LabVIEW Basics Course Material Setup) 的对话框。

2. 单击下一步按钮。

3. 选择典型 (Typical) 安装模式，单击安装 (Install) 按钮，启动安装程序。

4. 单击完成 (Finish) 按钮，退出安装向导。

安装程序将会把练习 (Exercises)和练习解答 (Solutions)的文件夹放于
C:的 根目录下。

D. 教程目标

本教程的目标是帮助您掌握以下内容：

• 理解前面板、程序框图、图标和连线板的概念

• 学会使用 LabVIEW 的编程结构和数据类型

• 学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编辑和调试技巧

• 创建和保存 VI，以便作为子 VI 调用

• 显示和记录数据

• 创建使用插入式 DAQ 设备的应用程序

• 创建使用串口和 GPIB 设备的应用程序

本教程不包括以下内容：

• 每个内置 VI、函数或者对象；关于教程中未提到的 LabVIEW 的其它特性，
见 LabVIEW 帮助。

• 模数转换 (A/D) 的原理

• 串口操作

• GPIB 总线操作

• 开发仪器驱动程序

• 为学员开发一个完整的应用程序；选择帮助 » 查找范例通过 “NI 范例查找
器”，将范例 VI 应用并整合到您自己创建的 VI 中

E. 教程的行文规范

本教程的行文规范如下：

» » 表示通过嵌套菜单和对话框选项作出 终选择。 例如，文件 » 页面设置 »
选项，表示先下拉文件菜单，再选择页面设置，然后从对话框中选择选项。

该提示符号提醒您注意参考信息。

该提示符号提醒您注意重要信息。

该警告符号提醒您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受伤、数据丢失或系统崩溃。

该提示符号表明习题中需要用到插入式 GPIB 接口或 DAQ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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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体 粗体文本表示软件中的必选项，如菜单和对话框选项。 粗体文本也可以表示参
数名称、前面板上的控件、对话框、对话框的一部分、菜单名称和选板名称。

斜体 斜体文本表示变量、强调、交叉引用或重要概念介绍。 同时，也可作为占位
符，表示须由用户填写的文字或数值。

等宽字体 等宽字体文本表示用户从键盘输入的文字、部分代码、程序范例和语法范例。 
该字体也用于对磁盘驱动器名称、路径、目录、程序、子程序、设备名、函
数、运算、变量、文件名和扩展名的命名。

等宽粗体 等宽粗体表示由计算机在屏幕上自动生成的消息和响应。 该字体也用于强调与
其它范例不同的代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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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解决方案

LabVIEW 是用于解决多种问题的编程语言。 解决技巧在运用 LabVIEW 创建解
决方案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计算机程序员用软件编程时，遵循软件开发规范解
决实际问题。 遵循一定规范开发代码可以帮助程序员更好地解决既定问题，而
毫无计划地编写代码很可能无法解决问题。 良好的规范还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
性、可扩展性和可修改性。

本课介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将贯穿本教程。

主题

A. 软件开发规范

B. 问题描述

C. 设计

D. 实现

E. 测试

F. 维护

G. 教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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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软件开发规范

遵循特定步骤编写代码可以使问题变得简单，因为这些都是软件工程师在多年
的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 本课将介绍一套特定的软件开发步骤，我们称其
为 : 软件开发规范。 软件开发规范是用 LabVIEW 设计软件解决方案时采用的一
种策略。 您可以通过软件开发规范为自己的实际问题创建一个解决方案。 

软件开发规范包括如下步骤：

1. 定义问题 （问题描述）。

2. 设计算法或流程图。

3. 通过编程实现设计。

4. 测试和验证该程序。

5. 维护和更新该程序。

在本教程的所有练习中，都将参考这一软件开发规范架构。 教程中的大多数练
习已经给出了问题的定义和具体的设计步骤， 您只需完成设计的实现、测试和
维护。 本教程将教会您如何创建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

熔炉案例－本课中的熔炉案例用于说明软件开发规范的具体实现步骤。

B. 问题描述

在软件开发规范的问题描述阶段，必须确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才能运
用一切必要的因素解决问题。 这一阶段中，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必须解决的核心
问题上，而不用去考虑一些不太重要的支节问题。 在一开始对问题进行准确定
义，可以节约设计和实现解决方案的时间。

熔炉案例－假设您要用熔炉加工一种材料，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熔炉必须保持
在特定的温度，才能成功地加工材料。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知道材料的类
型和材料加工的具体时刻， 但是必须知道加工所需的时间、加工的特定温度以
及调整熔炉温度的方法。

C. 设计

在确定了问题的范围之后，接着就要分析问题并设计出一个解决方案。 分析问
题包括确定软件的输入、输出，以及所有必需的附加条件。 在确定了输入和输
出之后，要实现一个软件解决方案还需设计相应的算法、流程图或状态转移
图。

确定输入
输入是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处理的原始数据。

熔炉案例－熔炉软件的输入是加工必需时间 （秒）、加工必需温度 （开尔文）
和熔炉温度 （开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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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输出
输出包括 终的计算结果、处理结果或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需施加的控制条
件。

熔炉案例－熔炉软件的输出是一个给熔炉线圈提供电压的开关。 通过改变这个
开关的状态 （开启或关闭），可以控制是否给熔炉线圈提供电压。 当熔炉线圈
加上电压或者取消电压时，熔炉的温度会立刻发生变化。

确定必需的附加条件
考虑是否还有其它因素影响问题的解决。 例如，是否需要指定计量单位 （如厘
米或秒）？

熔炉案例－假设只有当熔炉的内部温度等于外部温度时熔炉才可以开始工作，
那么这就是本案例必需的附加条件。

设计算法
在确定了输入、输出和必需的附加条件之后，就可以开始设计算法了。 算法是
处理输入和产生输出的一系列的步骤。

熔炉案例－下面这个算法描述了熔炉的操作过程：

1. 读取熔炉外部温度。

2. 读取熔炉内部温度。

3. 如果熔炉内部温度不等于外部温度，则跳至步骤 1。

4. 读取熔炉内部温度。

5. 如果熔炉内部温度大于加工必需温度，则关闭开关，停止给熔炉线圈提供
电压。

6. 如果熔炉当前的内部温度小于或等于加工必需温度，则打开开关，给熔炉
线圈加上电压。

7. 如果当前加工时间小于加工必需时间，则跳至步骤 4。

8. 停止给熔炉线圈提供电压。

设计流程图
流程图显示了解决问题的各个步骤。 流程图非常有用，因为它可以直观地表示
出算法复杂的进程。 例如，当算法的某一步和 终结果之间有两条路径可以选
择时，您就可以从流程图上直观地看出，从而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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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炉案例－使用算法或流程图设计本案例的解决方案。 图 1-1 是按照之前提出
的算法设计的流程图。

图 1-1.  熔炉案例的流程图

设计状态转移图
状态转移图是创建 LabVIEW 状态机时常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流程图。 状态转
移图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一个程序共有多少种状态，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程序会
从一个状态切换至另一个状态。 在状态转移图中，状态用一个标有该状态名称
的圆圈表示，转移用一个标有转移条件的箭头表示。

程序处于某个状态，是指程序满足某个条件、执行某个操作，或者等待事件发
生。 转移是指某个条件、操作或者事件的发生使得程序从一个状态切换至下一
个状态。 

程序的开始用实心圆表示。如左图所示。

程序的结束用靶形圆表示。如左图所示。

熔炉案例－设计本案例的状态转移图。 图 1-2 显示了熔炉案例的状态转移图。 
流程图和状态转移图都是设计 VI 的有效方法，但是依据两者设计出的程序是
不同的。

A  > B?

T 

T =  
X =  
Y =  
A =  
B = 

T = Y? 

T 

T > X?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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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熔炉案例的状态转移图

D. 实现

在实现阶段，要依据前面设计好的算法或流程图创建相应的代码。 用文本语言
编写代码的过程，就是将算法用代码表达的过程。 由于 LabVIEW 是一种图形
化编程语言，可以按照流程图设计程序。 关于使用流程图或状态转移图设计
LabVIEW VI 的更多信息见第 10 课，常用设计技巧和设计模型。

T = 
X = 
Y = 
A = 
B = 

T < X 

T >= X 

A >= B 

A < B 

T = Y 

T = Y 

 



第 1 课 设计解决方案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1-6 ni.com/china

E. 测试

测试和验证是软件开发规范中的重要一环。 测试程序时要确保测试数据中既有
合理的数据也有不合理的数据。 合理的数据用于检测程序的输入是否可以产生
期望的输出。 不合理的数据用于检测程序的错误处理机制是否有效。 

熔炉案例－如需检测熔炉案例的错误处理机制是否有效，可以给熔炉温度输入
一个小于环境温度的值。 一个有效的错误处理机制会提醒用户只能提高熔炉的
温度，而不能降低熔炉的温度。

F. 维护

维护是在完成解决方案后一直要做的事情。维护包括修正程序中的错误、增加
并行结构，从而改进解决方案。 

熔炉案例－假设在代码完成后，客户希望在熔炉的其它位置添加温度传感器，
用于增强该系统的可靠性。 那么，如果在 初进行设计程序时考虑到了程序的
可扩展性问题，将更易于为程序增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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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1 软件开发规范

目标
不使用软件，依照软件开发规范解决实际问题。

问题描述
假设您在机场负责显示飞机的到达时间。 您接收到的时间信息用秒表示，
但是必须用时 / 分 / 秒的形式显示。

设计
您得到的哪些信息可以作为输入？ 

您期望得到的 终输出是什么？

输入、输出间的转化关系是什么？

提示 Windows 的计算器可用于帮助您确定这个转化关系。

设计算法或流程图，表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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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本阶段的任务是依据算法或流程图实现程序。 本课的练习将跳过这一阶段。 
练习 2-1 给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

测试
用一组已知数据测试您设计的算法或流程图。 

举例输入及相应的输出：

输入 输出

0 秒 0 时， 0 分， 0 秒

60 秒 0 时， 1 分， 0 秒

3600 秒 1 时， 0 分， 0 秒

3665 秒 1 时， 1 分， 5 秒

维护
如果有一组测试值的结果不对，就要返回设计阶段检查错误。

练习 1-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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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教程项目

本教程通过教程项目说明相关概念，同时也作为面授练习和案例学习。 该项目
需完成以下要求：

1. 每半秒钟采集一次温度值

2. 分析每个采集到的温度值，判定该温度值是否太高或太低

3. 如果有中暑或者冻伤的危险，则向用户发出警告

4. 向用户显示数据

5. 发出警告时记录当时的数据 

6. 如果用户不停止运行程序，则重复上述过程

该教程项目有如下输入和输出。

输入
• 当前温度 (T)

• 高温度 (X)

• 低温度 (Y)

• 停止

输出
• 警告等级：中暑警告，无警告，冻伤警告

• 当前的温度显示 

• 数据记录文件

这里我们将选用如图 1-3 所示的状态转移图。 该状态转移图不仅可以成功解决
该问题，还可以有效说明相关概念。 当然，它并不一定是该问题的 佳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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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项目的状态转移图

图 1-4 显示了另一种可选的状态转移图。 这个状态转移图也可以有效解决该问
题。 以上两种状态转移图的主要区别在于两者功能的扩展性不同。 图 1-3 显示
的状态转移图可以通过修改添加对其它物理现象的警告，如对风力、大气压力
和湿度。 图 1-4 显示的状态转移图可以添加温度警告的级别。 因此，在设计状
态转移图时应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对程序的修改及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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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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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另一种可选的项目状态转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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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将软件开发规范中的各步骤与其相对应的描述用连线连接。

1. 问题描述 A. 应用算法或流程图 

2. 设计 B. 验证 VI

3. 实现 C. 定义问题

4. 测试 D. 改进 VI

5. 维护 E. 确定输入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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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将软件开发规范中的各步骤与其相对应的描述用连线连接。

1 C. 问题描述：定义问题

2 E. 设计：确定输入和输出

3 A. 实现：应用算法或流程图 

4 B. 测试：验证 VI

5 D. 维护：改进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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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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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bVIEW 导航

本课具体介绍了 LabVIEW 的操作环境。 包括使用菜单、工具栏、选板、工具、
帮助和常见的 LabVIEW 对话框。 本课还介绍了如何运行 VI，并大致描述了前
面板和程序框图。 学习完本课后，您将能建立一个用于采集、分析和显示数据
的简单 VI。

主题

A. 虚拟仪器 (VI)

B. 启动 VI

C. VI 的组成部分

D. 项目浏览器

E. 前面板窗口

F. 程序框图窗口

G. 搜索控件、 VI 和函数

H. 选择工具

I. 数据流

J. 创建一个简单的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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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虚拟仪器 (VI)

LabVIEW 程序称为虚拟仪器或 VI，其外观和操作类似于真实的物理仪器
（如示波器和万用表）。 LabVIEW 中含有非常多的 VI 和函数，用于采集、
分析、显示和存储数据，还有很多工具帮助用户解决代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B. VI 的组成部分

LabVIEW VI 有三个主要部分－前面板、程序框图和图标 / 连线板。

前面板窗口
前面板窗口是 VI 的用户界面。 图 2-1 显示了一个前面板窗口的范例。 输入控件
和显示控件用于创建前面板，它们分别是 VI 的交互式输入和输出接线端。

图 2-1.  VI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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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框图窗口
创建前面板窗口后，需为代码添加图形化函数，用于控制前面板对象。 图 2-2
显示了一个程序框图窗口的范例。 程序框图窗口中是图形化源代码。 前面板对
象在程序框图中显示为接线端。

图 2-2.  程序框图

图标和连线板
VI 可作为子 VI 使用。 子 VI 是指用于另一个 VI 内的 VI，它类似于文本编程语言
中的函数。 将 VI 作为子 VI 使用时，它必须有图标和连线板。 

每个 VI 的前面板窗口和程序框图窗口的右上角都会显示一个图标。 默认图标如
左图所示。 图标是 VI 的图形化表示。 图标可以包括文本也可以包括图象。 如果
将一个 VI 当作子 VI 使用，程序框图上将显示代表该子 VI 的图标。 默认图标中
有一个数字，表明 LabVIEW 启动后打开新 VI 的个数。

要将一个 VI 当作子 VI 使用，必须创建连线板。如左图所示。 连线板是一组与
VI 中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对应的接线端，类似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函数调用
参数列表。 右键单击前面板窗口右上角的图标即可访问连线板。 在程序框图窗
口中无法通过图标访问连线板。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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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启动 VI

启动 LabVIEW 后将出现启动窗口。 这个窗口可以创建新 VI 和项目、选择 近
打开的 LabVIEW 文件、查找范例和 LabVIEW 帮助。 该窗口也可用于查看各种
信息和资料，以了解 LabVIEW，如用户手册、帮助主题以及 ni.com/manuals
上的资料等。

打开已有文件或创建新文件后启动窗口就会消失。 选择查看 » 启动窗口可显示
该窗口。 

图 2-3.   LabVIEW 启动窗口

通过设置可以在启动 LabVIEW 时打开一个新 VI，而不必显示窗口。 选择工具 »
选项，从类别列表中选择环境，勾选启动时忽略启动窗口复选框。

注 启动窗口中的选项随 LabVIEW 版本和安装工具包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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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或打开 VI 或项目
打开 LabVIEW 后，可新建 VI 或项目、打开已有 VI 或项目并对其进行修改或者
打开模板创建自己的 VI 或项目。

创建新的项目和 VI
在新建列表中选择项目，可通过启动窗口打开新项目。 打开新的未命名的项目
后，可为该项目添加文件并保存项目。 

在启动窗口的新建列表中选择 VI，可打开一个和项目无关的新的 VI。

从模板创建 VI
选择文件 » 新建，可显示新建对话框，其中列出了内置的 VI 模板。 在启动窗
口中单击新建，也可以显示新建对话框。

图 2-4.  新建对话框

打开已有 VI
选择启动窗口中打开列表的浏览，可浏览并打开已有 VI。

提示 本教程中要编辑的 VI 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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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 VI 后，会出现一个与下图相似的状态对话框。

图 2-5.  显示加载 VI 状态的对话框

加载列出了加载到内存中 VI 的子 VI，并显示了当前加载到内存中子 VI 的个
数。 单击停止按钮可以在任何时刻取消加载。

当 LabVIEW 无法立刻确定子 VI 的位置时，它将搜索所有 VI 搜索路径中指定的
文件夹。 选择工具 » 选项并在 “类别”列表中选择路径，可编辑 VI 搜索路
径。 

单击忽略项按钮可使 LabVIEW 忽略某个子 VI，单击浏览按钮可搜索丢失的子
VI。

保存 VI
选择文件 » 保存，可保存 VI。 如果 VI 已保存，选择文件 » 另存为，可显示另
存为对话框。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可以创建 VI 的副本，或删除原有 VI 并用新 VI
代替。

图 2-6.  另存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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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目浏览器

项目用于对 LabVIEW 文件和非 LabVIEW 文件进行分组、创建生成规范以及在
终端上部署或下载文件。 保存项目时， LabVIEW 会创建一个项目文件
(.lvproj)，其中包括对项目中文件的引用、配置信息、生成信息以及部署信
息等。

必须使用项目创建应用程序和动态链接库。 实时系统 (RT)、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或个人数字助手 (PDA) 终端也都必须通过项目进行操作。 关于在
LabVIEW 实时 (RT)、 FPGA 和 PDA 模块中使用项目的更多信息见特定模块的相
关文档。

项目浏览器窗口
项目浏览器窗口用于创建和编辑 LabVIEW 项目。 选择文件 » 新建项目，显示
项目浏览器窗口。 也可选择项目 » 新建项目或新建对话框中的项目，显示项目
浏览器窗口。

默认状态下，项目浏览器窗口包括以下各项：

• 项目根目录－包含项目浏览器窗口中所有其它项。 项目根目录上的标签包
括该项目的文件名。 

– 我的电脑－将本地计算机表示为项目中的一个终端。

– 依赖关系－包括某个终端下 VI 的所需项。

– 程序生成规范－包括源代码发布的程序生成配置以及 LabVIEW 工具包
和模块支持的其它生成。 如果已经安装了 LabVIEW 专业版开发系统或
应用程序生成器，可以使用程序生成规范配置独立的应用程序 (EXE)、
共享库 (DLL)、安装程序和压缩文件。 

提示 终端是可以运行 VI 的任意设备。

在项目中添加终端时， LabVIEW 会在项目浏览器窗口中创建一个新项，用于表
示终端。 每个终端也包括依赖关系和程序生成规范。 各个终端都可以添加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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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相关工具栏
使用标准、项目、生成规范和源代码控制工具栏按钮在 LabVIEW 项目中执行
操作。 工具栏位于项目浏览器窗口的顶端，如图 2-7 所示。 有时需展开项目浏
览器窗口才能查看所有工具栏。

图 2-7.  项目浏览器窗口

提示 源代码控制工具栏只有在 LabVIEW 中设置了源代码控制后才可用。

选择查看 » 工具栏，然后选择需显示或隐藏的工具栏，可以更改窗口中显示的
工具栏。 也可右键单击工具栏的空白区域并选择需隐藏或显示的工具栏。

创建一个 LabVIEW 项目
按照下列步骤，创建项目。

1. 选择文件 » 新建项目，显示项目浏览器窗口。 也可选择新建对话框中的
项目 » 项目，显示项目浏览器窗口。 

2. 在终端中添加项目所需包含的项。 

3. 选择文件 » 保存项目，保存项目。 

向项目中添加已有文件
可以将已有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使用项目浏览器窗口中的我的电脑项 （或其它
终端），为 LabVIEW 项目中添加文件，例如 VI 或文本。 

可通过下列方式为项目添加文件：

•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文件，添加文件。 也可选择项
目浏览器菜单中的项目 » 添加至项目 » 添加文件，添加文件。 

• 右键单击终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文件夹，添加文件夹。 也可选择
项目 » 添加至项目 » 添加文件夹，添加文件夹。 选择磁盘上一个文件夹可
添加整个文件夹的内容，包括文件和子文件夹的内容。 

1 标准工具栏
2 项目工具栏
3 生成规范工具栏

4 源代码控制工具栏
5 项目根目录
6 终端 

7 依赖关系
8 程序生成规范

1 2 43

8 5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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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将磁盘上的文件夹添加至项目后，修改磁盘上的文件夹时 LabVIEW 不会自动更新
项目中对应的文件夹。 

4. 右键单击终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 »VI，添加一个新的 VI。 也可选择
文件 » 新建 VI 或项目 » 添加至项目 » 新建 VI，添加新的 VI。

5. 选择前面板或程序框图窗口右上角的 VI 图标并将其拖曳至终端。

6. 从文件系统中选择项或文件夹，将它拖曳至终端。

删除项目中的项
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在项目浏览器窗口中删除项：

• 右键单击需删除的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删除。 

• 选择需删除的项，按下 <Delete> 键。 

• 选择需删除的项，单击标准工具栏的删除按钮。 

注 删除项目中的项时并不会删除磁盘上对应的文件。 

组织项目中的项
在项目浏览器窗口中利用文件夹组织各项。 右键单击项目根目录或终端，从快
捷菜单中选择新建 » 文件夹，添加一个新文件夹。 也可以右键单击已有文件
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 » 文件夹，创建子文件夹。

在文件夹中可重新排列各项。 右键单击文件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排列 »
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列各项。 右键单击文件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排列 »
类型，按文件类型排列各项。

查看项目中的文件
为 LabVIEW 项目添加文件时， LabVIEW 会在磁盘上保存文件引用。 右键单击
项目浏览器窗口中的文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打开，以默认方式打开文件。

右键单击项目，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查看 » 完整路径，查看项目引用的文件保存
在磁盘中的位置。

使用项目文件信息对话框查看项目引用的文件在磁盘和项目浏览器窗口中的位
置。 选择项目 » 文件信息打开项目文件信息对话框。 右键单击项目，从快捷菜
单中选择查看 » 文件信息打开项目文件信息对话框。

保存项目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保存 LabVIEW 项目： 

• 选择文件 » 保存项目。 

• 选择项目 » 保存项目。 

• 右键单击项目，从快捷菜单中选择保存。 

• 在项目工具栏上单击保存项目按钮。 

在保存项目前，必须先保存新建的未保存的文件。 保存项目时， LabVIEW 不会
将依赖关系作为项目文件的一部分进行保存。 

注 对项目进行重大修订前应对项目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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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前面板窗口

打开新 VI 或现有 VI 时，将显示 VI 的前面板窗口。 前面板窗口是 VI 的用户界
面。 图 2-8 显示了一个前面板窗口的范例。

图 2-8.  前面板的范例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用于创建前面板，它们分别是 VI 的交互式输入和输出接
线端。 输入控件是指旋钮、按钮、转盘等输入设备。 显示控件是指图表、指示
灯和其它显示设备。 输入控件模拟仪器的输入设备并为 VI 的程序框图提供数
据。 显示控件模拟仪器输出设备并显示程序框图采集或生成的数据。 

图 2-8 中有以下对象：两个输入控件：测量次数和延迟 ( 秒 )。 有一个显示控
件：名称为温度图的 XY 坐标图。 

用户可以为测量次数和延迟 ( 秒 ) 改变输入值。 用户可以在温度图上看到 VI 产
生的值。 VI 为显示控件产生的数值基于程序框图中的代码。 在数值输入控件和
显示控件部分将介绍程序框图。 

每个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都有与其相关的数据类型。 例如，水平滑动杆延迟
( 秒 ) 是数值型数据类型。 常用的数据类型是数值型、布尔型和字符串型。 
第 3 课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中将介绍一些其它数据类型。

数值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数值型数据类型可以表示各种类型的数字，如整数或实数。 两个常见的数值对
象是数值输入控件和数值显示控件，如图 2-9 所示。 仪表和转盘等对象也可用
于表示数值数据。

1  前面板窗口 2 工具栏 3 控件选板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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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数值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用操作工具单击增量 / 减量按钮，或者用标签工具或操作工具双击并数字，然
后按 <Enter> 键，可输入或改变数值输入控件的值。

布尔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布尔数据类型表示只有两个值的数据，如 TRUE 和 FALSE、或 ON 和 OFF。 布尔
控件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用于输入和显示布尔值。 布尔对象模拟开关、按钮和
指示灯。 图 2-10 显示了垂直摇杆开关和圆形指示灯布尔对象。

图 2-10.  布尔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字符串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字符串数据类型是一串 ASCII 字符。 字符串输入控件用于从用户那里接收文
本，比如密码或者用户名。 字符串显示控件用于向用户显示文本。 常见的字
符串对象有表格和文本输入框，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字符串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1 增量 / 减量按钮 2 数值输入控件 3 数值显示控件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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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选板
控件选板包括用于创建前面板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在前面板窗口上选择
查看 » 控件选板，可以访问控件选板。 控件选板被分成多种类别，用户可以根
据各自需要显示部分或者全部类别。 图 2-12 中，控件选板显示了所有类别，并
展开了新式类别。 本教程中主要在新式类别中进行操作。 

图 2-12.  控件选板

在选板上选择查看按钮，并勾选或取消勾选始终显示类别选项，可显示或者隐
藏相应的类别 （子选板）。 在练习 2-2 中将涉及更多关于控件选板的使用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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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菜单
所有的 LabVIEW 对象均有与其相关的快捷菜单。 创建 VI 时，可用快捷菜单选
项改变前面板和程序框图上对象的外观或特性。 右键单击对象，可打开快捷菜
单。

图 2-13 所示为仪表的快捷菜单。

图 2-13.  仪表的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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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对话框
前面板窗口的对象也有属性对话框，用于改变前面板对象的外观或者动作。 右
键单击对象，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可访问该对象的属性对话框。 图 2-14 显
示了图 2-13中所示仪表的属性对话框。 对象属性对话框中的选项与该对象快捷
菜单中的选项类似。

图 2-14.  仪表的属性对话框

前面板窗口工具栏
每个窗口都有与其相关的工具栏。 通过前面板窗口的工具栏按钮可运行和编辑
VI。 

下列工具栏将出现在前面板窗口中。

单击运行按钮，运行 VI。 如果需要， LabVIEW 可对 VI 进行编译。 如果运行按
钮白色实心箭头，可运行 VI。如左图所示。 白色实心箭头同时也表明 : 如果该
VI 已创建了连线板，则可作为子 VI 使用。

当 VI 运行时，如果是顶层 VI，则运行按钮如左图所示，表示其没有调用方，
因此不是子 VI。

如果正在运行的是子 VI，则运行按钮如左图所示。



第 2 课 LabVIEW 导航

©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2-15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如果创建或编辑的 VI 存在错误时，运行按钮显示为断开。 如果在程序框图连线
后，运行按钮仍显示为断开，则该 VI 不能运行。 单击该按钮，显示错误列表窗
口，该窗口列出了所有的错误和警告。

单击连续运行按钮，连续运行 VI 直至中止或暂停执行。 再次单击该按钮可以停
止连续运行。

VI 运行时，将出现中止执行按钮。 当没有其它方法停止 VI 时，可以单击该按
钮立即停止 VI。 当有多个运行中的顶层 VI 使用该 VI 时，该按钮显示为灰色。

注意 中止执行按钮会在 VI 结束当前循环前立即停止 VI。 中止使用外部资源 （例如，外
部硬件）的 VI 时，可能会由于没有正确复位或释放外部资源而使其处于未知状
态。 为 VI 设计停止按钮可避免此类问题。

单击暂停按钮，暂停运行 VI。 单击暂停按钮时， LabVIEW 会在程序框图中高亮
显示执行暂停的位置，并且暂停按钮显示为红色。 再次单击暂停按钮，继续运
行 VI。

选择文本设置下拉菜单可改变所选 VI 部分的字体设置，包括大小、样式和颜
色。

选择对齐对象下拉菜单，沿轴 （包括垂直边缘、上边缘、左边缘等）对齐对
象。

选择分布对象下拉菜单，可均匀分布对象，包括间隔、压缩等。

选择调整对象大小下拉菜单，将多个前面板对象设置为同样大小。

选择重新排序下拉菜单，可在对象重叠时定义它们的前后关系。 使用定位工具
选择其中一个对象，然后选择向前移动、向后移动、移至前面或移至后面。

选择显示即时帮助窗口按钮，可切换即时帮助窗口的显示。

确定输入用于提醒用户用新的值去替换旧的值。 单击确定输入按钮、按下
< 回车 > 键或单击前面板或程序框图的工作区，都可使该按钮消失。

提示 数字键盘上的 < 回车 > 键用于结束文本输入，主 < 回车 > 键用于开始新一行文本。 
选择工具 » 选项，并从类别列表中选择环境，然后勾选使用回车键结束文本输入
选项，可改变该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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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程序框图窗口

程序框图对象包括接线端、子 VI、函数、常量、结构和连线，连线可在其它的
程序框图对象间传递数据。 

图 2-15.  程序框图及其相应前面板的范例

接线端
前面板对象在程序框图中作为接线端出现。接线端是指在前面板和程序框图之
间交换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端口。接线端类似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参数和常数。 
接线端的类型包括输入 / 显示控件接线端和节点接线端。 输入控件接线端和显
示控件接线端属于前面板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在前面板控件中输入的数据
（如此前图中的 a 和 b）将通过控件接线端传至程序框图。 然后数据将进入
“加”函数和 “减”函数。 “加”函数和 “减”函数的运算结束后，将输出
新的数据值。 数值将被传输至显示控件接线端，并更新前面板显示控件 （如此
前图中的 a+b 和 a-b）。

图 2-15 所示的接线端属于前面板上的 4 个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由于接线端表
示 VI 的输入和输出，子 VI 和函数也有接线端。如左图所示。 例如，“加”函
数和 “减”函数的连线板有 3 个节点接线端。 右键单击函数节点，从快捷菜单
中选择显示项 » 接线端，可在程序框图中显示函数接线端。

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常量
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常量被用作程序框图算法的输入和输出。 考虑计算三角
形面积的算法实现： 

面积 = .5 * 底 * 高

1 显示控件接线端 2 连线 3 节点 4 输入控件接线端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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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算法中，底和高是输入，面积是输出。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计算三角形面积的前面板

常量 .5无需出现在前面板上，除非作为算法的说明信息。 

图 2-17 显示了在 LabVIEW 程序框图上实现该算法的一种方式。 该程序框图有
4 个不同的接线端，分别由 2 个输入控件、 1 个常量和 1 个显示控件产生。

图 2-17.  以图标方式显示接线端的计算三角形面积的程序框图

注意 : 程序框图中的底 (cm) 和高 (cm) 的接线端外观和面积 (cm2) 的接线端外
观不一样。 在程序框图中，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有两个区别特征。 第一个区别
特征在于表示数据流方向的接线端箭头。 输入控件的箭头方向显示出数据是流
出接线端的，而显示控件的箭头方向显示出数据是流入接线端的。 第二个区别
特征在于接线端的边框。 输入控件的边框较粗，显示控件的边框较细。 

接线端既可以图标方式显示，也可不以图标方式显示。 图 2-18 显示了不以图标
方式显示接线端的同一个程序框图，但是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区别特征还是
一样的。

1 输入控件 2 显示控件 3 常量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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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不以图标方式显示接线端的计算三角形面积的程序框图

程序框图节点
节点是具有输入 / 输出端的程序框图对象，并在 VI 运行时执行操作。 节点相当
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语句、运算符、函数和子程序。 节点可以是函数、子 VI 或
结构。 结构是过程控制元素，比如条件结构、 For 循环或 While 循环。 此前图
中的 “加”函数和 “减”函数是函数节点。

函数
函数是 LabVIEW 中的基本操作元素。 函数没有前面板或程序框图窗口，但有
连线板。 双击一个函数只是选择该函数。 函数图标的背景为淡黄色。

子 VI
子 VI 是建立在其它 VI 内部的 VI 或者函数选板上的 VI。

任何 VI 都可以用作子 VI。 双击程序框图中的子 VI，将出现该子 VI 的前面板窗
口。 前面板包括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程序框图包括连线、图标、函数，也可
能有子 VI 和其它 LabVIEW 对象。 VI 图标显示在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窗口的右上
角。 将 VI 放置在程序框图中作为子 VI 时，程序框图上显示的即是该 VI 的图
标。 

子 VI 也有可能是 Express VI。Express VI 所需的连线节点 小，可以用对话框对
它们进行设置。 使用 Express VI 可以实现一些常规的测量任务。 也可将设置好
的 Express VI 保存为一个子 VI。 更多关于由 Express VI 创建子 VI 的信息见
LabVIEW 帮助中的 Express VI 主题。

LabVIEW 使用彩色图标以区分 Express VI 和程序框图上的其它 VI。 程序框图中
Express VI 的图标为浅蓝色背景，而子 VI 为黄色背景。 

可扩展节点和图标
VI 和 Express VI 可用图标或可扩展节点的形式显示。 可扩展节点通常显示为彩
色背景的图标。 子 VI 的底色为黄色， Express VI 为蓝色。 使用图标可节省程序
框图的空间。 可扩展节点更易于连线，并且有助于用户添加程序框图说明信
息。 默认情况下，子 VI 在程序框图上显示为图标， Express VI 则显示为可扩展
节点。 右键单击子 VI 或 Express VI，取消勾选显示为图标快捷菜单项，将以可
扩展节点的形式显示子 VI 或 Express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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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可扩展节点的大小可使连线更容易，但是这样也会占用程序框图的大量空
间。 按照下列步骤，在程序框图中以改变节点大小。

1. 将定位工具移至节点。 调节柄将出现在节点的顶部和底部。 

2. 移动光标到调节柄处使光标变成调节大小的光标。 

3. 用改变尺寸的光标向下拖曳节点边界，可显示另一个接线端。 

4. 松开鼠标键。

将节点边界拖曳出程序框图窗口，然后释放鼠标键，可取消调节尺寸的操作。

下图显示了可扩展节点形式的 “基本函数发生器” VI。 
, 

图 2-19.  不同显示方式的 “基本函数发生器”。

注 如果以可扩展节点的形式显示子 VI 或 Express VI，该节点的接线端将不能显示，也
不能启用该节点的数据库访问。

连线
连线用于在程序框图各对象间传递数据。 在图 2-15 中，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接
线端通过连线连接到 “加”函数和 “减”函数。 每根连线只有一个数据源，
但可以与多个读取该数据的 VI 和函数相连。 不同数据类型的连线有不同的颜
色、样式和宽度。 

断线显示为一条中间带有红色 X 的黑色虚线。如左图所示。 出现断线的原因很
多，例如，试图连接数据类型不兼容的两个对象时就会产生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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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显示了 常见的连线类型。

LabVIEW 中，连线用于连接多个接线端从而在 VI 中传递数据。 连线连接的输
入端和输出端必须与连线上传输的数据类型兼容。 例如，数组输出端不能连接
到数值输入端。 另外，连线的方向必须正确。 连线必须有一个输入和至少一个
输出。 例如，不能在两个显示控件间连线。 决定连线兼容性的因素包括输入 /
显示控件的数据类型和接线端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表明了可相互连线的对象、输入和输出。 例如，开关的边框为绿色，
它可与 Express VI 上任意带绿色标签的输入端相连。 如旋钮的边框为橙色，它
可与任意带橙色标签的输入端相连。 而橙色旋钮无法与带绿色标签的输入端相
连。 注意 : 连线与接线端的颜色相同。

自动连线对象
将选中对象移至程序框图上其它对象旁时， LabVIEW 将用临时连线显示有效的
连线方式。 释放鼠标键，将对象放置在程序框图上时， LabVIEW 会自动进行连
线。 也可对程序框图上已经存在的对象进行自动连线。 LabVIEW 将对 匹配的
接线端进行连线，对不匹配的接线端不予连线。

使用定位工具移动一个对象时，按空格键可切换到自动连线模式。

默认状态下，从函数模板中选择对象，或者通过按 <Ctrl> 键并拖曳对象复制一
个已经存在于程序框图上的对象时，将启用自动连线方式。 默认状态下，使用
定位工具移动程序框图上已经存在的对象时，将禁用自动连线。

通过选择工具 » 选项，然后从类别列表中选择程序框图，可调整自动连线设
置。

手动连线对象
将连线工具移至在接线端时，将出现含有接线端名称的提示框。 另外，即时帮
助窗口和图标上的接线端都将闪烁，以帮助您确认正确的接线端。 将连线工具
移至第一个接线端上并单击，然后将光标移动到第二个接线端再次单击，就可
在这两个对象之间创建连线。 连线结束后，右键单击连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整理连线，可使 LabVIEW 自动选择连线路径。 按 <Ctrl-B> 可删除在程序框图中
的所有断线。

表 2-1.  常见的连线类型

连线类型 标量 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 颜色

数值 橙色 （浮点数），
蓝色 （整数）

布尔 绿色

字符串 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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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选板
函数选板中包含创建程序框图所需的 VI、函数和常量。 选择查看 » 函数选板，
可从程序框图访问函数选板。 函数选板被分成不同的类别，您以根据需要显示
和隐藏这些类别。 在图 2-20 中，函数选板显示了所有类别，并展开了编程类
别。 本教程中，大多数操作是在编程类别中，但是也将用到其它的类型或子选
板。

图 2-20.  函数选板

在选板上单击查看按钮，然后勾选或取消勾选始终显示类别选项，可显示或者
隐藏相应的类别。 练习 2-2 中会涉及到更多关于函数选板的使用问题。

程序框图工具栏
运行 VI 时，在程序框图工具中显示的按钮可用于调试 VI。 以下是在程序框图
中出现的工具栏。

单击高亮显示执行过程按钮，可在单击运行按钮时显示程序框图的动态执行过
程。 注意程序框图中数据的流动情况。 再单击该按钮可以停止执行高亮显示。

单击保存连线值按钮可保存执行时数据流中各个点的连线值，将探针置于连线
上时，用户可以马上获取通过该连线的 新数据值。 在获取连线上的值之前，
VI 必须至少成功运行过一次。

单击单步步入按钮，将打开一个节点然后暂停。 再次单击单步步入按钮，将执
行第一个操作，并在 VI 或结构的下一个操作暂停。 也可以按 <Ctrl> 键和向下箭
头。 单步执行 VI 是指逐个节点执行 VI。 每个节点在准备执行时会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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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单步步过按钮，将执行一个节点而在下一个节点处暂停。 也可以按 <Ctrl>
键和向右箭头。 通过步过执行节点，您将不会单步步入执行节点。

单击单步步出按钮，将完成对当前节点的执行并暂停。 VI 执行结束后，单步步
出按钮将变为灰色。 也可以按 <Ctrl> 键和向上箭头。 通过步出执行，可单步执
行节点并定位至下一个节点。

如果 VI 中包括警告并且勾选了错误列表窗口中的显示警告复选框，将会出现
警告列表按钮。 警告意味着程序框图存在潜在的问题，但是它不会阻止 VI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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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1 概念：浏览 VI

目标
识别现有 VI 的各部分。

说明
现有一个 VI，用于记录飞机到达机场时所剩的时间 （秒）并将其转换为小时 /
分钟 / 秒的表示格式。 练习要求评价这个 VI，并查看其是否能正常工作并显示
飞机到达时所剩的时间。

1. 使用 Windows 浏览器窗口访问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Exploring a VI目录。 

2. 双击 Exploring_a_VI.exe，打开模拟操作的动画。

3. 按照动画中的指示进行操作。

4.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Exploring a VI 目录中的
Seconds Breakdown.vi。 这是仿真动画中的 LabVIEW VI。

5. 使用表 2-2 中的值测试 VI。

❑ 在输入控件全部时间 ( 秒 ) 中输入值。

❑ 单击运行按钮。 

❑ 对于每个输入，将输出值与表 2-2 中所列的输出值进行比较。 如果 VI 工
作正常，这两个值应当匹配。

练习 2-1 结束 

表 2-2.  Seconds Breakdown.vi 的测试值

输入 输出

0 秒 0 小时， 0 分钟， 0 秒

60 秒 0 小时， 1 分钟， 0 秒

3600 秒 1 小时， 0 分钟， 0 秒

3665 秒 1 小时， 1 分钟，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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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搜索控件、 VI 和函数

选择查看 » 控件或查看 » 函数，将打开控件或函数选板，选板顶部会出现两个
按钮。

搜索－将选板转换为搜索模式，基于文本查找选板上的控件、 VI 或函数。 选板
处于搜索模式时，单击返回按钮可退出搜索模式，返回选板。

查看－提供当前选板的模式选项、显示或隐藏所有选板的类别、以及在文本和
树形模式下按字母顺序对选板上各项进行排序。 单击查看按钮，从快捷菜单中
选择选项，显示选项对话框的控件 / 函数选板类别，为所有选板选择显示模
式。 只有当点击选板左上角的图钉将选板锁住时，该按钮才会显示。

在熟悉 VI 和函数的位置之前，可以使用搜索按钮搜索函数或 VI。 例如，如需
查找 “随机数”函数，可在函数选板工具条上单击搜索按钮，在选板顶部的文
本框中键入随机数。 LabVIEW 会列出所有匹配项，包括以键入文本作为起始的
项和内容包含键入文本的项。 如图 2-21 所示，可以单击某个搜索结果并将其拖
曳进入程序框图中。

图 2-21.  在函数选板中搜索一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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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搜索结果可高亮显示其在选板中的位置。 如果有经常使用的对象，可以将
其添加到收藏目录中。 如图 2-22 所示，右键单击选板上的对象并选择添加项至
收藏夹。

图 2-22.  添加项到选板的收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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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2 概念：浏览选板

目标
学习如何查找控件和函数。

说明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Navigating Palettes目录中

的 Navigating Palettes.exe。 

2. 跟随给出的指示。 这个仿真动画演示了如何查找控件或函数。

3. 根据仿真动画中的说明，将 DAQ 助手 Express VI 放置到函数选板的收藏类
别中。 

练习 2-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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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选择工具

使用 LabVIEW 提供的工具可以新建、修改和调试 VI。 每个工具都对应于鼠标
的一个操作模式。 鼠标的操作模式对应于所选工具的图标。 LabVIEW 将根据鼠
标的当前位置选择相应的工具。

图 2-23.  工具选板

提示 在工具选板中可手动选择所需工具。 选择查看 » 工具选板，打开工具选板。

操作工具
当鼠标变成左图所示的图标时，表明正在使用操作工具。 操作工具可用于改变
输入控件的值。 例如，在图 2-24 中，通过操作值工具移动 “水平指针滑动
杆”。 当鼠标移至指针上方时，光标会变为操作工具。

图 2-24.  使用操作工具

操作工具大多用于前面板窗口，但也可用于在程序框图窗口中操作递增 / 递减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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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工具
当鼠标显示为如左图所示的箭头时，表示正在使用定位工具。 定位工具可用于
选择对象或者改变对象大小。 例如，在图 2-25 中，使用操作值工具选择测量次
数数值控件。 选择对象后，可以移动、复制或者删除该对象。 当鼠标移至对象
的边界时，会自动转换为定位工具。

图 2-25.  使用定位工具选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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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鼠标移至对象的调节尺寸节点上，光标模式将显示为该对象可以被改变大
小。如图 2-26 所示。 注意 : 当光标移至 “XY 图”角上的调节尺寸节点时，光
标将变成双箭头。

图 2-26.  使用定位改变对象大小

定位工具既可以用在前面板窗口中，也可以用在程序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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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工具
当鼠标标变成如左图所示的图标时，表明正在使用标签工具。 使用标签工具可
以在输入控件中输入文本、编辑文本和创建自由标签。 例如，图 2-27 显示的就
是使用标签工具在测量次数数值控件中输入文本。 当鼠标移至控件内部时，它
会转换为标签工具。 单击可将置于控件内部，双击可选中当前文本。

图 2-27.  使用标签工具

当鼠标不在可以改变其模式的前面板或者程序框图的特殊区域时，将显示为十
字线。 处于十字线模式时，双击可以访问标签工具并创建一个自由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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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工具
当光标变成左图所示的图标时，表明正在使用连线工具。 连线工具用于将程序
框图上的对象连接在一起。 例如，图 2-28 显示了用连线工具将测量次数接线端
连线至 For 循环的计数接线端。 当鼠标移至接线端的输出 / 输入端或连线上
时，它会自动转换为连线工具。

图 2-28.  使用连线工具

连线工具主要用于程序框图窗口中以及在前面板窗口中创建连线板。

从选板访问的其它工具
除了使用自动工具选择模式外，从工具选板中可以直接选择 “操作”工具、定
位工具、标签工具和连线工具。 选择查看 » 工具选板，可访问工具选板。

图 2-29.  工具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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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选板的顶部是“自动工具选择”。 它被选中时， LabVIEW 将根据光标的当
前位置自动选择工具。 如果需要关闭自动工具，可以取消选择或者选择选板中
的其它项。 选板中的其它工具如下：

“对象快捷菜单”工具用于通过鼠标左键访问对象的快捷菜单。

滚动窗口工具可在不使用滚动条的情况下，在窗口实现滚动。

断点工具用于在 VI、函数、节点、连线和结构中设置断点，断点位置将暂停运
行。

探针工具用于在程序框图的连线上创建探针。 使用探针工具可查看产生问题或
意外结果的 VI 中的即时值。

取色工具用于获取上色工具使用的颜色。

取色工具用于为对象上色。 上色工具也显示了当前的前景和背景颜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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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3 概念：选择工具

目标
使用自动工具选择学习这项操作。

说明
在本练习中，您需要在部分已创建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中完成任务。 这些任务
将使用到自动工具。

1. 打开 Using Temperature.vi。

❑ 打开 LabVIEW。 

❑ 选择文件 » 打开。

❑ 浏览并选择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Using Temperature
目录。

❑ 选择 Using Temperature.vi。

❑ 单击打开，然后单击确定。

图 2-30 显示了修改后的前面板范例。 增大波形图大小、重新命名数值控件、改
变数值控件的值并移动水平指针滑动杆上的指针。

图 2-30.  使用 Temperature VI 的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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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定位工具增大波形图的水平尺寸。

❑ 将光标移至 “波形图”的左边界。

❑ 将光标移至左边调节尺寸节点的中间位置直至光标变成双箭头，
如图 2-31 所示。

❑ 拖曳重定位点直到波形图的尺寸满足要求。

3. 使用标签工具将数值控件重命名为测量次数

❑ 将光标移至文本数值。

❑ 双击数值。

❑ 输入测量次数。

❑ 按下数字键盘的 < 回车 > 键、按下工具栏中的确定输入按钮或者在控件
单击鼠标，可完成输入。 

4. 用标签工具将测量次数控件的值改为 20。

❑ 将光标移至数值控件的内部。

❑ 当光标为标签工具图标时， 如左图所示，按下鼠标键。

❑ 输入文本 20。

❑ 按下数字键盘的 < 回车 > 键、按下工具栏中的确定输入按钮或者在控件
外单击鼠标，可完成输入。 

5. 使用操作工具改变水平指针滑动杆指针的值。

❑ 将光标移至滑动杆上的指针。

❑ 当光标变为操作工具图标时，按下鼠标键并拖曳至所需值。如左图所
示。

❑ 值必须大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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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尝试改变对象的值、调整对象大小或重命名对象，直至您熟悉这些工具。

图 2-31 显示了修改后的程序框图范例。 移动测量次数接线端，并将接线端连线
至 For 循环的循环总数接线端。

图 2-31.  使用 Temperature VI 的程序框图

7. 打开程序框图。

8. 使用定位工具移动测量次数接线端。

❑ 将光标移至测量次数控件的接线端。

❑ 在接线端移动光标，直至光标变为箭头。如左图所示。

❑ 单击并拖曳接线端到新位置。如图 2-31 所示。

9. 使用连线工具将测量次数接线端连线至 For 循环的循环总数接线端。

❑ 将光标移至测量次数控件的接线端。

❑ 将光标移至接线端右侧，当光标变为连线线圈时停止。如左图所示。

❑ 单击鼠标，开始连线。

❑ 将光标移至 For 循环的计数 (N) 接线端。

❑ 单击鼠标，结束连线。

10. 将延迟 （秒）控件的值改为大于 0 的某个值。

11. 单击运行按钮，运行 VI。

执行该 VI 所需的时间等于测量次数乘以延迟 ( 秒 )。 一旦 VI 执行结束，数
据将显示在温度图中。

12. 尝试移动其它对象、删除连线、重新连线或连接对象，直至熟悉这些工具
的使用。

13. 选择文件 » 关闭，关闭 VI 并单击取消保存－全部按钮。 无需保存该 VI。

练习 2-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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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数据流

LabVIEW 是程序框图的数据流系统，程序框图上的可执行节点由连线连接，节
点之间的连线表明一个节点产生的数据为另一个节点所用。 当节点获得所有必
需的输入数据后，节点将执行并将产生的输出数据传递给程序框图上的另一个
节点。

Visual Basic、C++、JAVA 以及绝大多数其它文本编程语言都遵循程序执行的控
制流模式。 在控制流中，程序元素的先后顺序将决定程序的执行顺序。

图 2-32 显示了一个数据流编程的范例，考虑一个实现两个数字相加的程序框
图，然后从结果中减去 50.00。 在这个范例中，程序框图从左向右执行，这并
非因为对象的放置顺序，而是因为 “减”函数必须在 “加”函数执行完，并
将数据传到 “减”法函数前时才执行。 节点只有在所有输入接线端数据准备好
后才能执行，只有在节点完成执行后才能向输出接线端提供数据。

图 2-32.  数据流编程范例

在图 2-33 中，思考哪段代码先执行－ “加”、“随机数”，还是 “除”函数。 
您无法知道答案，因为 “加”和 “除”函数的输入同时准备好，而随机数没
有输入。 在一个代码段必须在另一个前执行，并且两个函数间没有数据依赖关
系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其它编程方法 （例如，错误簇）强制设定执行的顺序。 
关于错误簇的更多信息见第 5 课，相关数据。 

图 2-33.  多代码段的数据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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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4 概念：数据流

目标
理解数据流如何决定 VI 中的执行顺序。

说明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Dataflow 目录中的

Dataflow.exe仿真动画。 

2. 按照给出的说明进行操作。 这个仿真动画演示了数据流的工作情况。

练习 2-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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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创建一个简单的 VI

大多数 LabVIEW VI 有三个主要任务：采集某种数据、分析所得到的数据以及
显示结果。 如果其中每个部分都很简单，可以使用程序框图中非常少的对象完
成整个 VI。 Express VI 专门用于完成常用操作。 这个部分将讲述下列各个类别
中的一些 Express VI：采集、分析和显示。 还会介绍到如何使用这三部分创建
一个简单的 VI。如图 2-34 所示。

图 2-34.  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窗口进行采集、分析和显示的范例

在函数选板上， Express VI 位于 Express 类别中。 Express VI 采用动态数据类型
在 Express VI 间传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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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用于采集任务的 Express VI 包括：DAQ 助手、仪器 I/O 助手、仿真信号和读取
测量文件。

DAQ 助手
“DAQ 助手”通过数据采集设备采集数据。本教程中会经常使用该 Express VI。 
关于 “DAQ 助手”的更多信息见第 8 课，数据采集。  在学习数据采集的更多
内容之前，可以只使用数据采集设备的一个通道 CH0。 这个通道与 “DAQ 信
号附件”（DAQ Signal Accessory）的温度传感器相连。 触摸温度传感器可改变
传感器读取的温度值。

仪器 I/O 助手
“仪器 I/O 助手”通常通过 GPIB 或串行接口采集仪器控制数据。 关于 “仪器
I/O 助手”的更多信息见第 9 课，仪器控制。 

仿真信号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用于产生仿真数据，例如正弦波。

读取测量文件
“读取测量文件” Express VI 用于读取由“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创建的文
件。 它专门用于读取 LVM 或 TDM 格式的文件。 这个 Express VI 不读取 ASCII 文
件。 关于从文件读取数据的更多信息见第 6 课，存储测量数据。

分析
用于分析任务的 Express VI 包括：幅值和电平测量、统计、单频测量等。

幅值和电平测量
“幅值和电平测量” Express VI 用于测量信号电压， 包括直流值、均方根、 大
峰、 小峰、峰峰值、周期平均和周期均方根的测量。

统计
“统计” Express VI 用于计算波形的统计数据， 包括均值、和、标准差和极值。

频谱测量
“频谱测量” Express VI 用于测量波形的频谱，如幅度和能量谱密度。

单频测量
“单频测量”Express VI 用于搜索具有 高频率或 大幅值的单个音频。 它同时
给出单音频的频率和振幅。

滤波器
“滤波器” Express VI 通过滤波器和各种窗处理信号。 使用的滤波器包括：高通
（Highpass）、低通 （Lowpass）、带通 （Bandpass）、带阻 （Bandstop）和
平滑 （Smoothing）。 使用的窗包括 Butterworth、 Chebyshev、 逆
Chebyshev、椭圆和 B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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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执行某个功能的 Express VI （例如，“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或前面板窗
口上表示数据的显示控件，都可用于显示结果。 常用的显示控件包括 “波
形图表”、“波形图”和 “XY 图”。 常见的 Express VI 包括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创建文本” Express VI、“DAQ 助手”和“仪器 I/O 助手”。 这种
情况下，“DAQ 助手”和 “仪器 I/O 助手”将从计算机中读取数据并输出至
DAQ 设备或外部仪器。

写入测量文件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用于以 LVM 或 TDM 格式写入文件。 关于“写入测
量文件”的更多信息见第 6 课，存储测量数据。

创建文本
“创建文本” Express VI 用于创建文本，通常显示在前面板窗口中或者导出至文
件或仪器中。 关于创建字符串的更多信息见第 6 课，存储测量数据。 

运行 VI
在配置完 Express VI 并将它们用连线连接在一起后，就可以运行 VI 了。 创建完
VI 后，单击工具栏上的运行按钮，可执行该 VI。 

当 VI 运行时，运行按钮的图标会变成如左图所示。 执行结束后，运行按钮图标
将变回原有状态，数据包含在前面板显示控件中。

运行按钮错误
如 VI 无法执行，该 VI 含有错误或不可执行。 正在创建或编辑的 VI 存在错误
时，运行按钮将断开。如下图所示。

如果完成程序框图连线后，按钮仍然断开，将表示该 VI 含有错误而无法运行。

通常，这是由于需要连线的输入没有连线，或者连线是断开的。 点击断开的运
行按钮，可访问错误列表对话框。 错误列表对话框列出了所有错误，并且描述
了错误的原因。 双击错误可直接找到错误的出处。 关于调试的更多信息见第 3
课，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第 2 课 LabVIEW 导航

©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2-41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练习 2-5 Simple AAP VI

目标
创建一个简单的能够完成采集、分析和表示任务的 VI。

问题描述
采集正弦波 0.1 秒、确定并显示平均值、记录数据，然后用图形显示正弦波。

设计
这个问题的输入是正弦波数据的模拟通道。 输出包括正弦数据的图形和记录数
据的文件。

流程图

图 2-35.  Simple AAP VI 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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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架构－测验
1. 采集：圈出 适合从数据采集设备上采集数据的 Express VI。 

2. 分析：圈出 适合确定所采集数据的平均值的 Express VI。 

3. 显示：圈出 适合在图形中显示数据并在文件中记录数据的 Express VI 或
显示控件。 

测验的答案见下一页。

DAQ 助手 “DAQ 助手”通过数据采集设备采集数
据。

仪器 I/O 助手 通常，“仪器 I/O 助手”通过 GPIB 或串
行接口采集仪器的控制数据。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用于产生模拟数
据，例如正弦波。

单频测量 Express VI “单频测量” Express VI 返回单个音频的
频率和振幅。

统计 Express VI “统计” Express VI 用于计算波形的统计
数据，

幅值和电平测量
Express VI

“幅值和电平测量” Express VI 用于测量
信号电压。

滤波器 Express VI “滤波器” Express VI 通过滤波器和各种
窗处理信号。

DAQ 助手 “DAQ 助手”通过数据采集设备采集数
据。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用于以 LVM
或 TDM 格式写入文件。

创建文本 Express VI “创建文本” Express VI 用于创建文本，
通常显示在前面板窗口中或者导出至文件
或仪器中。

波形图 波形图显示均匀采样得到的单个或多个波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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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架构－测验答案
1. 采集：使用 “DAQ 助手”从数据采集设备中采集正弦波。

2. 分析：使用 “统计” Express VI 确定正弦波的平均值。 由于该信号是周期
性的，因此可以通过 “幅值和电平测量” Express VI 中的 “周期平均”选
项计算正弦波的平均值。

3. 显示：采用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记录数据并使用 “波形图”在前
面板中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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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 准备好硬件以便产生正弦波。 如果不使用硬件，执行步骤 2。

❑ 找到 “DAQ 信号附件”，并确认它已经与计算机上的 DAQ 设备连接。 

❑ 用连线将“模拟输入通道 1”连接到“正弦函数发生器”。如图 2-36 所
示。 

❑ 将频率范围开关和频率调整旋钮调至 低值。

图 2-36.  连接 DAQ 信号附件

2. 打开 LabVIEW。

3. 打开一个新 VI。 

4. 将 VI 保存为 Simple AAP.vi。 

❑ 选择文件 » 保存。  

❑ 浏览并选择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Simple AAP目录。 

❑ 将 VI 命名为 Simple AAP.vi。 

❑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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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步骤中，建立一个与图 2-37 类似的前面板窗口。

图 2-37.  采集、分析和显示的前面板窗口

5. 在前面板上添加波形图，显示采集到的数据。 

❑ 如果控件选板还没打开，从 LabVIEW 菜单中选择查看 » 控件选板。

❑ 在控件选板上选择 Express 类别。 

❑ 从 Express 类别中选择图形显示控件类别。 

❑ 选择波形图。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波形图。 

6. 将数值显示控件放置在前面板上以显示平均值。

❑ 选择控件选板上的 Express 来缩进波形显示控件类别。 

❑ 从 Express 类别中选择数值显示控件类别。 

❑ 选择数值显示控件。 

❑ 将显示控件放置在前面板上。 

❑ 在数值显示控件标签中输入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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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步骤中，您需要创建一个和图 2-38 相似的程序框图。

图 2-38.  采集、分析和显示的程序框图

7. 打开 VI 的程序框图。 

❑ 选择窗口 » 显示程序框图。

注 与新建的前面板对象对应的接线端将出现在程序框图中。 

8. 采集 0.1 秒的正弦波。 如果已经安装了硬件，根据已安装硬件栏中的说明，
使用 DAQ 助手采集数据。 如果没有安装硬件，根据未安装硬件栏中的说
明，用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采集数据。

已安装硬件 未安装硬件

在函数选板上选择 Express 类别。 在函数选板上选择 Express 类别。 

从 Express 类别中选择输入。 从 Express 类别中选择输入。 

从输入类别中选择 DAQ 助手。 从输入类别中选择仿真信号。 

将 DAQ “助手”置于程序框图中。 将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置于程序框图中。 

等待 “DAQ 助手”对话框打开。 等待 “仿真信号”对话框打开。 

选择模拟输入 » 电压作为测量类型。 选择正弦作为信号类型。 

选择 ai1 （模拟输入通道 1）作为物理通道。 设置信号频率为 100。

单击完成按钮。 在定时部分，设置采样率 (Hz) 为 1000。



第 2 课 LabVIEW 导航

©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2-47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提示 以 1000 赫兹的速率读取 100 个采样点，得到 0.1 秒的数据。

9. 由 “统计” Express VI 计算采集数据的平均值。

❑ 在函数选板上选择输入，缩进输入选板。

❑ 选择信号分析选板。 

❑ 选择统计 Express VI，并在程序框图中将 “统计” Express VI 置于
“DAQ 助手”右边。 

❑ 等待 “统计” Express VI 对话框打开。 

❑ 勾选算术平均复选框。 

❑ 单击确定。

10. 在 LabVIEW 测量文件中记录生成的正弦波数据。

❑ 选择函数选板上的 Express。 

❑ 选择输出类别。 

❑ 选择写入测量文件。 

❑ 在程序框图中，将“写入测量文件”Express VI 置于“统计”Express VI
下方。 

❑ 等待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对话框打开。 

❑ 保留全部设置为默认值。 

❑ 单击确定。

注 以后的练习中将不会详述如何在选板中查找特定的函数或控件。 使用选板的搜索功
能确定函数和控件的位置。

11. 将 “DAQ 助手”（或 “仿真信号” Express VI）中的数据连线至 “统计”
Express VI。 

❑ 将光标移至 “DAQ 助手”（或 “仿真信号” Express VI）的数据输出
端，此时光标将转换为连线工具。 

❑ 单击鼠标键，开始连线。 

在“任务定时”(Task Timing) 选项卡上将 N 个采样
(N Samples) 作为采集模式 (Acquisition Mode)。

在定时部分，取消勾选自动作为 “采样数”。

在 “时钟设置” (Clock Settings) 栏的待读取采样
(Samples To Read) 中输入 100。

在定时部分，设置采样数为 100。

在速率 (Rate) (Hz) 中输入 1000。 选择仿真采集时钟。

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已安装硬件 未安装硬件



第 2 课 LabVIEW 导航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2-48 ni.com/china

❑ 将光标“移至”统计 Express VI 的信号输入端，然后单击鼠标按钮结束
连线。 

12. 将数据连线至图形显示控件。

❑ 将光标移至“DAQ 助手”（或“仿真信号” Express VI）的数据输出端
连线上，光标将转换为连线工具。 

❑ 单击鼠标键，开始连线。 

❑ 将光标移至波形图显示控件，然后单击鼠标按钮，结束连线。 

13. 将 “统计” Express VI 的算术平均输出端连线至平均值数值显示控件。

❑ 将光标移至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的算术平均输出端，此时光标将转
换为连线工具。 

❑ 单击鼠标键，开始连线。 

❑ 将光标移至平均值数值显示控件，单击鼠标按钮，结束连线。 

14. 将数据输出端连线至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的信号输入端。

❑ 将光标移至“DAQ 助手”（或“仿真信号” Express VI）的数据输出端
连线上，此时光标将转换为连线工具。 

❑ 单击鼠标键，开始连线。 

❑ 将光标移至 “写入测量文件” Express VI 的信号输入端，单击鼠标按
钮，结束连线。 

注 以后的练习中将不再详述如何在两个对象间连线。

15. 保存该 VI。

测试
1. 切换至 VI 的前面板窗口。

2. 设置图形属性以便查看正弦波。

❑ 右键单击波形图，选择 X 标尺 » 自动调整 X 标尺，取消自动调整标尺。

❑ 右键单击波形图，选择显示项 » X 滚动条。

❑ 使用标签工具将波形图 X 标尺的 后的数字改为 .1。

3. 保存该 VI。 

4. 运行该 VI。 

❑ 单击前面板工具栏上的运行按钮。 

图形显示控件将显示正弦波，平均值显示控件将显示约等于 0 的数。 如果 VI 没
有运行正确，必须重新检查实现步骤。

5. 关闭该 VI。 

练习 2-5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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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根据图 2-39 回答下列测验问题。

图 2-39.  数据流问题

1. 下列哪个函数 先执行？ 

a. 加

b. 减

c. 未知

2. 下列哪个函数 先执行？ 

a. 正弦

b. 除

3. 下列哪个函数 先执行？

a. 随机数

b. 除

c. 加

d. 未知

4. 下列哪个函数 后执行？ 

a. 随机数

b. 减

c. 加

d. 未知

5. VI 有哪三部分？

a. 前面板窗口

b. 程序框图窗口

c. 项目

d. 图标 / 连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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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下列哪个函数 先执行？ 

a. 加

b. 减

c. 未知

2. 下列哪个函数 先执行？ 

a. 正弦

b. 除

c. 未知

3. 下列哪个函数 先执行？

a. 随机数

b. 除

c. 加

d. 未知

4. 下列哪个函数 后执行？ 

a. 随机数

b. 减

c. 加

d. 未知

5. VI 有哪三部分？

a. 前面板窗口

b. 程序框图窗口

c. 项目

d. 图标 / 连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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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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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要运行 VI，必须使用正确的数据类型连接 VI 的所有子 VI、函数和结构的接线
端。 有时， VI 产生的数据或运行的方式和您的预期不一致。 这时，可使用
LabVIEW 配置 VI 的运行方式，并找出程序框图的组织方式或流经程序框图的
数据中存在的问题。

主题

A. LabVIEW 帮助工具

B. 纠正断开的 VI

C. 调试技术

D. 未定义或不可预期数据

E. 错误检查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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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bVIEW 帮助工具

即时帮助窗口、 LabVIEW 帮助和“NI 范例查找器”可用于帮助创建和编辑 VI。
关于 LabVIEW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LabVIEW 帮助和用户手册。

即时帮助窗口
当光标移至 LabVIEW 对象上时，即时帮助窗口将显示该对象的基本信息。 选
择帮助 » 显示即时帮助，按下 <Ctrl-H>，或者单击工具栏上的显示即时帮助窗
口按钮，可以切换即时帮助窗口的显示。

当光标移至前面板和程序框图对象上时，即时帮助窗口将显示子 VI、函数、常
量、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图标，以及每个接线端上的连线。 当鼠标移至对话
框选项上时，即时帮助窗口将显示这些选项的说明。 

 在即时帮助窗口中，必需接线端的标签为粗体，推荐接线端的标签为纯文本，
可选接线端的标签为灰色。 如果单击即时帮助窗口中的隐藏可选接线端和完整
路径按钮，可选接线端的标签将不会出现。如下图所示。 

图 3-1.  即时帮助窗口

单击位于即时帮助窗口左下角的隐藏可选接线端和完整路径按钮，可显示连线
板的可选接线端以及 VI 的完整路径。 可选接线端显示为连线接线头，说明有其
它连接存在。 如图 3-2 所示，详细模式显示了所有的接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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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详细的即时帮助窗口

单击锁定即时帮助按钮，可锁定即时帮助窗口的当前内容。 当内容锁定时，光
标移至另一个对象上时也不会改变窗口的内容。 再次单击该按钮，可解除锁定
即时帮助窗口。 通过帮助菜单也可访问该选项。

如果即时帮助窗口中提及的对象在 LabVIEW 帮助主题中有相应的描述，即时
帮助窗口将显示一个蓝色的详细帮助信息链接。 同时，详细帮助信息按钮也被
激活。 单击链接或按钮，可显示 LabVIEW 帮助以获取更多关于对象的信息。

LabVIEW 帮助
在即时帮助窗口中单击详细帮助信息按钮，选择帮助 » 搜索 LabVIEW 帮助，
或者在即时帮助窗口中单击蓝色的详细帮助信息链接，都可以访问 LabVIEW
帮助。 右键单击对象，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帮助也可以访问 LabVIEW 帮助。

LabVIEW 帮助中包含对大多数选板、菜单、工具、 VI 和函数的详细说明。 
LabVIEW 帮助也包含使用 LabVIEW 功能的分步指导。 LabVIEW 帮助包含下列
资源的链接：

• LabVIEW 文档资源包含供初高级用户使用的在线文档和印刷文档，其中包
括 PDF 格式的所有 LabVIEW 用户手册。

• NI 网站上的技术支持资源包括 NI 开发者园地 (NI Developer Zone)、知识库
(KnowledgeBase)、产品手册文库 (Product Manuals Library) 等。



第 3 课 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3-4 ni.com/china

NI 范例查找器
新建对话框包含许多 LabVIEW VI 模板，用户可以使用这些模板创建 VI。但是，
这些 VI 模板仅仅是 LabVIEW 成百个范例中的一部分。 您可以修改范例 VI，使
它适合应用程序的需要，或将一个或多个范例复制并粘贴到自己创建的 VI 中。

除了 NI 自带的范例 VI，还能在 ni.com/zone上的 “NI 开发者园地”中找到
数以百计的范例 VI。 “NI 范例查找器”可用于搜索所有使用 LabVIEW VI 的范
例。 通过 “NI 范例查找器”可以找到所有已安装的范例和在 “NI 开发者园
地”中的范例。 

选择帮助 » 查找范例，可以启动 “NI 范例查找器”。 在启动对话框中选择查找
范例，也可以启动 NI 范例查找器。

图 3-3.  NI 范例查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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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3-1 概念：帮助指南

目标
熟悉如何使用即时帮助窗口、 LabVIEW 帮助和 “NI 范例查找器”。

说明
本练习由一系列任务组成，通过这些任务可以熟悉 LabVIEW 帮助工具。 请完成
下列步骤。

NI 范例查找器
1. 在您的计算机中有一个 GPIB 设备，您需要学习使用 LabVIEW 与该设备通

信的方法。 使用 “NI 范例查找器”找出一个可与 GPIB 设备通信的 VI。

❑ 打开 LabVIEW。 

❑ 选择帮助 » 查找范例打开 “NI 范例查找器”。 

❑ 确认在浏览栏中选中任务选项。 

❑ 双击硬件输入和输出任务，查找与硬件输入输出相关的范例。 

❑ 双击 GPIB 任务。 

❑ 选择目录中的 VI。 

❑ 注意 :信息窗口中提供了该VI的说明，用户可据此确定VI是否满足要求。 

❑ 双击 VI 名，可打开 VI。 

❑ 查看结束后，关闭 VI。

2. 您需要了解更多关于 Express VI 的信息，特别是它们在过滤信号方面的使
用。 使用 “NI 查找器”，找到一个合适的 VI。

❑ 在此前的步骤中，NI 范例查找器应当一直处于打开状态。 如果不是，请
打开 “NI 范例查找器”。

❑ 点击 “NI 范例查找器”的搜索栏。

❑ 在输入关键词中输入 express，查找包含 Express VI 的 VI。 

❑ 双击出现在双击打开范例中的 Express的结果。 

❑ 从返回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个关键词与很多范例VI相关。 用户可以选择
这些 VI 中的任何一个，然后阅读信息窗口中的说明。

❑ 双击 Express Filter.vi，打开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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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帮助窗口
3. 通过即时帮助窗口了解 Express Filter VI 中使用的 Express VI。

❑ 选择窗口 » 显示程序框图，打开程序框图。 

❑ 选择帮助 » 显示即时帮助，打开即时帮助窗口。 

❑ 移动即时帮助窗口，使其不遮挡程序框图中的程序。 

❑ 将鼠标移至“仿真信号”Express VI 上。 当鼠标移至 VI 上时，即时帮助
窗口将显示关于该对象的信息。 

❑ 将鼠标移至另一个 Express VI上。 注意 :到即时帮助窗口的内容将随光标
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 将鼠标移至其中 “单频测量” Express VI 上。 

❑ 在即时帮助窗口中检查配置的详细信息。 以此了解 Express VI 的配置信
息。

❑ 双击“单频测量”Express VI，打开配置对话框。 注意 : 配置对话框中的
选择应与即时帮助窗口中的信息匹配。

❑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配置对话框。

4. 将即时帮助锁定时，移动鼠标就不能改变窗口中的内容。 即时帮助窗口中
应该显示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的信息。

❑ 将鼠标移至 “仿真信号” Express VI 上。 

❑ 如需固定即时帮助窗口，请选择窗口左下角的锁定按钮。 

提示 窗口在锁定前内容仍可能改变，因此鼠标在移至即时帮助的过程中应避免碰到其
它对象。 将窗口移至离感兴趣对象更近的地方，查看该对象的即时帮助。

❑ 将鼠标移至另一个对象上。 注意 : 锁定按钮选中时，窗口中的内容不会
改变。 

❑ 取消选择锁定按钮，可恢复正常的窗口操作。

5. 修改与仿真频率 (Simulated frequency) 输入控件相关的说明和提示，可改
变显示在即时帮助窗口中的内容。

❑ 选择窗口 » 显示前面板，打开 VI 的前面板。 

❑ 将鼠标移至仿真频率控件上。 

❑ 阅读即时帮助窗口中的内容。 

❑ 右键单击仿真频率输入控件。 

❑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说明和提示。 

❑ 将 " 仿真频率 " 说明框中的文本替换为这是一个输入控件的说明。 

❑ 将 " 仿真频率 " 提示框中的文本替换为这是一个输入控件的提示。 

❑ 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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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鼠标移至仿真频率控件上。 

❑ 注意 : 即时帮助窗口的内容已经发生改变，与您在说明和提示对话框的
说明栏中输入的文本一致。 

❑ 运行 VI。

❑ 将鼠标移至仿真频率输入控件。

❑ 注意 : 显示的工具提示与您在说明和提示对话框中的提示栏中输入的文
本一致。

❑ 单击停止按钮。

LabVIEW 帮助
6. 使用 LabVIEW 帮助可了解更多关于 Filter Express VI 的信息。

❑ 选择窗口 » 显示程序框图，打开 Express Filter VI 的程序框图。 

❑ 右键单击 Filter Express VI，从快捷菜单选择帮助， 可打开与 Filter Express 
VI 相关的 LabVIEW 帮助主题。 

注 如需访问该主题的 LabVIEW 帮助，也可以在选中 Filter Express VI 的同时，选择即
时帮助窗口中的 “详细帮助信息”链接，或者单击即时帮助窗口中的问号。

❑ 浏览主题。 例如，相位响应对话框选项的目的是什么？ 

❑ 关闭 LabVIEW 帮助窗口。

7. 完成后关闭 Express Filter VI。 不保存任何更改。

练习 3-1 结束 



第 3 课 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3-8 ni.com/china

B. 纠正断开的 VI

如果 VI 不能运行，该 VI 是断开的，或者是不可执行的。 正在创建或编辑的 VI
存在错误时，运行按钮是断开的。如下图所示。

如果在完成程序框图连线后，该按钮仍是断开，则该 VI 将是断开的，不能运
行。

查找 VI 断开的原因
警告并不妨碍 VI 运行。 警告用于帮助用户避免 VI 中的潜在问题，但是错误会
使 VI 断开。 在运行 VI 前必须排除所有错误。

单击断开的运行按钮或选择查看 » 错误列表，可找出 VI 断开的原因。 错误列
表窗口列出了所有的错误。 错误项列出了内存中所有包含错误的项的名称，如
有错误的 VI 和项目库。 如两个或多个项具有相同的名称，错误项部分将显示每
一项的具体应用程序实例。 错误和警告列出了错误项中选择的 VI 错误和警告信
息。 详细信息描述了错误信息，有时还会建议如何纠正错误。 单击帮助按钮，
可显示 LabVIEW 帮助中对错误的详细描述和纠正错误步骤的相关主题。

单击显示错误按钮或双击错误说明，可高亮显示程序框图窗口或前面板窗口中
包含错误的区域。

图 3-4.  错误列表对话框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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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断开的常见原因
下面列出了一些在编辑 VI 时导致 VI 断开的常见原因：

• 由于数据类型不匹配或存在未连接的接线端，导致程序框图含有断线。

关于纠正断线的更多信息见 LabVIEW 帮助中的纠正断线。

• 必需连接的程序框图接线端没有连线。

关于设定必需连接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更多信息见 LabVIEW 帮助中的使用
连线连接程序框图各对象。

• 子 VI 是断开的或在将它的图标放置在程序框图后对该子 VI 的连线板进行了
编辑。

关于子 VI 的信息见 LabVIEW 帮助中的创建子 VI。

C. 调试技术

如果 VI 不是断开的，但却得到了非预期的数据，这时可以使用以下技术确定
和纠正 VI 或程序框图数据流中的问题：

• 连线内置 VI 和函数底部的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参数。 这些参数可以检测程
序框图上每个节点所遇到的错误，以及是否出错和在哪里发生了错误。 您
在自己创建的 VI 中也可以使用这些参数。

• 用操作工具连续三次点击连线，可高亮显示整个路径，从而确保所有连线
连接到正确的接线端上。

• 使用即时帮助窗口检查程序框图中每个函数和子 VI 的默认值。 如果没有连
线推荐或可选的输入端， VI 和函数将传递默认值。 例如，布尔型输入端在
没有连线的情况下可能被设置为 TRUE。

• 通过高亮显示执行过程可观察数据流经程序框图的路径。

• 单步执行 VI 可查看程序框图上 VI 每步的执行情况。

• 探针工具可用于观察中间数据值检查并检查 VI 和函数的错误输出，尤其是
执行 I/O 操作的 VI 和函数。

• 使用断点中断执行，以便单步执行程序或插入探针。

• 通过中断子 VI 的执行可以编辑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值、控制子 VI 运行的
次数或返回到子 VI 开始执行的地方。

• 确定是否有函数或子VI传输的数据没有被定义。 这种情况经常和数字有关。 
例如，在 VI 某处的进行了除零操作，因而结果返回 Inf（无穷大），而后
续函数或子 VI 需要的是数字。

• 如果 VI 的运行速度比预期慢，请确认子 VI 关闭了执行过程高亮显示功能。 
同时，在不使用子 VI 前面板窗口和程序框图窗口时，请关闭它们，因为打
开的窗口会影响执行速度。

• 检查输入控件和显示件的数字表示法，确定是否由于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
或整数转换成较短的整数而产生溢出。 例如，可能将 16 位整数连接到了只
接收 8 位整数的函数。 这会使函数将 16 位整数转换为 8 位整数，从而引发
潜在的数据丢失。

• 确定是否由于 For 循环执行零次循环而产生了空数组。 

• 除非用移位寄存器存储循环之间的数据，否则，请确定是否对其进行了适
当的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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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源点和目标点检查簇元素的顺序。 LabVIEW 在编辑时能发现数据类型和
簇大小的不匹配，但不能发现同类型元素的不匹配。

• 检查节点的执行顺序。 

• 确定 VI 不含有隐藏的子 VI。 将节点直接放置在另一个节点上，或者减小结
构的尺寸而没有保持子 VI 可见，将会不经意地隐藏子 VI。

高亮显示执行过程
单击高亮显示执行过程按钮可查看程序框图的动态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

高亮显示执行过程通过沿连线移动的圆点，显示数据在程序框图上从一个节点
移动到另一个节点的过程。 使用高亮显示执行过程的同时，结合单步执行，可
查看 VI 中的数据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的全过程。 

注 执行过程高亮显示会大大降低 VI 的运行速度。

图 3-5.  使用执行过程高亮显示的范例

单步执行
单步执行 VI 可查看 VI 运行时程序框图上 VI 的每个执行步骤。 单步执行按钮仅
在单步执行模式下影响 VI 或子 VI 的运行。如下图所示。

单击程序框图工具栏上的步过或步入按钮可进入单步执行模式。 将鼠标移至步
过、步入或步出按钮，可看到描述单击该按钮后的下一步执行情况的提示。 可
单步执行子 VI，也可正常运行子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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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步执行 VI 且同时高亮显示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的执行符号将出现在
当前运行的子 VI 的图标上。

探针工具
探针工具用于检查 VI 运行时连线上的值。如下图所示。

如程序框图比较复杂且包含一系列每一步执行都可能返回错误值的操作，可使
用探针工具。 将探针工具与高亮显示执行过程、单步执行及断点结合，可确定
数据是否有误并找出错误的位置。 如数据存在，探针将在单步执行期间或断点
暂停时立即更新。 当执行过程由于单步执行或断点在某一节点暂停时，也使用
探针探测刚才执行的连线，查看流经的数据值。

探针类型
VI 运行时，可用通用探针、控件选板上的显示控件，以及内置探针、自定义内
置探针或创建一个新探针，查看连线上的值。

通用
通用探针可查看流经连线的数据。 右键单击连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自定义探针 » 通用探针，可使用通用探针。

通用探针可显示数据。 通用探针不能对数据进行响应。

除非已为数据类型指定了一个自定义的或内置的探针，否则右键单击连线并选
择探针时 LabVIEW 将显示通用探针。

可以像调试 VI 一样对自定义探针进行调试。 但是，探针不能探测自身的程序框
图，也不能探测子 VI 的程序框图。 通用探针可用于调试探针。

使用显示控件查看数据
使用显示控件也可以查看流经连线的数据。 查看数值数据时，可在探针中使用
图表查看数据。 右键单击连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自定义探针 » 控件，并选择
需要使用的显示控件。 也可单击控件选板上的选择控件图标，从计算机或服务
器的共享目录中选择任何已保存的自定义控件或自定义类型。 自定义类型用于
查看被探测数据时， LabVIEW 将把自定义类型作为自定义控件。

如所选显示控件的数据类型与右键单击选中的连线的数据类型不匹配，
LabVIEW 将不把显示控件放置在连线上。

内置
内置探针是显示连线中传输数据的综合信息的 VI。 例如，VI 引用句柄探针可返
回 VI 名、 VI 路径和引用的十六进制值等信息。 内置探针可根据流经连线的数
据作出响应。 例如，错误簇中的错误探针可接收状态、代码、错误源和错误描
述，并指定在出错或报警时是否需要设置条件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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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探针位于自定义探针快捷菜单的 上方。 右键单击连线，从快捷菜单中选
择自定义探针可选择内置探针。 只有与右键单击的连线的数据类型匹配的探针
才会出现在快捷菜单上。

关于使用内置探针的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probes.llb。

自定义
“自定义探针向导”用于创建基于已有探针的探针或创建一个新探针。 右键单
击连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自定义探针 » 新建，可显示自定义探针向导。 如需
更好地控制 LabVIEW 对流经连线数据的探测方式，可创建一个探针。 在创建
探针时，探针的数据类型会与用鼠标右键单击连线的数据类型匹配。 如需编辑
已创建的探针，必须从保存探针的目录打开探针。

从自定义探针快捷菜单中选择一个探针之后，使用控件选板按钮或自定义探针
向导创建一个新的探针，浏览并选择该探针。 该指针将成为对应于该数据类型
的默认指针，右键单击连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探针时， LabVIEW 会加载该探
针。 LabVIEW 只加载与右键单击的连线的数据类型完全匹配的探针。 这就是
说，一个双精度浮点数探针不能探测一个 32 位无符号整数的连线，即使
LabVIEW 可对数据进行转换。

注 如需使自定义探针成为某一特定数据类型的默认探针，可将该探针保存到
user.lib\_probes\default 目录。 不要将探针保存到 vi.lib\_probes目录，
因为在升级或重新安装 LabVIEW 时， LabVIEW 会覆盖这些文件。

断点
断点工具可在程序框图上的 VI、节点或连线上放置一个断点，程序运行到该处
时暂停执行。如下图所示。

在连线上设置断点后，数据流经该连线后程序将暂停执行。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
一个断点，程序框图会在所有节点执行后暂停执行。

VI 在断点处暂停执行后， LabVIEW 将把程序框图显示在 前面，并用选取框高
亮显示含有断点的节点或连线。 当光标移至已有断点上时，断点工具光标的黑
色区域会变成白色。

程序执行到一个断点时， VI 将暂停执行，同时暂停按钮显示为红色。 可采取以
下措施：

• 用单步执行按钮单步执行程序。

• 在连线上添加探针查看中间数据。

• 改变前面板控件的值。 

• 单击暂停按钮，继续运行到下一个断点或直到 VI 运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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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执行
中断子 VI 的执行多发生于需编辑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值、控制子 VI 在返回
调用程序之前运行的次数，以及返回到子 VI 执行起点的情况。 可在执行中断时
开始子 VI 的所有调用，也可中断子 VI 的某个特定调用。

如需中断子 VI 的所有调用，打开子 VI 并选择操作 » 调用时中断。 当另一个 VI
调用子 VI 时，该子 VI 会自动中断。 单步运行时，子 VI 不会立即中断。 只有在
该子 VI 被调用时才中断。

如需中断子 VI 的一个特定调用，右键单击程序框图中该子 VI 的节点，并从快
捷菜单中选择子 VI 节点设置。 勾选调用时中断复选框，仅在该子 VI 的实例中
中断执行。

选择文件 »VI 层次结构，可显示 VI 层次结构窗口，该窗口表明是否有 VI 被暂
停或中断。 箭头符号表示该 VI 处于正常运行或单步执行状态。如下图所示。 

暂停符号表示该 VI 被暂停或中断。如下图所示。

绿色暂停符号或黑白的中空符号表示该 VI 被调用时会暂停。 红色暂停符号或黑
白实心符号表示该 VI 当前暂停。 感叹点符号表示子 VI 已被中断。如下图所
示。

 VI 可同时被中断和暂停。

确定子 VI 的当前实例
子 VI 暂停时，工具栏上的调用列表下拉菜单将列出从顶层 VI 到子 VI 的调用
链。 调用列表与选择浏览 » 本 VI 的调用方时所见到的列表不同，后者列出了
所有正在调用子 VI 的 VI，无论该 VI 是否正在运行。 如程序框图包含的实例多
于一个，通过调用列表菜单可知道子 VI 的当前实例。 从调用列表菜单中选择一
个 VI 时， LabVIEW 将打开该 VI 的程序框图并高亮显示子 VI 的当前实例。

D. 未定义或不可预期数据

NaN （非数据）或 Inf （无穷）等未定义数据在后续操作中无效。 浮点数操作
返回以下两种符号值，表明错误的计算或无意义的结果：

• NaN （非数据）表示非法操作产生的浮点数值，例如，对负数取平方根。

• Inf （无穷）表示合法操作产生的浮点数，例如，一个数被零除。

LabVIEW 不检查整数的上溢或下溢条件。 浮点数的上溢和下溢符合 IEEE 754，
二进制浮点数运算标准。 

浮点运算能可靠地传递 NaN 和 Inf。 当明确或隐含地将 NaN 或 Inf 转换为整数
或布尔值时，这些值都是无意义的。 例如， 1 被 0 除时产生 Inf。 将 Inf 转换成
16 位整数产生数值 32767，该数值表面上看是个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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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数据转换为整数数据类型之前，先使用探针工具查看中间浮点数值是否有
效。 也可以将数值连接至比较函数 : “非法数字 / 路径 / 引用句柄？”，检查其
是否为 NaN。

不要依据特殊值 （如 NaN、 Inf）或空数组，判定一个 VI 是否产生未定义数
据。

例如，如创建一个使用输入数组-自动索引 For 循环的 VI，需要在输入数组为空
时确定该 VI 的操作。 如数组为空，可生成输出错误码并用确定的数据取代循环
生成的数据值，或使用一个数组为空时不执行 For 循环的条件结构。

E. 错误检查和处理

无论 VI 有多完美，也很难预见到用户可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 如没有一个检查
错误的机制，只能确定 VI 没有正常工作。 错误检查可以告诉您为什么出错和在
哪里产生了错误。

自动错误处理
每个错误都有一个数值代码和相应的错误信息。 

默认状态下， VI 运行时 LabVIEW 会通过中断执行，高亮显示产生错误的子 VI
或函数，并显示错误对话框，自动处理每一个错误。

选择文件 » VI 属性，从类别下拉菜单中选择执行，可禁用当前 VI 的自动错误
处理。 选择工具 » 选项，并在类别列表中选择程序框图，可以禁用任何新创建
的空白 VI 的自动错误处理。 如需禁用一个 VI 中的子 VI 或函数的自动处理错误
功能，可将其错误输出参数与另一个子 VI 或函数的错误输入参数连接，或连
接到一个错误输出显示控件。

手动错误处理
还有其它的错误处理方法供选择。 例如，程序框图上有一个 I/O VI 超时，但并
不希望整个应用程序停止运行，同时也不希望错误对话框出现。 也可能需要在
一段时间内重新运行该 VI。 在 LabVIEW 中，可在 VI 的程序框图上进行这些错
误处理的设置。

位于对话框与用户界面选板上的 LabVIEW 错误处理 VI 和函数，以及大多数 VI
和函数的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参数可管理错误。 如 LabVIEW 遇到了错误，可
在不同类型的对话框中显示错误信息。 错误处理和调试工具结合可发现并管理
错误。

VI 和函数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返回错误－数值错误代码或错误簇。 通常，函
数通过数值错误代码返回错误，而 VI 通过错误簇，即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返
回错误。

在执行任何形式的输入 / 输出 (I/O) 操作时，都应考虑到发生错误的可能性。 
几乎所有的 I/O 函数都会返回错误信息。

使用 LabVIEW 错误处理 VI、函数和参数管理错误。 例如，如果 LabVIEW 遇到
了错误，可以在对话框中显示错误信息。 或者可通过编程修改错误，然后通过
连接子 VI 或函数的错误输出和清除错误 VI 的错误输入，删除错误。 错误处理
和调试工具结合可发现并管理错误。 NI 强烈建议您使用错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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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簇
使用错误簇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创建子 VI 中的错误输入和输出。

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簇包括以下部分信息：

• 状态是一个布尔值，错误产生时报告 TRUE。

• 代码是一个 32 位有符号整数，通过数值表示错误。 一个非零错误代码和
FALSE 状态相结合可表示警告但不是错误。

• 源是用于识别错误发生位置的字符串。

LabVIEW 中的错误处理遵循数据流模式。 错误信息如同数据值一样流经 VI。 错
误信息从 VI 的起点一直连接到终点。 错误处理 VI 与 VI 连接后可确定该 VI 的运
行是否产生错误。 使用或创建的每一个 VI 中的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簇可用于在
VI 中传递错误信息。

VI 运行时， LabVIEW 会在每个执行节点检测错误。 如 LabVIEW 没有发现任何
错误，该节点将正常执行。 如 LabVIEW 检测到错误，该节点会将错误传递到
下一个节点并且不执行代码。 后面的节点也照此处理，直到 后一个节点。 在
执行流结束时， LabVIEW 报告错误。

解释错误
错误发生时，在簇边界内右键单击鼠标，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解释错误，可打开
解释错误对话框。 解释错误对话框包含产生错误的信息。 如果 VI 有警告，但没
有错误，快捷菜单将包括解释警告选项。

通过帮助 » 解释错误菜单也可以访问解释错误对话框。

VI 和函数通过数值错误代码或错误簇返回错误。 通常，函数通过数值错误代码
返回错误，而 VI 通过错误簇，即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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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3-2 概念：调试

目标：
使用 LabVIEW 内置调试工具。

说明：
请完成以下步骤加载一个断开的 VI，并纠正错误。 使用单步执行和高亮显示执
行过程分步执行 VI。

1. 打开和检查 Debug Exercise (Main) VI。

❑ 选择文件 » 打开。 

❑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Debugging 目录中的 Debug 
Exercise (Main).vi。

这时会出现以下的前面板。

图 3-6.  Debug Exercise (Main).vi 的前面板

❑ 注意 :工具栏上的运行按钮将显示为断开，提示该VI已断开，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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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并检查 Debug Exercise (Main) VI 的程序框图。

❑ 选择窗口 » 显示程序框图，打开图 3-7 中所示的程序框图。

图 3-7.  Debug Exercise (Main).vi 程序框图

❑ “随机数 (0-1)”函数可以产生一个 0 到 1 之间的随机数。

❑ “乘”函数使随机数和 10.0相乘。

❑ 数值常量是与随机数相乘的数。

❑ 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Debugging\Supporting 
Files目录下的 Debug Exercise (Sub) VI，使输入值与 100.0相加，并
计算新值的平方根。

3. 找出并修改每一个错误。

❑ 单击断开的运行按钮，打开错误列表窗口，该窗口列出了所有错误。

❑ 在错误列表窗口中选择一个错误说明。 详细信息描述了错误信息，有
时还会建议如何纠正错误。

❑ 单击帮助按钮，可显示 LabVIEW帮助中对错误的详细描述和纠正错误步
骤的相关主题。

❑ 单击显示错误按钮或双击错误描述，可高亮显示程序框图或前面板中
包含错误的区域。

❑ 使用错误列表窗口修改错误。

4. 选择文件 » 保存保存 VI。

5. 单击前面板或选择窗口 » 显示前面板，打开 VI 的前面板。

6. 单击运行按钮。

7. 选择窗口 » 显示程序框图，打开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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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程序框图可以观察到数据的流动情况。

❑ 单击工具栏上的高亮显示执行过程按钮，启用高亮显示执行过程。

❑ 单击单步步入按钮，开始单步执行。 高亮显示执行过程通过沿连线移
动的圆点，显示数据在程序框图上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的过
程。 闪烁的节点表示已经准备好开始执行。

❑ 在每一个节点后单击单步步过按钮，单步执行整个程序框图。 每次单
击单步步过按钮，当前节点就会执行，并在下一个节点处暂停。

❑ 单步执行 VI 时，数据会显示在前面板上。 VI 将生成一个随机数，并将该
数与 10.0相乘。 子 VI 使输入值与 100.0相加，并计算结果的平方
根。

❑ 当闪烁边界出现在整个程序框图的周围时，单击单步步出按钮，可停
止单步执行 Debug Exercise (Main) VI。

9. 单步执行 VI 和其子 VI。

❑ 单击单步步入按钮，开始单步执行。

❑ Debug Exercise (Sub) VI 闪烁时，单击单步步入按钮。 注意子 VI 上的运
行按钮。

❑ 单击Debug Exercise (Main) VI的程序框图，显示该程序框图。 在Debug 
Exercise (Main) VI 的程序框图的子 VI 图标上会出现一个绿色的符合，
提示子 VI 正在运行。

❑ 单击的 Debug Exercise (Main) VI 的程序框图，显示该程序框图。

❑ 单击单步步出按钮两次，完成单步执行子 VI 程序框图。 Debug Exercise 
(Main) VI 的程序框图处于活动状态。 

❑ 单击单步步出按钮，结束单步执行。

10. VI 运行时，使用探针检查连线上的中间值。

❑ 使用探针工具单击任意连线。 显示探针窗口。

LabVIEW 将自动计算探针窗口数，并在单击的连线上的符号中显示相
同的值。

❑ 再次单步执行 VI。 探针窗口会显示经过连线的数据。

11.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断点，以便在该位置中止执行。

❑ 使用断点工具单击节点或连线。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一个断点，程序框
图会在所有节点执行后暂停执行。

❑ 单击运行按钮，运行 VI。 程序执行到一个断点时，VI 将暂停执行，同时
工具栏上的暂停按钮将显示为红色。

❑ 单击继续按钮，继续运行到下一个断点处或直到 VI 运行结束。

❑ 使用断点工具单击设置的断点，并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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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高亮显示执行过程按钮，禁用执行过程高亮显示。

13. 选择文件 » 关闭，关闭 VI 和所有打开的窗口。

练习 3-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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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如何禁用自动错误处理？

a. 选择操作 » 禁用错误处理。

b. 启用执行过程高亮显示。

c. 将子 VI 的错误输出簇与另一个子 VI 的错误输入簇连线。

d. 勾选错误列表对话框的显示警告复选框。

2. 下面哪一个是错误簇的内容？ （多选题）

a. 状态 : 布尔值

b. 错误 : 字符串

c. 代码 : 32 位整数

d. 源 :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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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如何禁用自动错误处理？

a. 选择操作 » 禁用错误处理。

b. 启用执行过程高亮显示。

c. 将子 VI 的错误输出簇与另一个子 VI 的错误输入簇连线。

d. 勾选 “错误列表”对话框的 “显示警告”复选框。

2. 下面哪一个是错误簇的内容？ （多选题）

a. 状态 : 布尔值

b. 错误 : 字符串

c. 代码 : 32 位整数

d. 源 :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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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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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现 VI

本课主要讲述如何在 LabVIEW 中实现代码。 这些技巧包括设计用户界面、选
择数据类型、为代码添加说明信息、使用循环结构 （如 While 循环、 For 循
环）、为代码添加软件定时、用图表显示数据以及在代码中使用条件结构处理
不同的情况。

主题

A. 设计前面板窗口

B. LabVIEW 数据类型

C. 为代码添加说明信息

D. While 循环

E. For 循环

F. 为 VI 设置定时

G. 迭代数据传递

H. 数据绘图

I. 条件结构 

J. 公式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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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计前面板窗口

软件开发规范在设计阶段的任务是确定问题的输入和输出， 输入和输出的确定
直接影响前面板的设计。 

获取输入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 使用设备 （如数据采集设备或万用表）采集输入数据。

• 直接从文件中读取输入数据。

• 操作输入控件。

问题的输出既可以用显示控件显示，也可以记录在文件中。 通过信号发生器还
可将输出数据传输至设备。 本教程的后面几课将会具体介绍有关数据采集、信
号发生和文件记录方面的内容。

设计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选择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时，应确保它们适用于要执行的任务。 例如，测定正
弦波频率时可以选择转盘输入控件；显示温度时可以选择温度计显示控件。

标签和标题
为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创建标签时，应确保标签清楚明了。 含义明确的标签不
仅可以帮助用户识别各个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功能， 还可以帮助用户为程序
框图上的代码添加说明信息。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标签对应于程序框图上接
线端的名称。 

标题用于描述前面板上的控件， 它不会显示在程序框图上。 标题可以用于为用
户界面添加说明信息，使程序框图不致出现很长的名称而变得混乱。 例如，某
气象站需要一个温度的上限值作为输入， 如果当前温度高于这个上限值，气象
站就必须发出中暑警告。 该输入控件可以命名为 高温度 （摄氏度）。 但是，由
于这个标签太长会占据程序框图的太多空间， 因此，可以在前面板上使用 高

温度 （摄氏度）这个标题，而在程序框图上用长度较短的标签 （如 高温度），
标识这个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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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选项
输入控件可以设置默认值。 图 4-2 显示了一个默认值：35 摄氏度。 如果用户没
有为输入控件设置其它值， VI 将以默认值运行。 设置默认值的步骤如下：

1. 输入一个所需值

2. 右键单击输入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数据操作 » 将当前值设置为默认
值。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上的项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 例如，图 4-1 中既能看到
标题，也能看到标签。 如只需显示标题， 可右键单击控件，然后选择显示项 »
标签 （如图 4-2 所示），隐藏标签。

 

图 4-1.  设置默认值

图 4-2.  隐藏前面板标签

1  前面板窗口 2 程序框图

1 隐藏标签之前 2 隐藏标签后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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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使用
恰当地使用颜色可以改善用户界面的外观和功能。 但是，过多地使用颜色反而
会使用户界面看上去杂乱无章。

LabVIEW 的颜色选择器有助于选择恰当的颜色。 选择上色工具，然后右键单击
对象或者工作区，可显示颜色选择器。 颜色选择器的 上方有一条灰度渐变
谱，还有一个用于创建透明对象的方框。 颜色选择器中的第二条色谱是柔和
色，一般用于背景或者前面板对象。 第三条色谱的颜色一般用于高亮显示。 将
光标从背景色垂直移动到高亮色，便于为一个特定的背景色选择合适的高亮
色。

以下提示有助于颜色匹配：

• 使用默认的 LabVIEW 颜色。 如计算机上没有某种颜色，LabVIEW 将用 接
近的颜色替代。 还可以通过使用系统颜色使前面板窗口的外观与运行 VI 的
计算机的系统颜色匹配。

• 首先进行灰度选择。 选择一种灰度或两种稍有不同的灰度作为背景色，然
后再选择一种与背景色对比鲜明的颜色作为高亮色。

• 尽量少用高亮色，高亮色一般只用于一些重要的设置，如图表、中止按
钮、或者滑动杆上的滑块。 小的对象和大的对象相比，需要更明亮的颜色
和更强的对比度。

• 多使用亮度差别，少使用色度差别。 这是考虑到色盲者辨别对象时更容易
察觉到亮度的差别，而不是色度的差别。

• 尽量使用间隔和对齐分组对象，而不要通过匹配颜色来分组对象。

• 很多独立的硬件仪器面板、地图、杂志的色彩搭配非常出色，可以作为借
鉴。

• 如需将系统颜色用于前面板上的控件，可选择控件选板中的系统类别。

间隔和对齐
空格和对齐可能是分组和间隔的 佳方法。 项对的越齐，结构就显得越清晰紧
凑。 人眼的一般观察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这和人们用手写字的顺序有
关。 尽管有些人的习惯顺序是从右到左，但是从上到下的顺序几乎是通用的。

在设计前面板时，应考虑到用户与 VI 的交互方式，从而对输入控件和显示控
件进行逻辑分组。 如果几个控件是相关的，可以在它们的周围加上修饰边框或
将它们放入一个簇中。

中心对齐不如左对齐或者右对齐看上去整洁。 空格带是对齐的有效方式。 采用
中心对齐时边缘一般不太整齐，会使整体效果不够整洁美观。

不要将前面板对象放置得太紧凑。 应留出一些空间，便于读取前面板数据。 留
有一定的空间也可以防止用户的误操作。

左边图 4-3 中的菜单例子显示出 : LabVIEW 文件菜单上的菜单项是左对齐，相
应的快捷键说明项是右对齐。 右边的菜单采用了中心对齐方式，看上去就显得
很不美观。 注意 : 左边的例子用分隔线将菜单分成了几个段，有关联的菜单项
被置于同一个段中，这样做可以帮助用户更快找到所需的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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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整齐的菜单和杂乱的菜单范例

应避免将对象重叠放置。 将标签或任何其他对象重叠放置或部分重叠放置在输
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上不仅会降低屏幕的刷新速度而且还会引起控件或显示控件
闪烁。

文本和字体
用有序的方式显示文本，便于文本信息的阅读和理解。 使用默认的 LabVIEW
字体。 在不同平台上， LabVIEW 将用相近字体替换内置字体。 如果选择了不同
的字体并且计算机上没有该字体， LabVIEW 将用 接近的字体替代。

使用太多的字体类型会使前面板看上去杂乱无章， 可以考虑使用两到三种相同
类型、不同大小的字体。 Serif 字体有助于从远处识别整个字。 使用不同大小的
字体时需确保大小区分明显， 否则，会被误认为是一个错误。 同样，使用不同
类型的字体时需确保类型区分明显。

应使用较大的字体和较强的对比度设计工业操作站的用户界面。 实际工业操作
时刺眼的光线和较远的距离会使用户很难看清标准字体。 另外，触摸屏一般需
要大号字体和较宽的选项间距。

注 用相近字体替换终端机器没有的内置字体时，用户界面上的字体有可能发生扭曲
变形。

1 整齐的菜单 2 杂乱的菜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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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设计技巧和工具
一些内置的 LabVIEW 工具可以帮助用户设计出用户界面友好的前面板窗口，
这些工具包括：系统控件、选项卡控件、修饰、菜单和自动调整前面板对象大
小。

系统控件
用户界面的一般功能是在适当的时候显示对话框以实现与用户的交互式操作。 
选择文件 »VI 属性，并选择窗口外观类别，再选择对话框选项，可创建一个对
话框 VI。

位于系统选板上的系统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可用于用户创建的对话框。由于系
统控件的外观取决于 VI 的运行平台，所以在 VI 中创建的控件外观与所有
LabVIEW 平台都兼容。 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 VI 时，系统控件将改变颜色和外
观，与该平台的标准对话框控件匹配。

系统控件通常会忽略颜色，但是透明色除外。 将图形或非系统控件集成到前面
板窗口上时，可通过隐藏边框或者选择与系统颜色相近似的颜色使它们相匹
配。

选项卡控件
传统仪器一般都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 它们的设计原理值得借鉴，但在适当的
地方可以使用更小更有效的控件，如下拉列表控件或选项卡控件。 选项卡控件
可用于将前面板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重叠放置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

右键单击选项卡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在前面添加页，或者选择在后面添加
页可为选项卡控件添加页。 用标签工具重新标注选项卡，然后将前面板对象置
于适当的页。 这些对象的接线端在程序框图中均可用，任何其它前面板对象
（除了修饰）的接线端在程序框图中也可用。

将选项卡控件的枚举型控件接线端与条件结构的选择端相连，可使程序框图看
上去更加简洁。 这种方法可使选项卡控件的每个选项卡与条件结构的一个子程
序框图 （即一个条件分支）关联。 选项卡控件的每个选项卡的输入控件和显示
控件的接线端、以及程序框图上与这些接线端关联的节点和连线都被放置在条
件结构中的子程序框图内。

修饰
位于修饰选板上的修饰控件包括方框、线条、箭头等，可用于分组或分隔前面
板上的对象。 这些修饰控件仅用于修饰对象，不能显示数据。

菜单
自定义菜单可通过有序方式在较小的空间内显示前面板的功能性。 留出的较大
空间可用于放置重要的输入控件、显示控件、注释项、说明项以及不适合放入
菜单的项。 各菜单项都可设置相应的键盘快捷键。 

右键单击前面板对象，选择高级 » 运行时快捷菜单 » 编辑，可创建一个运行快
捷菜单。 选择编辑 » 运行时菜单，可为 VI 创建一个自定义运行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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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调整前面板对象大小
VI 属性 » 窗口大小选项可用于设置窗口的 小尺寸、在屏幕大小改变时保持窗
口比例，以及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下自动改变前面板对象大小。 在设计 VI 时，应
考虑前面板窗口是否能在不同屏幕分辨率的计算机上显示的问题。 选择文件 »
VI 属性，从类别下拉菜单中选择窗口大小，勾选使用不同分辨率显示器时保持
窗口比例复选框，可依据屏幕分辨率保持前面板窗口的比例。

B. LabVIEW 数据类型

有多种数据类型可用于数据表示。 第 2 课， LabVIEW 导航中已经介绍过数值
型、布尔型和字符串型三种数据类型。 其它的数据类型包括枚举型、动态数据
类型等。 数值型数据又可分为整数或分数。 

接线端
程序框图接线端可以直观的方式告诉用户有关数据类型的信息。 例如，在
图 4-4 中， 高 (cm) 是一个双精度浮点型的数值， 接线端的颜色 （桔黄色）和
接线端的符号 （DBL）表明了它的数据类型。

图 4-4.  接线端数据类型范例

数值数据类型
数值数据类型用于表示各种不同类型的数字。 如图 4-5 所示，右键单击输入控
件、显示控件或常量，选择表示法即可改变数字的表示类型。 

如果把两个或多个不同表示法的数值输入连接到一个函数，函数将以较大较宽
的格式返回输出的数据。 函数在执行前会自动将短精度表示法强制转换为长精
度表示法，同时 LabVIEW 将在发生强制转换的接线端上放置一个强制转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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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数值表示法

数值数据类型的子类型包括浮点型、有符号整型、无符号整型和复数型。 

浮点型
浮点型用于表示分数。 LabVIEW 中，用桔黄色代表浮点型。

单精度 (SGL) －单精度浮点数为 32 位 IEEE 单精度格式。 使用单精度浮点数可
节省内存并避免溢出。

双精度 (DBL) －双精度浮点数为 64 位 IEEE 双精度格式。 双精度为数值对象的默
认格式。 大多数情况下都使用双精度浮点数。

扩展精度 (EXT) －在内存中，扩展精度数的字长和精度随所在平台的不同而不
同。 在 Windows 中，扩展精度数为 80 位 IEEE 扩展精度格式。

整型
整型用于表示整数。 有符号整型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 无符号整型用于表
示正整数。 LabVIEW 中，用蓝色代表整型。

LabVIEW 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时，VI 会对其四舍五入并转换为 接近的偶数。 
例如， LabVIEW 将 2.5 舍入为 2，将 3.5 舍入为 4。 

字节 (I8) －单字节整数占 8 位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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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I16) －双字节整数占 16 位存储空间。

长整型 (I32) －长整型数占 32 位存储空间。 大多数情况下， 好使用 32 位的
长整型。

64 位整型 (I64) － 64 位整型数占 64 位存储空间。

复数
复数由内存中两个相连的数值表示：一个表示实部，一个表示虚部。 由于复数
属于浮点数的一种，所以 LabVIEW 中也用桔黄色代表复数。

单精度复数－单精度浮点型复数由 32 位 IEEE 单精度格式的实数和虚数构成。

双精度复数－双精度浮点型复数由 64 位 IEEE 双精度格式的实数和虚数构成。 

扩展精度复数－扩展精度浮点型复数由 IEEE 扩展精度格式的实数和虚数构成。 
在内存中，扩展精度数的字长和精度随所在平台的不同而不同。 在 Windows
中，扩展精度数为 80 位 IEEE 扩展精度格式。

布尔值
LabVIEW 用 8 位二进制数保存布尔型数据。 如 8 位的值均为 0，布尔值为
FALSE。 非零值表示 TRUE。 在 LabVIEW 中，用绿色代表布尔型数据。

布尔值还有一个与其相关的机械动作。 触发和转换是两种主要的机械动作。 触
发动作与门铃的动作方式类似；转换动作与照明灯开关的动作方式类似。 触发
和转换动作各有 3 种发生方式：单击时，释放时，保持直到释放。 关于机械动
作的更多信息见 “NI 范例查找器”中的 Mechanical Action of Booleans VI。

图 4-6.  布尔机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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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字符串是可显示的或不可显示的 ASCII 字符序列。 字符串可以提供与平台无关
的信息和数据的格式。 常用的字符串应用包括：

• 创建简单的文本信息。

• 将数值数据以字符串形式传送到仪器，再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值。

• 将数值数据存储到磁盘。 如需将数值数据保存在 ASCII 文件中，必须在数值
数据写入磁盘文件前将其转换为字符串。

• 用对话框向用户显示提示信息。

前面板上的表格、文本输入框和标签中都会出现字符串。 LabVIEW 提供了用于
对字符串进行操作的内置 VI 和函数，可对其进行格式化字符串、解析字符串
等编辑操作。

LabVIEW 中，用粉红色代表字符串。

右键单击前面板上的字符串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从下表列出的显示类型中选
择一种类型。 该表还给了每个显示类型的范例。

LabVIEW 将字符串保存为指向某个结构的指针，该结构包含一个 4 字节长的值
和一个一维数组，该数组元素为单字节型整数 （即 8 位字符）。 

显示类型 说明 消息

正常显示 可打印字符以控件字体显示。 不可
显示字符通常显示为一个小方框。

There are four display types.
\ is a backslash.

\代码显示 所有不可显示字符均显示为反斜
杠。

There\sare\sfour\sdisplay\
stypes.\n\\\sis\sa\sbackslash.

密码显示 星号 (*) 显示包括空格在内的每个
字符。

*******************************
**************

十六进制显示 每个字符显示为其十六进制的
ASCII 值，字符本身并不显示。

5468 6572 6520 6172 6520 666F 
7572 2064 6973 706C 6179 2074 
7970 6573 2E0A 5C20 6973 2061 
2062 6163 6B73 6C61 7368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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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型
枚举型 （枚举型输入控件、枚举型常量或枚举型显示控件）是数据类型的组
合。 枚举型数据可以代表一对数值 （如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值型数字），枚举
型数据为一组值中的一个值。 例如，可以创建一个名称为月份的枚举类型，月
份的变量值可能为：一月－ 0，二月－ 1，…，十二月－ 11。图 4-7 显示了该
例中的枚举型输入控件的属性对话框。 

图 4-7.  枚举型输入控件月份的属性

枚举型数据非常有用，因为在程序框图上处理数字要比处理字符串简单得多。 
图 4-8 显示了前面板上的枚举型输入控件月份、枚举型输入控件中的数据选择
及其在程序框图中相应的接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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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枚举型输入控件月份

动态数据类型
动态数据类型用以保存由 Express VI 产生的或采集的信息。 动态数据类型以深
蓝色接线端表示。如左图所示。 大多数 Express VI 都可接收 / 返回动态数据类
型。 动态数据类型可连接到任何接收数值、波形或布尔数据的显示控件或输入
端。 通常应将动态数据类型连接到 适于显示该数据的显示控件上。 这些显示
控件包括图形、图表、数值显示控件。 

LabVIEW 的其它 VI 或函数中大部分都不支持动态数据类型。 用内置 VI 或函数
分析、处理包含有动态数据类型的数据时，必须先对动态数据类型进行类型转
换。

使用 “从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可以将动态数据类型转换为数值、布尔
值、波形和数组数据类型，从而用于其它 VI 和函数。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 “从
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 后，会出现从动态数据转换对话框。 从动态数据转
换对话框用于指定 “从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 返回的数据类型。

当动态数据类型连接到数组显示控件上时， LabVIEW 会在程序框图上自动放置
一个“从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 双击“从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打
开从动态数据转换对话框，即可设置数据在数组中出现的形式。 

使用 “转换至动态数据” Express VI 可以将数值、布尔值、波形和数组数据类
型转换为动态数据类型从而用于 Express VI。 将 “转换至动态数据” Express VI
放置于程序框图上后，会自动弹出转换至动态数据对话框。 该对话框用于选择
需转换为动态数据类型的数据类型。

1 前面板控件 2 选择一项 3 程序框图中的接线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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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代码添加说明信息

维护并改进 VI 的专业开发者都知道良好的说明信息的重要性。 为程序框图添加
说明信息便于日后对代码进行修改。 另外，为前面板窗口添加说明信息有助于
说明 VI 和各前面板对象的用途。

可使用提示框、说明、 VI 属性并采用良好的设计风格为前面板窗口添加说明信
息。 

提示框和说明
提示框是当鼠标移至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上时出现的提示说明。 例如，可以添
加一个显示 “温度是以摄氏度为单位的”的提示框，或者添加一个阐述算法输
入是如何运行的提示框。 说明为特定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提供了更多的附加
信息。 右键单击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说明和提示，可为控
件添加提示框和说明。 

VI 属性
VI 属性对话框中的说明信息组件可用于创建 VI 说明和从 VI 到 HTML 文件或已
编译的帮助文件的链接。 在前面板或程序框图上右键单击 VI 图标，从快捷菜单
中选择 VI 属性，或者选择文件 » VI 属性，都可显示 VI 属性。 然后从类别下拉
菜单中选择说明信息。 VI 运行过程中无法访问该对话框。

该选项页包括以下部分：

• VI 说明－该项中输入的文本信息会在光标移至 VI 图标上时出现在即时帮助
窗口中。 在一段文本信息的前面添加 <B> 后面添加 </B>，可以使该段文本
信息以粗体字显示。 “VI 说明”属性用于编辑 VI 说明。

• 帮助标识符－包括 HTML 文件名或已编译的帮助文件的主题关键字。 
“帮助：说明信息标识符”可用于编辑帮助标识符。

• 帮助路径－包括从即时帮助窗口到HTML文件或已编译的帮助文件的链接路
径。 如该栏为空，在即时帮助窗口中将不会出现详细帮助信息链接，并且
详细帮助信息按钮将显示为灰色。 

• 浏览－显示一个文件对话框，用于导入一个 HTML 文件或已编译的帮助文件
的路径，作为帮助路径。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命名
用合理的具有描述性的名称给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命名可增强前面板的可用
性。 例如，如果将一个输入控件命名为温度，用户可能不知道温度的单位是什
么。 而将该输入控件命名为温度 °C ，就为前面板添加了有用的信息， 用户就知
道应该输入的温度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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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编程
LabVIEW 的图形化特性有助于程序框图的理解，而说明信息将在以后修改 VI
时非常有用。 有两种程序框图的说明信息类型－一种用于描述算法的功能和操
作，另一种用于说明经连线传递的数据的用途。 下面的程序框图中显示了这两
种说明信息。 可以使用标签工具插入一个标准标签，也可以通过函数 » 编程 »
结构 » 修饰子选板插入一个自由标签。 默认情况下，自由标签的背景色为黄
色。

图 4-9.  为程序框图添加说明信息

按照下面的提示为 VI 添加说明信息：

• 为程序框图添加说明信息，说明代码要完成的功能。 

• 虽然 LabVIEW 的图形化代码易于理解，但还是可以用自由标签说明程序框
图是如何运行的。

• 不要显示函数和子 VI 调用的标签，因为它们往往占据太大的空间。 开发者
可以通过即时帮助窗口查看程序框图上的函数或子 VI 的名称。

• 说明长连线的用途时，可使用白色背景的自由标签。 连线标签一般用于标
注移位寄存器的输出连线和跨越整个程序框图的长连线。 关于移位寄存器
的更多信息见本课的条件结构部分。

• 结构的标签用于说明该结构的主要功能。

• 常量的标签用于说明该常量的特性。

• 自由标签用于为程序框图上的算法添加说明信息。 如书本或其它参考资料
上的算法时，可以使用标签注明信息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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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1 Determine Warnings VI

目标
创建一个简单的 VI 并为其添加说明信息。

问题描述
您需要创建一个大型项目中的一部分， 已知该 VI 的输入、算法和预期输出， 
要求根据给定的设计创建一个 VI 并为其添加说明信息。

设计

输入和输出

类型 名称 属性

数值输入控件 当前温度 双精度浮点数

数值输入控件 高温度 双精度浮点数

数值输入控件 低温度 双精度浮点数

字符串显示控件 警告文本 三种可能值：中暑警告、
无警告、冻伤警告

圆形指示灯显示控件 警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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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图 4-10.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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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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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按照以下说明创建一个如图 4-11 所示的前面板。 前面板从用户那里获取当前温
度、 高温度、 低温度，然后向用户显示警告信息和布尔型的警告指示灯。 
该 VI 是教程中温度气象站项目的一部分。

图 4-11.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前面板

1. 保存这个新建 VI。

❑ 选择文件 » 保存。 

❑ 将该 VI 命名为 Determine Warnings.vi 并保存到 C:\Exercises\
LabVIEW_Basics_I\Determine Warnings 目录下。

2. 为当前温度创建一个数值输入控件。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数值输入控件。 

❑ 将数值控件的标签改为当前温度。 

❑ 右键单击该控件，选择表示法，将表示类型被设置为双精度。

提示 这个子 VI 可以使用华氏、开氏或者其它任一种温标，只需保证所有输入是同一种
温标。 因此，无需在标签上添加温标单位。

3. 为 高温度创建一个数值输入控件。 

❑ 按住 <Ctrl> 键不放，单击并拖动当前温度的数值输入控件，复制该控
件。

❑ 将新的数值输入控件的标签改为 高温度。 

4. 为 低温度创建一个数值输入控件。 

❑ 按住 <Ctrl> 键不放，单击并拖动 高温度的数值输入控件，复制该控
件。

❑ 将新的数值控件的标签改为 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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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警告信息创建一个字符串显示控件。 

❑ 在前面板上放置一个字符串显示控件。 

❑ 将字符串显示控件的标签改为警告文本。 

6. 创建一个圆形的指示灯或者其它布尔显示控件，指示是否有警告发生。 

❑ 在前面板上放置一个圆形的指示灯。 

❑ 将布尔显示控件的标签改为警告 ?。 

7. 切换到程序框图。

提示 如果不想用图标显示程序框图上的接线端，可选择工具 » 选项，然后从类别列表
中选择程序框图 ， 取消勾选以图标形式放置前面板接线端复选框。

按照以下说明创建一个如图 4-12 所示的程序框图。

图 4-12.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程序框图

8. 比较当前温度和 高温度。 

❑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一个 “大于等于？”函数。 

❑ 将当前温度的接线端连接到 “大于等于？”函数的 x 输入接线端。

❑ 将 高温度的接线端连接到 “大于等于？”函数的 y 输入接线端。

9. 比较当前温度和 低温度。 

❑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一个 “小于等于？”函数。 

❑ 将当前温度的接线端连接到 “小于等于？”函数的 x 输入接线端。

❑ 将 低温度的接线端连接到 “小于等于？”函数的 y 输入接线端。

10. 如果当前温度大于或等于 高温度，将产生中暑警告字符串，否则产生无警

告字符串。 

❑ 在程序框图的 “大于等于？”函数右边放置一个选择函数。

❑ 将 “大于等于？”函数的输出连接到 “选择”函数的 s 输入接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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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程序框图的 “选择”函数的左上方添加字符串常量。

❑ 在字符串常量中输入中暑警告。

❑ 将中暑警告字符串连接到选择函数的 t 输入接线端。

❑ 按住 <Ctrl> 键不放，单击并拖动中暑警告字符串常量至 “选择”函数的
左下方，创建该常量的一个副本。

❑ 在这个新的字符串常量中输入无警告。

❑ 将无警告字符串连接到 “选择”函数的 f 输入接线端。

11. 如果当前温度小于或等于 低温度，将产生一个冻伤警告字符串，否则将
使用步骤 10 中产生的字符串。 

❑ 创建一个 “选择”函数的副本，将其放在 “小于等于？”函数的右
边。

❑ 将 “小于等于？”函数的输出接线端连接到 “选择”函数的 s 输入接
线端。

❑ 创建一个字符串常量的副本，将其放在 “选择”函数的左上方。

❑ 在字符串常量中输入冻伤警告。

❑ 将冻伤警告字符串连接到 “选择”函数的 t 输入接线端。

❑ 将前一个 “选择”函数的输出连接到新的 “选择”函数的 f 输入接线
端。

12. 显示产生的文本信息。 

❑ 将第二个 “选择”函数的输出连接到警告文本显示控件。

13. 产生警告 ? 布尔控件通过确定警告文本的值是否和无警告相等

❑ 在警告 ? 函数的左边添加一个不等于？ 布尔函数。

❑ 将第二个 “选择”函数的输出连接到 “不等于？”函数的 x 输入接线
端。

❑ 将无警告字符串常量连接到 “不等于？”函数的 y 输入接线端。 

❑ 将 “不等于？”函数的输出连接到警告 ? 控件。

14. 按下列说明在前面板上为代码添加说明信息。

❑ 为每个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创建提示框，说明该对象的用途和使用的
计量单位。 右键单击输入控件，选择说明和提示可访问提示框。

❑ “VI 属性”的说明信息包括该 VI 的概括性描述、输入和输出列表、创建
者的姓名以及创建日期。 选择文件 » VI 属性，可访问 VI 属性对话框。

❑ 使用自由标签为程序框图中的算法添加说明信息。

15. 保存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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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1. 为当前温度、 高温度和 低温度输入值，然后每组值运行一次，测试该

VI。

表 4-1 显示了预期的警告文本和警告 ? 对应于每一组输入数据的布尔值。

如果输入的 高温度值小于 低温度值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您希望怎样
处理这种情况呢？ 练习 4-6 将介绍如何处理此类问题。

2. 保存并关闭 VI。

练习 4-1 结束 

表 4-1.  Determine Warnings.vi 的测试值

当前温度 高温度 低温度 警告文本 警告 ?

30 30 10 中暑警告  真

25 30 10 无警告 假

10 30 10 冻伤警告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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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hile 循环

与文本编程语言的 Do 循环或 Repeat-Until 循环类似，“While 循环”将执行子
程序框图直到满足某一条件。如下图所示。

下图显示了 LabVIEW 中的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的相应流程图和实现
While 循环功能的伪码范例。

图 4-13.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位于结构选板。 从选板中选择 While 循环，用鼠标拖曳出一个矩形，
将程序框图中需要重复执行操作的部分框入该矩形。 松开鼠标时， While 循环
的边框将包围选中部分。 

只需将对象拖放到 While 循环内部即可为其添加程序框图对象。

提示 While 循环将至少执行一次。

While 循环会不断执行子程序框图，直至条件接线端 （输入接线端）收到特定
的布尔值时才停止执行。 条件接线端的默认动作和外观是真 (T) 时停止。如下
图所示。

当条件接线端为真 (T) 时停止时，While 循环将执行其子程序框图直到条件接线
端接收到一个 TRUE 值。 右键单击该接线端或 While 循环的边框，并选择如下
图所示的真 (T) 时继续，可改变条件接线端的动作和外观。

当条件接线端为真 (T) 时继续时，While 循环将执行其子程序框图直到条件接线
端接收到一个 FALSE 值。 使用操作工具单击条件接线端也可改变条件。

计数接线端 ( 输出接线端 ) 用于表示已完成的循环次数。如下图所示。

1 LabVIEW 中的 While 循环 2 流程图 3 伪码



第 4 课 实现 VI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4-22 ni.com/china

计数总是从零开始。 第一次循环时，计数接线端返回 0。
在下面的程序框图中， While 循环将执行子程序框图，直至子 VI 的输出大于等
于 10.00且启用控件的值为真。 当且仅当 “与”函数的两个输入都为真时，函
数的返回值才为真， 否则，函数的返回值为假。

在下图的范例中，可能产生无限循环。 通常，理想的情况是满足一个条件时就
可以停止循环，而不是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时才可以停止循环。 

图 4-14.  可能产生无限循环的范例

结构隧道
隧道用于接收和输出结构中的数据。 While 循环边框上的实心小方块就是隧
道。 实心小方块的颜色和与隧道相连的数据类型的颜色一致。 循环中止后，
数据才输出循环。 数据输入循环时，只有在数据到达隧道后循环才开始执行。

下面的程序框图中，计数接线端与隧道相连。 直至 While 循环停止执行后，
隧道中的值才被传送至计数显示控件。

图 4-15.  While 循环隧道

计数显示控件只显示计数接线端 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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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hile 循环进行错误处理
可以将错误簇连接到 While 循环的条件接线端，用于停止 While 循环的运行。 
错误簇连接到条件接线端上时，只有错误簇状态参数的 TRUE 或 FALSE 值会传
递到接线端。 当错误发生时， While 循环即停止执行。

将一个错误簇连接到条件接线端上时，快捷菜单项真 (T) 时停止和真 (T) 时继续
将变为错误时停止和错误时继续。

如图 4-16，错误簇和停止按钮可以决定何时停止循环。 对于大多数循环，都建
议采取推荐的方法停止循环。

图 4-16.  停止 While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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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2 Auto Match VI

目标
使用 While 循环和计数接线端，并通过隧道传输数据。

问题描述
创建一个 VI，连续产生 0 到 1000 之间的随机数，直至产生的数与用户指定的
数相等时才停止运行。 确定在产生匹配的数字之前， VI 总共产生了多少个随机
数。

设计

表 4-2.  输入和输出

类型 名称 属性

输入 待匹配的数 双精度浮点数；取值范围为 0 到 1000 ；
强制转换为 接近的整数；默认值 = 50

输出 当前数 双精度浮点数

输出 迭代次数 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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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图 4-17.  Auto Match 流程图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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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打开空 VI，创建下图所示的前面板。 按照下图和以下说明步骤修改输入控件或
显示控件。

1. 创建待匹配的数输入控件。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数值输入控件。 

❑ 将该输入控件的标签改为待匹配的数。

2. 设置待匹配的数输入控件的属性，使其默认值为 50、数据范围为 0 到
1000、递增值为 1、精度位数为 0。

❑ 右键单击待匹配的数输入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数据范围， 显示数
值属性对话框的数据范围页。

❑ 取消勾选使用默认范围复选框。

❑ 将默认值设置为 50。

❑ 将 小值值设置为 0，并从范围外动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强制。

❑ 将 大值值设置为 1000，并从范围外动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强制转换。

❑ 将增量值设置为 1，并从范围外动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强制至 近值。 

❑ 选择格式与精度选项卡。

❑ 选择浮点，并将精度类型从有效数字改为精度位数。

❑ 在位数文本框中输入 0，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3. 创建当前数输出控件。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数值显示控件。 

❑ 将显示控件的标签改为当前数。

4. 将当前数的精度位数设置为 0。

❑ 右键单击当前数显示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格式与精度。 显示数值
属性对话框的格式与精度页。

❑ 选择浮点，将精度类型改为精度位数。

❑ 在位数文本框中输入 0，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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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迭代次数输出控件。

❑ 在前面板上放置一个数值显示控件。 

❑ 将该显示控件的标签改为迭代次数。

6. 将迭代次数的表示类型设置为长整型。

❑ 右键单击迭代次数显示控件， 

❑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表示法 » I32。

创建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框图。

7. 产生一个 0 到 1000 之间的随机整数。

❑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 “随机数 (0-1)”函数。 “随机数 (0-1)”函数可以产
生 0 到 1 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 “乘”函数。 “乘”函数将随机数和 y 相乘，
产生一个 0 到 y 之间的随机数。

❑ 右键单击“乘”函数的 y 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输入
1000，然后按 < 回车 > 键，创建数值常量。

❑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 “ 近数取整”函数。 该函数对随机数进行四
舍五入，并转换为 接近的整数。

8. 比较随机产生的数和待匹配的数控件中的数值。

❑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一个 “不等于？”函数。 该函数比较随机数和待匹
配的数，如果两者不相等就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9. 重复执行算法直至 “不等于？”函数的返回值为真。

❑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一个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位于结构选板。 

❑ 右键单击条件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真 (T) 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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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计数接线端的值加上 1 即为产生随机数的数量，向用户显示该值。

❑ 将计数接线端连接到While循环的边框， While循环的边框上将出现一个
蓝色的隧道。

提示 循环每执行一次，计数接线端的值就递增 1。 将计数接线端的值连接到 “加 1”函
数，这是因为循环计数器从 0开始计数。 循环完成之后，循环次数的值输出循环。

❑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 “加 1”函数。 该函数对循环计数的值加 1。 

11. 将该 VI 命名为 Auto Match.vi，并保存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Automatch目录下。

测试
1. 显示前面板。 

2. 修改待匹配的数中的数值，使数值在 0 到 1000 的数据之间且增量为 1。

3. 运行 VI。 

4. 改变待匹配的数，再次运行 VI。 循环每执行一次，当前数的值就更新一
次，这是因为它位于循环的内部。 而迭代次数的值直到循环结束才更新，
这是因为它位于循环的外部。

5. 启用高亮显示可以看到 VI 是如何更新显示控件的。 

❑ 单击程序框图工具栏上的高亮显示执行过程按钮，启用高亮显示。 执
行高亮显示可以在程序框图上显示数据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
的过程，便于用户看到 VI 生成的每个数。 

6. 运行 VI，观察数据流。

7. 尝试匹配一个数据范围外的数值。

8. 修改待匹配的数，使其数值位于数据范围外。

❑ 运行VI。 LabVIEW将此超出值域的数值强制转换为指定数据范围内的
近的数值。

9. 关闭 VI。

练习 4-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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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or 循环

如下图所示， For 循环按规定次数执行子程序框图。下图显示了 LabVIEW 中的
For 循环、 For 循环的相应流程图和实现 For 循环功能的伪码范例。

图 4-18.  For 循环

For 循环位于编程 » 结构选板上。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 While 循环，然后右键单
击 While 循环的边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替换为 For 循环，将 While 循环转变
为 For 循环。 如下图所示，计数接线端 ( 输入接线端 ) 的值用于表示重复执行
该子程序框图的次数。

计数接线端 ( 输出接线端 ) 用于表示已完成的循环次数。如下图所示。

计数总是从零开始。 第一次循环时，计数接线端返回 0。
For 循环与 While 循环的不同之处在于 :For 循环只执行指定的次数， 而 While
循环会一直执行子程序框图，直至条件接线端接收到某一特定的值时才停止执
行。

1 LabVIEW 中的 For 循环 2 流程图 3 伪码

N=100 

i=0 

i=i+1 

i=N? 

N=100; 

i=0; 

Until i=N: 

    Repeat (code; i=i+1); 

End;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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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的 For 循环每秒产生一个随机数，共执行 100 秒，并用数字显示控件显示
产生的随机数。

图 4-19.  For 循环范例

数值转换
LabVIEW 中的数值数据类型可以表示为有符号或无符号整数、浮点数值、复
数，这些在本课的 LabVIEW 数据类型部分已经讨论过。 通常，当不同的表示
类型被连接到函数的输入端时，函数将以更长或更宽的表示法返回值。 
LabVIEW 自动选择更长位数的表示法。 如果位数相同，LabVIEW 将选择无符号
表示法，而非选择有符号表示法。 例如，当一个 DBL 和一个 I32 类型连接到乘
函数时，结果为 DBL 类型。如图 4-20 所示。 由于 64 位有符号整数所用的位数
比双精度浮点数所用的位数少，所以 64 位有符号整数将被强制转换为双精度
浮点数。 “乘”函数下面的输入有灰色的点，这是强制转换点，用于表示数字
的强制类型转换。

图 4-20.  数值转换范例

需要注意的是：For 循环的计数接线端是以相反的方式工作的。 如果将一个双
精度浮点数连接到 64 位的计数接线端， LabVIEW 将更长位数的数值转换为 32
位有符号整数。 虽然这与正常的转换准则相反，但是因为 For 循环只能执行整
数次循环，所以这种转换是必要的。 

1 强制转换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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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For 循环上的强制转换

1 强制转换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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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3 概念：While 循环与 For 循环对比

目标
理解何时使用 While 循环，何时使用 For 循环。

说明
针对以下几种问题描述，判定使用 While 循环还是使用 For 循环。

情况 1
一分钟内每秒钟采集一次压强数据。

1. 如果使用 While 循环，需要在何种条件下停止循环？ 

2. 如果使用 For 循环，需要让循环重复执行多少次？

3. 用 While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还是用 For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

情况 2
直到压强为 1400 磅 / 平方英寸 (psi) 时才采集压强数据。 

1. 如果使用 While 循环，需要在何种条件下停止循环？ 

2. 如果使用 For 循环，需要让循环重复执行多少次？

3. 用 While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还是用 For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

情况 3
当压强和温度数值都稳定保持了两分钟后才开始采集压强和温度数据。 

1. 如果使用 While 循环，需要在何种条件下停止循环？ 

2. 如果使用 For 循环，需要让循环重复执行多少次？

3. 用 While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还是用 For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

情况 4
输出电压梯度，起始值为 0，每秒钟增值 0.5 V，直至输出电压值等于 5 V。

1. 如果使用 While 循环，需要在何种条件下停止循环？ 

2. 如果使用 For 循环，需要让循环重复执行多少次？

3. 用 While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还是用 For 循环实现较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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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情况 1
一分钟内每秒钟采集一次压强数据。

1. While 循环：时间 = 1 分钟

2. For 循环：60 次迭代

3. 两种循环方式都可用。

情况 2
直到压强为 1400 磅 / 平方英寸 (psi) 时才采集压强数据。 

1. While 循环：压强 = 1400 psi

2. For 循环：未知

3. While 循环。 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不可能用 For 循环实现。

情况 3
当压强和温度数值都稳定保持了两分钟后才开始采集压强和温度数据。 

1. While 循环：2 分钟或更长时间内， [ 后的温度值 = 前一个温度值 ] 且
[ 后的压强值 = 前一个压强值 ]

2. For 循环：未知

3. While 循环。 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不可能用 For 循环实现。

情况 4
输出电压梯度，起始值为 0，每秒钟增值 0.5 V，直至输出电压值等于 5 V。

1. While 循环 : 电压 = 5 V

2. For 循环：11 次迭代

3. 两种循环方式都可用。

练习 4-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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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为 VI 设置定时

当循环结构执行一次循环后，它会立刻开始执行下一次循环，除非满足停止条
件。 通常都需要控制循环的频率或定时。 例如，如果要求每 10 秒钟采集一次
数据，就需要将各次循环间的时间间隔定时为 10 秒钟。 

即使不需要以特定的频率执行循环，处理器也需要定时信息完成其它任务，如
处理用户界面事件。 本部分将介绍为循环设置定时的一些方法。

等待函数
在循环结构内部放置一个 “等待”函数，可以使 VI 在一段指定的时间内处于
睡眠状态。 在这段等待时间之内，处理器可以处理其它任务。 “等待”函数使
用操作系统的毫秒时钟。

“等待下一个整数倍毫秒”函数将监控毫秒计数器，保持等待状态直至毫秒计
数器的值到达指定数的整数倍。 该函数用于同步各操作。 将该函数置于循环结
构中可控制循环执行的速率。 要使该函数有效，必须使代码执行时间小于该函
数指定的时间。 循环第一次执行的速率是不确定的。

“等待 (ms)”函数保持等待状态直至毫秒计数器的值等于预先输入的指定值。 
该函数保证了循环的执行速率至少是预先输入的指定值。 

注 “时间延迟” Express VI 与 “等待 (ms)”函数类似，但 “时间延迟” Express VI 多
了一个内置的错误簇。 更多关于错误簇的更多信息见第 3 课，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已用时间
某些情况下，在 VI 执行了一定时间之后判定已用多少时间是非常有用的。 
“已用时间” Express VI 表示在特定的起始时间后共用了多少时间。 该 Express 
VI 允许在 VI 继续执行的过程中跟踪记录时间。 该函数不给处理器时间完成其
它任务。 在教程中的气象站项目中使用该 Express VI 之后，就会对其有更多的
了解。

G. 迭代数据传递

使用循环结构编程时，经常需要访问前一次循环产生的数据。 例如，如果需要
每次循环采集一个数据且每得到五个数据后要计算这五个数据的平均值，这就
需要记住前面几次循环产生的数据。 移位寄存器可以将循环中的值传递到下一
次循环中。

注 在 LabVIEW 中，还可以使用反馈节点保留前一次循环的信息。 有关反馈节点的更
多信息见 LabVIEW 帮助中的反馈节点主题。

移位寄存器相当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静态变量。

移位寄存器用于将上一次循环的值传递至下一次循环。 移位寄存器以一对接线
端的形式出现，分别位于循环两侧的边框上，位置相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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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接线端含有一个向上的箭头，用于存储每次循环结束时的数据。 LabVIEW
可将连接到右侧寄存器的数据传递到下一次循环中。 循环执行后，右侧接线端
将返回移位寄存器保存的值。

右键单击循环的左侧或右侧边框，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移位寄存器可以创
建一个移位寄存器。

移位寄存器可以传递任何数据类型，并和与其连接的第一个对象的数据类型自
动保持一致。 连接到各个移位寄存器接线端的数据必须属于同一种数据类型。

循环中可添加多个移位寄存器。 如循环中的多个操作都需使用前面循环的值，
可以通过多个移位寄存器保存结构中不同操作的数据值。如下图所示。

 

初始化移位寄存器
初始化移位寄存器即赋给移位寄存器一个初始值，在 VI 运行过程中，每执行
第一次循环时都使用该值对移位寄存器进行复位。 通过连接输入控件或常数至
循环左侧的移位寄存器接线端，可初始化移位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的 For 循环将执行五次，每次循环后，移位寄存器的值都增加 1。 For 循
环完成执行五次后，移位寄存器会将 终值 (5) 传递给显示控件并结束 VI 运
行。 每次执行该 VI，移位寄存器的初始值均为 0。 

如果没有初始化移位寄存器，循环结构将使用上一次循环执行时写入该寄存器
的值，或在循环未执行的情况下使用该数据类型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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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初始化的移位寄存器可以保留 VI 连续执行期间的状态信息。 下图即是未
初始化的移位寄存器。

 

上图中的 For 循环将执行五次，每次循环后，移位寄存器的值都增加 1。 第一
次运行 VI 时，移位寄存器的初始值为 0，即 32 位整型数据的默认值。 For 循环
完成五次循环后，移位寄存器会将 终值 (5) 传递给显示控件并结束 VI 运行。 
而第二次运行该 VI 时，移位寄存器的初始值是上一次循环所保存的 终值 5。 
For 循环执行五次后，移位寄存器会将 终值 (10) 传递给显示控件。 如果再次
执行该 VI，移位寄存器的初始值是 10，依此类推。 关闭 VI 前，未初始化的移
位寄存器将保留上一次循环的值。

层叠移位寄存器
通过层叠移位寄存器可访问此前多次循环的数据。 层叠移位寄存器可以保存多
次循环的值，并将这些值传递到下一次循环中。 右键单击左侧的接线端，从快
捷菜单中选择添加元素，可创建层叠移位寄存器。

层叠移位寄存器只位于循环左侧，右侧的接线端仅用于把当前循环的数据传递
给下一次循环。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如在左侧接线端上再添加一个移位寄存器，则上两次循环的值将传
递至下一次循环中，其中 近一次循环的值保存在上面的寄存器中， 而上一次
循环传递给寄存器的值保存在下面的寄存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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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4 Average Temperature VI

目标
使用 For 循环和移位寄存器计算数据的平均值。

问题描述
Temperature Monitor VI 用于采集并显示温度。 修改该 VI，计算前三次测量到的
温度值的平均值，并将平均值显示在波形图表上。

设计
图 4-22 和图 4-23 显示了 Temperature Monitor VI 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

图 4-22.  Temperature Monitor VI 的前面板

图 4-23.  Temperature Monitor VI 的程序框图

如需修改该 VI，应保留前两次循环的温度值，并计算这两个值和本次循环值的
平均值。 用包含两个元素的层叠移位寄存器可保留前两次循环的数据。 使用从
温度传感器中读取的数初始化层叠位寄存器。 只对平均温度绘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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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 测试 VI。 如有硬件设备，见有硬件设备栏中的提示。 否则，见无硬件设备

栏下的提示。

2. 通过改变电源开关的状态可以停止 VI。 注意，电源开关会立刻切换回开
(On) 状态， 这与开关的机械动作一致。

下列步骤将修改 VI，从而减少温度刺波数。

3. 显示程序框图。

4. 按照图 4-24 所示修改程序框图。

图 4-24.  Average Temperature VI 的程序框图

❑ 右键单击 While 循环的左侧或右侧边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移位寄
存器，创建移位寄存器。 

有硬件设备 无硬件设备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Average Temperature目录的 Temperature 
Monitor VI。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No Hardware Required\Average 

Temperature目录的 Temperature Monitor 
(Demo) VI。 

选择文件 » 另存为，将 VI 重命名为 Average 
Temperature.vi，并保存到 C:\Exercises\
LabVIEW Basics I\Average Temperature目
录。 

选择文件 » 另存为，将 VI 重命名为 Average 
Temperature.vi，并保存到 C:\Exercises\
LabVIEW Basics I\No Hardware Required\

Average Temperature目录下。

将 DAQ 信号附件上的温度传感器噪声开关旋至
“开” (On)。 这样在读取温度时会引入噪声。

运行 VI。 请注意在模拟温度读取时发生的变
化。

运行 VI。

将手指放在 DAQ 信号附件的温度传感器上可提高
读取的温度值。 将手指在传感器上快速移动可以
进一步提高读取的温度值，将手指在传感器上用
力摩擦可以使读取的温度值更高。 请注意读取过
程中出现的刺波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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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移位寄存器的左侧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元素，再
添加一个移位寄存器。

❑ 选中 Thermometer VI 的同时按住 <Ctrl> 键不放，将其拖曳至 While 循环
外，创建该子 VI 的副本。

Thermometer VI 返回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值，并在循环开始前用该
值初始化左侧的移位寄存器。

❑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 “复合运算”函数。 

配置该函数，使其返回当前温度值和前两次读取温度值的和。 

❑ 使用定位工具改变 “复合运算”函数的大小使其左侧有三个接线端。

❑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 “除”函数。 该函数将返回 后三次读取的温度值
的平均值。 

❑ 按照图 4-24 所示对函数进行连线。

❑ 右键单击 “除”函数的 y 接线端，并选择创建 » 常量。

❑ 输入 3，然后按 < 回车 > 键。

5. 保存 VI。

测试
1. 运行 VI。

2. 如果已经安装了硬件，可将手指放在 DAQ 信号附件的温度传感器上，提高
读取的温度值。 

每执行一次 While 循环， Thermometer VI 就测量一次温度值。 该 VI 将测量
值与存储于移位寄存器左侧接线端中的两个测量值相加。 然后， VI 将结果
除以 3，以得到三个测量值 （当前测量值和前两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同
时， VI 将温度平均值显示在波形图表上。 注意，该 VI 用测量到的温度值初
始化移位寄存器。

3. 改变前面板上电源开关状态，停止 VI。

4. 关闭 VI。

练习 4-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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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数据绘图

前面已经介绍过如何使用图形和图表为简单的数据绘图。 本节将介绍更多关于
使用和自定义图形图表的内容。

波形图表
波形图表是显示一条或多条曲线的一类特殊的数值显示控件，通常用于显示以
恒定速率采集到的数据信号曲线。 波形图表可以显示一条或多条曲线。 图 4-25
显示了一个多曲线的波形图表。 图中显示了两条曲线：原始数据和平均值。

图 4-25.  波形图表

• 可以配置图表更新数据的方式。 右键单击图表，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高级 »
更新模式，可配置图表的更新模式。 图表显示数据的模式有如下几种：

• 带状图表－从左到右连续滚动地显示运行数据，旧数据在左，新数据在
右。 带状图表类似于纸带图表记录器。 带状图表是默认的更新模式。

• 示波器图表－显示某一项数据，如脉冲或波形，并从左到右地滚动图表。 
图表将新数值绘制到前一个数值的右边。 当曲线到达绘图区域的右边界
时， LabVIEW 将擦除整条曲线并从左边界开始绘制新曲线。 示波器图表的
这种回扫显示特性类似于示波器。

• 扫描图－类似于示波器图表，不同之处在于扫描图表中有一条垂直线将右
边的旧数据和左边的新数据隔开， 而且当曲线到达绘图区域的右边界时，
扫描图表中的曲线不会被擦除。 扫描图表的显示特性类似于心电图仪
(EKG)。

1 标签
2 Y 标尺

3 X 标尺
4 标尺图例

5 图形工具选板
6 图例

1

2

4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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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显示了图表的三种刷新模式。 示波器图表和扫描图都有与示波器类似的
回扫显示特性。 由于回扫曲线所需的时间较短，所以用示波器图表和扫描图显
示曲线明显比用带状图表快。

图 4-26.  图表更新模式

对图表进行连线
一个标量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到波形图表。 如图 4-27 所示，波形图表的接线端自
动与输入数据类型匹配。

图 4-27.  连接单条曲线到波形图表

位于簇与变体选板上的 “捆绑”函数可用于在波形图表中显示多条曲线。 
图 4-28 中，“捆绑”函数将三个 VI 的输出捆绑在一起显示到波形图表上。

图 4-28.  连接多条曲线到波形图表

波形图表接线端会自动转换数据类型，与 “捆绑”函数的输出相匹配。 用定位
工具改变 “捆绑”函数的大小可以增加波形图表中显示的曲线数量。 关于
“捆绑”函数的更多信息见第 5 课，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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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图
带有图形的 VI 通常先将数据放于数组中，然后再绘制到图形上。图 4-29 显示
了图形的组成元素。

图 4-29.  波形图

位于图形显示控件选板上的图形包括波形图和 XY 图。 波形图仅绘制单值函数，
如 y = f(x)，且采样点必须沿 x- 轴均匀分布，例如，采集随时间变化的波形。
XY 图可以显示任何均匀采样或非均匀采样的点的集合。

改变标绘图图例的大小可以显示多条曲线。 使用多条曲线可以节省前面板上的
空间，还可以清楚地比较各条曲线。 XY 图和波形图可以自动匹配多条曲线。

单曲线波形图
单曲线波形图支持多种数据类型。 波形图支持数值数组，它将数组中的每一个
数据视为图形中的一点，将 x 索引从 x = 0 开始，以 1 为增量递增。波形图也支
持包含 x 初始值、 Δx 和 y 数据数组的簇。 波形图还支持波形数据类型，该类
型包括波形的数据、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 (Δt)。

 关于波形图支持数据类型的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graphs\
gengraph.llb中的 Waveform Graph VI。

多曲线波形图
多曲线波形图同样支持多种数据类型。 波形图支持二维数值数组，数组中的一
行即一条曲线。 波形图将这些数据作为图形上的各点，数组的 x 索引从 x = 0 开
始，以 1 为增量递增。将二维数组数据类型与图形相连，然后右键单击该图
形，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转置数组，可将数组的每一列作为一条曲线显示。 多曲

1 图例
2 游标
3 网格标记

4 微型网格标记
5 图形工具选板
6 游标移动器

7 游标图例
8 标尺图例
9 X 标尺

10 Y 标尺
11 标签

11 

9

8 

5 

6 

7 

10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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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波形图尤其适用于 DAQ 设备的多通道数据采集。 DAQ 设备以二维数组的形
式返回数据，数组中的一列即代表一个通道的数据。

关于支持该数据类型的多曲线波形图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
graphs\gengraph.llb 中 Waveform Graph VI 的 (Y) Multi Plot 1 图。

波形图也支持包含 x 初始值、 Δx 和 y 数据二维数组的簇。 波形图将 y 数据作
为图形上的点，将 x 索引从 x 初始值开始以 Δx 为增量递增。 该数据类型特别
适用于显示以相同速率采样的多个信号。 关于支持该数据类型的图形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graphs\gengraph.llb 中的 Waveform Graph 
VI 的 (Xo = 10, dX = 2, Y) Multi Plot 2 图。

波形图还支持包含簇的曲线数组。 每个簇都含有一个 y 数据一维数组。 内部数
组的各个数据项对应于曲线上各个点，而外部数组的每个簇对应于每一条曲
线。 下面的前面板显示了一个 y 簇数组。

 

如果每条曲线所含的元素个数各不相同，应使用曲线数组代替二维数组。 例
如，从多个通道采集数据但每个通道的采集时间不同时，应使用曲线数组而不
是二维数组，因为二维数组每一行的元素个数必须相同。 簇数组的内部数组元
素个数可以不同。 关于支持该数据类型的多曲线波形图范例见 labview\
examples\general\graphs\gengraph.llb中 Waveform Graph VI 的
(Y) Multi Plot 2 图。

波形图支持包含 x 初始值、 Δx 和簇数组的簇。 每个簇都含有一个 y 数据一维
数组。 可以使用 “捆绑”函数将数组捆绑到簇中，使用 “创建数组”函数将
该簇嵌入数组结构。 也可以使用 “创建簇数组”函数创建包含指定输入的簇数
组。 关于支持该数据类型的图形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
graphs\gengraph.llb 中的 Waveform Graph VI 的 (Xo = 10, dX = 2, Y) 
Multi Plot 3 图。

波形图支持包含 x 值、 Δx 值和 y 数据数组的簇数组。 这种数据类型常用于多
曲线波形图，可指定唯一的起始点和每条曲线的 x 标尺增量。 关于支持该数据
类型的图形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graphs\gengraph.llb 中
的 Waveform Graph VI 的 (Xo = 10, dX = 2, Y) Multi Plot 1 图。

波形图还支持动态数据类型，该数据类型用于 Express VI。动态数据类型除了
包括与信号相关的数据外，还包括提供信号信息的属性 （例如，信号名称或数
据采集的日期和时间等）。 属性指定了信号在波形图中的显示方式。 当动态数
据类型包含多个通道时，波形图为每个通道数据显示一条曲线，并自动格式化
标绘图图例和 x 标尺的时间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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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曲线 XY 图
单曲线 XY 图支持三种数据类型。 它支持包含 x 数组和 y 数组的簇。 关于支持
该数据类型的图形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graphs\
gengraph.llb中 XY Graph VI 的 (X and Y arrays) Single Plot 图。 

单曲线 XY 图也支持点数组，其中每个点都是包含 x 值和 y 值的簇。 关于支持
该数据类型的图形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general\graphs\
gengraph.llb中 XY Graph VI 的 (Array of Pts) Single Plot 图。 单曲线 XY 图形还
支持复数数组，其中 X 轴和 Y 轴分别显示实部和虚部。

多曲线 XY 图
多曲线 XY 图也支持三种数据类型。 它支持曲线数组，其中每条曲线是包含 x
数组和 y 数组的簇。 关于支持该数据类型的图形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
general\graphs\gengraph.llb中 XY Graph VI 的 (X and Y arrays) Multi Plot
图。

多曲线 XY 图也支持曲线簇数组，其中每条曲线为一个点数组。 每个点是包含 x
值和 y 值的簇。 关于支持该数据类型的图形范例见 labview\examples\
general\graphs\gengraph.llb中 XY Graph VI 的 (Array of Pts) Multi Plot 图。 
多曲线 XY 图还支持曲线簇数组，其中每条曲线是一个复数数组， X 轴和 Y 轴
分别显示复数的实部和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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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5 Temperature Multiplot VI

目标
在单个波形图表上绘制多个数据集，自定义图表外观。

问题描述
修改练习 4-4 中的 VI，在同一个图表上同时显示当前温度和平均温度。 另外，
在采集数据的同时允许用户访问图形的一部分。

设计
图 4-30 显示了现有 VI (Average Temperature VI) 的前面板，图 4-31 显示的是该
VI 的程序框图。

图 4-30.  Average Temperature VI 的前面板

为了在采集数据的同时允许用户访问图形的一部分，需要显示出波形图表的标
尺图例和图形工具选板。 然后扩展图例使其显示其它曲线。

如需修改图 4-31 中的程序框图，可修改波形图表的接线端使其接收多组数据。 
可以使用 “捆绑”函数将平均温度和当前温度捆绑在一个簇中，然后传递至温
度历史图表的接线端。

图 4-31.  Average Temperature VI 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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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 打开练习 4-4 中创建的 VI。 如有硬件设备，见有硬件设备栏中的提示。 否

则，见无硬件设备栏下的提示。

提示 选择原文件的替换副本选项，关闭 Average Temperature VI，在 Temperature 
Multiplot VI 中进行操作。 如果该目录不存在，可创建该目录。

在下面的步骤中，修改图 4-32 所示的程序框图。 首先修改程序框图，然后再修
改前面板。

图 4-32.  Temperature Multiplot VI 的程序框图

2. 打开程序框图。

3. 将当前温度和平均温度传递到温度历史图表的接线端。

❑ 删除温度历史图表接线端和 “除”函数间的连线。 

❑ 在温度历史图表接线端和 “除”函数间放置一个 “捆绑”函数。 必要
时可调整 While 循环的大小，留出空间。

❑ 将 “除”函数的输出和 “捆绑”函数的上输入端连接起来。 

❑ 将当前温度和“捆绑”函数的下输入端连接。 当前温度是位于 While 循
环内部的 Thermometer 子 VI 的输出。

❑ 将 “捆绑”函数的输出和温度历史图表的接线端连接。

有硬件设备 无硬件设备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Average Temperature目录的 Average 
Temperature VI。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No Hardware Required\Average 

Temperature目录的 Average Temperature VI。 

选择文件 » 另存为，将 VI 重命名为
Temperature Multiplot.vi，保存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Temperature Multiplot目录。 

选择文件 » 另存为，将 VI 重命名为
Temperature Multiplot.vi，保存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No Hardware Required\Temperature 

Multiplot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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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步骤将修改图 4-33 所示的前面板。

图 4-33.  Temperature Multiplot VI 的前面板

4. 打开前面板。

5. 在波形图表的图例中显示两条曲线。 

❑ 用定位工具选中并拖曳图例上方中间的调整大小节点，使图例显示两
个对象。 

❑ 将上面一条曲线重命名为运行时均值。 

❑ 将下面一条曲线重命名为当前温度。

❑ 改变当前温度的曲线类型。 用操作工具选中图例中的曲线，然后选择
所需曲线类型。

提示 图例中显示的曲线顺序和程序框图上与 “捆绑”函数连接的顺序一致。

6. 显示波形图表的标尺图例和图形工具选板。 

❑ 右键单击温度历史波形图表，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项 » 标尺图例。

❑ 右键单击温度历史波形图表，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项 » 图形工具选
板。 

7. 保存 VI。

测试
1. 运行 VI。 使用标尺图例和图形工具选板中的工具查看产生的数据。 

2. 将电源开关切换到关位置，停止 VI。 

3. 完成后关闭 VI。

练习 4-5 结束 



第 4 课 实现 VI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4-48 ni.com/china

I. 条件结构

条件结构包括两个或多个子程序框图或条件分支。如下图所示。

每次只能显示一个子程序框图，并且每次只执行一个条件分支。 输入值将决定
执行哪一个子程序框图。 条件结构类似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 switch 语句或
if...then...else 语句。

条件结构顶部的条件选择器标签由各个条件分支对应的选择器值的名称以及两
边的递减和递增箭头组成。如下图所示。

单击递减和递增箭头可以滚动浏览各个条件分支。 也可以单击条件分支名称旁
边的向下箭头，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条件分支。

将一个输入值或选择器连接到选择器接线端即可选择所需执行的条件分支。如
下图所示。

选择器接线端支持的数据类型包括整型、布尔型、字符串型和枚举型。 可将条
件选择器接线端置于条件结构左边框的任意位置。 如果选择器接线端的数据类
型是布尔型，该结构将包括真和假两个条件分支。 如果选择器接线端的数据类
型为整型、字符串型或枚举型，该结构可以有任意个条件分支。

应当为条件结构指定一个默认条件分支，处理超出范围的数值。 否则，应明确
列出所有可能的输入值。 例如，如果选择器的数据类型是整型，并且已指定
1、 2、 3三个条件分支，还必须指定一个默认条件分支，输入数据为 4或其它
有效整数时执行该默认条件分支。

右键单击条件结构的边框可以添加、复制、删除分支或重新排列分支的顺序，
以及选择默认条件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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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分支的选择
图 4-34 显示的 VI 使用条件结构根据用户选择的温度单位的不同 （摄氏或华
氏）而执行不同的代码。 上方的程序框图显示了位于前景上的 “真”条件分
支。 中间的程序框图显示了 “假”条件分支。 通过在分支选择器标识符中输入
相应值或者使用标签工具编辑该值，可以实现对条件分支的选择。 如图 4-34 中
下面的程序框图所示，当选择了另一个条件分支之后，该被选中的条件分支

会出现在前面。

图 4-34.  改变条件结构的条件分支视图

如果输入选择器的值与选择器接线端连接的对象不是同一数据类型，该值将变
为红色，表示在执行前必须删除或编辑该值，否则 VI 不能运行。 同样，由于浮
点运算存在固有的舍入误差，因此浮点数不能作为条件选择器的值。 如果将一
个浮点值连接到条件分支， LabVIEW 将对其进行四舍五入，变为 接近的偶数
值。 如果在分支选择器标签中输入浮点值，数值将变成红色，表示在执行结构
前必须删除或编辑该值。

输入和输出隧道
一个条件结构可以创建多个输入输出隧道。 所有输入都可供条件分支选用，但
条件分支不一定要使用所有输入。 但是，必须为每个条件分支定义各自的输出
隧道。 

考虑下面这个例子：程序框图上的条件结构有一个输出隧道，但是至少有一个
分支的输出隧道未连接任何输出值。 这种情况下， LabVIEW 就不知道该输出何
值， 此时 LabVIEW 会将隧道的中心显示为白色，表示发生了上述错误。 未连接
任何输出值的条件分支可能不是当前在程序框图中可见的条件分支。 

纠正错误时，需找到未连接输出值的条件分支，然后在该条件分支下给隧道连
接一个输出值。 也可以右键单击输出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未连接时使用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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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样所有未连线的隧道都将使用隧道数据类型的默认值。 当所有条件分支
的输出都正确连接好后，输出隧道将显示为实心颜色。 

应避免使用未连接时使用默认选项。 使用该选项会影响程序框图代码风格，还
会使代码难以理解， 增加调试代码的复杂度。 如果选择了该选项，使用的默认
值是与隧道相连接的数据类型的默认值。 例如，如果隧道是布尔数据类型，默
认值为假。 如需帮助参见表 4-3。

范例
下例中，数值通过隧道传递到条件结构中，条件结构根据连接的选择器接线端
的值的不同，对输入数值做加法或减法运算。

布尔型条件结构
下例是一个布尔型条件结构。 各个条件分支相互重叠，可简化图示。

如果与选择器接线端相连接的布尔型输入控件的值为真， VI 将输入数值相加。 
否则， VI 将输入数值相减。

整型条件结构
下例是一个整型条件结构。

表 4-3.  各数据类型的默认值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数值 0

布尔 FALSE

字符串 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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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型是位于控件 » 文本输入控件选板上的文本下拉列表控件，它将数值与文本
项联系在一起。 如果与选择器接线端相连接的文本下拉列表控件的值为
0（加）， VI 将输入数值相加。 如果值为 1（减），么 VI 将输入数值相减。 如
果文本下拉列表控件的值是除了 0（加）和 1（减）以外的其它值， VI 将输入
数值相加，因为这是默认分支。

字符串型条件结构
下例是一个字符串型条件结构。

如果字符串为加， VI 将输入数值相加。 如果字符串为减， VI 将输入数值相减。

枚举型条件结构
下例是一个枚举型条件结构。

枚举控件可用于向用户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项列表。 枚举控件的数据类型包括
控件中所有数值和字符串标签的相关信息。 当选择条件结构快捷菜单中的为每
个值添加分支后，枚举控件中的每个项都对应于分支选择器显示的一个字符串
标签。 条件结构根据枚举控件中的当前项，执行相应的条件分支子程序框图。 
在上面的程序框图中，如果枚举为加， VI 将输入数值相加。 如果枚举为减， VI
将输入数值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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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结构处理错误
下例显示了一个条件结构，其中错误簇决定条件分支。

图 4-35.  无错误条件分支

图 4-36.  错误条件分支

将错误簇连接到条件结构的选择器接线端时，分支选择器标签将显示两个条件
分支－错误和无错误，并且条件结构的边框会改变颜色－错误为红色，无错误为
绿色。 如有错误发生，条件结构将执行错误子程序框图。

当错误簇连线到选择接线端时，条件结构只识别该簇的状态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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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6 Determine Warnings VI

目标
修改 VI，使用条件结构进行软件判定。

问题描述
创建一个 VI，其输入包括温度、 高温度和 低温度。 根据给定输入之间的关
系产生相应的警告信息。 但是，某些情况可能导致 VI 不能正常工作。 比如，用
户可能输入一个小于 低温度值的 高温度。 修改 VI，使其产生不同的字符串
信息，警告用户出现的错误：" 上限 < 下限 "。 设置警告 ? 布尔只设置为真表示
发生错误。

设计
修改图 4-37 所示的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图 4-37.  修改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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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8 所示为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原始程序框图。 必须为该 VI 增加一个
条件结构，使得仅当满足 高温度大于等于 低温度的条件时代码才可以执
行。 否则，代码不能执行， 取而代之的是，产生一个新的警告字符串，并将
警告 ? 布尔显示控件设为真。

图 4-38.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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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按照以下说明修改图 4-39 所示的程序框图。 该 VI是温度气象站项目的一部分。

图 4-39.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程序框图

1.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Determine Warnings 目录
的 Determine Warnings VI 。

2. 打开程序框图。 

3.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条件结构。 

高温度和 低温度输入控件、警告文本和警告 ? 显示控件都必须在新创
建的条件结构之外，因为条件结构的两个条件分支都要使用这些输入控件
和显示控件。

❑ 选中 低温度和 高温度输入控件接线端。

提示 如需同时选中多个对象，可在选中该对象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不放。

❑ 选中接线端的同时，用键盘上的左箭头按键将这些控件移至程序框图
的左端。

❑ 选中警告文本和警告 ? 显示控件接线端。

❑ 选择对齐对象 » 左边缘，对齐这些接线端。 

❑ 选中接线端的同时，用键盘上的右箭头按键将这些显示控件移至程序
框图的右端。

4. 比较 低温度和 高温度。

❑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 “大于？”函数。 

❑ 将 低温度的输出连接到 “大于？”函数的 x 输入。

❑ 将 高温度的输出连接到 “大于？”函数的 y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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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程序框图的代码框入条件结构中，但不包括各个条件分支都要使用
到的接线端。

❑ 将 “大于？”函数的输出连接到条件结构的分支选择器。 

5. 如果 低温度小于 高温度，执行代码，判定警告的字符串信息和布尔
值。

❑ 当真条件分支可见时，右键单击条件结构的边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本分支设置为假。 在已有代码的周围创建一个条件结构时，代码将自
动被放置在真条件分支中。

6. 如果 低温度大于 高温度，为警告文本显示控件创建一个自定义字符
串，并将警告 ? 显示控件置为真。如图 4-40 所示。

图 4-40.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程序框图

❑ 选择真条件分支。 

❑ 右键单击字符串输出隧道。 

❑ 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常量中输入上限 <下限。

❑ 右键单击布尔值输出隧道。 

❑ 选择创建 » 常量。 

❑ 用操作工具将该常量的值改为 “真”。

7. 保存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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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1. 切换到 VI 的前面板。 

2. 改变警告文本显示控件的长度，容纳新的字符串。

3. 按照表 4-4 输入相应的当前温度、 高温度和 低温度，然后对每组值都
运行一次 VI，测试该 VI。

表 4-4 显示了预期的警告文本和警告 ? 对应于每一组输入数据的布尔值。

4. 保存并关闭 VI。

练习 4-6 结束 

表 4-4.  Determine Warnings.vi 的测试值

当前温度 高温度 低温度 警告文本 警告 ?

30 30 10 中暑警告  真

25 30 10 无警告 假

10 30 10 冻伤警告 真

25 20 30 上限 < 下限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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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公式节点

在 LabVIEW 中使用复杂的方程时，无须在程序框图中连接各种算术函数。 可
以先在熟悉的数学环境中编写方程，再将方程整合到 LabVIEW 应用程序中。

公式节点是一种便于在程序框图上执行数学运算的文本节点。 用户无须使用任
何外部代码或应用程序，且创建方程时无须连接任何基本算术函数。 除支持文
本方程表达式外，公式节点还支持为 C 语言编程者所熟悉的 if 语句、 while 循
环、 for 循环和 do 循环的文本输入。 这些程序的组成元素与 C 语言程序相似，
但并不完全相同。

公式节点尤其适用于含有多个变量或较为复杂的方程，以及对已有文本代码的
利用。 可通过复制、粘贴的方式将已有的文本代码移植到公式节点中，无须通
过图形化编程的方式再次创建相同的代码。

右键单击公式节点的边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输入或添加输出，为公式节
点创建输入接线端和输出接线端，然后在输入或输出中输入变量。 在结构中输
入方程。 每一个方程表达式都必须以分号 (;) 结尾。

公式节点还可以用于根据不同的条件处理不同的情况。 下面的程序框图中显示
了在公式节点中使用 if-then语句的两种方法。 这两种结构产生的结果是一样
的。

公式节点可执行各种不同的操作。 关于公式节点中的函数、运算和语法的详细
信息见 LabVIEW 帮助。

注 “公式” Express VI 用计算器界面创建数学公式。 该 Express VI 可以完成一般科学计
算器能够完成的数学函数功能中的大部分功能。 关于 Formula Express VI 的详细信
息见 LabVIEW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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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7 自学：Square Root VI

目标
创建 VI，使用条件结构进行软件判定。

问题描述
创建一个 VI，用于计算用户输入数值的平方根。 如果输入数值是负数，向用户
显示下列信息：错误 ... 负数没有平方根。

设计

输入和输出

流程图

图 4-41.  Square Root VI 的流程图

表 4-5.  输入和输出

类型 名称 属性

输入 数值 双精度浮点数；默认值为 25

输出 平方根值 双精度浮点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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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 打开一个空 VI，按图 4-42 所示创建前面板。

图 4-42.  Square Root VI 的前面板

2. 在前面板上添加一个数值输入控件。 

❑ 将该数值输入控件命名为数值。 

3. 在前面板上添加一个数值显示控件。 

❑ 将该数值显示控件命名为平方根值。

按照图 4-43 所示创建程序框图。

图 4-43.  Square Root VI 的程序框图

4. 首先要判断数值是否大于等于 0，因为无法计算一个负数的平方根。

❑ 在数值接线端的右边放置一个“大于等于 0？”函数。 如果数值的值大
于等于 0，该函数返回值为真。 

❑ 将数值连接到 “大于等于 0？”函数的输入。

5. 如果数值的值小于 0，显示一个对话框，告诉用户发生了错误。

❑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条件结构。 

❑ 单击递增或递减按钮，切换到假条件分支。

❑ 在假条件分支中添加一个数值常量。 

❑ 右键单击该数值常量，选择表示法 » I32。 

❑ 在数值常量中输入 -99999。

❑ 将数值常量连接到条件结构的右侧边框。 

❑ 将新产生的隧道与平方根值接线端相连。

❑ 在假条件分支中放置一个 “单按钮对话框”函数。 该函数用于显示包
含指定信息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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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单按钮对话框函数的信息输入，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常量中输入错误 ...负数。

❑ 按照图 4-43 所示，完成假条件分支中的连线。

6. 如果数值控件的值大于等于 0，计算该数的平方根。

❑ 选择条件结构的真条件分支。

❑ 在真条件分支中放置一个平方根函数。 该函数返回数值的平方根。 

❑ 按照图 4-44 所示对函数进行连线。

图 4-44.  Square Root VI 的真条件分支

7. 将该 VI 命名为 Square Root.vi并保存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Square Root 目录。

测试
1. 显示前面板。 

2. 在数值输入控件中输入一个正数。

3. 运行 VI。 

4. 在数值输入控件中输入一个负数。 

注意 不要连续运行该 VI。 在某些情况下，连续运行该 VI 会导致无限循环。

5. 运行 VI。

如果数值为正数， VI 执行真条件分支，返回数值的平方根。 如果数值为负
数， VI 执行假条件分支，返回 -99999，在对话框中显示错误 ...负数。

6. 关闭 VI。

练习 4-7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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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8 自学：Determine Warnings VI （挑战）

目标
修改已有 VI，使用公式节点或者条件结构进行软件判定。

问题描述
在练习 4-1 中的 Determine Warnings VI 中，已经使用了选择函数根据判定信息
传递字符串。 修改该程序框图，使用公式节点或者条件结构 （或者两者的组
合）完成相同的功能。

设计

输入和输出

表 4-6.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输入和输出

类型 名称 属性

数值控件 当前温度 双精度浮点数

数值控件 高温度 双精度浮点数

数值控件 低温度 双精度浮点数

字符串显示控件 警告文本 三种可能值：中暑警告、
无警告和冻伤警告

圆形指示灯 警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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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图 4-45 显示了练习 4-1 中使用的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图 4-45.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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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为了增加难度，本练习将不给出实现的具体步骤。 将要使用到的 VI 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Determine Warnings Challenge目录。 

如需帮助，可打开练习解答中的 VI，该 VI 位于 C:\Solutions\LabVIEW 
Basics I\Exercise 4-8目录。

练习 4-8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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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9 自学：Determine Warnings VI （挑战）

目标
使用字符串函数处理字符串。

问题描述
已有一个 VI，可以根据输入温度值判定是否发生了中暑警告或冻伤警告。 扩展
该 VI，使其还可以根据读入的风速和预先设定的 大风速判定是否发生了大风
警告。 不论发生了几个警告，都只用一个字符串显示。 例如，如果同时发生了
中暑警告和大风警告，显示字符串应为：中暑警告和大风警告。

设计

输入和输出

表 4-7.  Determine More Warnings VI 的输入和输出

类型 名称 属性

数值控件 当前温度 双精度

数值控件 高温度 双精度

数值控件 低温度 双精度

数值控件 当前风速 双精度

数值控件 大风速 双精度

字符串显示控件 警告文本 可能值：中暑警告、冻伤警告、
中暑和大风警告、冻伤和大风警告、
大风警告和无警告

布尔显示控件 警告 ? 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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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图 4-46 显示了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该 VI 中，没有风速数据。 
修改该流程图，使其同时可以判定大风警告。

图 4-46.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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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显示了修改之后的流程图，该流程图不仅可以判定原有警告，还可以判
定大风警告。

图 4-47.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流程图

VI 结构
该程序有多种编写方式。 本练习使用条件结构判定要传递的字符串，使用连接
字符串函数合并字符串。

“ ”

Min Temp >=
Max Temp   ?

“ ”

Min Temp >=
Max Temp    ?

 
;

?

“ ”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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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该 VI 的一部分已经创建好了。 VI 的前面板如图 4-48 所示。 前面板从用户那里
获取当前温度、 高温度、 低温度、当前风速和 大风速，然后向用户显示
警告的字符串信息和布尔值。 该 VI 不包括在教程中的气象站项目中。

图 4-48.  Determine More Warnings VI 的前面板

1.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Determine More Warnings
目录的 Determine More Warnings.vi。 

创建如图 4-49 所示的程序框图。 

2. 打开程序框图。 

3. 参考图 4-49 至 4-53，创建程序框图代码。 

4. 本练习中将使用到的程序框图对象包括：

❑ 条件结构。

❑ 空字符串常量。

❑ 空格常量。

❑ “等于？”函数   

❑ “连接字符串”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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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  Determine More Warnings VI 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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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0.  真条件分支 （不产生温度警告和风速警告）

图 4-51.  真条件分支 （产生温度警告）

图 4-52.  假条件分支 （产生温度警告和风速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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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假条件分支 （产生风速警告）

5. 保存 VI。

测试

1. 测试以下数据，确保 VI 运行结果正确。

2. 结束后关闭并保存 VI。

练习 4-9 结束 

表 4-8.  天气测试值

名称 测试 1 测试 2 测试 3 测试 4 测试 5 测试 6

当前温度 20 30 10 30 10 20

高温度 25 25 25 25 25 25

低温度 15 15 15 15 15 15 

当前风速 25 25 25 35 35 35

大风速 30 30 30 30 30 30

警告文本 无警告 中暑警告 冻伤警告 中暑警告和大
风警告

冻伤警告和大
风警告

大风警告

警告 ? 假 真 真 真 真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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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在程序框图上，下面哪一项可用于识别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

a. 标题

b. 位置

c. 标签

d. 值

2. 以下哪一种结构必须至少运行一次？

a. While 循环

b. For 循环

3. 下面的哪一项只存在于程序框图中？

a. 输入控件

b. 常量

c. 显示控件

d. 连线板

4. 哪一种机械动作会在按下布尔控件时将布尔值由 “假”转换为 “真”，
且在松开后直到 LabVIEW 读取该布尔值之前都保持 “真”值？

a. 保持转换直到释放

b. 释放时转换

c. 保持触发直到释放

d. 释放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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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在程序框图上，下面哪一项可用于识别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

a. 标题

b. 位置

c. 标签

d. 值

2. 以下哪一种结构必须至少运行一次？

a. While 循环

b. For 循环

3. 下面的哪一项只存在于程序框图中？

a. 输入控件

b. 常量

c. 显示控件

d. 连线板

4. 哪一种机械动作会在按下布尔控件时将布尔值由 “假”转换为 “真”，
且在松开后直到 LabVIEW 读取该布尔值之前都保持 “真”值？

a. 保持转换直到释放

b. 释放时转换

c. 保持触发直到释放

d. 释放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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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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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关数据

有时将相关数据归为一组很有用。 在 LabVIEW 中使用数组和簇将相关数据归
为一组。 数组将相同类型的数据组合成一个数据结构，簇将多个数据类型的数
据组合成一个数据结构。 类型定义经常用于自定义数组和簇。 本课将讲解数
组、簇和自定义类型，以及如何在程序中进行合理应用，并从中获益。

主题

A. 数组

B. 簇

C. 自定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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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组

数组由元素和维数组成。 元素是组成数组的数据。 而维数是数组的长度、高度
或深度。 一个数组可以是一维或多维的，而且每一维在内存允许的情况下可以
有多达 (231) – 1 个元素。

可以创建数值、布尔、路径、字符串、波形和簇等数据类型的数组。 在对一组
相似数据进行操作并重复计算时，可以考虑使用数组。 数组还适用于存储从波
形收集的数据或在循环中生成的数据 （每次循环生成数组中的一个元素）。

限制
不能创建数组的数组。 但可以创建多维数组或创建一个簇的数组，其中每个簇
均含有一个或多个数组。 用户也不能创建子面板控件、选项卡控件、 .NET 控
件、 ActiveX 控件、图表或多曲线 XY 图类型的数组。

关于簇的更多信息见本课中的簇部分。

比如，一个列出太阳系中九大行星的文本数组就是一个简单的数组的例子。 
LabVIEW 会用含有九个元素的一维字符串数组表述。

数组元素是有序的。 数组使用索引，便于访问数组中任意一个特定的元素。 索
引从零开始，即索引的范围是 0 到 n – 1，其中 n 是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例如，
对于九个行星， n = 9，因此索引的范围是 0 到 8。 地球是第三个行星，因此其
索引为 2。 

图 5-1 是一个数值数组的例子。 图中看到的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 (3.00) 的索引
是 1，第二个元素 (1.00) 的索引是 2。索引为 0 的元素在图中没有显示，因为
索引显示框中选择了元素 1。 索引显示框中选择的元素一般指出现在元素显示
框左上角的元素。

图 5-1.  数值的数组控制

1 索引框 2 元素框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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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通过以下方式可在前面板上创建一个数组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先在前面板上
放置一个数组外框，然后将一个数据对象或元素拖放到该数组外框中，数据对
象或元素可以是数值、布尔值、字符串、路径、引用句柄、簇输入控件或显示
控件。如下图所示。

图 5-2.  在数组外框中放置一个数值控件。

如果尝试拖动一个非法的输入控件或者显示控件 （比如 XY 图）到数组外框
中，是无法将输入控件或者显示控件放入数组外框中的。

在使用程序框图中的数组之前，必须先在数组外框中插入一个对象。 否则，数
组接线端会显示为一个黑的空括号，数组中没有和它相关联的数据类型。

二维数组
前面的范例都是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存储元素于网格中。 它需要一个行索引和
一个列索引定位数组中的某一个元素，这两个索引都是从零开始的。 下图显示
了一个 8 行 8 列的二维数组，其中包含 8 × 8 = 64 个元素。

如需在前面板上创建一个多维数组，右键单击索引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
维度。 也可以改变索引显示框的大小，直至出现所需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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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数组
数组可以进行初始化，或者不初始化。 数组初始化时，需要定义每个维度的元
素个数和每个元素的内容。 一个未初始化的数组包含固定的维数，但不包含任
何元素。 图 5-3 显示了一个未初始化的二维数组输入控件。 注意 : 元素都是灰
色的。 这表示数组未初始化。

图 5-3.  未初始化的二维数组

图 5-4 中， 6 个元素已被初始化。 在一个二维数组中，在一行中的某个元素初
始化后，那一行中的其余元素都将自动初始化，并被赋予相应数据类型的默认
值。 例如，图 5-4 中，如果在第 1 列第 3 行的元素中输入 4，第 3 行中的第
2 和第 3 列的元素都将自动初始化为 0。

图 5-4.  一个有 6 个元素初始化的二维数组

创建数组常数
如需在程序框图中创建数组常量，首先从函数选板上选择一个数组常量，并将
数组外框添加到程序框图中，然后将字符串常量、数字常量或簇常量添加到数
组外框中。 数组常量用于存储常量数据或用于同另一个数组进行比较。 数组常
数也用于将数据传输到子 VI。

自动索引数组输出
将数组连线到 For 循环或者 While 循环时，通过自动索引可将每次迭代与数组
中的一个元素相连。 隧道图标从方形变为如左图所示的图像，这表示已使用自
动索引。 右键单击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启用索引或禁用索引，可以切换隧
道的状态。

数组输入
如果对连接到 For 循环输入接线端的数组启用自动索引， LabVIEW 会将计数接
线端设置为数组的大小，因此您无需再连接计数接线端。 因为 For 循环一次可
以处理数组中的一个元素，所以，在默认情况下， LabVIEW 对连接到 For 循环
的每个数组均启用自动索引。 如果不需要每次处理数组中的一个元素，可以禁
用自动索引。

图 5-5 中，For 循环执行的次数与数组中元素数目相同。 通常，如果 For 循环的
计数接线端没有连线，运行箭头是断开的。 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的运行箭头没
有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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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用于设置 For 循环计数的数组

如果有多个隧道启用自动索引，或对计数接线端进行连线，计数值将取其中较
小的值。 例如，如果有两个启用自动索引的数组进入循环，并且两个数组分别
含有 10 和 20 个元素，将值 10 连接到计数接线端，该循环只执行 10 次，并且
第二个数组仅索引前 10 个元素。

数组输出
当自动索引数组输出隧道时，该输出数组从每次循环中接收一个新元素。 因
此，自动索引的输出数组的大小等于循环的次数。

如图 5-6 所示，从输出隧道到数组显示控件的连线将随着连到循环边框的数组
而变粗，同时，输出隧道内包含的方括号代表数组。

图 5-6.  自动索引输出

右键单击循环边框上的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启用索引或禁用索引，可启用
或禁用自动索引。 默认情况下， While 循环已禁用自动索引。

例如，如果只需隧道输出 后一个值，可禁用自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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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二维数组
使用两个 For 循环，一个嵌套在另一个内部，可创建一个二维数组。 如图 5-7
所示，外部的 For 循环创建了行元素，内部的 For 循环创建了列元素。

图 5-7.  创建二维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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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5-1 概念：操作数组

目标
使用不同的 LabVIEW 函数操作数组。

说明
给定一个 VI 并按要求增加各种功能。 本练习的每个部分都从 Array 
Inverstigation.vi 开始，该 vi 存放在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Manipulating Arrays 文件夹中。 这个 VI 的前面板如图 5-8 所示。 

图 5-8.  Array Investigation VI 前面板

图 5-9 显示了该 VI 的程序框图。

图 5-9.  Array Investigation VI 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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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练习中，每个部分都会事先提供问题描述。 每个部分的具体操作说明在练
习的 后。

1：循环数组、修改数组和以图表显示数组
修改 Array Investigation VI，使数组在创建后被索引至 For 循环中，并且数组中
的每个元素都乘以 100 并强制转换成 接近的整数。 用强度图表显示所得的二
维数组。

2：简化循环数组、修改数组并用图表显示数组
修改 Array Investigation VI 或者第一部分的操作方法，使程序在不使用嵌套 For
循环的情况下实现同一个目标。

3：创建数组子集
修改 Array Investigation VI，使 VI 创建一个新的包含第三行元素内容的数组，
以及另一个新的包含第二列元素内容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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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
修改 Array Investigation VI，使数组在创建后被索引至 For 循环中，并且数组中
的每个元素都乘以 100 并强制转换成 接近的整数。 用强度图表显示所得的二
维数组。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Manipulating Arrays文件夹
中的 Array Investigation.vi。

2. 将 VI 另存为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1.vi。

3. 如图 5-10 所示，在 VI 的前面板中添加一个强度图表。

图 5-10.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1 VI 前面板

4. 打开 VI 的程序框图。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类似图 5-11 的程序框图。

图 5-11.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1 VI 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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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循环数组。

❑ 在现有代码的右侧添加一个 For 循环。 

❑ 在第一个 For 循环的内部添加第二个 For 循环。 

❑ 将数组显示控件接线端连线到内部的 For 循环的边界。 这样，就为两个
For 循环创建了自动索引输入隧道。 

6. 将数组的每个元素乘以 100。 

❑ 在内部的 For 循环中添加一个 “乘”函数。 

❑ 将索引输入隧道连线到 “乘”函数的 x 接线端。 

❑ 右键单击 y 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常量中输入 100。 

7. 将每个元素取整为 接近的整数。 

❑ 在 “乘”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 近数取整”函数。

❑ 将 “乘”函数的输出端连线到 “ 近数取整”函数的输入端。

8. 在 For 循环的输出端创建一个二维数组以便重建一个修改过的数组。 

❑ 将“ 近数取整”函数的输出端连线到外部的 For 循环。 这样就在两个
For 循环上创建了一个自动索引输入隧道。 

9. 将数组输出连线到强度图表。 

10. 切换至前面板。

11. 保存 VI。

12. 在行和列中输入数值。

13. 运行 VI。

2：实现
修改第一部分从而在不使用嵌套 For 循环的情况下达到同样的目的。

1. 如果前一部分中没有打开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1.vi，现在打开
它。 

2. 将 VI 另存为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2.vi。

3. 打开程序框图。

4. 右键点击包含乘函数和 “ 近数取整”函数的内部 For 循环，并选择删除
For 循环。 

5. 右键单击其余 For 循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删除 For 循环。 这时，程序框图
应与图 5-12 中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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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2 VI 的程序框图

6. 保存 VI。 

7. 切换至前面板。

8. 在行和列中输入数值。

9. 运行 VI。

注意 : 因为数学函数是多态的，所以这时的 VI 同第一部分中的 VI 有相同的特
性。 例如，因为 “乘”函数的 x 输入是一个二维数组，而 y 输入是一个标量，
“乘”函数会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乘以一个标量，输出一个与 x 输入具有相同
维数的数组。

3：实现
修改 Array Investigation VI，使 VI 创建一个包含第三行元素内容的新数组，以
及一个包含第二列元素内容的新数组。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Manipulating Arrays文件夹
中的 Array Investigation.vi 文件。

2. 将 VI 另存为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3.vi。 

3. 打开 VI 的程序框图。

按照以下步骤创建图 5-13 所示的程序框图。

图 5-13.  Array Investigation Part 3 VI 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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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索引数组”函数从数组中提取第三行的数据。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一个 “索引数组”函数。

❑ 将数组连线到 “索引数组”的数组接线端。

提示 “索引数组”函数接收一个 n 维数组。 将输入数组连线到“索引数组”函数后，输
入和输出接线端的名字将改变，从而和所连线的数组的维数相匹配。 因此，在连线
其它接线端前应该先将输入数组连线到 “索引数组”函数。

❑ 右键单击 “索引数组”函数的索引 （行）接线端。 

❑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因为索引从 0 开始，所以在常量中输入 2以提取第三行的元素。 

❑ 右键单击 “索引数组”函数中的子数组输出。 

❑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 将显示控件重命名为第三行。

5. 使用 “索引数组”函数提取数组中第二列中的数据。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另一个 “索引数组”函数。 

❑ 将数组连线至 “索引数组”函数的数组接线端。 

❑ 右键单击 “索引数组”函数的禁用索引 （列）接线端。 

❑ 选择创建 » 常量。 

❑ 因为索引从 0 开始，所以在常量中输入 1，提取第 2 列的元素。 

❑ 右键单击 “索引数组”函数中的子数组输出。 

❑ 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 将显示控件重命名为第二列。

6. 保存 VI。 

7. 切换至前面板。

8. 在行和列中输入数值。

9. 运行 VI。 

练习 5-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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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簇

簇将不同类型的数据元素归为一组。 LabVIEW 错误簇是簇的一个例子，它包含
一个布尔值、一个数值和一个字符串。 簇类似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记录或结构
体。

更多关于错误簇使用的信息见 LabVIEW 帮助中的错误检查和处理主题。

将几个数据元素捆绑成簇可以消除程序框图上混乱的连线，减少子 VI 所需的
连线板接线端的数目。 连线板 多可以有 28 个接线端。 如果前面板上要传送
给另一个 VI 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多于 28 个，应将其中的一些对象组成一个
簇，然后为该簇分配一个连线板接线端。

程序框图上的绝大多数簇都含有粉红色的接线模型和数据类型接线端。 由数值
控件组成的簇，有时也称为点，含有一个褐色的连线样式和数据类型接线端。 
褐色的数值簇可以连接到 “数值”函数，例如，“加”或 “平方根”函数可用
于对簇中所有元素同时进行相同的运算。

簇元素顺序
尽管簇和数组元素都是有序的，但如需访问特定簇元素，必须一次拆分所有簇
元素或使用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 簇不同于数组的地方还在于簇的大小是
固定的。 与数组一样，簇中应只包含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 簇不能同时含有输
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创建簇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通过以下方式在前面板窗口上创建一个簇输入控件或簇显示控件：在前面板窗
口上添加一个簇外框，再将一个数据对象或元素拖曳到簇外框中，数据对象或
元素可以是数值、布尔、字符串、路径、引用句柄、簇输入控件或簇显示控
件。

放置簇外框时，通过拖曳光标可以改变簇的大小。

图 5-14.  簇控件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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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是一个包含三个输入控件的簇实例，这些控件分别是字符串控件、布尔
开关控件和数值控件。 簇或者是输入控件，或者是显示控件；不能同时包含输
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图 5-15.  簇输入控件实例

创建簇常数
如需在程序框图中创建一个簇常量，可从函数选板中选择一个簇常量，将该簇
外框添加到程序框图上，并在该簇外框中添加字符串常量、数字常量或簇常
量。 簇常量用于存储常量数据或用于同另一个簇进行比较。

如果需要在前面板窗口中放置一个簇控件或者显示控件，并且在程序框图中创
建一个包含同样元素的簇常量，用户可以从前面板窗口中将该簇拖曳到程序框
图中，或者在前面板窗口中右键单击该簇，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簇顺序
簇元素有自己的逻辑顺序，与它们在外框中的位置无关。 放入簇中的第一个对
象是元素 0，第二个是元素 1，依此类推。 如果删除某个元素，该顺序会自动
调整。 簇顺序决定了簇元素在程序框图上的 “捆绑”和 “解除捆绑”函数上
作为接线端出现的顺序。 右键单击簇边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重新排序簇中控
件，可查看和修改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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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16 所示，工具栏和簇有所改变。

图 5-16.  重新对簇排序

每个元素的白色框显示它在簇顺序中的当前位置。 黑色框显示每个元素在簇顺
序中的新位置。 在单击设置文本框中输入新顺序的序数并单击该元素，就可以
设置簇元素的顺序。 元素的簇顺序变化后，其它元素的簇顺序会做相应调整。 
单击工具栏中的确认按钮，保存所作的更改。 单击取消按钮，返回原有顺序。

如需对两个簇进行连线，它们必须有相同数目的元素。 与簇顺序相对应的元素
也必须具有兼容的数据类型。 例如，如果一个簇中的双精度浮点数值与另一个
簇中的字符串有相同的簇顺序，将这两个簇相连，连线将是断开的并且 VI 不
能运行。 如果数值的表示法不同， LabVIEW 会将它们强制转换为同一表示法。

使用簇函数
使用簇函数创建簇并对其进行操作。 例如，可以执行以下类似操作：

• 从簇中提取单个数据元素。

• 向簇中添加单个数据元素。

• 将簇拆分成单个数据元素。

“捆绑”函数用于集合一个簇，“捆绑”和 “按名称捆绑”函数用于修改一个
簇，而 “解除捆绑”和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用于分解一个簇。

在程序框图中右键单击簇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簇与变体选板，可以在程
序框图上放置 “捆绑”、“按名称捆绑”、“解除捆绑”和 “按名称解除捆绑”
函数。 “捆绑”和 “解除捆绑”函数自动包含正确的接线端数字。 “按名称
捆绑”和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随簇中的第一个元素同时出现。 使用定位工
具可以调整 “按名称捆绑”和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的大小，显示簇中的
其它元素。

1 确定按钮
2 取消按钮

3 簇顺序光标
4 当前顺序

5 新顺序

5 4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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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簇
“捆绑”函数用于将单个元素集合成簇，或者在不必为所有元素指定新值的情
况下改变现有簇中单个元素的值。 使用定位工具或者右键单击一个元素输入，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输入，可调整函数的尺寸大小。 

图 5-17.  在程序框图中集合一个簇

修改簇
如果要对簇输入进行连线，用户只需对需要改变的元素进行连线。 例如，
图 5-18 中所示的输入簇包含三个输入控件。

图 5-18.  通过捆绑修改簇

如果知道簇的顺序，通过 “捆绑”函数对图 5-19 中所示的元素进行连线，可
改变命令控件的值。

“按名称捆绑”函数也可替换或者访问现有簇中带标签的元素。 “按名称捆
绑”函数的工作方式同 “捆绑”函数类似，但是它以自身标签为引用，而不是
其在簇中的顺序。 只有带标签的元素可以被访问。 输入的个数不需要与输出簇
中元素的个数相匹配。

使用操作工作单击一个输入接线端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元素。 也可以右键
单击输入端，从选择项快捷菜单中选择元素。

在图 5-19 中，“按名称捆绑”函数可用于改变新命令和新函数。

图 5-19.  使用按名称捆绑函数修改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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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名称捆绑”函数用于在开发过程中可能会改变的数据结构。 如果为簇添加
一个新元素或者改变了元素的顺序，无需对 “按名称捆绑”函数重新连线，因
为这些名称仍然有效。

分解簇
“解除捆绑”函数用于将簇分解为单个元素。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用于根据指定的元素名称返回单个簇元素。 输出接线
端的个数不依赖于输入簇中的元素个数。

使用操作工作单击一个输入接线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元素。 也可以右键
单击输出接线端，从选择项快捷菜单中选择元素。

例如，如果 “解除捆绑”函数用于以下的簇，它会有四个输出接线端，对应于
簇中四个输入控件。 您必须知道簇的顺序才能将正确的将被解除捆绑簇的布尔
接线端与簇中相应的开关关联。 在这个范例中，元素是以 0 开始从头到尾排序
的。如果使用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不仅可以得到一个输出接线端的任意
顺序，而且可以任意顺序按名称访问单个元素。

图 5-20.  解除捆绑和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

错误簇
LabVIEW 包含一个簇，该簇被称为错误簇。 LabVIEW 中的错误簇用于传递错误
信息。 错误簇包含以下的一些元素： 

• 状态－布尔值，错误产生时报告 TRUE。 

• 代码－ 32 位有符号整数，以数值方式识别错误。 

• 源－用于识别错误发生位置的字符串。

更多关于错误簇的使用信息见第 3 课，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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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5-2 概念：簇

目标
在前面板窗口中创建簇，重新排列簇，并使用簇函数集合和分解簇。

说明
在本练习中，按照以下指示熟悉簇、簇的顺序和簇函数的相关操作。 这里创建
的 VI 没有实际应用价值，但对于理解簇的概念是很有用的。

1. 打开一个新 VI。

2. 将 VI 保存为 Cluster Experiment.vi，置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lusters 目录。

按下列步骤，创建如图 5-21 所示的前面板。

图 5-21.  Cluster Experiment VI 前面板

3.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停止按钮。 

4.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数值控件。 

5.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圆形 LED 指示灯。 

6. 重命名 LED 为布尔控件 2。

7. 创建包含一个数值开关、两个摇杆开关和一个滑动杆的簇，将其重命名为
簇。

❑ 在前面板中添加一个簇外框。

❑ 在簇中添加一个数值输入控件。

❑ 在簇中添加两个垂直摇杆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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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命名布尔变量为布尔控件 1。

❑ 在簇中添加一个水平填充滑动杆。

8. 创建修正的簇，该簇的内容同簇一样，只是其中的输入控件变为显示控
件。

❑ 创建簇的一个副本。 

❑ 将副本的标签改为修正的簇。

❑ 右键单击修正的簇的簇外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转换为显示控件。

9. 创建包含一个布尔显示控件和一个数值显示控件的簇，该簇名称为部分
簇。

❑ 创建修正的簇的一个副本。 

❑ 将副本的标签改为部分簇。 

❑ 删除第二个摇杆开关。 

❑ 删除水平填充滑动杆显示控件。 

❑ 右键单击部分簇，选择自动调整大小 » 调整为匹配大小。

❑ 将数值显示控件的标签改为滑块值。 

❑ 按需要调整簇的大小。

10. 确认簇、 修正的簇和部分簇的顺序。 

❑ 右键单击簇的外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重新排序簇中控件。

❑ 确认图 5-22 中所示的簇的顺序。

❑ 右键单击修正的簇的外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重新排序簇中控件。

❑ 确认图 5-22中所示的簇的顺序。 修正的簇应该具有同簇相同的簇顺序。

❑ 右键单击部分簇的外框，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重新排序簇中控件。

❑ 确认图 5-22 中所示的簇的顺序。

图 5-22.  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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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以下步骤创建如图 5-23 所示的程序框图。

图 5-23.  Cluster Experiment VI 程序框图

11.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 While 循环，它位于函数选板的结构类别中。 

12. 分解簇。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 “解除捆绑”函数。 

❑ 将簇连线到 “解除捆绑”函数的输入簇，自动调整函数的大小。

13.  集合部分簇。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 “捆绑”函数。 

❑ 按如图 5-23 所示对 “捆绑”函数连线。

14.  集合修正的簇。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 

❑ 将簇连线至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

❑ 调整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的大小，使其具有两个输出接线端。 

❑ 在第一个节点处选择数值，在第二个节点处选择布尔控件 1。 如果标签
的名称不正确，应使用操作工具选择正确的项。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 “加 1”函数。 

❑ 将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的数值输出连线到 “加 1”函数的输入。 
这个函数使数值的值加 1。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 “非”函数。 

❑ 将“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的布尔控件 1 输出连线到“非”函数的 x 输
入。 该函数返回与布尔控件相反的逻辑值。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 “按名称捆绑”函数。 

❑ 将簇连线到输入簇的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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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该函数的大小，使其具有两个输入接线端。 

❑ 在第一个节点处选择数值，在第二个节点处选择布尔控件 1。 如果标签
的名称不正确，应使用操作工具选择正确的项。

❑ 将 “加 1”函数的输出连线至数值。 

❑ 将 “非”函数的输出连线至布尔控件 1。 

❑ 将 “按名称捆绑”函数的输出连线至修正的簇显示控件。

15. 按如图 5-23 所示完成程序框图和对象间的连线。

16. 保存 VI。

17. 显示前面板。

18. 运行 VI。

19. 在簇中输入不同的值并再次运行 VI。 注意 : 在簇中输入的值是如何影响修
正的簇和部分簇中的显示控件。 这是期望的表现吗？

20. 试着改变修正的簇的簇顺序。 运行 VI。 改变后的簇顺序是如何影响效果的
呢？

21. 关闭 VI。 不保存任何更改。

练习 5-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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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定义类型

自定义类型经常用于自定义数组和簇。

自定义控件
使用自定义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可扩展现有的前面板对象集。 可创建与内置
LabVIEW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外观上不同的自定义用户界面组件。 这些自定义
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可以保存在一个目录或 LLB 中，以便用于其它前面板窗口
中。 还可为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创建图标并添加到控件选板。

关于创建和使用自定义控件和自定义类型的更多信息见 LabVIEW 帮助中的创
建自定义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自定义类型主题。

控件编辑器窗口用于自定义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例如，可改变输入控件或显
示控件的大小、颜色、控件中各元素的相对位置以及向这些控件中导入图像。

可通过以下方式打开控件编辑器窗口：

• 右键单击前面板上的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高级 »
自定义。

• 使用定位工具选择前面板上的某个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选择编辑 »
自定义控件。

• 使用新建对话框。 

控件编辑器同选定的前面板对象在其窗口中一起显示。 控件编辑器有两种模
式：编辑模式和自定义模式。

控件编辑器窗口的工具栏用于提示用户当前处于编辑模式还是自定义模式。

控件编辑器窗口以编辑模式打开。 单击编辑模式按钮可切换至自定义模式。 单
击自定义模式按钮返回到自定义模式。 通过选择操作 » 切换至自定义模式或
操作 » 切换至编辑模式也可以在两种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与前面板窗口的编辑模式相同，使用控件编辑器的编辑模式可改变输入控件或
显示控件的大小或颜色，或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相应选项进行编辑。

自定义模式用于改变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各个部件，实现对该控件的大幅改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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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中，右键单击输入控件并如同在 LabVIEW 编程环境中一样对其进
行设置。

自定义模式
在自定义模式中，可以根据控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移动单个组件。 如需在自定义
模式下进行的操作清单，可选择窗口 » 显示部件窗口。

自定义输入控件的一个方法是改变其类型自定义状态。 根据自定义类型状态单
选框中可见的选择，输入控件可以作为输入控件、类型定义或严格类型定义保
存。 输入控件选项同控件选板中选出的输入控件一样。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其
进行更改，并且每个更改过的副本都将保持其自身属性。

保存控件
完成自定义控件的创建后，可以保存它以备后续使用。 默认情况下，磁盘上保
存的控件有一个 .ctl的后 名。

控件编辑器也可用于保存带有用户默认设置的控件。 例如，控件编辑器可以用
于对默认的波形图进行修改、保存，并在以后创建的其它 VI 中调用它。

自定义类型
使用类型定义和严格类型定义可将所有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实例连接
到已保存的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文件。 通过编辑已保存的自定义输入控
件或显示控件文件可对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实例进行改动，这有助于
在若干个 VI 中使用相同的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

在 VI 中放置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后，该 VI 中所保存过的自定义输入控
件或者显示控件与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实例之间的连接将不复存在。 自
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每个实例是一个单独、独立的副本。 因此，改变自
定义控件并不影响正在使用该自定义控件的 VI。 要使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
件的实例与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文件相连，可将该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
示控件另存为一个类型定义或严格类型定义。 一个类型定义或严格类型定义的
所有实例与其原始文件相连。

1 编辑模式
2 自定义类型状态

3 文本
4 对齐对象

5 分布对象
6 重新排序对象

1 自定义模式
2 自定义类型状态

3 文本
4 对齐对象

5 分布对象
6 重新排序对象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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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另存为一个定义或严格自定义类型后，对该自定
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所作的任何数据类型改动将对所有使用这些自定义类
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的 VI 的实例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对严格自定义类型所作
的外观改动也将影响前面板窗口上该严格自定义类型的所有实例。

自定义类型为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每个实例指定了正确的数据类型。 
如果自定义类型的数据类型发生改变，该自定义类型的所有实例将自动更新。 
也就是说，在使用了该自定义类型的每个 VI 中，各实例的数据类型将改变。 然
而，由于自定义类型仅定义了数据类型，仅有数据类型部分的值被更新。 例
如，数值控件中的数据范围便不是数据类型的一部分。 因此，数值控件的自定
义类型并不定义该自定义类型实例的数据范围。 同时，由于下拉列表控件的各
项名称没有定义其数据类型，因此在自定义类型中对下拉列表控件中各项名称
进行改动将不会改变自定义类型各实例中的项名称。 但如果在一个枚举型控件
的自定义类型中改变其项名称，由于项名称也是枚举型控件数据类型的一部
分，因此其实例将发生更新。 自定义类型的实例可拥有其唯一的标签、描述、
默认值、大小、颜色或控件风格，如以滑块替代旋钮。

如果改变一个自定义类型的数据类型， LabVIEW 将尽可能把该自定义类型实例
的原有默认值转换为新的数据类型。 如果数据类型被改为一个不兼容的类型，
如数值型控件被替换为字符型， LabVIEW 将无法保留实例的默认值。 如果自定
义类型的数据类型被改为其先前所无法兼容的数据类型， LabVIEW 将会把新的
数据类型设置为实例的默认值。 例如，如果自定义类型从数值型改为字符型，
LabVIEW 将把与先前数值型数据类型相关的所有默认值替换为空字符串。

严格自定义类型
严格自定义类型将实例除标签、描述和默认值外每个方面强制设置为与严格自
定义类型相同。 对于自定义类型，严格自定义类型的数据类型将在任何使用该
严格自定义类型的场合下保持不变。 严格自定义类型也对其它值进行了定义，
如数值控件的检查范围和下拉列表控件的项名称。 严格自定义类型可使用的 VI
服务器属性仅限于对控件外观产生影响的属性，包括可见、禁用、光标跟随、
闪烁、位置和边界范围。

将实例与严格自定义类型的连接移除，可阻止自定义类型的实例进行自动更
新。

自定义类型和严格自定义类型通过一个含有很多输入控件的簇创建一个自定义
输入控件。 如需给每个子 VI 增加一个新的输入控件并且传递一个新值，可以将
新的输入控件添加到自定义输入控件簇。 这替代了在每个子 VI 的前面板上添加
新的输入控件，并重新对接线端进行连线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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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5-3 自定义类型

目标
区分自定义类型和严格自定义类型之间的区别。

说明
1. 打开一个新 VI。 

2. 创建一个带严格自定义类型定义状态的自定义输入控件。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数值控件。 

❑ 右键单击输入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高级 » 自定义。 控件编辑器窗口
将打开。 

❑ 在自定义类型状态下拉菜单中选择严格自定义类型。 

❑ 右键单击数值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表示法 » 无符号长整型。 

❑ 选择文件 » 保存。  

❑ 命名该控件为 U32 Numeric.ctl，置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Type Definition 目录。 

❑ 关闭控件编辑器窗口。 

❑ 当希望替换原有输入控件时，单击是。

3. 查看严格定义的自定义数值控件。 

❑ 右键单击数值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 注意 : 可用的选项只有外
观、说明信息和快捷键。 所有其它属性都由严格自定义类型定义。 

❑ 单击取消，退出属性对话框。 

❑ 再次右键单击数值控件。 注意 : 这时快捷菜单上的表示方法不可用。 其
它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可以打开自定义类型或断开的自定义类型。 

4. 将类型状态改为自定义类型。 

❑ 右键单击数值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打开自定义类型。 

❑ 在自定义类型状态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义类型。 

❑ 保存该控件。 

❑ 关闭控件编辑器窗口。 

5. 查看类型定义的自定义数值控件。 

❑ 右键单击数值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 注意 : 这时有更多项可
用，如数据范围、格式和精度。 

❑ 单击取消，退出属性对话框。 

❑ 再次右键单击数值控件。 注意 : 这时快捷菜单上的表示法是灰色的，因
为自定义类型定义了数据类型。 其它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可以选择是
否需要根据自定义类型进行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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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另一个自定义输入控件实例，并断开它和自定义类型
之间的连接。 

❑ 在控件选板上选择选择控件 ...。 

❑ 选择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Type Definition目录中的
U32 Numeric.ctl。 

❑ 右键单击新的数值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断开连接自定义类型。 

❑ 再次右键单击该数值控件，注意 : 这时用户可以改变表示法，因为该控
件已不再和自定义类型相连。

7. 完成后关闭 VI。 无需保存 VI。

练习 5-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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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用户可以创建一个包含数组的数组。

a. 真

b. 假

2. 将两个输入数组和一个 For 循环相连。 自动索引在两个通道中都有效。 一
个数组有 10 个元素，另一个数组有 5 个元素。 如图 5-24 所示，计数接线
端和一个值 7相连。 这个 VI 运行完之后，循环显示控件的值是多少呢？

图 5-24.  循环显示控件的值是多少？

3. 自定义一个输入控件，在自定义类型状态下拉菜单中选择控件，并且将该
控件保存为 .ctl文件。 然后，用户可以在前面板窗口中使用一个自定义
输入控件实例。 如果打开 .ctl文件并修改该控件，前面板窗口中的控件
会产生变化吗？

a. 是

b. 否

4. 输入一个表示圆形的数据。 圆形数据包括一个 x 坐标，一个 y 坐标，以及
半径值。 这三个数据都是双精度的。 用户今后可能需要保存圆的颜色，这
个值用一个整型变量表示。 在前面板窗口中如何表示圆呢？

a. 分别需要三个输入控件，用于表示两个位置量和一个半径值。

b. 一个簇包含所有的数据。

c. 一个自定义输入控件包含一个簇。

d. 一个自定义类型包含一个簇。

e. 一个包含三个元素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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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用户可以创建一个包含数组的数组。

a. 真

b. 假

2. 将两个输入数组和一个 For 循环相连。 自动索引在两个通道中都有效。 一
个数组有 10 个元素，另一个数组有 5 个元素。 如下图所示，计数接线端和
一个值 7相连。 这个 VI 运行完之后，循环显示控件的值是多少呢？

图 5-25.  循环显示控件的值是多少？

循环的值等于 4

LabVIEW 不会超过数组大小。 这有利于防止编程错误。 LabVIEW 数学函数
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如果将含有 10 个元素的数组连线到 “加”函数的
x 输入，含有 5 个元素的数组连线到 “加”函数的 y 输入，输出将是一个
含有 5 个元素的数组。

虽然 For 循环运行 5 次，但是循环计数从 0 开始，因此循环显示控件值显
示为 4。

3. 自定义一个输入控件，在自定义类型状态下拉菜单中选择控件，并且将该
控件保存为 .ctl文件。 然后，用户可以在前面板窗口中使用一个自定义
输入控件实例。 如果打开 .ctl文件并修改该控件，前面板窗口中的控件
会产生变化吗？

a. 是

b. 否

4. 输入一个表示圆形的数据。 圆形数据包括一个 x 坐标，一个 y 坐标，以及
半径值。 这三个数据都是双精度的。 用户今后可能需要保存圆的颜色，这
个值用一个整型变量表示。 在前面板窗口中如何表示圆呢？

a. 分别需要三个输入控件，用于表示两个位置量和一个半径值。

b. 一个簇包含所有的数据。

c. 一个自定义输入控件包含一个簇。

d. 一个自定义类型包含一个簇。

e. 一个包含三个元素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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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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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存储测量数据

除了需要掌握数据采集和显示的方法，数据的存储通常也是项目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 本课将学习存储数据的方法。

主题

A. 理解文件 I/O

B. 理解高层文件 I/O

C. 底层文件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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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解文件 I/O

文件 I/O 将数据记录在文件中或者读取文件中的数据。 

一个典型的文件 I/O 操作包括以下流程。

1. 创建或打开文件。 通过指定路径或在 LabVIEW 中以对话框的形式确定文件
位置，从而指定现有文件的路径或所创建新文件的位置。 文件打开后，通
过引用句柄表示该文件。

2. 读写文件。

3. 关闭文件。

图 6-1.  典型的文件 I/O 操作步骤

文件格式
LabVIEW 可以使用或创建以下几种文件格式：二进制、 ASCII、 LVM 和 TDM。 

• 二进制－二进制文件是基本文件格式，是所有其它文件格式的基础。 

• ASCII － ASCII 文件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二进制文件，是大多数程序使用的标
准。 它包含了一系列 ASCII 码。 ASCII 文件也称为文本文件。

• LVM－LabVIEW数据文件(.lvm)是用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可以用电子表
格应用程序或文本编辑应用程序打开。 .lvm文件包括了数据的信息，例
如，生成数据的日期和时间。 这种文件格式是一种特定类型的 ASCII 文件，
专用于 LabVIEW。

• TDM －这种文件格式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二进制文件，专用于 NI 产品。 它实
际上包含了两个单独的文件：包含数据属性的 XML 文件和用于表示波形的
二进制文件。

本课程中将学习创建文本 (ASCII) 文件的方法。 如果磁盘空间和文件输入输出
速度以及数字精度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或无需进行随机读写，可以使用文本
文件，以便通过另一个应用程序访问它。

第 2 课 LabVIEW 导航中使用的是一个 LVM 文件。 关于二进制和 TDM 文件的更
多信息见 LabVIEW 帮助或 LabVIEW 基础教程 （二）。

1 打开文件 2 读 / 写文件 3 关闭文件 4 检查错误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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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IEW 数据目录
默认的 LabVIEW Data目录可用于存储 LabVIEW 生成的数据文件，比如 .lvm
或 .txt文件。 LabVIEW 会将 LabVIEW Data目录安装在操作系统中默认的文
件目录中，便于管理和查找 LabVIEW 生成的数据文件。 默认情况下，“写入
LabVIEW 测量文件” Express VI 将其生成的 .lvm文件保存在该目录中，而
“读取 LabVIEW 测量文件” Express VI 从这个目录中读取文件。 “默认数据目
录常量”和 “默认数据目录属性”在默认情况下也返回 LabVIEW Data目录。

选择工具 » 选项，从目录列表中选择路径，可指定其它默认数据目录。 该默认
数据目录不同于默认目录，后者是用于指定保存创建的新 VI、用户自定义控
件、 VI 模板或其它 LabVIEW 文档的目录。

B. 理解高层文件 I/O

某些文件 I/O VI 可以执行一个文件 I/O 操作流程中的所有三项操作：打开、读
/ 写和关闭。 如果一个 VI 可以执行所有三个操作，这个 VI 称为高层 VI。 但是，
这些 VI 可能在效率上低于那些用于执行流程中单个操作的底层 VI 和函数。 如
果正在写入位于循环中的文件，可使用底层文件 I/O VI。 如果正在写入单个操
作中的文件，则使用高层文件 I/O VI。

高层文件 I/O VI 包括了以下 VI：

• 写入电子表格文件－将一个单精度的二维或一维数字数组转换为一个文本
字符串，并将该字符串写入一个新的 ASCII 文件或追加到现有文件中。 同
时也可以转置数据。 VI 在向文件中写入数据之前，将先打开或创建该文
件，并且在完成写操作时，关闭该文件。 该 VI 可用于创建一个大部分电子
表格应用程序可读取的文本文件。

• 读取电子表格文件－在一个数值文本文件中，从一个指定的字符偏移量开
始，读取指定的行数或列数，并将读取的数据转换为二维单精度数字数
组。 VI 在从文件中读取数据之前，将先打开该文件，并且在完成读操作
时，关闭该文件。 该 VI 可用于读取一个以文本格式保存的电子表格文件。 

• 写入测量文件－用于将数据写入文本测量文件 (.lvm) 或二进制文件格式的
测量文件 (.tdm) 的 Express VI。 存储方法、文件格式 (.lvm 或 .tdm)、段首
类型和分隔符这些参数可以指定。

• 读取测量文件－用于将数据写入文本测量文件 (.lvm) 或二进制文件格式的
测量文件 (.tdm) 中的 Express VI。 文件名、文件格式和段大小这些参数可
以指定。

提示 避免将高层 VI 放入循环中，因为这些 VI 在每次运行时都要进行打开和关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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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6-1 Spreadsheet Example VI

目标
在文本文件中保存一个二维数组，以便电子文件应用程序能够访问该文件，并
查看数值数据在表格中的显示方式。

说明
完成下列步骤，检查一个 VI，该 VI 可将数值数组保存为电子表格可以访问的
文件格式。

1.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Spreadsheet Example文
件夹中的 Spreadsheet Example VI。 以下前面板窗口已经创建完毕。

2. 运行 VI。

该 VI 生成一个 128 行 3 列的二维数组。 第一列包含了一个正弦波形的数据，第
二列包含了一个噪声波形的数据，第三列包含了一个余弦波形的数据。 该 VI 将
每一列的数据都绘制在同一张图中，并在一个表格中显示这些数据。 

3. 选择待写入文件对话框出现时，将该文件保存为 wave.txt，并放在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Spreadsheet Example 文件夹中，然
后单击确定按钮。 以后将查看该文件。

4. 显示并检查该 VI 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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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e Pattern VI 返回有 128 个元素并包含一个正弦模式的数值数组。 Sine Pattern 
VI 的第二个实例中的常数 90.0指定了正弦模式或余弦模式的相位。

Uniform White Noise VI 返回一个有 128 个元素并包含一个噪声模式的数值数
组。

“创建数组”函数根据正弦数组、噪声数组和余弦数组创建了以下二维数组。

“二维数组转置”函数重新安排二维数组的元素位置，如下所示，使原来位于
[i,j]的元素变为位于 [j,i]的元素。

“写入电子表格文件” VI 将二维数组格式化为一个电子表格字符串，并将该字
符串写入文件。 该字符串的格式如下，其中箭头 (→) 表示制表符，段落符号
(¶) 表示行结束字符。

“数值至小数字符串转换”函数将数值数组转换为用表格形式显示的字符串数
组。

5. 关闭 VI。 不保存任何更改。

注 这个范例只在文件中存储了三个数组。 如需包含更多的数组，可增加 “创建数组”
函数的输入端个数。

正弦数组 . . .

噪声数组 . . .

余弦数组 . . .

S N C

. . . . . . . . .

S N C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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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本处理器或电子表格应用程序打开 wave.txt文件，并查看它的内容。

6. 打开文本处理器或电子表格应用程序，例如，记事本或者写字板。

7. 打开 wave.txt。 正弦波形数据出现在第一列，随机波形数据出现在第二
列，余弦波形数据出现在第三列。

8. 退出文本处理器或电子表格应用程序，并返回 LabVIEW。

练习 6-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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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底层文件 I/O

每个底层文件 I/O VI 和函数都只执行文件 I/O 操作流程中的一个操作。 例如，
这些函数中有一个用于打开 ASCII 文件，有一个用于读取 ASCII 文件，有一个
用于关闭 ASCII 文件。 当循环中涉及到文件 I/O 时，请使用底层函数。

使用底层函数的流盘
 文件 I/O 函数还可用于流盘操作，它可以减少函数通过与操作系统交互从而打
开和关闭文件的次数，节省内存资源。 流盘是一项在进行多次写操作时保持文
件打开的技术，比如用于循环中。 如果将路径控件或常量与 “写入文本文件”
函数、“写入二进制文件”函数或“写入电子表格文件” VI 连线时，在每次函
数或 VI 运行时都会进行打开和关闭文件操作，增加了系统开销。 如果避免对同
一文件进行频繁的打开和关闭操作，将会提高 VI 效率。

如果希望避免打开和关闭同一个文件，就需要将引用句柄传递给位于循环中的
文件。 打开一个文件、设备或网络连接时， LabVIEW 会生成一个指向该文件、
设备或网络连接的引用句柄。 对打开的文件、设备或网络连接所进行的操作，
都通过引用句柄识别每个对象。

图 6-3 和图 6-2 中的范例显示了使用流盘的优势。 在第一个例子中， VI 必须在
循环的每次迭代时打开和关闭文件。 第二个例子使用了流盘，用于减少 VI 必须
与操作系统交互从而打开和关闭文件的次数。 通过在循环开始前打开文件和在
循环结束后关闭文件，可以在循环的每次迭代中都节省两个文件操作。

图 6-2.  不使用流盘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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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使用流盘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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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6-2 Temperature Log VI

目标
修改 VI，创建使用流盘的 ASCII 文件。

说明
给定的 VI 绘制了当前温度值和 后三次温度值的平均值。 修改 VI，从而将当
前温度记录到一个 ASCII 文件中。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Temperature Multiplot 文件
夹中的 Temperature Multiplot.vi文件。

2. 将该 VI 保存为 Temperature Log.vi。

❑ 选择文件 » 另存为，将该 VI 重命名为 Temperature Log.vi，保存在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Temperature Log目录。 

❑ 如果该目录不存在，可创建该目录。

❑ 选择原文件的替换副本选项。

通过下列步骤将修改程序框图，使其与图 6-4 相似。

图 6-4.  Temperature Log VI 的程序框图

3. 调整 While 循环的大小以便为文件 I/O 函数增加空间。

4. 新建文件或替换现有文件，用于数据记录。

❑ 在 While 循环左边放置一个 “打开 / 创建 / 替换文件”函数。

❑ 右键单击“打开 / 创建 / 替换文件”函数的操作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
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出现的枚举常量中选择创建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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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温度数据写入文件中，并在每个数据后面添加一个行结束常量。

❑ 在 While 循环内部添加 “数值至小数字符串转换”函数。

❑ 在 While 循环内部添加 “行结束常量”。

❑ 在 While 循环内部添加 “连接字符串”函数。

❑ 在 While 循环内部添加 “写入文本文件”函数。

❑ 按照图 6-4 所示连接 “写入文本文件”函数的输入端。

6. 如果发生错误或者用户关闭了电源开关，停止循环。

❑ 删除 Power 布尔控件和条件接线端之间的连线。

❑ 在条件接线端旁边添加一个 “异或”函数。

❑ 在 While 循环中添加一个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

❑ 按照图 6-4 所示完成条件接线端的连线。

7. 关闭文件并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

❑ 在 While 循环的右边添加一个 “关闭文件”函数。

❑ 在 “关闭文件”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简单错误处理器”。

❑ 按图 6-4 所示完成程序框图的连线。

8. 保存 VI。

9. 测试 VI。

❑ 运行 VI。

❑ 命名该文本文件，并指定该文件的位置。

❑ 在该 VI 运行了几个范例之后，将电源开关切换到关位置。

❑ 选择创建的文本文件，并浏览该文件。

10. 完成后关闭 VI 和文本文件。

练习 6-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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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6-3 自学：Read VCard VI

目标
在 LabVIEW 中读取 ASCII 文件。

问题描述
公司职工的名片已存储在 Windows 通讯簿中。 现在必须从一张名片中提取特
定数据，并转换为 LabVIEW 文本格式。

设计

输入和输出
在该 VI 中，输出出现在一个对话框中，输入来自于一个文件。 因此，该 VI 的
前面板窗口上不需要有输入或输出。

流程图
如需了解如何设计这个程序，必须先查看由通讯簿所创建的文本文件。 

1. 单击开始 » 所有程序 » 附件 » 写字板，打开写字板。 

2. 选择文件 » 打开。 

3. 选择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Read VCard 文件夹。 

4. 将文件类型改为全部文档。 

5. 打开该目录下的一个名片文件。

这是一个创建好的文本文件范例。

Start of VCard text file

BEGIN:VCARD

VERSION:2.1
N:McGillicuttey;Heather;Louise;Ms.

FN:Heather Louise McGillicuttey
NICKNAME:Lou

ORG:National Instruments;Internal Affairs
TITLE:President

NOTE:I am an imaginary person.
TEL;WORK;VOICE:512-555-1212

TEL;HOME;VOICE:512-555-1212
TEL;CELL;VOICE:512-555-1212

TEL;PAGER;VOICE:512-555-1212
TEL;WORK;FAX:512-555-1212

TEL;HOME;FAX:512-555-1212
ADR;WORK:;Corner;11500 N. Mopac Expressway;Austin;Texas;78759;USA

LABEL;WORK;ENCODING=QUOTED-PRINTABLE:Corner=0D=0A11500 N. Mopac 
Expressway=0D=0AAustin, Texas 78759=0D=0AUSA
ADR;HOME:;;111 Easy Street;Austin;Texas;78759;USA



第 6 课 存储测量数据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6-12 ni.com/china

LABEL;HOME;ENCODING=QUOTED-PRINTABLE:111 Easy Street=0D=0AAustin, Texas 
78759=0D=0AUSA
EMAIL;PREF;INTERNET:heather@ni.com

REV:20050818T150422Z
END:VCARD

End of VCard text file

注意 : 这个文件包含了开始和结束标签。 结束标签用于确定何时停止读取文
件。 文件在每个标签后面还有一个行结束符。 标签和相应数据间有一个冒号。 
分号用于分隔每个数据元素的不同部分。 所有这些信息在编写一个解析数据的
VI 时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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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Read VCard VI 流程图

这个程序包含了两个循环。 一个循环以行为单位从名片文件中读取数据。 第二
个循环选择需要显示的数据，用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替换每个标签名，并用行
结束字符代替分号。 图 6-5 中边框较宽的流程图元素就是已创建好的用于这个
练习的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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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 在 Windows 通讯簿中创建一个名片。 

❑ 单击开始 » 所有程序 » 附件 » 通讯簿，打开通讯录。 

❑ 选择文件 » 新建联系人。  

❑ 在一些或所有相关栏目中填入个人信息或虚构的联系方式。 

❑ 完成后单击确定。 

❑ 选择文件 » 导出 » 名片 (vCard)。 

❑ 选择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Read VCard 文件夹。 

❑ 单击保存。

❑ 选择文件 » 退出，关闭 Windows 通讯簿。

2. 打开一个新 VI。 

3. 将该 VI 保存为 Read VCard.vi，置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Read VCard 目录。 

4. 打开程序框图。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类似于图 6-6 的程序框图。 在这个程序框图中，读取刚刚创
建好的二维字符串数组。 数组的第一维含有标签；第二维含有数据。

图 6-6.  Read VCard VI 程序框图

5. 打开文本文件。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一个“打开 / 创建 / 替换文件”函数。 不需要对这个
函数的任何输入端进行连线，只需使用默认设置。

6. 从文本文件中读取数据。

❑ 将结构选板中的 While 循环添加到程序框图中，并使该循环位于
“打开 / 创建 / 替换文件”函数的右边。

❑ 在 While 循环中添加 “读取文本文件”函数。 

❑ 右键单击 “读取文本文件”函数，并选择读取行，从文件中读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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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打开 / 创建 / 替换文件”函数的引用句柄输出接线端和“读取文本
文件”函数的文件 ( 使用对话框 ) 接线端相连。

❑ 将 “打开 / 创建 / 替换文件”函数的错误输出接线端和 “读取文本文
件”函数的错误输入接线端相连。

❑ 在 “读取文本文件”函数的后面添加一个 “匹配模式”函数。

❑ 将 “读取文本文件”函数的文本接线端和 “匹配模式”函数的字符串
接线端相连。 

❑ 右键单击 “匹配模式”函数的正则表达式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创建 » 常量。 

❑ 在字符串常量中输入冒号 (:)。 

❑ 将“匹配模式”函数的子字符串之前接线端连到 While 循环的边框上，
创建一个 While 循环的输出隧道。 

❑ 右键单击输出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启用索引。

❑ 将“匹配模式”函数的子字符串之后接线端连到 While 循环的边框，创
建一个 While 循环的输出隧道。 

❑ 右键单击输出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启用索引。

7. 发生错误或读取至文件结尾时，停止 While 循环。

❑ 将“读取文本文件”函数的错误输出接线端连到 While 循环的边框，创
建一个 While 循环的输出隧道。 

❑ 右键单击该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替换为移位寄存器。 光标将变为
移位寄存器，提示这时选择一边作为移位寄存器的输入。 

❑ 单击 While 循环右边的错误输入隧道，将输入隧道改为移位寄存器。

❑ 在 While 循环中添加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 

❑ 将 “读取文本文件”函数的错误输出端和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相
连。

❑ 在 While 循环中添加 “或”函数。 

❑ 将错误簇的状态元素和或函数的 x 输入相连。 

❑ 在 While 循环中添加一个 “等于？”函数。 

❑ 将 “匹配模式”函数的子字符串之前接线端和 “等于？”函数的 y 接
线端相连。 

❑ 右键单击 “等于？”函数的 x 接线端。 

❑ 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字符串常量中输入 END。 在重要情况下，均使用大写字母。

❑ 将 “等于？”函数的输出和或函数的 y 输入相连。

❑  将 “或”函数的输出和 While 循环的条件接线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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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闭文本文件。

❑ 将“读取文本文件”函数的引用句柄输出接线端连到 While 循环的边框
上，创建 While 循环的输出隧道。 

❑ 右健单击该隧道，并选择替换为移位寄存器。 光标将变成移位寄存器，
提示这时应选择哪一边作为移位寄存器的输入。 

❑ 单击 While 循环左边的引用句柄输入隧道，将隧道改为移位寄存器。

❑ 在 While 循环的右边添加一个 “关闭文件”函数。 

❑ 将引用句柄输出隧道和 “关闭文件”函数的引用句柄输入接线端相
连。 

❑ 将错误输出隧道和 “关闭文件”函数的错误输入接线端相连。

9. 显示 While 循环输出时生成的数组。

❑ 右键单击已经启用索引的 “子字符串之前”输出端隧道，并在快捷菜
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 将数组显示控件命名为标记。

❑ 右键单击底部的数组输出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 将数组显示控件命名为数据。

10. 检查错误。

❑ 在 “关闭文件”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简单错误处理器”。

❑ 将 “关闭文件”函数的错误输出接线端和 “简单错误处理器”的错误
输入接线端相连。

11. 保存 VI。 

12. 打开前面板窗口。 

13. 扩展显示控件，显示数组的多个元素。

14. 运行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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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显示了运行该 VI 后出现的前面板范例。 注意 : 这和打开文本文件很相
似。 用于每一个类别的名字并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练习的剩余部分中，会对该
VI 作修改，使它能够解析数据，而且更清晰易懂。

图 6-7.  没有数据解析功能的 Read VCard VI 前面板

请按以下步骤修改程序框图，使程序能够解析数组中的数据。 为了简化这个过
程，二个相关的 VI 已经创建完毕。 其中一个 VI 创建了一个数组，数组的每个
元素都是一个簇，每个簇都包含一个标签和标签的替换名称。 第二个 VI 打开了
一个对话框，以表格的形式显示 后的数据。

15. 切换到程序框图。 

16. 删除标签和数组显示控件。 

17. 删除连接 “关闭文件”函数和 “简单错误处理器”之间的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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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将 “简单错误处理器”移到一边。 在这个练习的后续部分会用到这个 VI。

19. 访问包含标签和替换名称的数组。 

❑ 将 Vcard Tags.vi放在 “关闭文件”函数的右边。 该 VI 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Read VCard文件夹中。

提示 使用函数选板中的选择 VI...，定位一个不在函数选板中的 VI。 将 VI 放在程序框图
中以后，可以双击该 VI 打开它，并检查它的程序框图。

❑ 将"关闭文件"函数的错误输出接线端和Vcard Tags VI的错误输入接线端
相连。

20. 创建一个包含替换名称和相应数据的二维数组。

❑ 在 Vcard Tags VI 的右边添加一个 For 循环。

❑ 将Vcard Tags VI的数组接线端和For循环的边框相连，以便在For循环上
创建一个输入隧道。 注意 : 索引已自动启用。 

❑ 在 For 循环中添加一个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

❑ 将已经索引的输入隧道和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相连。 

❑ 扩展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使它能显示两个元素。 

❑ 在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搜索一维数组”函数。 

❑ 将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的域标记元素和 “搜索一维数组”函数的
元素接线端相连。 

❑ 将标签数组和 “搜索一维数组”函数的一维数组接线端相连。 标签数
组是 While 循环的顶部索引输出通道。 

❑ 在 For 循环的标签数组输入隧道上禁用索引。

❑ 在 “搜索一维数组”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索引数组”函数。 

❑ 将数据数组和“索引数组”函数的数组接线端相连。 数据数组是 While
循环的底部索引输出通道。 

❑ 在 For 循环的数据数组输入隧道上禁用索引。

❑ 将 “搜索一维数组”函数的元素索引接线端和 “索引数组”函数的索
引接线端相连。 

❑ 在 “索引数组”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搜索替换字符串”函数。 

❑ 将 “索引数组”的元素接线端和 “搜索替换字符串”函数的输入字符
串接线端相连。 

❑ 右键单击 “搜索替换字符串”函数的搜索字符串接线端，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字符串常量中输入一个分号 (;)。 

❑ 将行结束常量放在字符串常量的下方。 

❑ 将行结束常量和 “搜索替换字符串”函数的替换字符串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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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 “搜索替换字符串”函数的替换全部 ? (F) 接线端，从快捷菜
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使用 “操作”工具将 “假”布尔常量改为 “真”布尔常量。 

❑ 在 “搜索替换字符串”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删除空白” VI。 

❑ 将 “搜索替换字符串”函数的结果字符串接线端和 “删除空白” VI 的
输入相连。 

❑ 在 “删除空白” VI 的右边添加一个 “创建数组”函数。 

❑ 改变 “创建数组”函数的大小，使它有两个节点。 

❑ 将 “按名称解除捆绑”函数的域名称元素和 “创建数组”函数的顶部
节点相连。 

❑ 将 “删除空白” VI 的删减后的字符串输出和 “创建数组”函数的底部
节点相连。 由此创建了一个二维数组，第一维是有意义的说明，第二
维是相应数据。

21. 显示生成的数组。

❑ 将 “创建数组”函数的输出和 For 循环的边框相连，在 For 循环上创建
一个输出隧道。 

❑ 确认输出隧道是自动索引的。

❑ 将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Read VCard文件夹中的
Table Dialog VI 放在 For 循环的右边。 

❑ 将索引的输出隧道和 Table Dialog VI 的 Contact Information 接线端相
连。 

❑ 将 Vcard Tags VI 的错误簇和 Table Dialog VI 相连。 

❑ 将错误簇隧道替换为移位寄存器。 

❑ 将 “简易错误处理器” VI 移到 Table Dialog VI 的右边。 

❑ 将 Table Dialog VI 的错误输出接线端和“简易错误处理器”VI 的错误输
入接线端相连。

22. 切换至前面板窗口。

23. 保存 VI。

测试
1. 运行 VI。

2. 出现提示时，请找到这个练习的前面部分中创建的名片文件。 

3. 关闭 Table Dialog 窗口停止 VI。 

4. 完成后关闭 VI。

练习 6-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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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不停地运行测试程序并将在一个小时之内进行的所有测试的结果都记录在
一个文件中。 如果需要考虑程序的执行速度，那么应该使用底层还是高层
文件 I/O VI 呢？

a. 底层文件 I/O VI

b. 高层文件 I/O VI

2. 如果需要在文本编辑器 （如记事本）中查看数据，应该使用哪种格式保存
数据呢？

a. ASCII

b. T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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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不停地运行测试程序并将在一个小时之内进行的所有测试的结果都记录在
一个文件中。 如果需要考虑程序的执行速度，那么应该使用底层还是高层
文件 I/O VI 呢？

a. 底层文件 I/O VI

b. 高层文件 I/O VI

2. 如果需要在文本编辑器 （如记事本）中查看数据，应该使用哪种格式保存
数据呢？

a. ASCII

b. T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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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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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发模块化应用程序

本课主要讲述如何开发模块化应用程序。 LabVIEW 的强大之处就在于 VI 结构
的层次化特性。 一个新创建的 VI 可以在另一个 VI 的程序框图中使用。 
LabVIEW 对 VI 结构中的层数没有任何限制。 使用模块化编程有利于管理变化，
并能够快速对程序框图进行调试。

主题

A. 理解模块化

B. 创建图标和连线板

C. 使用子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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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解模块化

模块化定义了一个程序所能包含的不同模块的范围，从而将一个模块的改变对
其它模块造成的影响控制在 小范围之内。 LabVIEW 中的模块称为子 VI。 

当一个 VI 应用于其它 VI 中，就称其为子 VI。 子 VI 相当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子
程序。 双击子 VI 时，将出现该子 VI 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而不是用于配置选
项的对话框。 前面板包括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程序框图包括连线、前面板图
标、函数、可能用到的子 VI 和其它 LabVIEW 对象。 

在前面板窗口和程序框图窗口的右上角可以看到该 VI 的图标。 该图标与将 VI
放置在程序框图中时所显示的图标相同。 

在创建 VI 时，也许会发现有些操作需要经常执行。 这时可以考虑创建子 VI 或
循环重复执行该操作。 例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框图包含两个完全相同的操作。

图 7-1.  两个相同操作的程序框图

图 7-2.  包含执行相同操作的子 VI 的程序框图

这个范例在程序框图中将 Temperature VI 作为子 VI 调用了两次，而它的运行
情况和以前的程序框图完全一样。在其它的 VI 中也可以重复使用这个子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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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伪代码和程序框图显示了子 VI 和子程序间的相似之处。
 

B. 创建图标和连线板

创建 VI 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后，请设置图标和连线板，以便该 VI 作为子 VI 在
其它 VI 中调用。 图标和连线板相当于文本编程语言中的函数原型。 每个 VI 都
有一个图标，位于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窗口的右上角。如下图所示。

图标是 VI 的图形化表示。 它包含文字、图形或图文组合。 如果将一个 VI 当作
子 VI 使用，程序框图上将显示代表该子 VI 的图标。 双击图标可以对它进行修
改或编辑。

注 推荐用户自己定制图标，但这个操作不是必须的。 使用默认的 LabVIEW 图标不会
影响功能。

如需使用子 VI，还需要创建连线板。如下所示。

连线板用于显示 VI 中所有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接线端，类似于文本编程语言
中调用函数时使用的参数列表。 连线板标明了可与该 VI 连接的输入和输出端，
以便将该 VI 作为子 VI 调用。 连线板在其输入端接收数据，然后通过前面板的
控件传输至程序框图的代码中，并从前面板的显示控件中接收运算结果传输至
其输出端。

创建图标
默认图标包含一个数字，表明自运行 LabVIEW 后已经打开第几个新 VI。 右键
单击前面板窗口或程序框图窗口右上角的图标，从快捷菜单中选择编辑图标，
或双击前面板窗口右上角的图标，可将默认图标替换为创建的自定义图标。

函数代码 调用程序代码

function average (in1, in2, 
out)

{

out = (in1 + in2)/2.0;

}

main

{

average (point1, point2, 
pointavg)

}

子 VI 的程序框图 调用 VI 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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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文件系统的任何地方拖动一个图形并放置在前面板窗口或程序框图窗
口的右上角。 LabVIEW 会将该图形转换为 32 × 32 像素的图标。

关于 VI 图标所使用的标准图形见 ni.com上的 “图标图形集”。

关于 VI 图标的标准图形的详细信息，请登陆 NI 网站 ni.com/info，输入信息
代码 expnr7进行查询。

根据所使用显示器的类型，可以设计独立的单色、16 色和 256 色模式的图标。 
除非使用的是彩色打印机，否则 LabVIEW 将使用单色打印图标。

图标编辑器对话框左边的工具用于在编辑区域中创建图标图案。 在编辑区域右
边的图形框中可以看到标准尺寸的图标，如图所示 7-3。

图 7-3.  图标编辑器窗口

编辑菜单用于对图标作剪切、复制和粘贴操作。 如果选择图标的一部分执行粘
贴操作， LabVIEW 会根据选择区域的大小调整图像的尺寸。 也可以从文件系统
的任何地方拖动一个图形，放置在前面板窗口或程序框图窗口的右上角。 
LabVIEW 会将该图形转换为 32 × 32 像素的图标。

图标编辑器对话框右边的复制于选项用于将彩色图标拷贝成黑白图标。反之亦
可。 选择了复制于选项后，单击确定按钮，可改变图标。 

注 如果 VI 图标周围没有完整的边界，图标背景就会变得透明。 在程序框图中选择图
标时，图标中每个图形元素周围都会出现选取框。 

应用图标编辑器工具可以完成以下操作：

铅笔工具用于绘制和清除像素。

线条工具用于绘制直线。 用线条工具拖动光标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可绘制水
平线、垂直线和对角线。

取色工具用于从图标元素中复制前景颜色。

填充工具用于把选定区域填充成前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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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工具用于绘制和前景色相同颜色的矩形边界。 双击该工具可使图标的边框
颜色和前景颜色相同。

填充矩形工具用于绘制一个边框颜色和前景色相同而内部填充成背景颜色的矩
形。 双击该工具可使图标的边框颜色和前景颜色相同，同时把图标内部填充成
背景颜色。

选择工具用于选择图标上的区域作剪切、复制、移动或其它操作。 双击该工具
并按 < 删除 > 键，可删除整个图标。

文本工具用于在图标中输入文本。 双击这个工具可选择不同的字体。 小字体选
项适于在图标中输入文本。

前景 / 背景工具用于显示当前使用的前景色和背景色。 单击其中每一个矩形，
会显示一个调色板，可在调色板中选择新的颜色。 左上角的矩形表示前景色，
右下角的矩形表示背景色。

编辑区域右边的选项用于执行下列操作：

• 显示接线端－显示连线板的接线端模式。

• 确定－将所绘图形存储为图标，并回前面板窗口。

• 取消－不保存已执行的任何修改操作，并回到前面板窗口。

图标编辑器对话框中的菜单栏在编辑菜单中还有更多的编辑选项，如撤销、
重做、剪切、复制、粘贴和清除。

设置连线板
将前面板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分配给每一个接线端，以此确定连接。 右键单击
前面板窗口右上角的图标，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连线板显示连线板。 图标的
位置上将显示连线板。 第一次打开连线板时，可看到连线板模式。 右键单击连
线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模式，可以为 VI 选择不同的连线板样式。

连线板上的每个窗格代表一个接线端。 窗格用于进行输入输出分配。 对于前面
板上的每一个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连线板上一般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接线端。 
多余的接线端可以保留，当需要为 VI 添加新的输入或输出端时再进行连接。

下面这个前面板上有四个输入控件和一个显示控件，所以 LabVIEW 在它的连
线板上显示四个输入接线端和一个输出接线端。

图 7-4.  Slope VI 的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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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和修改接线端模式
右键单击连线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模式，可以为 VI 选择不同的接线端模式。 
例如，可以选择一个带有备用接线端的连线板模式。 备用的接线端可以空置，
到需要时再连接。 这种灵活性可以减少连线板窗口的改变对 VI 的层次结构的影
响。

前面板的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也可以多于接线端。

和图标相关联的模式将以实心边框的形式突出显示。 连线板中 多可设置
28 个接线端。 

常用的模式如左图所示。 这种模式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帮助简化连线。 

图 7-5 的范例显示了接线端模式的标准布局。 上输入端和输出端常用于传递引
用，下输入端和输出端常用于错误处理。

图 7-5.  接线端模式布局范例

注 VI 拥有的接线端数 好不要多于 16 个，因为过多的接线端会降低该 VI 的可读性和
易用性。

分配接线端给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选择连线板模式以后，必须通过为连线板的每一个接线端指定一个前面板的输
入控件或显示控件，从而确定连接。 把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连到连线板时，可
以将输入放置在左边，输出放置在右边，防止在 VI 中出现复杂难懂的接线模
式。

单击连线板的一个接线端，然后再单击需要分配给那个接线端的前面板输入控
件或输出控件，就可为该控件指定接线端。 单击前面板的空白区域， 接线端的
颜色就变为该控件数据类型的颜色，表明该接线端已经完成连接。

先选择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然后再选择接线端也可以完成连接。

注 用连线工具可将连线板上的接线端分配给前面板的输入控件和输出控件，但连线
板和这些控件之间不显示任何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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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子 VI

如需将子 VI 放置在程序框图中，请单击函数选板上的选择 VI... 按钮。 找到需
要作为子 VI 使用的 VI，双击该 VI 将它放置在程序框图中。

在一个 VI 的程序框图中也可以放置另一个已打开的 VI。 如需将一个 VI 用作子
VI，请用定位工具单击该 VI 前面板或程序框图右上角的图标，并将它拖到另一
个 VI 的程序框图中。

打开和编辑子 VI
如需在 VI 中显示其子 VI 的前面板，请用操作工具或定位工具双击程序框图上
的子 VI。 如需在 VI 中显示其子 VI 的程序框图，请按住 <Ctrl> 键，并用操作工
具或定位工具双击程序框图上的子 VI。

用操作工具或定位工具双击程序框图上的子 VI，可以对该子 VI 进行编辑。 保
存子 VI 时，子 VI 的修改将影响到所有对该子 VI 的调用，而不仅仅是当前实
例。

设置输入和输出 （必需、推荐和可选）
 在即时帮助窗口中，必需的接线端的标签为粗体，推荐的接线端的标签为纯文
本，而可选的接线端的标签为灰色。 如果点击即时帮助窗口中隐藏可选接线端
和完整路径按钮，如下图所示，可选按钮的标签将不会出现。 

应当指定哪些输入和输出是必需的、推荐的或可选的，以免用户忘记对子 VI
的某些接线端进行连线。

右键单击连线板中的某个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接线端类型。 勾选符号表
明接线端的当前设置。 选择必需、推荐或可选。

对于必需的输入端，如果没有对其进行连线，该子 VI 所属的程序框图就不会
运行。 不存在必需的输出接线端。 对于输入和输出接线端，如果没有对推荐或
可选接线端进行连线，该子 VI 所属的程序框图仍然可以执行。 如果不进行连
线，该 VI 也不会产生任何警告。

vi.lib中的 VI 输入输出已经被标识为必需、推荐或可选。 LabVIEW 将所创建
的 VI 的输入和输出默认设置为推荐。 只有当一个 VI 必须有该输入或输出才能
正确运行时，才将接线端设置为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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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 VI 中创建子 VI
将一个 VI 的部分程序框图转换为子 VI，可以简化该 VI 的程序框图。 使用定位
工具选择重复使用的部分程序框图，然后选择编辑 » 创建子 VI，将选中的程序
框图转换为子 VI。 新的子 VI 图标将替换被选择的部分程序框图。 LabVIEW 可
为新的子 VI 创建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并根据所选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数
目自动配置连线板，将子 VI 与现有的连线相接。

图 7-6 显示了如何将所选部分程序框图转换成子 VI。

图 7-6.  创建一个新的子 VI

新创建的子 VI 使用默认的连线板模式和图标。 双击子 VI 可编辑并保存它的连
线板和图标。

注 用于创建子 VI 的对象不要多于 28 个，因为连线板所能达到的 大连接数是 28。 
如果前面板上希望通过编程使用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数目多于 28 个，可将其
中的一些对象分组成为一个簇，然后将该簇分配给连线板上的某个接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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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7-1 Determine Warnings VI

目标
创建 VI 的图标和连线板后，该 VI 可以用作子 VI。

问题描述
已经创建了一个 VI，该 VI 可以根据输入确定要显示的警告信息字符串。 创建
VI 的图标和连线板后，该 VI 可用作子 VI。

设计
该子 VI 包含下列输入和输出：

使用标准的连线板可保证今后扩展时有足够的空间。 为 VI 添加一个错误输入和
一个错误输出，使代码在没有错误时能正常执行，而有错误存在时无法执行。

表 7-1.  Determine Warnings 子 VI 的输入和输出

输入 输出

当前温度 警告文本

高温度 警告 ?

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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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Determine Warnings 目录

的 Determine Warnings VI。

2. 为该 VI 添加一个错误输入和一个错误输出。

❑ 将错误输入 3D 控件放置在前面板上。 

❑ 将错误输出 3D 控件放置在前面板上。

3. 为该 VI 选择一个连线板模式。 

❑ 右键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图标，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连线板。

❑ 右键单击窗口右上角的连线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模式，选择如左图
所示的模式。 

4. 按图 7-7 所示的方式将输入和输出连接到连线板。 

图 7-7.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连线板连接

❑ 用连线工具单击连线板的左上接线端。 

❑ 单击相应的前面板输入控件当前温度。

注意 : 连线板的接线端会被填充成和相连接的控件数据类型相匹配的颜色。 

❑ 单击连线板的下一个接线端。 

❑ 单击相应的前面板输入控件 高温度。 

❑ 继续完成连线板上其它接线端的连线，直至所有输入控件和输出控件
连接完毕，这时即时帮助窗口即如图 7-7 所示。

1 连接 2 连线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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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一个图标。 

❑ 右键单击连线板，选择编辑图标。 打开图标编辑器窗口。

❑ 用图标编辑器窗口中的工具创建图标。 图标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
为 VI 创建的图标 好能体现该 VI 的功能。 图 7-8 显示了一个为上述 VI
所创建的图标的简单范例。

图 7-8.  警告图标实例

❑ 完成图标后，单击确定，关闭图标编辑器窗口。

提示 双击选择工具，选择已有的图形。 按 < 删除 > 键，删除图形。 然后，双击矩形工
具，自动生成图标的边界。

提示 双击文本工具修改字体。 如需使用小于 9 个点的字体，请选择小字体。

6. 右键单击连线板，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图标，在窗口右上角重新显示该
VI 的图标。

7. 保存 VI。

8. 切换到程序框图。

9. 将 VI 设置为在没有错误时执行，在有错误时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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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无错误条件分支

❑ 如图 7-9 所示，用一个条件结构框包围程序框图中的代码。 把警告文本
和警告 ? 显示控件留在选择结构的外面。

❑ 在选择结构的左边放置一个错误输入接线端。 

❑ 在选择结构的右边添加一个错误输出接线端。 

❑ 将错误输入接线端和分支选择器接线端相连。 

❑ 确认程序框图处于无错误条件分支。 如果程序框图不处于该分支，先
切换到有代码的分支，然后右键单击选择结构，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本分支设置为无错误分支。 

❑ 如图 7-9 所示，将错误簇通过选择结构和错误输出接线端相连。 

❑ 切换到错误条件分支。 

❑ 将错误簇通过该分支和错误输出隧道相连。 

❑ 右键单击警告 ? 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使用操作工具将常量值改为 “真”。 

❑ 右键单击警告文本隧道，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常量中输入错误。

❑ 确认完成的错误条件分支和图 7-10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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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Determine Warnings VI 的错误条件分支

如果一个错误进入 VI， VI 将在警告文本中输出错误，在警告 ? 输出真并传出错
误。 如果没有错误进入 VI， VI 就按原先设计的方式运行。

10. 保存并关闭 VI。

测试
用一个新 VI 测试该子 VI。

1. 打开一个新 VI。

2. 打开程序框图。

3. 在函数选板上选择选择 VI... 选项，并定位至 C:\Exercises\
LabVIEW_Basics_I\Determine Warnings 目录，以便将 Determine 
Warnings 子 VI 放在新的测试 VI 的程序框图上。

4. 为子 VI 的每个数据项创建输入控件或输出控件。

❑ 右键单击当前温度的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输入控件。

❑ 右键单击 高温度的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输入控件。

❑ 右键单击 低温度的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输入控件。

❑ 右键单击警告文本的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 右键单击警告 ? 接线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5. 切换至前面板。

6. 在当前温度、 高温度和 低温度控件中输入测试数据。

7. 运行 VI。

8. 完成测试后，关闭该 VI。 用于测试的 VI 不需要保存。

练习 7-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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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在子 VI 中，如果接线端没有完成连线，哪些设置会导致错误？

a. 必需

b. 推荐

c. 可选

2. 将 VI 用作子 VI 时，必须先创建该 VI 的图标。 

a. 真

b.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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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在子 VI 中，如果接线端没有完成连线，哪些设置会导致错误？

a. 必需

b. 推荐

c. 可选

2. 将 VI 用作子 VI 时，必须先创建该 VI 的图标。 

a. 真

b. 假：图标可以用自定义的方式创建，但是默认图标已足以表达 VI 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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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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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 (DAQ) 系统使用数据采集设备将调理好的电信号传送到计算机上以便
用软件分析和记录数据。 可选择使用 PCI 总线、 PCI Express 总线、 PXI 总线、
USB 或 IEEE 1394 端口的数据采集设备。 本课讲述了数据采集系统中使用的硬
件、如何配置设备以及对模拟输入和输出、计数器和数字输入和输出进行编程
的方法。

主题

A. 使用硬件

B. 与硬件通信

C. 模拟一个 DAQ 设备

D. 测量模拟输入

E. 产生模拟输出

F. 使用计数器

G. 使用数字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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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硬件

一个典型的 DAQ 系统由三种基本的硬件类型组成：接线盒、电缆和 DAQ 设
备。如图 8-1 所示。 

 

图 8-1.  典型的 DAQ 系统

物理现象经过信号条理或直接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之后，需要采集该信号。 采
集信号需要接线盒、电缆、DAQ 设备和计算机。 上述硬件可将一台标准计算机
转换成一个测量和自动化系统。

使用接线盒和电缆
接线盒用于连接信号。 接线盒由螺丝或弹簧端子以及连接器组成，螺丝或弹簧
端子用于连接信号，连接器用于连接接线盒与 DAQ 设备。 接线盒可以有 100、
68 或 50 个接线端。 所选的接线盒类型取决于两个因素：所用设备和所需测量
的信号数。 与 50 个接线端的接线盒相比， 68 个接线端的接线盒可提供更多接
地接线端连接信号。 更多的接地接线端可以防止连到该接线端的连线发生重
叠，因为重叠的连线可能会导致信号间相互干扰。 

接线盒有屏蔽的和非屏蔽的两种。 屏蔽式接线盒能更好地防止噪声。 有些接线
盒还具有其它功能，例如，测量热电偶所必需的冷端补偿功能。

电缆将信号从接线盒传送到 DAQ 设备。 电缆有 100 管脚、68 管脚和 50 管脚三
种配置。 根据所使用的接线盒和 DAQ 设备选择一种配置。 与接线盒类似，电
缆也有屏蔽式和非屏蔽式两种。 

1 信号
2 接线盒

3 电缆
4 DAQ 设备 

5 计算机

 NATIONAL 
INSTRUMENTS

 NATIONAL 
INSTRUMENTS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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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接线盒和电缆的特定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NI 产品目录的 DAQ 部分或
登录 ni.com/products。

DAQ 信号附件
图 8-2 显示了本课程中使用的接线盒， DAQ 信号附件。

图 8-2.  DAQ 信号附件

DAQ 信号附件是专为教学目的而设计的自定义接线盒。 它有三个不同的电缆连
接器，适用于多种不同的 DAQ 设备和连接信号的弹簧接线端。 这些接线端可
用于连接三个模拟输入通道，其中一个连到温度传感器上，另两个连接到模拟
输出通道。

DAQ 信号附件包含一个函数发生器和频率旋钮，函数发生器带有一个选择信
号频率范围的开关。 函数发生器可以产生一个正弦波或方波。 接地线位于正弦
波接线端和方波接线端之间。

数字触发按钮会产生一个 TTL 脉冲，触发模拟输入或输出。 按下触发按钮时，
信号从 +5 V 变为 0 V ；释放时，信号又回到 +5 V。 四个指示灯和 DAQ 设备上
的前四根数字线相连。 指示灯使用的是反逻辑，因此数字线较高时，指示灯
灭，而数字线较低时，指示灯亮。

DAQ 信号附件有一个正交编码器，转动编码器旋钮时，该编码器会产生两个
脉冲序列。 DAQ 设备上有计数器输入和输入信号端子。 DAQ 信号附件上还有
一个继电器、一个热电偶输入和一个麦克风接口。

使用 DAQ 设备
大多数 DAQ 设备由四部分组成：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数字 I/O 和计数器。 

可通过不同的总线结构，将 DAQ 设备测量的信号传递到计算机上。 例如，
DAQ 设备可连接到计算机的 PCI 或 PCI Express 总线，或笔记本电脑的
PCMCIA 插座，或计算机的 USB 接口。 PXI/CompactPCI 也可用于创建一个便
携、通用和耐用的测量系统。 

如果没有 DAQ 设备，可以在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on Explorer (MAX) 中
模拟一个设备，通过软件进行测试。 在本课的模拟一个 DAQ 设备部分将学到
如何模拟一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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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定类型 DAQ 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NI 产品目录的 DAQ 部分或登录
ni.com/products。 

B. 与硬件通信

NI 数据采集设备具有一个用于在设备和应用软件间通信的驱动程序引擎。 有两
种不同的驱动程序引擎可以选择：NI-DAQmx 和传统 NI-DAQ。 可使用 LabVIEW
与这些驱动引擎通信。 之前，已使用 LabVIEW 的 DAQ 助手与数据采集设备通
信。 DAQ 助手是一个与 NI-DAQmx 通信的 Express VI。

另外， NI 有一个专用于配置数据采集设备的应用程序：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MAX)。 这部分中将讲述驱动程序引擎和使用 MAX 配置数
据采集设备的过程。

使用 NI-DAQ
NI-DAQ 7.0 具有两种 NI-DAQ 驱动程序：传统 NI-DAQ (Legacy) 和 NI-DAQmx，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应用程序界面 (API)、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

• 传统 NI-DAQ (Legacy) 是 NI-DAQ 6.9.x 的升级版，是 NI-DAQ 的早期版本。 传
统 NI-DAQ (Legacy) 的 VI、函数和工作方式都和 NI-DAQ 6.9.x 相同。 传统
NI-DAQ (Legacy) 可以和 NI-DAQmx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使用，而
NI-DAQ 6.9.x 则不能。

• NI-DAQmx是 新的NI-DAQ驱动程序，带有控制测量设备所需的 新VI、函
数和开发工具。 与较早版本的 NI-DAQ 相比， NI-DAQmx 的优点在于：
“DAQ 助手”可用于配置设备通道和测量任务；更优异的性能如单点模拟
I/O 更加快速和多线程；创建 DAQ 应用程序的 API 更为简洁并可使用更少
的函数和 VI。

传统 NI-DAQ (Legacy) 和 NI-DAQmx 支持不同类别的设备。 关于所支持设备的
详细列表，请登录 National Instruments 网站 ni.com/daq查询。

本课讲述 NI-DAQmx API。 

对 NI 测量设备进行编程时，可以使用 NI 的应用软件，如 LabVIEW、
LabWindows™/CVI™ 和 Measurement Studio，或者打开那些支持通过 ANSI C 界
面调用动态链接库 (DLL) 的应用程序开发环境。 无论是哪种编程环境，使用 NI
应用软件都可以大大地减少数据采集和控制相关的应用程序的开发时间。

• LabVIEW 支持通过 LabVIEW DAQ VI，即用来对 NI 测量设备编程的 VI 进行数
据采集。 

• 对于使用C语言的开发人员，LabWindows/CVI是一个全集成的ANSI C开发
环境，能提供用于对 NI 测量设备编程的 LabWindows/CVI 数据采集库。 

• Measurement Studio开发工具是用于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环境下设
计测试和测量的软件。 Measurement Studio 里包括了用于 Visual C#、
Visual Basic .NET 和 Visual C++ .NET 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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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Q 硬件配置
使用数据采集设备之前，必须先对设备进行配置，并确认软件是否可以与设备
通信。 这个教室里和计算机相连的设备都已配置完毕。

Windows
Windows 配置管理器能检测到计算机上安装的所有硬件，包括 NI 的 DAQ 设
备。 如果使用的是即插即用 (PnP) 设备，如 E 系列的 MIO 设备，Windows 配置
管理器会自动检测到该设备，并对它进行配置。 如果使用的是非即插即用设备
(non-PnP)，就必须使用控制面板上的添加硬件选项手动配置这个设备。

通过访问设备管理器可以确认 Windows 配置。 设备管理器里有 Data 
Acquistion Devices，这一项列出了计算机上安装的所有 DAQ 设备。 双击一个
DAQ 设备会显示一个带标签页的对话框。 General 页显示了设备相关的总体信
息。 Resources 页指定了设备所占用的系统资源，如冲突级、DMA 和可用软件
配置的设备的基地址。 NI-DAQ Information 页指定了 DAQ 设备的总线类型。 
Driver 页指定了 DAQ 设备的驱动程序版本和计算机中的存放位置。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LabVIEW 将安装 MAX，创建所有设备和通道配置参数。 在计算机上安装了
DAQ 设备以后，必须运行这个配置程序工具。 MAX 读取设备管理器记录在
Windows 注册表中的信息，并为每一个 DAQ 设备分配一个逻辑设备号。 设备
号用于在 LabVIEW 中引用该设备。 双击桌面图标，或在 LabVIEW 中选择
工具 »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都可打开 MAX。 下面的窗口就是
MAX 主窗口。 MAX 也可用于配置 SCXI 和 SCC。

使用配置程序工具可以设置的设备参数取决于设备。 MAX 将逻辑设备号和配置
参数保存在 Windows 注册表中。

Windows 有即插即用功能，能自动检测到并配置无转换 DAQ 设备，如
PCI-6024E。 在计算机上安装设备时，计算机会自动检测到该设备。

1: AT-MIO-64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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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
在测量前，可以配置和测量相应的自定义刻度。 使用传感器时，这一步非常有
用。 自定义刻度允许在应用程序中使用缩放后的值，而不需要直接操作原始数
据。 例如，在这个课程中会用到一个温度传感器，该传感器用电压表示温度。 
温度的转换公式为：电压 x 100 = 温度 （摄氏）。 设置了刻度以后，就可以在
应用程序中使用它来表示温度值而不用电压。

C. 模拟一个 DAQ 设备

在 NI-DAQmx 7.4 或后续版本中可以创建 NI-DAQmx 模拟设备。 使用 NI-DAQmx
模拟设备，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试用 NI 产品。 有了硬件
以后，可以通过 MAX 便携式配置向导 (MAX Portable Configuration Wizard) 将
NI-DAQmx 模拟设备配置导入物理设备。 用 NI-DAQmx 模拟设备，也可以将物
理设备配置导出到没有安装该物理设备的系统上。 然后，在便携式系统上使用
NI-DAQmx 模拟设备开发应用程序，回到原始系统时，只需简单地将应用程序
导入即可。

创建 NI-DAQmx 模拟设备
按照下列步骤创建一个 NI-DAQmx 模拟设备：

1. 展开 Devices and Interfaces。 

2. 右键单击 NI-DAQmx Devices，并选择 Create New NI-DAQmx Device»
NI-DAQmx Simulated Device。

3. 在 Choose Device 对话框中选择所需模拟设备的设备系列。 

4. 选择设备并单击 OK。 

5. 如果选择了 PXI 设备，会提示选择一个机箱号和 PXI 插槽号。 

6. 如果选择了 SCXI 机箱， SCXI 配置面板就会打开。

删除 NI-DAQmx 模拟设备
请按以下步骤删除一个 NI-DAQmx 模拟设备： 

1. 展开 Devices and Interfaces»NI-DAQmx Devices。 

2. 右键单击需要删除的 NI-DAQmx 模拟设备。

3. 单击 Delete。 

注 在 MAX 的配置树中， NI-DAQmx 模拟设备的图标是黄色的。 物理设备的图标是绿
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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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8-1 概念：MAX 

目标
使用 MAX 检查、配置和测试一个设备。 

说明 
按照下列步骤使用 MAX 检查计算机中的 DAQ 设备配置，并使用 MAX 中的测
试程序确认设备操作。 如没有 DAQ 设备，可以根据 A. 创建一个模拟设备中的
指令模拟一个设备。

注 本练习中需要真实的仪器和 DAQ 信号附件才能完成的部分都被标明为 Hardware。 
这些步骤中，用模拟设备的可选指令可以完成的部分被标明为 No Hardware 
Installed。

1. 双击桌面上的图标或在 LabVIEW 中选择工具 »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都可以启动 MAX。 MAX 搜索计算机上已安装的 NI 硬
件，并显示相关信息。

A. 创建一个模拟设备
2. 创建一个 NI-DAQmx 模拟设备可以保证在没有硬件的条件下完成这一章中

的练习。 如果安装了 DAQ 设备，可以跳过这一步，直接进行 B 部分的练
习。

❑ 展开 Devices and Interfaces。

❑ 右键单击 NI-DAQmx Devices，并选择 Create New NI-DAQmx Device»
NI-DAQmx Simulated Device。 

❑ 在 Choose Device 对话框中选择 M Series DAQ»NI PCI 6225。

❑ 单击 OK。

B. 检查 DAQ 设备设置
3. 展开 Devices and Interfaces。

4. 展开 NI-DAQmx Devices，查看已安装的使用 NI-DAQmx 驱动程序的 NI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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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NI-DAQmx Devices 中列出的设备。 图 8-3 显示了 PCI-MIO-16E-4 设备。

图 8-3.  Devices and Interfaces 部分展开的 MAX

MAX 显示了计算机中的 NI 硬件和软件。 设备号出现在设备名之后，用引
号分隔。 Data Acquisition VI 根据这个设备号来决定哪一个设备执行 DAQ
操作。 MAX 还显示了设备的其它属性，如设备所占用的系统资源。 

注 安装的设备可能不同，显示的一些选项也可能不同。 单击 MAX 右上角的 Show 
Help/Hide Help 按钮，隐藏在线帮助，并显示 DAQ 设备信息。 但是， Show 
Help/Hide Help 按钮只出现在特定几种情况中。

6. 如图 8-4 所示，选择 Device Routes 页，查看可以被发送到设备上其它地方
的内部信号的详细信息。 这是一种强大的资源，能够直观地表示那些通过
设备组件和其它外部设备提供定时和同步功能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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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设备路径

7. 如图 8-5 所示，选择 Calibration 页，查看上一次在设备内部和外部校准的
信息。

图 8-5.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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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右键单击配置树中的 NI-DAQmx 设备，选择 Self-Calibrate 以便用精密电压
参考源校准 DAQ 设备，并更新内置的校准常数。 设备校准完毕后，
Calibration 选项卡中的 Self Calibration 信息也随之更新。 如果使用的是模
拟设备，请跳过这步。

C. 测试 DAQ 设备组件
9. 单击 Self-Test 按钮测试设备。 该步骤测试分配给设备的系统资源。 因为设

备已经配置好，所以应该能通过测试。

10. 单击 Test Panels 按钮测试 DAQ 设备的各个功能，如模拟输入和输出。 这
时，会出现 Test Panels 对话框。

❑ Analog Input页用于测试DAQ设备上不同的模拟输入通道。 单击Start按
钮从模拟输入通道 0 采集数据。 

– 如使用了DAQ信号附件，通道Dev1/ai0应连到温度传感器上。 将手
指放到传感器上，并查看电压的上升情况。 将 DAQ 信号附件上的
Noise 开关移到 On 的状态，可以观察到该页下的信号变化。 完成
后，单击 Stop 按钮。

– 如果使用的是模拟设备，所有的输入通道上都会显示一个正弦波。 
熟悉该页的各项设置。 完成后，单击 Stop 按钮。

❑ 单击Analog Output页，在DAQ设备的一个模拟输出通道上创建一个的
电压或正弦波。

❑ 将输出Mode改为Sinewave Generation，并单击Start按钮。 LabVIEW会
在模拟输出通道 0 上产生一个连续的正弦波。

❑ 如果使用了硬件，那么在外部DAQ信号附件盒上，连接模拟输出Ch0和
模拟输入 Ch1。

❑ 如果安装了硬件，请单击 Analog Input 页，将通道改为 Dev1/ai1。 单击
Start 按钮以便从模拟输入通道 1 采集数据。 LabVIEW 会显示来源于模
拟输出通道 0 的正弦波。

❑ 单击 Digital I/O 页，测试 DAQ 设备上的数字线。

❑ 设置线 0到 3为输出，并选中 Logic Level复选框。 如使用了DAQ信号附
件，选中不同的选择框打开或关闭指示灯。 指示灯使用反逻辑。 

❑ 如果安装了硬件，请单击Counter I/O页来确定DAQ设备的计数器/计时
器是否正常工作。 为了确认计数器 / 计时器的运行情况，将计数器
Mode 改为 Edge Counting，单击 Start 按钮。 Counter Value 快速地递
增。 单击 Stop 停止计数器测试。

❑ 单击 Close 按钮关闭 Test Panel，返回 MAX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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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置自定义刻度
如果安装了硬件，请完成该部分。 如果没有安装硬件，本练习结束。

11. 为 DAQ 信号附件上的温度传感器创建一个自定义刻度。 传感器采用线性转
换，公式为电压 x 100 = 温度 （摄氏）。 

 

图 8-6.  温度的刻度

❑ 右键单击 Scales 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Create New。 

❑ 选择 NI-DAQmx Scale。 

❑ 单击 Next。

❑ 选择 Linear。

❑ 将刻度命名为 Temperature。 

❑ 单击 Finish。 

❑ 改变刻度参数 Slope 为 100。 

❑ 输入 Celsius作为 Scaled Units。 

❑ 单击工具栏上的 Save 按钮，保存该刻度。 在后面的练习中将使用这个
刻度。

12. 选择 File»Exit，关闭 MAX。

练习 8-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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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测量模拟输入

模拟输入是一个测量模拟信号并将测量结果传递到计算机上，进行分析、显示
和存储的过程。 模拟信号是一种连续变化的信号。 模拟输入大部分情况下都用
于测量电压或电流。 许多设备都可用来实现模拟输入，如多功能 DAQ (MIO) 设
备、高速数字化仪、数字万用表 (DMM) 和动态信号采集 (DSA) 设备。

执行模数转换
用计算机采集模拟信号需要通过模数转换的步骤才能实现，该步骤包括接收一
个电信号，并将它转换成计算机能处理的数字数据。 模数转换器 (ADC) 是一种
将电压电平转换为包含 1 和 0 的序列的电路器件。

ADC 在采样时钟的每一个边缘升降时采样模拟信号。 每个周期内， ADC 都会
生成一个模拟信号的快照，这样就可以测量信号并将它转换成数字值。 sample 
clock 控制采样输入信号的速率。 因为输入的未知信号是来自真实世界精度为
无穷的信号， ADC 以固定的精度对信号取近似值。 ADC 获取了信号的近似值
后，可将近似值转换为数字值序列。 而有一些转换方法不需要这个步骤，因为
ADC 在得到近似值的同时可以直接通过转换生成数字值。

使用任务定时
执行模拟输入时，可以通过定时任务来采集 1 个样本、采集 n 个样本和连续采
集。 

采集 1 个样本
单样本采集是一种随需随用的操作。 也就是，驱动程序从输入通道中采集一个
值，就立刻返回这个值。 这种操作不需要任何缓冲区或硬件定时。 例如，周期
性地监控容器中的液位时，就需要采集单一的数据点。 将产生表示液位的电压
信号的传感器和测量设备的一个通道相连，需要了解液位时就进行一次单通道
单点采集。 

采集 n个样本
完成单通道或多通道多样本采集的方法之一就是重复采集单一样本。 但是，反
复在单通道或多通道上采集单一的数据样本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费时。 除此之
外，还无法准确控制样本间或通道间的生成间隔。 相反地，使用计算机内存中
的缓冲区的硬件定时，可以更有效地采集数据。 如果通过编程来实现，就需要
用定时函数，并指定 sample rate 和 sample mode (finite)。 如果用其它的函
数，可以完成单通道或多通道的多样本采集。 

用 NI-DAQmx 也可以从多个通道采集数据。 例如，可能需要同时监视容器的液
位和温度。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将两个传感器分别连接到设备的两个通道
上。

连续采集
如果想在采集时查看、处理或记录样本的子集，就需要连续采集样本。 对于这
些类型的应用，将采样模式设置为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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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务触发
NI-DAQmx 控制的仪器会对使设备执行特定操作的激励做出响应。 每一项
NI-DAQmx 操作都需要一个激励或原因。 常见的两项操作包括产生样本和开始
采集波形。 当激励发生时，操作就会执行。 

操作执行的原因就称为触发。 例如，开始触发使采集操作开始进行。 参考触发
在一组输入样本中创建了一个参考点。 在参考点前采集的数据为前置触发数
据。 在参考点后采集的数据为后置触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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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8-2 触发的模拟输入 VI 

目标
使用 DAQ 设备和数字触发器采集一个模拟信号。

问题描述
创建一个 VI，该 VI 在 DAQ 设备的 AI1 通道上测量电压信号。 按下数字触发
器，并打开前面板的 Power 开关，该 VI 就开始执行测量操作。 关闭前面板的
Power 开关，该 VI 就停止执行测量操作。

设计

用户界面的输入和输出

外部输入和输出
• 输入：数据采集设备的AI1通道。 用连线连接正弦波发生器和DAQ信号附件

上的模拟输入通道 1。 DAQ 模拟设备也可用来采集数据。

类型 名称 属性

波形图表 模拟输入数据 X 标尺范围：1/100 秒

垂直摇杆开关 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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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如图 8-7 所示的前面板。

图 8-7.  Triggered Analog Input 前面板

1. 打开一个新 VI。 

2. 创建一个模拟输入数据波形图表。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波形图表。 

❑ 将波形图表控件名改为模拟输入数据。 

❑ 改变波形图表的大小，以增加 x 轴的长度。

3. 创建一个电源垂直摇杆开关。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垂直摇杆开关。 

❑ 将开关名改为电源。

❑ 使用标签工具创建两个自由标签，关和开。 

❑ 按图 8-7 中所示添加自由标签。

4. 将该 VI 保存为 Triggered Analog Input.vi，放在 C:\Exercises\
LabVIEW Basics I\Triggered Analog Input 目录下。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如图 8-8 所示的程序框图。

图 8-8.  Triggered Analog Input 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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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 DAQ 助手在按下数字触发器时以 50 KHz 在 AI1 通道上采集数据。 如
果使用的是模拟设备，采集数据时不需要触发器。

❑ 切换到程序框图。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一个 DAQ Assistant Express VI。 

❑ 选择模拟输入 » 电压作为测量参数。

❑ 选择 Dev1»ai1 作为物理通道。

❑ 单击 Finish 按钮。 

❑ 设置 Settings 页上的 Signal Input Range 为 1V 到 -1V 的范围。 

❑ 设置 Task Timing 页上的 Acquisition Mode 为 Continuous。 

❑ 设置 Task Timing 页上的 Clock Settings 部分中的 Samples to Read 为
5000。 采样数定义了一次从缓冲区中删除的数据量。

❑ 设置 Task Timing 页上的 Clock Settings 部分中的 Rate (Hz) 为 20k。 

❑ 如果使用的是DAQ信号附件，切换到 Task Triggering页。 如果使用的是
NI-DAQmx 模拟设备，单击 OK 按钮，跳到步骤 6。

❑ 设置 Task Triggering页上的Start Trigger部分中的 Trigger Type为Digital 
Edge。

❑ 设置 Trigger Source 为 PFI0。

❑ 设置 Edge 为 Rising。

❑ 点击 OK 按钮，关闭 Analog Input Voltage Task Configuration 对话框。 

6. 根据提示使 LabVIEW 自动生成一个 While 循环。 注意，它会创建一个
While 循环和一个 Stop 按钮。 

7. 删除 Stop 按钮，该 VI 使用的是电源开关。 

8. 在 While 循环中添加电源接线端。 

9. 将电源接线端连接到 DAQ 助手的 Stop 输入。

10. 将采集到的数据转换为一个数字数组，并将数据按采样数而不是时间绘制
在图上。

❑ 在 While 循环框中添加一个 “从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

❑ 在配置对话框中选择结果数据类型列表框中的一维标量数组 － 自动。

❑ 单击确定。

11. 确定完成的程序框图连线如图 8-8 中所示。

12. 切换至前面板。

13. 保存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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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1. 如果使用的是 DAQ 信号附件，请确认是否用连线连接了正弦波发生器和模

拟输入 Ch1。

2. 使用操作工具将电源开关置于开的位置。 

3. 运行 VI，按照已安装硬件列或未安装硬件列中的指示开始采集数据。

4. 完成后，将电源开关切换到关的位置。 VI 会停止运行。 

5. 如果在开关处于关的位置时运行 VI 会有什么结果？ 这是在预期之中的吗？ 

6. 修改电源开关，使它在按下后回到开的位置，而且开的位置是默认值。

❑ 使用操作工具将电源开关置于 on 的位置。 

❑ 右键单击电源开关，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数据操作 » 当前值设置为默认
值。

❑ 右键单击电源开关，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机械动作 » 单击时触发。

7. 运行 VI。 电源开关是否和预期一致？

8. 停止并关闭 VI。

练习 8-2 结束 

已安装硬件 未安装硬件

按下 DAQ 附件上的数字触发按
钮。 波形图表应该开始显示一个正
弦波。

波形图表应该开始显示一个正弦
波。 因为不存在可以切换的物理触
发器，所以不需要使用触发器。

使用 DAQ 信号附件上的频率调整
转盘改变正弦波的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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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产生模拟输出

模拟输出是一个从计算机中产生电信号的过程。 模拟输出是由数模转换 (D/A)
操作产生的。 可用于任务的模拟输出类型有电压和电流。

如需执行一个电压或电流任务，就必须安装一个能够产生相应形式信号的匹配
设备。 

执行任务定时
执行模拟输出时，可以通过定时任务来生成 1 个样本、生成 n 个样本和连续生
成。 

生成 1 个样本
当信号电平高低比信号的产生率更重要时，就应使用单点刷新。 例如，需要产
生一个稳定的直流信号时，每次就生成一个样本。 软件定时可用于控制设备生
成信号的时间。 

这种操作不需要任何缓冲区或硬件定时。 例如，如需产生一个已知电压来模拟
一种设备，使用单点刷新就比较合适。 

生成 n个样本
完成单通道或多通道多样本生成的一种方法就是重复生成单一样本。 但是，反
复在单通道或多通道上生成单一的数据样本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费时。 除此之
外，还无法准确控制样本间或通道间的生成间隔。 相反地，硬件定时使用计算
机内存中的缓冲区，可以更有效地生成数据。 

软件定时和硬件定时都可用于控制信号产生的时间。 使用软件定时的时候，样
本的生成速率取决于软件和操作系统，而不是测量设备。 使用硬件定时的时
候，一个 TTL 信号 （如设备上的时钟）控制了信号的产生速率。 硬件时钟的运
行速度可以比软件循环的运行速度快很多， 而且硬件时钟比软件循环更为准
确。 

注 有些设备不支持硬件定时。 如果不确定所用设备是否支持硬件定时，可以查阅相关
设备文档。

如果通过编程来实现，就需要用定时函数，并指定 sample rate 和 sample 
mode (finite)。 如果协同使用其它的函数，可以完成单通道或多通道的多样本
生成。

如要产生一个有限的随时间变化的信号 （如交流正弦波），可以用生成 n 个样
本的方法。

连续生成
连续生成需要有事件发生来停止生成信号，除此之外，它和生成 n 个样本很相
似。 如要连续地产生信号，如生成一个无限的交流正弦波，设置定时模式为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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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任务触发
当 NI-DAQmx 控制的设备工作时，它就在执行操作。 常见的两项操作是产生样
本和开始生成信号。 每一项 NI-DAQmx 操作都需要一个激励或原因。 当激励发
生时，操作就会执行。 操作执行的触因称为触发器。 起动触发器使生成操作开
始进行。

执行数模转换
数模转换是模数转换的反向操作。 在数模转换中，由计算机生成数据。 数据可
能是之前通过模拟输入采集所得，也可能是由计算机上的软件生成的。 数模转
换器 (DAC) 接收这个数据，并通过它来随时间改变输出管脚上的电压。 DAC
会产生一个可以发送到其它设备或电路的模拟信号。

DAC 有一个更新时钟，由该时钟告知 DAC 产生新数值的时间。 更新时钟的功
能类似于模数转换器 (ADC) 的采样时钟的功能。 在时钟的每一个周期内，DAC
会将一个数字值转换成模拟电压，并在管脚上创建一个电压输出。 当与高速时
钟配合使用时， DAC 会产生一个看上去持续平稳的信号。

F. 使用计数器

计数器是一种数字定时设备。 计数器通常用于事件计数、频率测量、周期测
量、位置测量和脉冲生成。 

• Count Register －用于存储计数器的当前值。 通过软件可以查询计数寄存器
的值。

• Source －输入信号，该信号能改变存储在计数寄存器中的当前值。 计数器
会查找信号源的上升或下降边缘。 上升或下降边缘是否会改变计数值取决
于软件的设置。 所选的边缘类型指的是信号的活动边缘。 当信号源接收到
一个活动边缘，计数值就会发生变化。 活动边缘是增加还是减少当前计数
值也取决于软件的设置。 

• Gate －输入信号，该信号决定了信号源的活动边缘是否会改变计数值。 当
门信号较高、较低，或在各种上升和下降边缘的组合之间，就会发生计
数。 在软件中可以进行对门进行设置。

• Output －输出信号，该信号能生成脉冲或一系列脉冲，或称为脉冲序列。 

为简单的事件计数配置计数器时，计数器会在信号源接收到一个活动边缘时递
增。 为了使计数器在活动边缘时递增，计数器必须处于待命状态或启动状态。 
计数器有一个固定的计数上限，这个值是由计数器的分辨率决定的。 例如，一
个 24 位的计数器可以数到：

2( 计数器分辨率 ) –1 = 224 – 1 = 16,777,215

当 24 位的计数器数到 16,777,215 时，就到达了计数的 大值。 下一个活动边缘
会迫使计数器回到 0，并重新从 0 开始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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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8-3 事件计数 VI 

目标
使用 DAQ 助手输入一个计数器值。

问题描述
创建一个 VI，该 VI 对 DAQ 信号附件上的正交编码器所产生的脉冲进行计数。

设计

注 如果安装了硬件，请完成以下部分。

正交编码器
在轴旋转时，用一个 24 脉冲 / 转的机械正交编码器测量它的位置。 DAQ 信号
附件的正交编码器是一个位于上面板上中心部分的旋钮。 旋转旋钮时，正交编
码器会根据轴的位置产生两个脉冲序列输出。 根据旋转的方向来决定是 A 相位
比 B 相位超前 90°还是 B 相位比 A 相位超前 90°。

DAQ 信号附件在内部连接了正交编码器的相位 B 和计数器 0 (DIO6) 的
Up/Down 线。 连接正交编码器的相位 A 和计数器 0 (PFI8) 的 Source 端。 

用户界面的输入和输出

外部输入
• 计数器 0 Source (PFI8)：正交编码器的相位 A

• 计数器 0 Up/Down (DIO6)：正交编码器的相位 B

类型 名称 属性

数值显示控件 事件次数 双精度

停止按钮 停止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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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1. 打开一个新 VI。 

2. 为计数器的当前值创建一个显示控件。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数值控件。 

❑ 将该数值控件的标签改为事件次数。

3. 将该 VI 保存为 Count Events.vi，并放在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ount Events目录下。

4. 切换到程序框图。

5. 配置 DAQ Assistant Express VI 以便用计数器执行事件计数操作。 

图 8-9.  Count Events VI 程序框图

❑ 在程序框图中添加一个 DAQ Assistant Express VI。

❑ 选择计数器输入 » 边缘计数作为测量参数。

❑ 选择 Dev1»ctr0 作为物理通道。

❑ 单击完成按钮。

❑ 打开活动边沿下拉菜单，改变该选项为下降。

❑ 打开计数方向下拉菜单，改变该选项为外部控制。 

❑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配置对话框。 

❑ 根据提示使 LabVIEW 自动生成一个 While 循环。

6. 完成程序框图的创建。 将图 8-9 作为向导来完成 VI。 

注 LabVIEW 能自动转换动态类型，或者可以使用 From DDT Express VI 来转换它。

7. 保存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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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1. 确认 DAQ 信号附件上的正交编码器的 A 输出和计数器 0 上的 SOURCE 输

入相连。

2. 运行 VI。 

注意 如果 VI 的运行情况和预期的不一样，可能需要重新设置 MAX 中的 DAQ 设备。

3. 旋转 DAQ 信号附件上的正交编码器旋钮。 注意，旋转旋钮时，事件次数显
示控件上的值也随之递增。 旋转旋钮时，正交编码器旋钮会产生脉冲。 计
数器对这些脉冲进行计数。

朝另一个方向旋转正交编码器旋钮。 注意，顺时针方向旋转旋钮时，事件
次数显示控件的值会递增；逆时针旋转旋钮时，该显示控件的值会递减。

4. 停止 VI。

5. 保存并关闭 VI。

练习 8-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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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使用数字 I/O

数字信号是一种通过导线传递数字数据的电信号。 这些信号通常只有两种状
态：开 (on) 和关 (off)，也称作高和低，或者 1 和 0。 通过导线发送电子信号的
时候，发送方在导线上加一个电压，而接收方使用电压电平来确定正在发送的
值。 每一个数字值的电压范围取决于所使用的电压电平标准。 数字信号有很多
用途；关于数字信号的 简单应用就是控制或测量数字状态或有限状态的设
备，如开关和指示灯。 数字信号也能传递数据；这种信号可用于对设备编程，
或者在仪器间通信。 另外，数字信号还可用作时钟或触发信号以便控制其它测
量或使它们保持同步。

DAQ 设备上的数字线可用于采集一个数字值。 采集过程是基于软件定时的。 在
一些设备上，配置单个数字线可以完成数字样本的测量或生成。 每一根线对应
于任务中的一个通道。

DAQ 设备上的数字端口可用于从数字线的集合中采集一个数字值。 采集过程是
基于软件定时的。 配置单个端口可以完成数字样本的测量或生成。 每一个端口
对应于任务中的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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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8-4 可选：数字计数 VI 

目标
使用 DAQ 助手实现数字 I/O。

问题描述
创建一个 VI，该 VI 将正交编码器产生的事件数转换成一个数字，并通过 DAQ
信号附件的指示灯来显示它。 因为指示灯只有四个，所以数字的范围限制在
0 和 15 (24) 之间。 对于大于 15 和小于 0 的数字，指示灯会继续变化，就好像
有更多可用的指示灯存在。 

设计

注 如果安装了硬件，请完成这个部分。

数字 I/O
每一个指示灯都和 DAQ 设备上的一根数字线相连。 从右边的指示灯开始，这
些线分别被编为 0、 1、 2 和 3。 这些线可以单个写入或作为数字端口。 但是，
数字端口包括了所有 8 根 DIO 线。 因为正交编码器将 DIO6 用作 up/down 计
数，所以不能写入 DIO6。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布尔数组可用于写入数
字线 0–4。

流程图
将数字转换成布尔数组时，数组元素的个数取决于数字所使用的表示方法。 如
果数字是 32- 字节，布尔数组就有 32 个元素。 但是，因为只有四个指示灯，所
以只需要数组的前四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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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面的流程图修改 Count Events VI。

图 8-10.  Digital Count 流程图

实施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ount Events目录中的 Count 

Events.vi。 

2. 将 VI 保存为 Digital Count.vi。

3. 切换到 VI 的程序框图。

图 8-11.  Digital Count VI 程序框图

4. 删除连到事件次数显示控件接线端的连线。 

5. 扩大 While 循环框，增加 DAQ 助手和条件接线端之间的空间。

? 
 0 -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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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计数值转换为一个布尔数组。 

❑ 在 DAQ 助手的数据输出的右边添加一个 “从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 

❑ 设置结果数据类型为单一标量。 

❑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 在“从动态数据转换” Express VI 的右边添加一个“数值至布尔数组转
换”函数。 

❑ 按图 8-11 中所示完成连线。 

7. 创建一个包含布尔数组前四个元素的子数组。

❑ 在 “数值至布尔数组转换”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 “数组子集”函数。 

❑ 将 “数值至布尔数组转换”函数的输出连到 “数组子集”函数的数组
接线端。

❑ 右键单击索引接线端，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设置常数为 0。 

❑ 右键单击长度接线端，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常量。

❑ 设置常数为 4。

8. 配置数字线 0–3 为边缘计数。

❑ 在 While 循环中添加一个 DAQ Assistant Express VI。 

❑ 选择 Digital I/O » Line Output 作为测量参数。

❑ 选择 Dev1 » line 0-line 3 作为物理通道，并单击完成按钮。

❑ 每一根线上，都选择 Invert Line，因为指示灯使用的反逻辑。 

❑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配置对话框。 

注 因为正交编码器的相位 B 使用了 DIO6，所以这个练习中使用单个数字线而不是一
个端口。

9. 按图 8-11 中所示完成程序框图中的连线。

10. 保存 VI。

测试
1. 显示前面板。

2. 运行 VI。 

3. 旋转正交编码器的旋钮，并观察 DAQ 信号附件上的变化。 

4. 停止并关闭 VI。 

练习 8-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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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在 50 kHz 频率下读取一个信号。 一直采集信号，直到按下停止触发器为
止。 使用哪一种任务定时能完成预期任务？

a. 采集 1 个样本

b. 采集 N 个样本

c. 连续采集

2. 一个 VI 负责监控工厂接地。 VI 中的一部分控制了一个指示灯，该指示灯用
于警告用户注意系统状态。 使用哪一种任务定时能完成预期任务？

a. 生成 1 个样本

b. 生成 N 个样本

c. 连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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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在 50 kHz 频率下读取一个信号。 一直采集信号，直到按下停止触发器为
止。 使用哪一种任务定时能完成预期任务？

a. 采集 1 个样本

b. 采集 N 个样本

c. 连续采集

2. 一个 VI 负责监控工厂接地。 VI 中的一部分控制了一个指示灯，该指示灯用
于警告用户注意系统状态。 使用哪一种任务定时能完成预期任务？

a. 生成 1 个样本

b. 生成 N 个样本

c. 连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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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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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仪器控制

本课主要讲述使用 GPIB 或串口的独立仪器的仪器控制。 借助仪器 I/O 助手、
VISA API 和仪器驱动程序，使用 LabVIEW 控制仪器，并从仪器中采集数据。

主题

A. 使用仪器控制

B. 使用 GPIB

C. 使用串口通信

D. 使用其它接口

E. 软件架构

F. 使用仪器 I/O 助手

G. 使用 VISA

H. 使用仪器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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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仪器控制

使用个人电脑自动化测试系统时，可控制的仪器类型不受限制。 许多不同类别
的仪器可以混合使用，也可以相互配合使用。 常见的仪器接口类别包括
GPIB、串口、模块化仪器和 PXI 模块化仪器。 其它类型的仪器包括图像采集、
运动控制、 USB、以太网、并行接口、 NI-CAN 和其它设备。

通过个人电脑控制仪器时，需要先了解仪器的属性，如所使用的通信协议。 关
于仪器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仪器的说明文档。

B. 使用 GPIB

ANSI/IEEE 488.1-1987 标准，也称为通用接口总线 (GPIB)，描述了来自于不同供
应商的仪器和控制器之间的标准通信接口。 通用接口总线 (GPIB) 仪器为测试和
制造工程师提供了 大的供应商和仪器选择范围，以便用于特定纵向市场的测
试应用程序。 GPIB 仪器常用作独立的台式仪器，在这类仪器上进行的测量是手
动完成的。 使用个人电脑控制 GPIB 仪器，可以使这些测量自动完成。

IEEE 488.1 包含了关于电气、机械和功能规范的信息。 ANSI/IEEE Standard 
488.2-1992 扩展了 IEEE 488.1，新定义了一个总线通信协议、一组常用的数据码
和格式以及一套常用设备的通用命令。

GPIB 是一种 8 位数字并行通信接口，它的数据转换率为 1 Mbyte/s，甚至更
高，使用的是三线握手协议。 这种总线支持一个系统控制器，通常情况下是一
台电脑，和 多 14 台其它仪器。 GPIB 协议将设备分为控制器、通话器和侦听
器，以确定哪一个设备拥有总线的控制权。 每台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 GPIB 物
理地址，范围在 0 和 30 之间。 控制器定义了通信链接，对需要服务的设备作
出响应，发送 GPIB 命令和传递 / 接收总线控制权。 控制器指示通话器发话，
并将数据放在 GPIB 上。 每次只能有一台设备通话。 控制器选定侦听器侦听，
从 GPIB 读取数据。 可令几台设备同时侦听。

数据传输终止
终止时，仪器通知侦听器所有的数据都已经传输完毕。 以下三种方法可以终止
GPIB 数据传输：

• GPIB 有一条 End Or Identify (EOI) 硬件线，通过这条线来判断是否已到达
后的数据字节。 这是首选的方法。 

• 在数据字符串末放一个特定的 end-of-string (EOS) 字符。 一些仪器用这种方
法，而不用 EOI 线判断；一些两者都用。

• 侦听器计算通过握手传输的字节数，并在到达字节计数限制时，停止读
取。 因为传输会在 EOI、 EOS （使用的情况下）并结合字节总数的逻辑或
为真时停止，所以这种方法常作为默认的终止方法。 因此，一般将字节总
数设置为大于或等于预计要读取的字节数。

数据传输率
为了获取设计 GPIB 期望达到的高数据传输率，必须限制总线上的设备数量和
设备间的物理距离。 

用 HS488 设备和控制器可以更快地传输数据。 HS488 是对 GPIB 的扩展，大部
分 NI 控制器都支持 G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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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关于 GPIB 的更多信息，请登陆 National Instruments GPIB 支持网站 ni.com/
support/gpibsupp.htm。

C. 使用串口通信

串口通信在一台计算机和一个外围设备 （如一台可编程仪器或另一台计算机）
间传输数据。 串口通信使用发送器每次向接收器发送一位数据，数据经过一条
通信线到达接收器。 如数据传输率较低，或数据传输的距离较长，应使用这种
方法。 大部分计算机都有一个或多个串口，因此除了需要用电缆连接设备和计
算机或两台计算机以外，不需要其它多余的硬件。

图 9-1.  串口仪器实例

使用串口通信前必须指定四个参数：传送的波特率、对字符编码的数据位数、
可选奇偶校验位的奇偶性和停止位数。 一个字符帧将每个传输过来的字符封装
成单一的起始位后接数据位的形式。

波特率是对使用串口通信时数据在仪器间传送速度的测量。

数据位是倒置和反向传输的，即数据位使用的是反向逻辑，而传输的顺序是从
低有效位 (LSB) 到 高有效位 (MSB)。 解析字符帧中的数据位时，必须从右

到左读取，在负电压时读取 1，正电压时读取 0。

字符帧中，数据位之后紧随一个可选的奇偶校验位。 奇偶校验位如果存在，也
遵循反逻辑。 校验位是检查错误的方法之一。 事先指定传输的奇偶性。 如果奇
偶性选为奇性，那么设置奇偶校验位，使包括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在内的所有
数位中， 1 的个数合计为奇数。

一个字符帧的 后部分包含了 1、1.5 或者 2 个总是用负电压表示的停止位。 如
果没有其它字符传输进来，数据线就停留在负 (MARK) 状态。 如果还有字符传
输进来，那么下一个字符帧的传输就从正 (SPACE) 电压的起始位开始。

1 RS-232 仪器 2 RS-232 电缆 3 串口

76.6F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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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对字母 m编码后形成的字符帧，为一典型的字符帧。

图 9-2.  由字母 m 形成的字符帧

RS-232 只使用两种电压状态， MARK 和 SPACE。 在这样的两状态编码方案中，
波特率就等于每秒钟传输的包括控制位在内的信息位的 大位数。

MARK 是负电压，而 SPACE 是正电压。 上图显示了理想化的信号在示波器中的
显示情况。 下面是 RS-232 的真值表。

信号 > +3 V = 0

信号 < –3 V = 1

输出信号电平通常在 +12 V 和 –12 V 之间摆动。 +3 V 和 –3 V 之间的盲区是为了
吸收线噪声而设计的。

每一个字符帧的开始部分都由一个起始位表示。 起始位是一个从负电压
(MARK) 到正电压 (SPACE) 的瞬变。 以秒为单位的持续时间是波特率的倒数。 
如果仪器以 9,600 波特进行传输，那么起始位和它的每一个后续位的持续时间
大约是 0.104 ms。 有 11 位的整个字符帧将会在大约 1.146 ms 后传输完毕。

解析传输过来的数据位，可得 1101101 （二进制）或者 6D （八进制）。 一个
ASCII 转换表显示这是字母 m。

这个传输用的是奇性校验。 因为数据位中共有 5 个 1， 5 已经是一个奇数，所
以奇偶校验位设置为 0。

数据传输率
根据已知的通信设置，将波特率除以每个字符帧的位数，可以计算出每秒 大
的字符传输率。

在上面的例子中，每个字符帧共有 11 位。 如果设置传输率为 9,600 波特，那么
每秒可以获取 9,600/11 = 872 个字符。 注意这是 大的字符传输率。 连接在串口
的两端的硬件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达不到这个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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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标准
下例是串口通信中 常用的推荐标准：

• RS-232 (ANSI/EIA-232 标准 ) 应用广泛，如连接鼠标、打印机或者调制解调
器。 它也应用于工业仪器中。 由于线驱动程序和电缆的改进，应用程序常
常能提高 RS-232 的性能，并超越标准中列出的距离和速度。 RS-232 仅限于
实现个人电脑的串口和设备之间的点对点连接。

• RS-422 (AIA RS-422A标准)使用的是一个差分电信号，而不是RS-232中使用的
不平衡 （单端）接地信号。 差分传输使用了两根线同时传输和接收信号，
因此和 RS-232 相比有更好的噪声抗扰度和更长的传输距离。

• RS-485 (EIA-485 标准 ) 是 RS-422 的变体，允许将多达 32 个设备连到一个端口
上，并定义了必要的电气特性以确保在 大负载时信号电压足够大。 有了
这种增强的多点传输功能，就可以创建连到一个 RS-485 串口上的设备网
络。 对于那些需要将许多分布式仪器和一台个人电脑或其它控制器连网，
从而完成数据采集和其它操作的工业应用程序来说，噪声抗扰度和多点传
输功能使 RS-485 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D. 使用其它接口

有一些设备可以通过 Ethernet、 USB 或者 IEEE 1394 (FireWire®) 端口与串口或
GPIB 仪器通信，因此计算机上可以没有串口或 GPIB 设备。 使用这些设备时，
就按照使用串口或 GPIB 设备的情况对它们编程。

USB 和 ethernet 接口将 USB 端口或 ethernet 端口转换为异步串口，以便与串口
仪器通信。 在已有的应用程序中，可以安装这些接口，并将它们作为标准串口
来使用。 

USB、 ethernet 和 IEEE 1394 控制器将带有这些端口的计算机转换为全功能、即
插即用和能控制多达 14 台可编程 GPIB 仪器的 IEEE-488.2 控制器。 

E. 软件架构

仪器控制是通过 LabVIEW 实现的，它的软件架构类似于 DAQ 的软件架构。 仪
器接口 （如 GPIB）包含了一组驱动程序。 使用 MAX 配置这个接口。 虚拟仪器
软件架构 (VISA) 是一个常用来与接口驱动程序通信的 API，因为 VISA 抽象化了
所使用的接口类型，所以在 LabVIEW 中编程实现仪器控制时，它是首选的方
法。 许多用于实现仪器控制的 LabVIEW VI 都使用了 VISA API。 例如，仪器 I/O
助手就是一个 LabVIEW Express VI，它能够使用 VISA 与基于消息的仪器通信，
并将响应从原始数据转化为用 ASCII 表示的形式。 没有可用的仪器驱动程序
时，请使用仪器 I/O 助手。 在 LabVIEW 中，一个仪器驱动程序就是一组为了与
一台仪器通信而特别编写的 VI。

注 LabVIEW 安装程序光盘中有 GPIB 驱动程序，大部分 GPIB 驱动程序可以通过
ni.com/support/gpib/versions.htm下载获得。 确保安装的是驱动程序的 新
版本，除非在发布说明中另外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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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indows; GPIB)
使用 MAX 配置和测试 GPIB 接口。 MAX 可以与安装驱动程序时附带安装的各
种分析和配置工具进行交互，也可以与 Windows 注册表和设备管理器进行交
互。 驱动级的软件以 DLL 的形式存在，并包含直接与 GPIB 接口通信的所有函
数。 仪器 I/O VI 和函数可以直接调用驱动软件。

双击桌面上的图标或在 LabVIEW 中选择工具 »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都可以打开 MAX。 下面的例子显示了在 MAX 中单击工具栏上的 Scan 
For Instruments 按钮后出现的一个 GPIB 接口。

图 9-3.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on Explorer 中的 GPIB 接口

配置 MAX 中列出的对象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对象下的每一项并从快捷菜单中选
择一个选项来实现。 在下一个练习中将学到使用 MAX 配置一个 GPIB 仪器并与
它通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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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9-1 概念：用 MAX 配置 GPIB 

目标
学习配置 NI 仪器模拟器，使用 MAX 检查 GPIB 界面设置，检测仪器，并与仪
器通信。

说明
1. 配置 NI 仪器模拟器。 

❑ 关闭 NI 仪器模拟器。 

❑ 按图 9-4 中所示设置模拟器边上左边部分开关。

❑ 打开 NI 仪器模拟器。 

❑ 确认 Power 和 Ready 两个 LED 指示灯都亮着。

图 9-4.  NI 仪器模拟器的 GPIB 配置

2. 双击桌面上的图标或在 LabVIEW 中选择工具 »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都可以启动 MAX。

3. 查看 GPIB 接口的设置。

❑ 展开 Devices and Interfaces，显示已安装的接口。 如果显示的表中列
有 GPIB 接口，那么计算机上已正确加载了 NI-488.2 软件。

❑ 选择 GPIB 接口，单击工具栏上的 Properties 按钮以显示 Properties 对话
框。

❑ 检查 GPIB 接口的设置，但不进行任何改动。 

❑ 点击 OK 按钮关闭对话框。

4. 与 GPIB 仪器通信。

❑ 确保 Devices and Interfaces 中的 GPIB 接口仍处于选中的状态。 

❑ 单击工具栏上的 Scan for Instruments 按钮。

❑ 展开 Devices and Interfaces 中已选中的 GPIB 接口。 这时会出现一个名
为 Instrument0的仪器。

❑ 单击 Instrument0，在 MAX 的右面板中显示仪器的相关信息。 注意 :NI 仪
器模拟器的 GPIB 主地址 (PAD) 为 2。

1 GPIB 地址 2 G 模式

OFF

O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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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工具栏上的 Communicate with Instrument 按钮。 这时会出现一个
交互窗口。 这个窗口可用于对仪器进行查询和读写。

❑ 在Send String中输入*IDN?，并单击Query按钮。 如图 9-5所示，该仪器
会在 String Received 返回其品牌和型号。 这个窗口可用于调试仪器中
出现的问题，或用于确认特定命令是否按照仪器文档中所描述的方式
来执行。

图 9-5.  与 GPIB 设备通信

❑ 在Send String中输入MEAS:DC?，并单击Query按钮。 NI仪器模拟器会返
回一个模拟电压测量值。

❑ 再次单击 Query 按钮，返回一个不同的值。

❑ 完成后单击 Exit 按钮。

5. 为仪器模拟器设置一个名为 devsim的 VISA 别名，这样就可以使用别名而
不需要记住仪器的主地址。

❑ 选中 MAX 中的 Instrument0 时，选择 VISA Properties 选项卡。

❑ 在VISA Alias on My System区域中输入devsim。 本课程中将一直使用这
个别名。

6. 选择 File » Exit，退出 MAX。 

7. 弹出保存仪器对话框时，单击 Yes。

练习 9-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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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使用仪器 I/O 助手

仪器 I/O 助手就是一个 LabVIEW Express VI，用于与基于消息的仪器通信，并
将响应从原始数据转化为用 ASCII 表示。 通过仪器 I/O 助手可以和带有串口、
Ethernet 或者 GPIB 接口的设备通信。 没有可用的仪器驱动程序时，请使用仪
器 I/O 助手。 

仪器 I/O 助手将仪器通信归纳为有序的几个步骤。 使用仪器 I/O 助手之前，先
将步骤放置在一个序列中。 向序列中添加步骤时，它们会出现在步骤序列窗口
中。 在步骤中查看并配置仪器 I/O。

要打开仪器 I/O 助手，将该 Express VI 放在程序框图中即可。 函数选板的仪器
I/O 类别中包含了 Instrument I/O Assistant Express VI。 这时将出现仪器 I/O 助手
配置对话框。 如对话框没有出现，双击仪器 I/O 助手的图标。 请按以下步骤配
置仪器 I/O 助手。

1. 选择一个仪器。 MAX 中已配置完毕的仪器会出现在选择仪器下拉菜单中。

2. 选择一个代码生成类型。 VISA 代码生成与 GPIB 代码生成相比更加灵活，
模块化功能更为强大。

3. 通过添加步骤按钮，从以下通信步骤中选择：

• 查询并解析－向仪器发送一个查询命令，如 *IDN?，并解析返回的字符
串。 这个步骤合并了 “写入”命令和 “读取并解析”命令。

• 写入－向仪器发送一个命令。

• 读取并解析－读取仪器中的数据并进行解析。

4. 添加了指定数量的步骤以后，单击运行 (R) 按钮来测试为 Express VI 配置的
通信序列。 

5. 单击确定按钮，退出仪器 I/O 助手配置对话框。 

LabVIEW 会根据从仪器中接收到的数据来为程序框图中的仪器 I/O 助手
Express VI 添加输入和输出接线端。

如需查看仪器 I/O 助手生成的代码，右键单击仪器 I/O 助手的图标，并从快捷
菜单中选择打开前面板。 该步骤把 Express VI 转化为子 VI。 切换到程序框图以
查看生成的代码。 

注 将 Express VI 转化为子 VI 以后，该子 VI 不能还原为 Express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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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9-2 概念：仪器 I/O 助手 

目标
配置一个串口或 GPIB 设备，并与使用仪器 I/O 助手的仪器通信。 

对于串口设备，根据这个练习的 A 部分中的指示进行操作。 

对于 GPIB 设备，根据这个练习的 B 部分中的指示进行操作。

A: 串口说明
1. 配置 NI 仪器模拟器，通过串口通信。 

❑ 关闭 NI 仪器模拟器。 

❑ 按图 9-6 中所示设置模拟器边上左边部分开关。

图 9-6.  NI 仪器模拟器的串口配置

❑ 确保 NI 仪器模拟器已通过串口电缆和计算机上的串口相连。 

❑ 记录端口号。 

❑ 打开 NI 仪器模拟器。 

❑ 确认 Power、Ready 和 Listen 三个指示灯都亮着，表明设备处于串口通
信模式。

按照下列步骤，创建一个与图 9-7 类似的程序框图。

图 9-7.  IIOASerial VI 程序框图

1  S 模式 2  数据格式 3  波特率

OFF

ON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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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一个新 VI。

3. 将 VI 命名为 Serial IIOA Read.vi，保存在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Instrument IO Assistant目录下。

4. 打开程序框图。

5. 配置仪器 I/O 助手 Express VI，与 NI 仪器模拟器进行通信。

❑ 将仪器 I/O助手 Express VI放置在程序框图中。 这时将出现仪器 I/O助手
对话框。

图 9-8.  仪器 I/O 助手的串口配置

❑ 在选择仪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COM1（或 COM2，取决于 NI 仪器模拟器
的连接端口）。

❑ 在终止符下拉菜单中，选择 \n。

❑ 单击添加步骤按钮。 

❑ 单击写入。 

❑ 在命令区域中输入 *IDN?。 

❑ 单击添加步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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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读取并解析。 

注 仪器模拟器会返回响应的字节大小、终止字符、响应，然后是另一个终止字符。 因
此，*IDN?发送到仪器以后，必须读取两次响应；一次是提取响应的大小，一次是
提取响应。

❑ 单击添加步骤按钮。 

❑ 再次单击读取并解析。

❑ 单击运行 (R) 按钮（不是运行本步骤按钮）。 运行 (R) 按钮使整个序列运
行。

❑ 回到第一个读取并解析步骤。 

❑ 单击自动解析按钮。 返回的值是查询响应的字节大小。

❑ 在解析段名称文本框中，重命名解析段为字符串长度。

❑ 选择第二个读取并解析步骤。

❑ 单击自动解析按钮。 返回的值是 NI 仪器模拟器的识别字符串。

❑ 在解析段名称文本框中，重命名解析段为字符串。 配置窗口应该和图 9-8
类似。

❑ 单击确定回到程序框图。

6. 为仪器的响应创建一个显示控件。

❑ 右键单击字符串接线端。 

❑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7. 为仪器的响应长度创建一个显示控件。 

❑ 右键单击字符串长度接线端。 

❑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提示 为了使 LabVIEW 可以自动处理错误，不要将一个 “简易错误处理器” VI 和错误输
出相连。

8. 显示前面板窗口。 它和图 9-9 类似。

图 9-9.  IIOASerial VI 前面板窗口

9. 保存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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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行 VI。

11. 检查 I/O 助手生成的代码。

❑ 右键单击 I/O 助手，并选择打开前面板。 

❑ 提示是否希望转化为子 VI 时，单击转换按钮。

❑ 查看 I/O 助手生成的代码。 写入仪器模拟器的命令 *IDN?的位置。 

❑ 选择文件 » 退出，退出子 VI。 不保存任何更改。

12. 完成后关闭 VI。

B: GPIB 说明
1. 配置 NI 仪器模拟器以便通过 GPIB 接口进行通信。 

❑ 关闭 NI 仪器模拟器。 

❑ 按图 9-10 中所示设置模拟器边上左边部分开关。

图 9-10.  NI 仪器模拟器的 GPIB 配置

❑ 确保 NI 仪器模拟器已和 GPIB 设备相连。 

❑ 打开 NI 仪器模拟器。 

❑ 确认 Power 和 Ready 两个 LED 指示灯都亮着。

2. 打开一个新 VI。

3. 将 VI 保存为 GPIB IIOA Read.vi，放在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Instrument IO Assistant目录下。

按照下列步骤，创建一个与图 9-11 类似的程序框图。

图 9-11.  IIOAGPIB VI 程序框图

1 GPIB 地址 2 G 模式

OFF

O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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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程序框图。

5. 配置仪器 I/O 助手 Express VI 以便与 NI 仪器模拟器进行通信。

❑ 将仪器 I/O助手 Express VI放置在程序框图中。 这时将出现仪器 I/O助手
对话框。

图 9-12.  仪器 I/O 助手的 GPIB 配置

❑ 在选择仪器下拉菜单中选择 devsim。 

❑ 在代码生成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VISA 代码生成。

❑ 单击添加步骤按钮。 

❑ 单击查询并解析，对仪器模拟器进行读写操作。 

❑ 输入 *IDN?作为命令。 

❑ 单击运行本步骤按钮。 如果对话框的下半部分没有出现任何错误警告，
那么这个步骤就成功完成了。

❑ 单击自动解析按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 

❑ 在解析段名称文本框中输入 ID字符串来重命名解析段。

❑ 单击添加步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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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查询并解析。 

❑ 输入 MEAS:DC?作为命令。 

❑ 单击运行本步骤按钮。 

❑ 单击自动解析按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 返回的值是一个随机数值。 

❑ 在解析段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电压来重命名解析段。 配置窗口应该和
图 9-12 类似。

❑ 单击 OK 按钮，退出 I/O 助手，并回到程序框图。

6. 为 ID 字符串创建一个显示控件。

❑ 右键单击 ID 字符串接线端，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7. 为电压创建一个显示控件。

❑ 右键单击电压接线端，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 显示控件。

提示 为了使 LabVIEW 可以自动处理错误，不要将一个 “简易错误处理器” VI 和 error 
out 相连。

8. 显示前面板窗口。 前面板窗口应该和图 9-13 类似。

图 9-13.  IIOAGPIB VI 前面板窗口

9. 保存 VI。

10. 运行 VI。 如有必要，改变字符串显示控件的大小。

11. 检查 I/O 助手生成的代码。

❑ 右键单击 I/O 助手，并选择打开前面板。 

❑ 出现是否要转化为子 VI 的提示时，单击转换按钮。

❑ 查看 I/O助手生成的代码。 写入仪器模拟器的命令*IDN?在哪里？ 读取
的电压在哪里？

❑ 选择文件 » 退出，退出子 VI。 不保存任何更改。

12. 完成后关闭 VI。

练习 9-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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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使用 VISA

VISA 是与驱动软件通信的 LabVIEW 仪器驱动 VI 中的底层函数。 VISA 本身不提
供仪器编程功能。 VISA 是一个调用低层驱动程序的高层 API。 VISA 能够控制
VXI、 GPIB、串口或者基于计算机的仪器，并能根据所用仪器的类型来调用合
适的驱动程序。 调试和 VISA 相关的问题时，请注意一个表面上看来和 VISA 有
关的问题也可能是 VISA 调用的任意一个驱动程序的安装问题。 

在 LabVIEW 中， VISA 是用于与 GPIB、串口、 VXI 和基于计算机的仪器通信的
单一函数库。 无需使用独立的 I/O 选板，对某台仪器编程。 例如，有的仪器有
接口类型可供选择。 如 LabVIEW 仪器驱动程序是用函数 » 所有函数 » 仪器
I/O » GPIB 选板上的函数编写的，那些仪器驱动 VI 就不能用于带有串口的仪
器。 VISA 通过提供一组用于任何接口类型的函数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许多
LabVIEW 仪器驱动程序将 VISA 用作 I/O 语言。

VISA 编程术语
以下术语和用于仪器驱动 VI 的术语相类似：

• 资源－系统中任意一台仪器，包括串口和并行接口。

• 句柄－与一个资源通信时，必须打开一个资源的 VISA 句柄，这类似于一个
通信通道。 打开一个资源的句柄时，LabVIEW 会返回一个 VISA 句柄号，该
句柄号是那台仪器的唯一引用句柄。 在所有后续的 VISA 函数中必须使用这
个句柄号。

• 仪器描述符－一台仪器的正确名称。 该描述符指定了仪器的接口类型
(GPIB、 VXI、 ASRL)、设备地址 （逻辑地址或主地址）和 VISA 句柄类型
(INSTR 或 Event)。

仪器描述符类似于一个电话号码，资源类似于通话的对象，而句柄就类似于电
话线。 每一次调用都使用各自的线，而这些线如果交叉就会导致错误发生。 
表 9-1 显示了仪器描述符的正确语法。

MAX 中指定的仪器别名可用于替代仪器描述符。 

如果选择不通过仪器 I/O 助手自动生成代码，也可以自己编写一个 VI 与仪器通
信。 常用的 VISA 通信函数是 “VISA 写入”和 “VISA 读取”函数。 在从仪器
中读回信息之前，大部分仪器都要求先以命令或查询的形式发送信息。 因此，
“VISA 写入”函数常在 “VISA 读取”函数之后使用。 “VISA 写入”和 “VISA
读取”函数可用于任何一种类型的仪器通信，不论是 GPIB 通信还是串口通

表 9-1.  各种不同仪器接口的语法

接口 语法

异步串口 ASRL[device][::INSTR]

GPIB GPIB[device]::primary address[::secondary 
address][::INSTR]

通过嵌入式或 MXI 总线控制器实现
控制的 VXI 仪器

VXI[device]::VXI logical address[::INSTR]

GPIB-VXI 控制器 GPIB-VXI[device]::GPIB-VXI primary address]::
VXI logical address[::I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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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其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串口通信需要配置额外的参数，所以
在开始之前，必须先运行 “VISA 配置串口” VI。

VISA 和串口
“VISA 配置串口” VI 将 VISA 资源名称识别的端口初始化为指定设置。 Timeout
设置了串口通信的超时值。 波特率、数据比特、奇偶和流控制指定了特定的串
口参数。 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簇用来管理该 VI 的错误状态。

图 9-14 显示了如何发送识别查询命令 *IDN?到和 COM2 串口相连的仪器上。 
VISA 配置串口 VI 启动了与 COM2 的通信，并设置参数值分别为 9,600 波特、
8 个数据字节、奇性校验、一个终止位和 XON/XOFF 软件握手协议。 然后，
“VISA 写入”函数发送命令。 “VISA 读取”函数 多可读取 200 个字节，并
存入读取缓存中，而 “简易错误处理器” VI 则检查错误状态。

图 9-14.  为 VISA 配置串口实例

注 位于函数 » 所有函数 » 仪器 I/O » 串口选板上的 VI 和函数也可以用于并行接口通
信。 需要为一个 LPT 端口指定一个 VISA 资源名称。 例如，可以用 MAX 确定 LPT1
的 VISA 资源名称为 ASRL10::I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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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9-3 VISA 写入 & 读取 VI 

目标
通过 VISA 函数与一台仪器的串口或 GPIB 接口通信。 

说明
这个 VI 使用 VISA 与一台仪器的串口或 GPIB 接口通信。 该 VI 向仪器发送一个
缓冲区的数据，并读取一个缓冲区。 如果使用的是 GPIB，用户须指定从总线读
取的字节数。 如果使用的是串口， VI 会确定可用的字节数，并读取所有的值。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VISA Write & Read目录下的
VISA Write & Read.vi。

图 9-15.  VISA Write & Read VI 前面板

2. 打开该 VI 的程序框图，检查代码。 如图 9-16 所示的是 GPIB 部分。

图 9-16.  VISA Write & Read VI 程序框图的 GPIB 部分

根据测试 A: 串口部分中的指示，通过串口通信。 根据测试 B: GPIB 部分中的指
示来通过 GPIB 端口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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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A: 串口
1. 配置 NI 仪器模拟器，通过串口进行通信。 上一个练习中可能已设置完毕。

❑ 关闭 NI 仪器模拟器。 

❑ 按图 9-17 中所示设置模拟器边上左边部分开关。

图 9-17.  NI 仪器模拟器的串口配置

❑ 确保 NI 仪器模拟器已和串口相连。 

❑ 打开 NI 仪器模拟器。 

❑ 确认 Power、 Ready 和 Listen 三个 LED 指示灯都亮着。

2. 在输入控件中输入数值，准备与仪器进行通信。 不需要在字节总数输入控
件中输入数值，因为该控件只用于 GPIB 通信。

❑ 在 VISA 源名称输入控件中选择串口。 

❑ 在硬件类型枚举型输入控件中选择 Serial。

❑ 在写入缓存中输入 *IDN?。

3. 运行 VI。

4. 仪器模拟器的顶部列出了这台仪器所能识别的其它命令。 在该 VI 中尝试使
用其它命令。

5. 完成后关闭 VI。

1 S 模式 2 数据格式 3 波特率

OFF

ON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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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B: GPIB
1. 配置 NI 仪器模拟器以便通过 GPIB 接口进行通信。 

❑ 关闭 NI 仪器模拟器。 

❑ 按图 9-18 中所示设置模拟器边上左边部分开关。

图 9-18.  NI 仪器模拟器的 GPIB 配置

❑ 确保 NI 仪器模拟器已和 GPIB 设备相连。 

❑ 打开 NI 仪器模拟器。 

❑ 确认 Power 和 Ready 两个 LED 指示灯都亮着。

2. 在输入控件中输入数值以便做好与仪器通信的准备。 

❑ 在 VISA 源名称控件中选择 devsim。 

❑ 在硬件类型枚举控件中选择 GPIB。

❑ 在写入缓存中输入 *IDN?。

注 输入 *IDN?后按下 <Enter> 键以确保行结束字符 \n出现在字符串输入控件中。

3. 运行 VI。

4. 仪器模拟器的顶部列出了这台仪器所能识别的其它命令。 在该 VI 中尝试使
用其它命令。

5. 完成后关闭 VI。

练习 9-3 结束 

1 GPIB 地址
设置 GPIB 地址

2 G 模式
GPIB 模式

OFF

O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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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使用仪器驱动程序

假设出现以下情况。 已编写了一个 LabVIEW VI，该 VI 与实验室中的某个示波
器通信。 示波器却发生了故障，必须更换一台。 但是，这种型号的示波器已经
不再生产了。 可购买另一品牌的示波器代替，但是 VI 与新的示波器不能配合使
用。 必须重新编写 VI。

使用一个仪器驱动程序时，该程序包含了对应仪器的专有代码。 所以，如果改
变所用仪器，必须替换的只有仪器驱动 VI，可用新仪器对应的仪器驱动 VI 来
代替它们，这样大大节省了开发时间。 仪器驱动程序能使测试应用程序更易于
维护，因为驱动程序在一个库中包含了所有用于该仪器的 I/O，使它们独立于
其它代码。 升级硬件时，更新应用程序比较方便，因为仪器驱动程序包含了所
有该仪器专有的代码。

了解仪器驱动程序
一个 LabVIEW 即插即用仪器驱动程序是一组用于控制一台可编程仪器的 VI。 
每一个 VI 对应于一项仪器操作，如配置、触发和从仪器中读取测量结果。 仪器
驱动程序帮助用户直接通过个人电脑来操作仪器，节省了开发时间和成本，因
为用户不需要学习每一台仪器的编程协议。 仪器驱动程序有开放的源代码和详
尽的文档，这些使终端用户能够自定义他们的操作以获取更佳的性能。 模块化
设计使驱动程序更易于定制。

定位仪器驱动程序
在仪器驱动查找工具中可以找到大部分 LabVIEW 即插即用仪器驱动程序。 通
过选择工具 » 仪器 » 查找仪器驱动或帮助 » 查找仪器驱动可以访问仪器驱动查
找工具。 仪器驱动查找工具将连接到 ni.com，查找仪器驱动程序。 安装了一
个仪器驱动程序以后，一个使用驱动程序的程序范例就会被添加到 NI 范例查
找器中。

仪器驱动程序 VI 的范例
图 9-19 中的程序框图先初始化了 Agilent 34401 数字万用表 (DMM)，然后使用
一个配置 VI 来选择分辨率和电压范围，选择函数，启用或禁用自动电压范围，
再使用一个数据 VI 读取一个测量结果， 后关闭仪器和检查错误状态。 每一个
使用仪器驱动程序的应用程序都有相似的事件序列：初始化、配置、获取数据
和关闭。

图 9-19.  Agilent 34401 DMM 仪器驱动程序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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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程序范例，安装了用于 Agilent 34401 DMM 的 LabVIEW 即插即用仪器
驱动程序之后，就可以在 NI 示例查找器中找到这个范例。

了解仪器驱动程序
许多可编程仪器都有大量的函数和模式。 由于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因此有必要
提供一个统一的设计模型，该模型可以协助仪器驱动程序的开发人员和终端用
户，进行仪器控制应用开发。 LabVIEW 即插即用仪器驱动程序包含了外部和内
部的结构指南。 外部结构显示仪器驱动程序通过界面与用户交互的过程，以及
和系统中的其它软件组件连接的方式。 内部结构代表仪器驱动软件模块的内部
组织形式。

在仪器驱动程序的外部结构中，用户使用 API 或交互界面与仪器驱动程序进行
交互。 通常情况下，交互界面是用于测试或专供终端用户使用的。 通过
LabVIEW 访问 API。 仪器驱动程序使用 VISA 与仪器通信。

在仪器驱动程序的内部，所包含的 VI 被分为六类。 下面的表中总结了这些不同
的类别。

类别 说明

初始化 Initialize VI 创建了与仪器的通信，并且是第一个调用的仪
器驱动程序 VI。

配置 Configure VI 是用于对仪器进行配置以执行特定操作的软
件程序集。 调用这些 VI 以后，仪器就已准备完毕，可以
开始测量或激励系统。

操作 / 状态 Action/Status VI 控制仪器执行一个操作 （如配备一个触
发器）或获取仪器或待处理操作的当前状态。

数据 Data VI 将数据传输到仪器，或传递来自仪器的数据。

工具 Utility VI 执行各种辅助操作，如重置和自检。

关闭 Close VI 终止软件和仪器的连接。 这是 后一个调用的仪
器驱动程序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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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9-4 概念：NI Devsim VI

目标
安装一个仪器驱动程序，并浏览该仪器驱动程序附带的程序范例。

说明
安装 NI 仪器模拟器的仪器驱动程序。 安装完以后，可以浏览仪器驱动程序提
供的 VI 和添加到 NI 示例查找器中的程序范例。

安装仪器驱动程序
1. 退出 LabVIEW。 

2. 找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Instrument Driver目录。 这个
文件夹包含了用于仪器模拟器的 LabVIEW 即插即用仪器驱动程序。

3. 双击 NI 仪器模拟器压缩文件，提取其中的内容。 

4. 解压缩至 C:\Program 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LabVIEW 8.0\
instr.lib目录。 

浏览仪器驱动程序
5. 启动 LabVIEW。 

6. 打开一个空白 VI。 

7. 切换到程序框图。 

8. 进入函数选板中的仪器 I/O » 仪器驱动程序 » NI 仪器模拟器。 

9. 浏览选板的同时使用即时帮助窗口有助于了解相关的功能。

使用程序范例
10. 选择帮助 » 查找范例，启动 NI 范例查找器。

11. 确认根据任务进行浏览。

12. 在任务结构中找到硬件输入和输出 » 仪器驱动程序 » LabVIEW 即插即用仪
器驱动。

13. 双击 NI Instrument Simulator Read DMM Measurement.vi 打开程序范例。 
这个 VI 从仪器模拟器读取了一个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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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准备好仪器模拟器。 该 VI 可以通过串口或 GPIB 和仪器通信。 

❑ 按如图 9-20 所示，设置仪器模拟器的开关以便通过串口进行通信。

图 9-20.  NI 仪器模拟器的串口配置

❑ 按如图 9-21 所示设置仪器模拟器的开关以便通过 GPIB 进行通信。

图 9-21.  NI 仪器模拟器的 GPIB 配置

15. 在 VISA 源名称控件中选择通信类型。 

❑ 如果使用的是串口，选择串口电缆所连的资源 (COM1 或 COM2)。 

❑ 如果使用的是 GPIB，选择 devsim VISA alias。

16. 运行 VI。

17. 浏览 VI 的程序框图。 不保存任何更改。

18. 关闭 VI。 

19. 返回 NI 范例查找器。 

20. 双击 NI Instrument Simulator Read Oscilloscope Waveform.vi 打开下一个
程序范例。 该 VI 从仪器模拟器读取了一个波形。 

21. 选择和第 15 步中一样的 VISA Resource Name。 

22. 运行 VI。 

23. 选择一个不同的波形函数。 

1 S 模式 2 数据格式 3 波特率

1 GPIB 地址
设置 GPIB 地址

2 G 模式
GPIB 模式

OFF

ON

3

2

1

OFF

O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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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再次运行 VI。 

25. 浏览 VI 的程序框图。 

26. 完成后，关闭 VI 和 NI 范例查找器。 不保存任何更改。

练习 9-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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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哪一种仪器接口不使用 VISA API？

a. 串口

b. DAQ

c. GPIB

d. Ethernet

2. 仪器 I/O 助手使用的是哪一种 API?

a. C

b. Visual Basic

c. VISA

d. NI-DAQmx

3. 以下哪一种方法用于通知侦听方所有的数据都已传输完毕？

a. 通过 End or Identify (EOI) 线判断。

b. 在所传输的数据起始位置放一个 end-of-string (EOS) 字符。

c. 使用 VISA Close 函数。

d. 关闭控制器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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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哪一种仪器接口不使用 VISA API？

a. 串口

b. DAQ

c. GPIB

d. Ethernet

2. 仪器 I/O 助手使用的是哪一种 API?

a. C

b. Visual Basic

c. VISA

d. NIDAQmx

3. 以下哪一种方法是用于通知侦听器所有的数据都已传输完毕？

a. 通过 End or Identify (EOI) 线判断。

b. 在所传输的数据起始位置放一个 end-of-string (EOS) 字符。

c. 使用 VISA Close 函数。

d. 关闭控制器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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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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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用设计技巧和设计模型

开发 LabVIEW 项目的第一步是查看 LabVIEW 本身自带的结构。 了解这些结构
是创建一个成功的软件设计方案的必要条件。 常用的结构通常被归类为设计
模型。 

设计模型的使用增加了程序的可读性， 有助于开发者理解 VI 或者在已有设计模
型的基础上对 VI 做修改。

LabVIEW 有多种设计模型。 大多数应用程序至少使用一种设计模型。 本教程将
介绍 “状态机”设计模型。 关于设计模型的更多信息见 LabVIEW 基础教程
（二）。

主题

A. 使用顺序编程

B. 使用状态编程

C. 状态机

D. 使用并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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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顺序编程

练习 1，设计解决方案中，已经创建了一个温度气象站的流程图。 温度气象站
需完成如下几步工作： 

1. 读取温度

2. 测试温度的极限值，显示警告信息

3. 为温度数据绘制图形并记录温度的历史数据

执行完 后一步之后检查停止按钮是否被按下，如果停止按钮没有被按下，则
重复以上步骤。 

大多数用 LabVIEW 编写的 VI 都是实现顺序任务。 而实现这些顺序任务的编程
方式有多种选择。 考虑图 10-1 中的程序框图。 在该程序框图中，首先采集一个
电压信号，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用户打开电源开关，接着再次采集一个电
压信号， 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用户关闭电源开关。 然而在这个例子中，程
序框图中没有强行指定各个事件的执行顺序。 因此，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事
件都可以先发生。

图 10-1.  非顺序任务

在 LabVIEW 中，可以将每一个任务单独放在一个子 VI 中，然后用错误簇将这
些子 VI 按顺序连接在一起。 然而，本例中只有 2 个任务有错误簇。 通过使用错
误簇可以强行指定 2 个 DAQ 助手 (DAQ Assistants) 的执行顺序，但是却无法指
定单按钮对话框 (One Button Dialog) 函数的执行顺序，如图 1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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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部分顺序任务

使用顺序结构可强行指定程序框图对象的操作顺序。 顺序结构是由多个帧构成
的结构，它按顺序执行每一帧，在第一帧没有完全执行完之前不能执行第二
帧。 图 10-3 显示了使用顺序结构来强行指定执行顺序的 VI 范例。

图 10-3.  使用顺序结构排序的任务

应充分利用 LabVIEW 固有的并行机制，避免使用太多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虽
然可以保证执行顺序但同时也阻止了并行操作。 使用顺序结构的另一个缺点是
顺序执行的中途不能停止该执行。 图 10-4显示了该例使用顺序结构的一种较好
的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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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使用顺序结构和错误簇排序的任务

编写该 VI 的 佳方法是在条件结构中放置单按钮对话框 (One Button Dialog)
函数，并将错误簇连接到条件选择器上。

图 10-5.  使用条件结构和错误簇排序的任务

B. 使用状态编程

虽然使用顺序结构或者顺序连接各子 VI 都可以实现该任务，但有时需要满足
更多的要求：

❑ 如必须改变执行的顺序，该怎么办？ 

❑ 如必须多次重复执行序列中某一帧，该怎么办？ 

❑ 如必须仅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才执行某几帧，该怎么办？ 

❑ 如必须立刻停止该程序而不是等到 后一帧执行完才停止该程序，该怎么
办？ 

虽然目前程序也许不需要满足以上要求，但是将来有可能需要对该程序做修
改。 因此，即使顺序编程结构已经足以满足要求，状态编程结构仍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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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状态机

状态机是 LabVIEW 中常用且用途广泛的一个设计模型。 用状态机设计模型可
以实现任何用状态图或流程图明确描述的算法。 状态机通常用于实现较为复杂
的判决算法，如诊断程序或过程监控。 

状态机 （更确切地说是有限状态机）包含一组状态和映射下一状态的转移函
数。 有限状态机有多个变量。 常用的两种有限状态机是米勒型状态机和摩尔
型状态机。 米勒型状态机对于每一个状态变化产生一个响应。 而摩尔型状态机
是对状态转移图中的每一个状态产生一个响应。 LabVIEW 中状态机设计模型模
板可以实现任何由摩尔型状态机描述的算法。

应用状态机
在状态区分明显的应用程序中可采用状态机。 每一个状态都会导致另一个或多
个状态，或者结束处理流程。 状态机通过计算用户输入和内部状态来决定下一
状态。 许多应用程序都需要一个初始状态，后面接着一个默认状态，以执行各
种不同的操作。 具体执行什么操作要依据以前和当前的输入及状态。 停止状态
通常用来执行清除操作。 

状态机常用来创建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中，不同的用户操作会让用户界面进入
不同的处理程序段。 每一个处理程序段都相当于状态机里的一个状态。 每一个
处理程序段都会引起下一步的处理或者等待另一个用户操作。 该例中，状态机
持续监控用户下一个将采取的操作。

过程测试是状态机设计模型的另一个常见应用。 过程测试中，一个状态表示程
序中的一段。 根据每一个状态的测试结果，相应地调用不同的状态。 这个过程
可不断地执行，从而对整个过程有一个彻底全面的分析。 

使用状态机的好处是一旦创建了状态转移图，就可以简单地创建出
LabVIEW VI。 

状态机基本结构
将状态转移图转化为 LabVIEW 程序框图需要如下基本结构：

• While 循环－不断地执行各个状态。

• 条件结构－包括对应于每一个状态的条件分支和执行代码

• 移位寄存器－包括状态转移信息

• 状态功能代码－实现状态的功能

• 状态转换代码－判定下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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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显示了 LabVIEW 中实现温度数据采集系统的状态机的基本结构。

图 10-6.  LabVIEW 状态机的基本结构

状态转移图的流程由 While 循环实现。 每一个状态对应于条件结构中的每一个
条件分支。 While 循环上的移位寄存器保存当前状态，并将当前状态传递给条
件结构的输入。

控制状态机
控制状态机的初始化和状态转换的 佳方法是使用枚举型输入控件。 枚举型输
入控件在状态机中被广泛用作条件选择器。 但是，如果用户从枚举型输入控件
添加或删除状态时，原本与这个枚举型输入控件的副本相连接的连线就断开
了。 这是使用枚举型输入控件实现状态机的 主要的缺点之一。 该问题的解决
办法之一是可以自定义枚举型输入控件。 创建一个自定义类型的枚举型输入控
件，使得添加或删除状态时所有的枚举型输入控件副本自动更新。

状态转换状态机
有多种方法可以控制状态机执行条件结构的哪一个条件分支。 选择一种与状态
机功能性和复杂度 匹配的方法。 状态机中 常用、 简单的实现状态转移的
方法是使用单个条件结构的转换代码，它可实现在任意个状态间转换状态。 这
种方法 适用于扩展性强、可读性强、维护性强的状态机结构。 在某些特定情
况下，可使用其它方法。

1 While 循环 2 移位寄存器 3 条件结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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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转换
使用默认转换时无需用代码判定下一状态，因为下一状态只有一种可能性。 
图 10-7 显示了一个使用默认转换的温度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模型。 

 

图 10-7.  单一默认转换

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
下面的方法用于判定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 有许多模型可用于判定两个状态之
间的转换。 图 10-8 显示了一个用选择函数完成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的范例。

图 10-8.  选择函数转换代码

该方法非常适用于状态转换只可能发生在两个状态之间的情况。 但是，该方法
限制了应用程序的可扩展性。 如需修改状态使其可在多于两个状态之间转换，
这种方法将完全失效，这将导致不得不对转换代码做出非常大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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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或更多个状态之间的转换
使用以下方法可创建一个状态转换的更易于扩展的结构。 

• 条件结构－用条件结构代替选择函数完成转换代码。 

图 10-9 显示了一个用条件结构完成转换的温度数据采集系统。 

图 10-9.  条件结构转换代码

使用条件结构的一个优点是代码的可读性强，易于理解。 因为条件结构中
的每一个条件分支都对应于枚举型输入控件中的某一项，这就使得代码易
于阅读和理解。 条件结构也易于扩展。 当应用要求增加时，可通过为条件
结构添加更多的条件分支来为某一特定的状态添加更多的转换。 使用条件
结构的一个缺点是所有的代码不是同时可见的。 条件结构的自身特性决定
了转换代码的全部功能不可能一目了然。

• 转换数组－如需同时可见比条件结构能显示的更多的代码，可为转换代码
中可能发生的所有转换创建一个转换数组。 

图 10-10 显示了一个用转换数组完成转换的温度数据采集系统。
 

图 10-10.  转换数组转换代码

该例中，判定代码为下一状态提供了索引。 例如，如果代码下一步需
跳至 “错误处理”状态，判决代码就输出数字 1 到索引函数的索引输
入端。 该设计模型增强了转换代码的可扩展性和可读性。 该设计模型
的一个缺点是开发转换代码时必须使用警告，因为该数组的索引是从
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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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图工具包－另一个用于实现转换代码的设计模型，同时也用于 NI 
LabVIEW 状态图工具包。 该模型使用一个较大条件结构对应每一个状态，
较小的 While 循环结构不断地循环以转换状态直到发生合适的状态转换。 
图 10-11 显示了一个用 LabVIEW 状态图工具包完成转换的温度数据采集系
统。 

LabVIEW 状态图工具包为 LabVIEW 添加了一个状态图编辑器函数，直观地
描绘应用程序的逻辑。 创建了这种直观的逻辑表达之后，状态图编辑器依
此生成应用程序 基本的 LabVIEW 代码。 

注 LabVIEW 状态图工具包不包括在 LabVIEW 专业版开发系统中，它需要单独购买。

图 10-11.  状态图工具包状态机

状态图工具包的状态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必须指定一个默认转换。

• 默认转换的优先权必须 低。

• 默认转换的条件值必须一直为 TRUE。 可以将一个布尔常量连接到默认
转换的条件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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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课程项目
教程项目需每半秒钟采集一次温度，分析每一个温度值并判定温度是否过高或
过低，如果有烫上或者冻伤的危险就对用户发出警告。 该程序在警告发出时会
记录数据。 如果用户不按下停止按钮，整个程序将重复执行。 图 10-12 显示了
该项目的状态转移图。

图 10-12.  教程项目的状态转移图

 = FALSE

 = FALSE

 = TRUE

= FALSE

= FALSE

 = TRUE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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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 10-16 说明了完成图 10-12 中状态转移图的状态机的各个状态。 如果
安装了练习和解答，该项目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
Course Project目录下，你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该状态机。 

图 10-13.  采集状态

图 10-14.  分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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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5.  数据记录状态

图 10-16.  时间检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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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0-1 State Machine VI

目标
创建一个使用自定义枚举型输入控件来完成状态机的 VI。

问题描述
需设计一个用户界面状态机的模板。 状态机必须允许用户以任意顺序激活进程
1 和进程 2。 状态机必须有可扩展性，因为将来可能会添加进程。

设计

输入和输出

状态转换

表 10-1.  输入和输出

类型 名称 属性

取消按钮 进程 1 布尔文本：进程 1

取消按钮 进程 2 布尔文本：进程 1

停止按钮 停止 —

表 10-2.  输入和输出

状态 操作 下一状态

空闲 轮询用户界面以选择
状态

没有按钮被按下：空闲状态
单击进程 1：进程 1 状态
单击进程 2：进程 2 状态
单击停止按钮：停止状态

进程 1 执行进程 
1 代码

空闲状态

进程 2 执行进程 
2 代码

空闲状态

停止 停止状态机 停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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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如图 10-17 所示的前面板窗口。

图 10-17.  State Machine VI 的前面板窗口

1.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个空 VI。

❑ 从启动窗口中选择新建项目。 

❑ 选择文件 » 保存项目。 

❑ 将该项目命名为 State Machine.lvproj，保存在 C:\Exercises\
LabVIEW Basics I\State Machine 目录下。 

❑ 选择文件 » 新建 VI。 

❑ 将该新VI命名为State Machine.vi，保存在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State Machine 目录下。

2. 创建一个菜单簇，其中包括运行进程 1、运行进程 2 和停止 VI 的按钮。

❑ 将一个簇外框置于前面板窗口中。 

❑ 将簇标签改为菜单。 

❑ 为簇外框添加一个取消按钮。 

❑ 将取消按钮的标签改为进程 1。 

❑ 将布尔文本改为运行进程 1。 

❑ 创建一个进程 1 按钮的副本，并将其放置于簇外框中。 

❑ 将该副本按钮的重命名为进程 2。 

❑ 将该副本按钮上的布尔文本改为运行进程 2。 

❑ 右键单击每一个按钮并选择显示项 » 标签，以隐藏标签。

❑ 为簇外框添加一个停止按钮。 

❑ 右键单击停止按钮并选择显示项 » 标签，以隐藏标签。

❑ 用工具栏上的文本设置修改该按钮上的布尔文本。 对于文本设置的建
议：24 粗体应用程序字体。 

❑ 放大、重排簇内的按钮可使用改变大小工具和以下工具栏按钮：对齐
对象、分布对象和调整对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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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簇并选择自动调整大小 » 调整为匹配大小。 

❑ 右键单击簇并选择显示项 » 标签，隐藏标签。

3. 创建自定义类型的枚举型控件来控制状态机。

❑ 在前面板窗口上添加一个枚举控件。

❑  右键单击该枚举型控件，并选择编辑项。 按如下提示修改该列表： 

❑ 单击确定，退出枚举属性对话框。

❑ 将枚举型控件的标签改为状态枚举。 

❑ 右键单击状态枚举控件，并选择高级 » 自定义。 

❑ 从 “自定义类型状态”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义类型。 

❑ 右键单击枚举并选择表示法 » U32。

❑ 将该控件命名为 State Enum.ctl，保存在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State Machine 目录下。 

❑ 关闭控件编辑器窗口。 

❑ 当提示 “是否要替换控件”时，单击是。

❑ 切换到程序框图。 

❑ 右键单击 “状态枚举”并选择转换为常量。 这样，枚举型控件不再出
现在前面板窗口上。

项 数字显示

空闲 0

进程 1 1

进程 2 2

停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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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以下步骤创建如图 10-18 所示的程序框图。 程序框图中有四个状态：空
闲、进程 1、进程 2 和停止。

图 10-18.  空闲状态

4. 按照图 10-18 所示创建程序框图。 按照下列提示的帮助，创建程序框图：

❑ 使用 While 循环上的移位寄存器将枚举型常量传递到条件结构。 

❑ 将枚举型常量连接到条件结构的选择器接线端之后，右键单击条件结
构并选择为每个值添加分支。 这样就自动为枚举型常量中的每一个值
添加了一个条件分支。 

❑ 复制枚举型常量，将其用于条件结构内部。 该副本也与自定义枚举型
控件相连。

❑ 将常量 FALSE 传递给条件接线端；状态机不应该在空闲状态停止。

❑ 在空闲状态下，将簇转换成一个数组，这样按钮被单击时可以搜索该
数组。 “搜索一维数组”输出被单击的按钮的索引。 由于空闲状态没
有与之相关联的按钮，所以该索引必须每次递增 1。 使用强制类型转换
函数从枚举型常量中选择适当的项。 簇的次序必须与枚举型常量的次
序相匹配，这点非常重要。

图 10-19.  进程 1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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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图 10-19 所示完成进程 1 状态。 使用以下提示，可以

❑ 用一个单按钮对话框函数对进程 1 代码进行仿真。 

❑ 将一个 “假”常量传递给条件接线端；状态机不应该在进程 1 状态停
止。

图 10-20.  进程 2 状态

6. 按照图 10-20 所示完成进程 2 状态。 使用以下提示，可以

❑ 用一个单按钮对话框函数对进程 2 代码进行仿真。 

❑ 将一个 “假”常量传递给条件接线端；状态机不应该在进程 2 状态停
止。

图 10-21.  停止状态

7. 按照图 10-21 所示完成停止状态。 使用以下提示，可以

❑ 将一个 “假”常量传递给条件接线端；状态机应该只在该状态停止。

8. 完成后关闭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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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1. 切换至前面板窗口。 

2. 运行 VI。 测试该 VI，确保其运行结果正确。 如果运行结果不正确，仔细比
较完成的程序框图和图 10-18、 10-21。

3. 结束后保存并关闭 VI。

练习 10-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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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并行机制

程序经常需要同时执行多个任务。 LabVIEW 中，如果多个任务之间没有数据依
赖关系且不会使用到同一共享资源，则这些任务可以并行运行。 文件、仪器等
都属于共享资源。

在 LabVIEW 基础教程 （二）中将会介绍到用于执行多个任务的 LabVIEW 设计
模型。 这些设计模型包括并行循环、主 / 从模型和生产者 / 消费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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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使用状态机代替顺序编程结构的优点包括：

• 可以改变执行顺序。

• 可以重复执行序列中某一项。

• 可以设置条件用以判定何时执行序列中某一项。

• 可以在执行过程中的任意时刻停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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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析和处理数值数据

用户工作的第一步通常都是采集数据到一个应用程序或其它程序，因为他们的
任务一般都需要与物理过程交互。 为了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作出决策
和得到结果，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LabVIEW 是针对工程应用的工具，包括了数百种分析函数。 可将这些函数创建
到应用程序中，进行智能测量，并更快地获取数据。

主题

A. 选择分析的正确方法

B. 分析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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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分析的正确方法

用户使用不同的方法将分析功能整合到应用程序和其它程序中。 有一些因素有
助于确定分析的执行方式。

在线分析和离线分析
在线分析意味着在采集数据的应用程序中分析数据。 例如，在线分析相关的应
用程序需要在运行中做出决定，而且结果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直接的影响，如
改变参数或执行操作。 控制应用程序通常需要使用在线分析。 处理在线分析
时，应该充分考虑采集的数据量和用于数据分析的特定程序。 因为分析程序要
求大量计算，并影响应用程序的性能，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其它使用在线分析的情况包括那些必须根据所测信号的特性来调整测量参数的
应用程序。 假设有这样一个应用程序，该程序记录一个或更多的信号，但是这
些信号的变化非常缓慢，除非有高速事件突然发生。 为了减少记录的数据量，
应用程序应该能很快地识别出需要较高的采集率的情形，并在信号突变结束
时，降低采集率。 通过测量和分析信号的某些方面，应用程序能够根据具体情
况作出调整，并启用合适的执行参数。 尽管这只是一个范例，但有数千种应用
程序都需要一定的智能度 （根据不同的条件作出相应决定的能力）和适应性。 
将分析算法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通过向应用程序中添加在线分析算法使应用程
序具备智能度和适应性。

基于采集到的数据的决定并不总是自动作出的。 大多数情况下，负责具体过程
的工程师需要监控程序的执行情况并确定程序是否按预期执行，或者是否有一
个或更多的变量需要调整。 虽然用户通常会记录数据，从文件或数据库中提取
这些数据，然后对它们进行离线分析以便修改过程，但很多时候这些改变需要
在运行时进行。 在这些时候，应用程序必须处理采集的数据，并对它们进行简
化或规范化的操作，然后用一种 适合用户需要的方式表示出来。 

LabVIEW 提供用于逐点执行的分析程序。 这些程序是专门设计用于满足实时应
用程序中在线分析的需求。 处理高速、确定的逐点数据采集的控制过程时，将
会用到逐点分析。 进行实时数据采集时，采样率和控制循环随着增长幅度而升
高，因此逐点分析成为必需的方式。 逐点的方法简化了设计、实施和测试过
程，因为应用程序流和应用程序所监视和控制的真实世界中的自然流动十分相
似。 逐点分析是流线型的，同时也很稳定，因为它和采集、分析的过程直接相
关。

如果在过程中的决策不需要获得实时的结果，可以使用离线分析。 使用离线分
析的应用程序只需要足够可用的计算资源。 这种应用程序主要用于识别那些通
过使多种数据集相关从而影响过程的变量的原因和效果。 这些应用程序一般都
需要从自定义的二进制或 ASCII 文件、商业数据库 （如 Oracle、 Access）和
其它启用 SQL/ODBC 的数据库中导入数据。 数据导入到 LabVIEW 后，用户执
行几个或数百个可用的分析程序，对数据进行操作，并按照特定的格式排列数
据以便用于报告。

编程式分析和交互式分析
为了在线可视化而进行的数据采集和处理通常是不充分的。 用户可能会在硬盘
驱动器和数据库中存储数百或数千兆字节的数据。 在应用程序运行了达上百次
以后，用户开始提取信息以便作出决定、比较结果，并对过程作适当的修改，
直到获得所需的结果为止。 快速采集大量数据是很容易的。 事实上，使用一块
采集速度较快的 DAQ 设备和足够的通道，获取数千个值只需要几毫秒。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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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的意义并不是一项琐碎的任务。 一般认为，工程师和科学家会提出报
告，创建图形，并 终用经验数据来证实任何评估和结论。

为了简化分析测量结果的过程，可以创建提供对话框和界面的应用程序，该程
序能根据输入来确定用于操作给定数据集的特定分析程序。 这种类型的应用程
序需要用户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中引入一定的交互度。 为了能有效地完成这一
步，必须掌握和信息相关的广泛知识和了解用户感兴趣的分析类型。

在将数据存储到磁盘上之前，也可以先执行大规模的数据压缩和规范化，这样
在提取已保存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B. 分析类别

LabVIEW 提供了数百种内置的涵盖不同领域的分析函数和用于从采集的数据中
提取信息的方法。 使用这些函数，或者对它们进行修改、自定义和扩展从而满
足特定需求。 这些函数被分为以下几组：测量、信号处理、数学、图像处理、
控制、仿真和应用领域。

• 测量

– 幅值和电平

– 频率 （谱）分析

– 噪声和失真

– 脉冲和瞬态

– 信号和波形生成

– 时域分析

– 单频测量

• 信号处理

– 数字滤波器

– 卷积和相关

– 频域

– 联合时频分析 （信号处理工具包）

– 采样 / 重采样

– 信号生成

– 超分辨率光谱分析 （信号处理工具包）

– 变换

– 时域

– 小波和滤波器组设计 （信号处理工具包）

– 加窗

• 数学

– 基本数学

– 曲线拟合和数据模型

– 微分方程

– 内插和外推

– 线性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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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系统

– 优化

– 查找根

– 特殊函数

– 统计和随机过程

• 图像处理

– Blob 分析和形态

– 颜色模式匹配

– 滤波器

– 高级机器视觉工具

– 高速灰度模式匹配

– 图像分析

– 图像和像素操作

– 图像处理

– 光学字符识别

– 用户关注区域工具 

• 控制

– PID 和模糊控制

• 仿真

– 仿真界面 （仿真界面工具包）

• 应用领域

– 机器状态监控 （阶次分析工具包）

– 机器视觉 (IMAQ， Vision Builder)

– 运动控制

– 声音和振动 （声音和振动分析工具包）

关于 LabVIEW 分析函数的完整列表，见 ni.com/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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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A-1 概念：分析类型

目标
选择何时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在线、离线、编程式或交互式分析。

说明
对每一种情况，确定所应使用的分析形式。 大多数情况可以使用不止一种形
式。

问题描述 1
生产线的失效率直接和生产速度相关。 需要通过编程监控失效率。 如果失效率
大于 3%，需降低生产线的速度。 如果失效率小于 2%，需提高生产线的速度。

问题描述 2
当前正在收听一个广播台。 广播站信号的频率分量已经确定并记录在文件中。 
如果收听广播遇到困难，就指定 VI 在记录数据之前先将信号传过一个滤波器。 

问题描述 3
当前正在记录温度和压力数据。 每周都准备一份关于在大雷雨期间温度和压力
变化趋势的相关关系的报告给经理。

问题描述 4
当前正在一座桥上进行压力分析。 在高峰时段，必须记录桥上的振动数据。 
5 分钟之内有 100 辆汽车通过大桥就认为是高峰时段。 一个传感器记录了通过
大桥的汽车数量。

关于这些问题描述的答案见下一页。

在线 离线 编程式 交互式

在线 离线 编程式 交互式

在线 离线 编程式 交互式

在线 离线 编程式 交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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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1
• 在线分析

• 编程式分析 

在线分析确定了生产线的速度和失效率。 编程式分析确定了何时改变生产线的
速度。

问题描述 2
• 在线分析

• 交互式分析 

用户指定 VI 何时需要用滤波器，这意味着分析是交互式的。 但是，因为用户指
定后立刻开始滤波，所以分析是在线的。 

问题描述 3
• 离线分析

数据可以在任一点处相关联，而不需要在采集到数据的时候进行。 分析数据
时，通常通过编程来实现分析。 但是，没有更多的信息，就无法确定编程式分
析或交互式分析哪一个适用于这种情况。

问题描述 4
• 编程式分析 

该 VI 使用传感器确定高峰时段的时间，并在确定后立刻开始记录附加数据。 由
于没有给出分析数据所采用方法的相关信息，因此不能确定在线分析或离线分
析哪一个适用于这种情况。

练习 A-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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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测量基础

本课程主要介绍有效采集和信号生成的重要理论。 熟悉这些概念有助于理解位
于计算机外围的测量系统的各个部分。 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了解到传感器、信号
源、信号调理、测量系统的接地以及提高测量和采集质量的方法。 本课程是对
这些理论的基本阐述。

主题

A. 使用基于计算机的测量系统

B. 理解测量概念

C. 提高测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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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基于计算机的测量系统

所有测试系统的基本任务都是测量和 / 或产生现实世界的物理信号。 测量设备
能够采集、分析和显示测量数据。

如图 B-1 所示是一个测量系统的例子。 在基于计算机的测量系统实现对物理信
号 （如温度）的测量之前，传感器或变送器必须先将物理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如电压或电流）。 可能需要对电信号进行调理以获得更准确的信号测量值。 
信号调理可能包括对信号进行滤波来消除噪声或者调整信号的增益 / 衰减以便
将信号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测量范围内。 完成信号调理之后，开始测量信
号，并将测得的数据传送给计算机。

本课程讲授了将测得的电信号传送给计算机的两种方法：使用数据采集 (DAQ)
设备和独立的仪器 （仪器控制）。 软件用于控制整个系统，包括采集原始数
据、分析数据和显示结果。 运用这些组件，可以将需要测量的物理现象传送到
计算机中进行分析和显示。

图 B-1.  测量系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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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理解测量概念

这部分内容介绍了在使用 DAQ 设备和仪器进行测量之前应熟悉的概念。

信号采集
信号采集是一个将物理现象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数据的过程。 开始测量时，先
使用一个传感器将物理现象转换成电信号。 传感器可以产生电信号来测量一些
量，如温度、力、声音和光。 表 B-1 列出了一些常用的传感器。

信号源
模拟输入信号的采集使用的是接地信号源 (grounded signal sources) 和浮动信
号源 (floating signal sources)。

接地信号源
如图 B-2 所示，接地信号源是一种电压信号以系统接地 （如大地或建筑物地
面）为基准的信号源。 由于这些信号源都采用系统接地，所以它们和测量设备
使用同一个接地电压。 常见的接地信号源是那些通过墙上的电源插座和建筑
物地面相连的设备，如信号发生器和电源。

表 B-1.  现象和传感器

现象 传感器

温度 热电偶
电阻温度检测器 (RTD)
热敏电阻
集成电路传感器

光 真空管光电传感器
光电导管

声音 麦克风

力和压力 应变计
压电传感器
测压元件

位置 （位移） 电位计
线性差动变压器 (LVDT)
光电编码器

流体流动 压头流量计
旋转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pH pH 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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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接地信号源

注 两个独立的接地信号源接地后的接地电势并不相同。 和同一个建筑物地面相连接的
两台设备之间的接地电势差通常在 10 mV 到 200 mV 的范围内。 如果配电电路连接
得不合理，那么电势差可能更大。 这将导致接地回路现象。

浮动信号源
如图 B-3 所示，浮动信号源的电压信号不以任何常用的接地电压 （如大地或建
筑物地面）为基准。 常见的浮动信号源有电池、热电偶、变压器或隔离放大
器。 注意，在图 B-3 中，信号源的两个接线端都没有像图 B-2 中那样通过电源
插座接地。 每一个接线端都独立于系统接地。

图 B-3.  浮动信号源

信号调理
信号调理是一个通过测量和操作信号来提高信号精度、改善信号隔离和滤波效
果等的过程。 许多独立的仪器和 DAQ 设备都有内置信号调理功能。 在测量设
备外也可以对信号进行调理，比如设计一个电路来调理信号或使用专门用于信
号调理的设备。 NI SCXI 等设备专门为信号调理而设计。 这部分内容讲述了不同
的 DAQ 和 SCXI 设备的信号调理方法。

把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测量设备可接收的形式后，才能进行测量。 例如，
大多数热电偶的输出电压非常小，很容易受噪声干扰。 所以在数字化信号之前
可能需要放大热电偶输出。 放大信号就是信号调理的一种形式。 常用的信号调
理方法包括信号放大、线性化、传感器激励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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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显示了一些常见的传感器、信号以及所需进行的信号调理类型。

图 B-4.  常见的传感器和信号调理类型

放大
信号放大是 常见的一种信号调理方法。 放大电信号可以提高得到的数字信号
的精度，降低噪声的影响。

信号应该在尽可能接近信号源的位置放大。 如信号在靠近设备的位置放大，则
信号附带的噪声也同时被放大。 在信号源附近放大噪声将得到 大的信噪比
(SNR)。 为了尽可能提高精度，放大信号使电压范围的 大值和模数转换器
(ADC) 输入电压范围的 大值相等。

图 B-5.  信号放大

ADC 
MU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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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测量信号时，如在 DAQ 设备上放大信号，那么噪声可能已经进入导
线并导致信噪比 (SNR) 下降。 但是，如果用 SCXI 模块在信号源附近放大信号，
将减轻噪声对信号的破坏，同时信号的数字化形式也能更真实地反映原始的底
层信号。 关于模拟信号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National Instruments 网站
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 exd2hc。

线性化
许多传感器 （如热电偶）对所测物理现象变化的响应是非线性的。 LabVIEW
能够线性化来自传感器的电压电平，从而可以将电压缩放到所测物理现象的范
围之内。 LabVIEW 提供转换应变计、电阻温度检测器 (RTD)、热电偶和热敏电
阻中的电压的缩放函数。 

传感器激励
某些传感器需要外部激励才能工作，这些激励由调理系统产生。 应变计和电阻
温度检测器 (RTD) 分别需要外界电压和电流的激励，才能测量物理信号。 收音
机接收和解码信号时需要电量，这个原理与上述激励的原理类似。

隔离
另一种常见的信号隔离方法是将传感器信号与计算机隔离，保证信号的安全
性。

注意 当监控器信号中的电压峰值太大，可能会破坏电脑或伤害操作人员时，不要将信
号直接连接到 DAQ 设备而不进行任何隔离。

隔离信号还可确保接地电势差不会影响到 DAQ 设备的测量。 如果 DAQ 设备和
信号没有以同一个接地电势为基准，就会发生接地回路。 接地回路会导致所测
信号无法得到精确表示。 如果信号的接地电位和 DAQ 设备的接地电位之间的
电势差很大，将会破坏测量系统。 将信号隔离可以消除接地回路，并确保精确
测量信号。

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的配置取决于所使用的硬件和所需完成的测量任务。

差分测量系统 (differential measurement system)
差分测量系统类似于浮动信号源，因为测量所使用的浮动接地不同于测量系统
接地。 差分测量系统的两个输入都没有和固定参考物 （如大地或建筑物地面）
相连。 用电池供电并带有仪器放大器的掌上型仪器和 DAQ 设备都属于差分测
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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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B-6 所示是一个实现了 8 通道差分测量系统的典型 NI 设备。 当只有一个仪
器放大器时，在信号通道中使用模拟多路复用器可以增加测量通道数。 图 B-6
中， AIGND （模拟输入接地）管脚测量的就是系统接地。

图 B-6.  典型的差分测量系统

+ 

CH0– 

CH1– 

CH2– 

CH7– 

MUX 

AIGND 

– 

CH0+ 

CH1+ 

CH2+ 

CH7+ 

MUX 

V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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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和非参考单端
因为参考和非参考单端测量系统在测量时是以地面为基准的，所以这些系统类
似于接地信号源。 一个参考单端测量系统测量电压时以 AIGND 为基准，而
AIGND 直接与测量系统接地相连。 图 B-7 显示了一个 16 通道的参考单端测量
系统。

图 B-7.  典型的参考单端 (RSE) 测量系统

DAQ 设备通常使用非参考单端 (NRSE) 测量技术，也称伪差分测量，是参考单
端测量技术的变型。 图 B-8 显示了一个 NRSE 系统。

图 B-8.  典型的非参考单端 (NRSE) 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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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 NRSE 测量系统中，所有的测量仍使用单节点模拟输入检测 （E 系列设
备上的 AISENSE），但该节点上的电势会随着测量系统接地 (AIGND) 的改变而
改变。 一个单通道 NRSE 测量系统等同于一个单通道差分测量系统。

信号源和测量系统小结
图 B-9 概括了将信号源和测量系统相连的几种方式。

图 B-9.  信号源和测量系统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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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高测量质量

设计测量系统时，测量的实际质量达不到预期值。 有时或许需要记录电压值可
能发生的 小变化。 有时可能无法区分信号是三角波还是锯齿波，并希望能看
到更真实的信号形状。 很多情况下，可能需要去除信号中的噪声。 该节内容介
绍了实现这三种提高质量的方法。

达到 小可测值
下列因素会影响到对电压值 小变化进行检测的结果：

• ADC 的分辨率和电压范围

• 仪器放大器采用的增益

• 由分辨率、电压范围和增益计算出来的一个属性值，称为编码宽度。

分辨率
用于表征一个模拟信号所用的数字信号的位数决定了 ADC 的分辨率。 DAQ 设
备上的分辨率类似于直尺上的刻度， 直尺上的刻度越多，测量的精度就越高。 
DAQ 设备上的分辨率越高，系统划分 ADC 电压范围所得的分区数就越多，从
而能检测到的电压变化就越小。 一个 3 位的 ADC 将电压范围划成 23 (8) 个分
区。 每个分区由一个在 000 和 111 之间的二进制码或数字码来表达。 ADC 将模
拟信号的每次测量结果都转换到一个数字分区中。 下图显示了一个 3 位 ADC
所获取的 5 kHz 正弦波数字图像。 因为转换器上用来表示模拟信号中变化的电
压值的数字分区不够多，所以数字信号无法充分显示原始信号。 但是，如将分
辨率提高到 16 位，那么 ADC 的分区就从 8 个 (23) 增加到 65,536 (216) 个，该
ADC 能极为精确地表示模拟信号。

 

图 B-10.  3 位和 16 位的分辨率实例

设备电压范围
电压范围就是指 ADC 所能数字化的模拟信号电平的 小值和 大值。 由于很
多 DAQ 设备都有可选的电压范围（一般是 0 V–10 V 或 –10 V–10 V），因此可以
使 ADC 的电压范围和信号的电压范围相匹配，从而充分地利用现有分辨率来
精确地测量信号。   例如，在图 B-11 中，图表 1 中的 3 位 ADC 的电压范围是单
极范围，从 0 V–10 V，分为 8 个数字分区。 如果选择了 –10 V–10 V 的双极电压
范围，如图表 2 所示，那么同一个 ADC 就会将 20 V 的范围分隔成 8 个分区。 
可检测的 小电压值从 1.25 V 增加到 2.50 V，而图表 2 中显示的信号就不够精
确。

0 50 100 150 200

111 

110 

101 

100 

011 

010 

001 

000 

8.75 
10.00 

7.50 
6.25 
5.00 
3.75 
2.50 
1.25 

0 

16-bit 

3-bit 



附录 B 测量基础

©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B-11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图 B-11.  电压范围实例

放大
在信号数字化之前放大或衰减信号，可更好地显示信号。 放大或衰减信号可以
有效地减小 ADC 的输入电压范围，从而使 ADC 能够用尽可能多的数字分区来
显示信号。

例如，图 B-12 中的例子显示了对信号进行放大的效果，该信号在 0 V 到 5 V 间
波动，转换所用的是 3 位 ADC，电压范围为 0 V 到 10 V。 在没有放大或增益为
1 的情况下， ADC 在转换中只使用 8 个分区中的 4 个。 在数字化之前，将信号
放大 2 倍，ADC 就使用全部 8 个分区，数字表示将更为精确。 实际上，设备有
一个 0 V–5 V 的允许输入电压范围，因为任何 5 V 以上的信号在放大 2 倍后就
会使输入 ADC 的电压值超过 10 V。

图 B-12.  放大实例

DAQ 设备可用的电压范围、分辨率和放大率决定了可以检测到的输入电压的
小变化值。 电压的改变值表示了数字值的 低有效位 (LSB)，也称为编码宽

度。

1 电压范围为 0 V–10 V 2 电压范围为 –10 V–1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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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宽度
编码宽度是信号变化时系统能检测到的 小变化值。 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编码
宽度：

其中 C 是编码宽度， D 是设备输入电压范围， R 是分辨率比特数

设备输入电压范围是信号的增益和 ADC 输入电压范围的组合。 例如，如果
ADC 输入电压范围的峰峰值是 –10 V –+10 V，增益为 2，那么设备输入电压范
围的峰峰值就是 –5 V–+5 V，或者 10 V。 

编码宽度越小，设备显示的信号就越精确。 下列公式概括了分辨率、电压范围
和增益的关系：

• 较大的分辨率 = 较小的编码宽度 = 较精确的信号显示

• 较大的放大率 = 较小的编码宽度 = 较精确的信号显示

• 较大的电压范围 = 较大的编码宽度 = 比较不精确的信号显示

选择 DAQ 设备时，决定编码宽度尤其重要。 例如，一个 12 位、输入电压范围
为 0 V–10 V、放大率为 1 的 DAQ 设备能检测到 2.4 mV 的变化，而输入电压范
围为 –10 V–10 V 的同一个 DAQ 设备只能检测到 4.8 mV 的变化。

更好的波形恢复
信号波形恢复的 有效方法包括减小编码宽度和增加采样频率。 如果需有效地
测量信号的频率，那么信号的采样率至少需要在奈奎斯特频率之上。

下列是奈奎斯特定理的说明： 

其中 fsampling 是采样率， fsignal 是所测信号的 高频率成分。

奈奎斯特定理指出，采样信号的频率必须大于信号中 高频率成分的两倍，才
能采集到信号中的高频部分。 否则，信号的高频部分就会在频谱中某一频率上
发生混叠，这种现象也称为带通。 

关于如何决定采样速度，请参考图 B-13，图中显示了使用不同频率采样的结
果。 在 A 中，正弦波的采样频率 f 和正弦波的频率 f 相同。 DC 中显示重建后的
波形发生了混叠。 但是，如果将采样频率提高到 2f，数字化波形的频率是正确
的 （相同的周期数），但形状是三角波。 该例中， f 就是奈奎斯特频率。 将采
样率提高到比 f 大很多倍时，如 5f，就可以更精确地重建原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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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 情况下，采样率为 ；这种情况下的奈奎斯特频率为 

因为 f 比奈奎斯特频率大，所以在这样的采样频率下重建的波形不仅有混叠，
而且频率和形状也不正确。

采样频率越高，信号的形状还原得越好。 但是，可用的硬件设备经常对采样频
率作了限制。

图 B-13.  采样率的效果 

减少噪声
请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噪声：

• 使用屏蔽电缆或双绞线。

• 尽量减小导线的长度从而使导线中的噪声 小。

• 有信号通过的导线应远离交流电缆和显示器，减少频率在50 Hz或60 Hz的噪
声。 

• 通过在信号源附近放大信号来增加信噪比 (SNR)。

• 以尽量高频率的频率采集数据，取这些数据的平均值，减小噪声的影响，
噪声几乎被平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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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B-1 理论：测量基础

目标
理解分辨率、电压范围、增益和混叠是如何影响所测信号的。

说明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Measurement Fundamentals 目
录下的 Resolution.vi。

这个 VI 模拟了一个正弦波的采集和通过模数转换器 (ADC) 数字化的过程。 
这个 VI 包含以下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输入信号电压－这个输入指定了所采集信号的电压范围。 这个输入控
件的默认值为 ±1 Volt。 这意味着信号的电压范围为 2 V －信号 高点
和 低点之间的电压差。

• 分辨率(ADC)－这个输入指定了用于采集信号的数据采集板卡上ADC的
分辨率。 这个输入控件的默认值为 3 bits。

• 设备输入范围－这个输入包括ADC的输入电压范围和用于信号的增益。 
这个输入控件的默认值为 ±1 Volt。 这个峰峰值电压等于 2 V。 由于
ADC 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10 V，这意味着用于信号的增益为 10。

• 编码宽度－这个输出根据几个输入控件的当前值计算出编码宽度，其
中 C 是编码宽度， D 是设备的输入电压范围， R 是分辨率的位数。

2. 运行 VI，并尝试在输入控件中输入不同的数据。

图 B-14.  Resolution VI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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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运行 (R) 按钮运行 VI。

❑ 保留输入控件的默认设置。

红色曲线表示实际输入的正弦波。 白色曲线表示 ADC 的输出。 注意，
白色的曲线并不能如实表示信号。 图形中显示编码宽度为 0.25 V，代表
8 个离散电平。

❑ 改变分辨率 (ADC)。

注意，信号显示的质量会随 ADC 分辨率的提高而提高。

❑ 设置分辨率为 3 位。

❑ 改变设备输入电压范围。

注意，电压范围太大时，在信号电压范围内分辨率就得不到有效的划
分。 输入电压范围太小时，部分信号会被截断。

❑ 继续尝试在输入控件中输入不同的值，理解每个输入的作用。

确保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和设备输入电压范围尽可能地接近，这一点很重要。

3. 用 Resolution VI 来确定一个输入信号的编码宽度，该信号电压范围为
±0.8 V，用 16 位分辨率的数据采集设备采集。 假定使用了有效的增益。

编码宽度： 

4. 确定一个输入信号的编码宽度，该信号电压范围为 ±10 V，用 8 位分辨率
的数据采集设备采集。 设置设备输入电压范围为 ±10 V。

编码宽度： 

5. 如设备输入电压范围为 ±1 V，分辨率为 12 位，不截断输入信号，能读取
的 大输入信号是多少？

输入信号电压范围： 

6. 完成后停止并关闭 VI。

7.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Measurement Fundamentals 目
录下的 Aliasing.vi。

这个 VI 模拟了在特定采集频率下采集波形的过程。 调整采样频率和所得波
形频率时，可以观察到奈奎斯特定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个 VI 包含以下
输入控件：

• 原信号

– 频率－这个输入指定了所采集信号的频率。 通过转动旋钮可以增加
或减少这个频率。

– 采样波形－这个输入用于选择信号波形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用正弦
波输入来试验奈奎斯特定理，方波输入来理解采样频率是如何影响
波形恢复结果的。 

• 采样信号

– 采样率 (Hz) －这个输入指定了数据采集板卡采集数据时所用的采样
率。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采样率至少应该是采样信号频率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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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 VI，并尝试在输入控件中输入不同的值，直到采集所得的信号频率出
现错误。

图 B-15.  Aliasing VI 前面板

❑ 设置波形类型为 Sine。 

❑ 设置采样率 (Hz) 为 10 MS/s （每秒几十或几百兆样值）。 

❑ 从 低频率开始调整采样信号的频率，并提高频率，直到图表上方显
示的频率结果不再正确。 提高采样信号频率时，注意采样曲线的扭曲
是如何演化的。 当采样频率超过奈奎斯特频率 （该例中为 5 MHz）时，
记录的频率就不再正确。 这是一个信号混叠的例子。

9. 仍然使用正弦波，并在其它输入控件中尝试输入不同的值。

10. 将波形类型设置为 Square。 修改输入控件的值，观察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
是如何影响波形还原结果的。

11. 完成后停止并关闭 VI。

练习 B-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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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计算信号的编码宽度，该信号用 16 位 DAQ 设备采集，设备输入电压范围
为 5 V。

2. 采集一个频率为 1100 Hz 的三角波。 使用哪个采样频率可以获得 佳的信号
波形还原结果？

a. 1 kHz

b. 10 kHz

c. 100 kHz

d. 1000 kHz

3. 采集一个频率为 1100 Hz 的三角波。 可按下列速率对信号采样。 使用哪个采
样频率可以确保能采集到信号频率？

a. 1 kHz

b. 10 kHz

c. 100 kHz

d. 1000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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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计算信号的编码宽度，该信号用 16 位 DAQ 设备采集，设备输入电压范围
为 5 V。

2. 采集一个频率为 1100 Hz 的三角波。 使用哪个采样频率可以获得 佳的信号
波形还原结果？

a. 1 kHz

b. 10 kHz

c. 100 kHz

d. 1000 kHz

3. 采集一个频率为 1100 Hz 的三角波。 可按下列速率对信号采样。 使用哪个采
样频率可以确保能采集到信号频率？

a. 1 kHz

b. 10 kHz

c. 100 kHz

d. 1000 kHz

C D
1

2
R(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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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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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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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AN：控制器局域网

控制器局域网 (CAN) 总线是一种应用于网络智能设备的高集成串行总线系统。 
CAN 总线和设备广泛应用于汽车和工业系统中。 借助 CAN 接口设备，可编写
LabVIEW 应用程序与 CAN 网络通信。

主题

A. CAN 的发展历史

B. CAN 基础

C. 通道配置

D. CAN API

E. LabVIEW 中的 CAN 编程 （通道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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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N 的发展历史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随着汽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控制系统越来越广泛地
应用于引擎控制、防抱死制动系统、无分电器点火等领域。 

初，汽车中的电子设备是通过点对点布线系统相连接的。 但是随着汽车电子
设备的日益增多，点对点布线系统所采用的连线也越来越多，使系统变得既笨
重又昂贵。 为了淘汰点对点布线，汽车制造商开始采用车载网络来代替专用布
线，因为车载网络简单、便宜而且重量轻。 1985 年，博世 (Bosch) 开发出了控
制器局域网 (CAN)，并作为标准车载网络。 

CAN 是一种低价又耐用的网络，支持各种设备通过电子控制单元 (ECU) 进行通
信。 CAN 允许 ECU 和系统中所有设备之间只有一个 CAN 接口而不是有多个模
拟输入口，这样降低了汽车的总成本和重量。 网络上的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
CAN 控制器芯片，因此具有智能化的特性。网络上的所有设备都可以看到传输
中的数据。每一个设备都可以判断传输消息是否与自己有关或是否可以被过滤
掉。

随着 CAN 在汽车工业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CAN （高速）被列入了 ISO 国际标
准，称为 ISO 11898。随后低速 CAN 开始应用于车身电子设备， 后来，车身设
备和舒适设备又引入了单线 CAN。 世界上主要的半导体制造商如 Intel、
Motorola 和 Philips 都生产开发 CAN 芯片。

到 90 年代中期时， CAN 已成为工业设备网络协议 （包括 DeviceNet 和
CANOpen）的基础。

汽车应用
汽车 CAN 设备包括引擎控制器 (ECU)、传动装置、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车
灯、电动车窗、电动转向系统、仪表板等。

图 C-1.  汽车 CAN 设备

CAN 的其他应用领域
与汽车和工业设备网络的要求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有如下相同点： 

• 不使用专用信号线

• 低成本

• 在恶劣环境下也可工作

• 实时性

由于这些相似之处，CAN 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应用领域如纺织机、包装机和生
产线设备 （如光电传感器和机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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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CAN 在汽车和工业应用中的普及，它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现在，农业
设备、航海设备、医疗器械、半导体制造设备、航空电子设备、机床等都会使
用到 CAN 技术。

图 C-2.  CAN 的其他应用领域

B. CAN 基础

随着 CAN 在汽车工业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高速 CAN 和低速 CAN 已经被列入
了 ISO 国际标准，称为 ISO 11898。随后开发出的单线 CAN 成为舒适型设备的
低价又低速的解决方案。

CAN 的优点
• 相对于双线和点对点布线而言，成本更低

• 高鲁棒性的协议

– 内置决策机制

– 容错性

– 可靠性－在汽车工业领域的应用超过十年

CAN 规范
• CAN 数据 （一帧中有 8 字节） 

• 高通信速率为 1 Mbaud/s

• 1 Mbaud/s 时，通信距离为 40 m

• 10 kbaud/s 时，通信距离为 6 km

• 理论上，每条总线的 大节点数为 2032

– 实际应用中由于收发器的限制， 大节点数大约为 100

– 大多数总线有 3–10 个节点

• 数据区－标识符 （11 位或 29 位）

– 表明消息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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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的类型
• 高速 CAN 

– 高通信速率为 1 Mbits/s

• 低速 / 容错 CAN

– 高通信速率为 125 kbaud/s

– 容错性

• 单线 CAN

– 高通信速率为 83.3 kbaud/s

– 用高电压脉冲唤醒睡眠设备

NI CAN 接口设备
本章介绍四种使用 NI-CAN API 的 NI CAN 接口设备。 每种设备都支持多种波形
因数和一两种端口。

高速 CAN

• 1 或 2 个端口

• 大波特率为 1Mb/s

低速 CAN

• 1 或 2 个端口

• 大波特率为 125 kbaud/s

软件可选 CAN

• 1 或 2 个端口 （每个端口都可用作高速 CAN、低速 CAN 或单线 CAN）

单线 CAN

• 1 或 2 个端口

• 大波特率为 83.3 kbaud/s

CAN 帧
CAN 设备以数据包的形式在 CAN 网络上传输数据，这些数据包称为帧。 一个
典型的 CAN 帧包括一个标识符、一个数据场、一个远程帧、一个出错帧和一
个超载帧。 

图 C-3.  标准和扩展 CAN 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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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标识符用于判断总线上消息的优先级。如果在 CAN 总线上同时有多个节点试
图传输消息，那么优先级 高 （标识符值 小）的节点自动获得总线的访问
权。 优先级较低的节点必须等到总线再次空闲时才可以传输消息。等待设备需
一直等到帧的 后一部分被检测完。

图 C-4.  CAN 仲裁

数据场
数据场包括正在传输的真实数据。 博世 (Bosch) 规范 2.0 版中定义了 CAN 协议
支持两种数据场类型，这两种类型的本质区别在于标识符的长度。在标准帧格
式 （即 2.0A）中，标识符长度为 11 位。 在扩展帧格式 （即 2.0B）中，标识符
长度为 29 位。

在 NI-CAN 术语中，一个数据场就称为一个消息。 一个消息可以包含一个或多
个通道，通道中含有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 图 C-5 中的 ABS 消息包含两个通道
－温度和转矩。

图 C-5.  有 2 个通道的 CAN 消息

A
ID = 110 0100 0111 (647 hex)

B
ID = 110 1100 0111 (6C7 hex)

B
A

1  1 0  0 1 0  0  0 1  1  1

1  1 0 1

: 

0 
1 
2 
3 
4 
5 
6 
7 

7 
15 
23 
31 
7 
15 

6 
14 
22 
30 
6 
14 

5 
13 
21 
29 
5 
13 

4 
12 
20 
28 
4 
12 

3 
11 
19 
27 
3 
11 

2 
10 
18 
26 
2 
10 

1 
9 
17 
25 
1 
9 

0 
8 
16 
24 
0 
8 

7 6 5 4 3 2 1 0 

CAN 

0 x 85 RPMs

4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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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C-1 概念：CAN 设备配置

目标
连接 CAN 硬件，并使用 MAX 观察和测试 CAN 设备。

说明
本附录中的练习使用到一个 2 端口的 CAN 接口设备和一个 CAN Demo Box。 
本练习中，需要配置硬件、在 MAX 中观察 CAN 的配置、运行自检以确认设备
功能正确。

1. 连接 CAN 硬件。

❑ 用一根 CAN 电缆将 CAN 接口设备上的 Port 1 连接到 CAN Demo Box 的
CAN 输入端。

❑ 将 DAQ 设备上的电缆连接到 CAN Demo Box 上的 68 管脚接线端。

❑ 用电线连接 CAN Demo Box 上的下述接线端。

– Function Generator 的 Gen 接线端

– Analog In to CAN 的 Ch 0 接线端

2. 在 MAX 中浏览 CAN 设备和端口。

❑ 启动 MAX。

❑ 展开Devices and Interfaces。 PCI-CAN/2设备就是正在使用的CAN接口
设备。

❑ 展开PCI-CAN/2。 CAN0和CAN1是CAN设备上的物理端口。 而单端口接
口设备只会显示一个物理端口。

❑ 选择 CAN0 并单击 Properties 按钮，显示 Port Properties 对话框。

图 C-6.  Port Properties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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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ort Properties 对话框中可修改波特率和 CAN 接口的其它属性。这些设置对当前配
置来说是正确的。右键单击一个端口，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Properties，打开 Port 
Properties 对话框。

❑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3. 测试 CAN 接口设备。

❑ 选择 PCI-CAN/2 并观察 Test Status 属性的值。在执行自检之前，
Test Status 属性应一直显示 Untested。

❑ 单击属性列表上面的 Self-test 按钮。 

❑ 完成测试之后，观察 Test Status 属性的值。 注意，在 Configuration 目录
中 PCI-CAN/2 图标的右下角会出现一个蓝色的圆圈，其中有白色的勾
选标志，表明设备通过了自检。

练习 C-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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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道配置

LabVIEW 解析数据场需先配置 MAX 中的通道。 MAX 允许从一个数据库文件中
加载一组通道，也允许手动配置通道。

CAN 数据库
为了将数据场转换为可用数据，每个 CAN 设备都有一个数据库，数据库用于
描述消息中包含的通道。 CAN 数据库文件 (CANdb File) 是一个包含上述信息的
文本文件。 它允许用户在一帧中查找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工程单位。 各个通道
的 CAN 数据库都存储了如下数据。

通道名

消息中的通道位置 （起始位）和大小 （位数）

字节顺序 (Intel/Motorola)
数据类型 （有符号、无符号和 IEEE浮点数）

缩放比例和单位字符串

范围

默认值

注释

很多软件程序都需要通过数据库文件中包含的信息手动将数据场转换为可用数
据。但是，如使用 NI 软件，该过程不需手动操作，可自动完成。 可以将通道
配置信息从文件加载到 MAX 中，然后通过 NI-CAN 驱动程序在应用程序中使
用。

从数据库加载通道
右键单击 CAN Channels 标题并选择 Import from CANdb File，从 Vector 
CANdb 文件中将通道配置导入 MAX。单击并按住 <Shift> 以选择多个通道，然
后选择 Import。 如果需要选择另一组通道，可以再次选择并导入通道。导入完
毕后，单击 Done，返回 MAX。

注 也可以直接从 LabVIEW CAN API 访问 CAN 数据库。 但是，将通道加载到 MAX 中
可以防止在 LabVIEW 程序中指定路径，还可以便于使用 MAX test panel 读写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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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7.  在 MAX 中导入一个 CAN 数据库文件

直接创建通道
如果不存在数据库文件，可以在 MAX 中创建通道。在 MAX 内完成下列步骤以
创建通道： 

1. 右键单击 Data Neighborhood 下面的 CAN Channels 标题并选择 Create 
Message。 

2. 输入消息属性并单击 OK。创建完成后，该消息将出现在 CAN 通道下。 

3. 右键单击消息名称并选择 Create Channel。配置框类似于图 C-8 所示。 输
入起始位和位数信息后，矩阵中部分位置变为灰色，表明这几位已被用于
定义通道。 蓝色框表明该位正在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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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8.  在 MAX 中直接配置通道

4. 输入通道属性并单击 OK 按钮。 

5. 右键单击消息中包含的每一个通道并再次选择 Create Channel。 

6. 右键单击 CAN Channels 标题并选择 Save Channel Configuration，将通道
配置保存到文件中。 

保存通道配置可为设备创建一个自定义数据库文件。生成的 NI-CAN 数据库文
件使用文件扩展名 .ncd。 访问 NI-CAN 数据库与访问其它 CAN 数据库类似。 
将 NI-CAN 数据库文件连同你的应用程序一起安装，可以使你的应用程序为多
种用户所使用。

还可以使用 Channel Test Panel 测试直接创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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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C-2 通道配置

目标
学习如何在 MAX 中加载和测试通道。

说明
将通道从 NI CAN 数据库文件或 Vector CAN 数据库文件加载到 MAX 中。研究
消息和通道的属性。 使用 MAX Test Panel 读取指定通道上的数据。 后，使用
MAX 中内置的 CAN Bus Monitor 功能监控 CAN 总线上传输的帧数据。

1. 打开 MAX 并展开 Data Neighborhood。

2. 为 CAN Demo Box 加载数据库文件。

❑  右键单击 CAN Channels 并选择 Import from CANdb File。

❑ 找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AN\CAN Demo Box.dbc目
录。

提示 可选择导入 .ndc数据库文件，这时要选择 Load Channel Configuration 而不是
Import from CAN db File。

❑ 选择 Add All Messages and Channels。

❑ 单击 Import。 

❑ 单击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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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MAX 中测试一个通道。 

❑ 展开 CAN Channels。 出现的是预定义通道的消息列表。 使用这些通道
通过 CAN 接口与 CAN Demo Box 通信。 

❑ 展开消息 WAVEFORM0_SAW0_SWITCHES_FROM_CDB (0x710)，查阅该
消息内的通道，如图 C-9 所示。

图 C-9.  WAVEFORM0_SAW0_SWITCHES_FROM_CDB (0x710) 消息

❑ 选择 AnalogInToCANCh0 通道。

❑ 单击 Test Panel 按钮。

提示 也可右键单击通道名称，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Test Panel。

❑ 如没有被选中，则单击 Read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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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Start 按钮，开始连续读取数据。 如果打开 test panel 时，已处于读
取状态，则 start 按钮被禁用，无需再次单击。

提示 应出现一个周期信号。 将 scaling 改为 Auto，可更清晰地察信号。

❑ 尝试改变demo box本身的配置。用Menu Select按钮在不同的选项间轮
流选择。

– 单击 Menu Select 按钮直至看见 Func Gen Output。 

– 单击 <+> 和 <-> 按钮，改变 Function Generator 输出的信号类型。 从
下列选项中选择－ Sine、 Square、 Triangle。 屏幕上显示的是当前
正在输出的类型。

– 单击 Menu Select 按钮直到显示 Func Gen Freq。 

– 单击 <+> 和 <-> 按钮，增加或降低 Function Generator 输出信号的频
率。

❑ 单击 MAX test panel 中的 Stop 按钮，结束读取操作。

❑ 单击 Close 按钮，退出 Test Panel。

4. 监控 CAN 总线

❑ 展开 My System»Devices and Interfaces»PCI-CAN/2。选择的设备属性
将出现在窗口中。

❑ 展开 PCI-CAN/2 并选择 CAN0。 注意右边的属性列表。

❑ 单击属性上方的 Bus Monitor 按钮。

❑ 单击 Start 按钮，开始监控 CAN 总线。如果监控已经启用，在 Start 按钮
的位置会出现一个 Stop 按钮，不用单击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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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0.  NI-CAN Bus Monitor

❑ 断开CAN接口和demo box之间的连接， 监控会自动停止，因为此时总
线上不再有数据传输。

❑ 再将CAN接口和demo box连接起来， 注意传输的周期性，因为demo 
box 在连续不断地向 CAN 接口传输数据或从 CAN 接口接收数据。

❑ 单击停止按钮。

❑ 单击 Reset 按钮。 

5. 将总线监控的结果保存到文件中。

❑ 单击 Options 按钮。 

❑ 勾选 Stream To Disk 复选框。 

❑ 其它各选项都保持默认值。 

❑ 单击对话框中的 File Name 按钮并选择一个文件路径，然后找到文件路
径。

❑ 单击 OK 按钮。

❑ 单击 Start 按钮，开始监视和记录数据。

❑ 几分钟后，单击 Stop 按钮。

❑ 单击 Close 按钮关闭总线监视器。

6. 打开上一步中指定的记录文件，查看其内容。

练习 C-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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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AN API

有两种可以和 NI-CAN 硬件一起使用的 API： 通道和帧。

• 通道 API 

– 高级

– 易于使用的物理单元

– 简单的 CAN/DAQ 同步

– 与 NI-CAN 1.6 及其更低版本不兼容

• 帧 API 

– 低级 API、高级 API

– 命令 / 响应协议 

– 高级的 CAN/DAQ 同步

– 与 NI-CAN 所有版本都兼容

对于一个单独的 NI-CAN 端口如 CAN0，一次只能使用一个 API。 例如，有一个
应用程序使用通道 API，而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帧 API，则 CAN0 不能同时使
用这两个应用程序。 如有一个 2 端口的 CAN 卡，可以将 CAN0 和 CAN1 连接
到同一 CAN 网络，然后 CAN0 使用一个应用程序而 CAN1 使用另 一个应用程
序。 或者， CAN0 也可以使用两个应用程序，但是要在不同的时间运行这两个
应用程序。 大多数情况下应使用通道 API，因为它简化编程，并减少了开发时
间。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使用帧 API，例如：

• 维护一个由NI-CAN 1.6或更低版本开发的应用程序。 因为帧API和早期CAN
版本开发的代码兼容。

• 完成一个命令 / 响应协议。在该协议中用户向设备发送命令，然后设备回复
一个响应。 命令 / 响应协议中每个设备通常使用一个固定的标识符对，该
标识符并不决定数据字节的含义。

• 设备需要使用远程帧。 通道 API 不支持远程帧，但是帧 API 具有支持发送、
接受远程帧的扩展特性。 

• 对CAN和DAQ卡的同步要求高。 帧 API 的 RTSI 特性比通道 API 的同步特性更
底层。

注 本教程只介绍通道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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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abVIEW 中的 CAN 编程 （通道 API）

基本的 NI-CAN 编程包括初始化、启动、读或写数据和清零。 Get Names VI 常
用于访问数据库中的通道列表名称。 

这些功能之间的链接就是任务引用 (task reference)。 一个 CAN 任务是具有相
同定时和相同通信方向 （读或写）的 CAN 通道的集合。一个任务可以包含多
个消息，但是它们必须在同一接口或端口上。

CAN Init Start VI
该 VI 初始化指定通道列表的任务并启动通信。 mode 输入决定该任务被设置
为 ? 读 ? 还是 ? 写 ?。

图 C-11.  CAN Init Start VI

CAN Get Names VI
该 VI 从 MAX 或 CAN 数据库文件获取一个 CAN 通道名称或消息名称的数组。
如果 file path 输入端没有被连线，通道名称从 MAX 获取；否则，从指定的数
据库文件获取。 mode 决定访问通道名称还是消息名称。

图 C-12.  CAN Get Names VI

有三种方法访问应用程序中的通道。

• 指定一个已经被导入 MAX 的通道名称

• 为不在 MAX 中的通道指定一个数据库文件和通道名称

• 用 CAN Get Names VI 引入数据库文件中的所有通道

以数据库路径作为前 指定通道名称可从 CAN 数据库直接访问 CAN 通道。例
如，当正在使用 C:\CAN Demo Box.DBC CAN 数据库中名为 Switch0的通道
时，将 C:\CAN Demo Box.DBC::Switch0 传递到 Init Start 函数，如图 C-13 所
示。该图还示范了如何读取 MAX 中可用的通道，以及如何从数据库文件中提
取出所有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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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3.  在 LabVIEW 中指定通道

CAN Read
该 VI 读取输入 CAN 任务的采样值 。 采样值从接收到的 CAN 消息中获得。右
键单击图标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Select Type，选择输出数据类型。

图 C-14.  CAN Read VI

CAN Write
该 VI 将采样值写入 CAN 任务。采样值被放入传输的 CAN 消息中。右键单击
图标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Select Type，选择写入数据类型。

图 C-15.  CAN Write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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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lear
该 VI 停止任务的通信，配置清零。

图 C-16.  CAN Init Start VI



附录 C CAN：控制器局域网

©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C-19 LabVIEW 编程简介教程

练习 C-3 读写 CAN 通道

目标
用 LabVIEW 从 CAN 设备读写通道。

说明
完成一个 VI，该 VI 每次从 CAN 接口读取一个值并将其绘制在图表上。 正被读
取的通道是 CAN Demo box 上的 Channel 0 的 Analog Input。

注 在开始做本练习之前，将 CAN Demo Box.ncd或 CAN Demo Box.dbc数据库加载到
MAX。同时，将 Function Generator Gen 输出连接到 CAN demo box 上的 Analog 
In To CAN Ch0 输入。事实上，这些步骤在上一个练习中已经完成。

A：读取单个通道
1.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AN 文件夹下的 Read CAN 

Channels VI。

请按以下步骤完成如图 C-17 所示的程序框图。

图 C-17.  Read CAN Channels VI 的程序框图

2. 将 CAN Channel VI 添加到程序框图上。

❑ 将 CAN Init Start VI 添加到程序框图上 While 循环的左边。

❑ 右键单击 CAN Init Start VI的 channel list输入，并选择创建 »输入控件。 

❑ 右键单击 CAN Init Start VI 的 interface input，并选择创建 » 输入控件。

❑ 右键单击 CAN Init Start VI 的 mode input，并选择创建 » 常量。 

❑ 选择 mode 枚举型常量中的 Input。

❑ 将 CAN Read VI 添加到程序框图中 While 循环内。

❑ 右键单击 CAN Read VI 并选择显示项 » 多态 VI 选择器。

注 在菜单项之间选择切换，被选中的菜单项前面会显示一个复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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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CAN Read VI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Single-Chan Single-Samp Dbl。

提示 右键单击该 VI 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Select Type » Single-Chan Single-Samp Dbl 也
可以完成上述步骤。

❑ 将 CAN Clear VI 添加到程序框图上 While 循环的右边。 

3. 按照图 C-17 所示完成程序框图中的连线。

4. 切换至前面板。

5. 测试该 VI。

❑ 设置接口控件为 CAN0。 

❑ 在 channel list 控件的第一个数组元素中输入 AnalogInToCANCh0。

提示 也可将通道名称从 MAX 拖到数组元素中。在消息 WAVEFORM0_SAW0_FROM_CDB 
(0x710) 中可找到该通道。

❑ 运行 VI。 

❑ 使用 CAN Demo Box。改变信号时间和频率。注意改动在图表上产生效
果。 

前面板如下图所示。

图 C-18.  Read CAN Channels VI 的前面板

❑ 单击 Stop 按钮终止程序。

6. 将 VI 命名为 Read CAN Channels.vi，保存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AN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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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读取两个通道
修改该 VI 使其可以读取另一个通道 Switch0。

1. 在 Read CAN Channels VI 的前面板上添加第二个通道。

图 C-19.  Read CAN Channels (Multiple) VI 的前面板

❑ 扩大Read CAN Channels VI前面板上的channel list控件上的可见数组元
素数量。

❑ 在 channel list 控件的第二个数组元素中输入 Switch0。

❑ 在前面板上添加数值显示控件。

2. 如图 C-20 所示，修改程序框图，显示第二个通道。

图 C-20.  Read CAN Channels (Multiple) VI 的程序框图

❑ 切换到程序框图，

❑ 删除 CAN Read VI 输出和波形图表间的连线。

❑ 从 CAN Read VI 下方的下拉菜单（多态 VI 选择器）中选择 Multi-Chan 
Single-Samp 1D D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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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该选项定义了该 VI 每执行一次读取两个数组，从每个通道各读取一个数组。

❑ 在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索引数组函数。

❑ 用鼠标拖动索引数组函数的边框，扩展其大小以返回两个数组元素而
不是只返回一个数组元素。

❑ 将CAN Read VI的multi-chan single-samp 1D dbl输出数组连接到索引数
组函数的数组输入。 

❑ 右键单击索引数组函数的 index0 输入，并选择创建 » 常量。

❑ 右键单击索引数组函数的索引输入，并选择创建 » 常量。

❑ 在第二个常数中输入 1。

❑ 将索引数组函数的第一个输出元素连接到波形图显示控件接线端，第
二个输出元素连接到 Switch0 显示控件接线端。 

3. 将 VI 命名为 Read CAN Channels (Multiple).vi，保存到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AN 目录下。

4. 切换至前面板。

5. 测试该 VI。

❑ 运行 VI。 VI 运行时，尝试改变 CAN Demo Box 产生的函数属性。 

❑ 再尝试改变 Switch0 的状态。 切换 CAN Demo Box 上的开关
(Digital Input 0) 时，注意数值显示控件值的变化。

6. 用另一个 VI 修改由 demo box 产生的波形的频率。 

❑ 打开位于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AN目录下的 Write CAN 
Channels VI。 

❑ 确保 channel list 有一个元素的通道名称为
FunctionGeneratorFrequency。

❑ 设置接口控件为 CAN0。

❑ 运行 CAN Read Channels VI 和 CAN Write Channels VI。 

❑ 尝试改变 CAN Write Channels VI 的 Frequency Value 控件，查看它如何
影响 CAN Read Channels VI 中的图表。

7. 单击这两个 VI 的 Stop 按钮，停止运行这两个 VI。

练习 C-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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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C-4 同步 CAN 和 DAQ

目标
在 LabVIEW 中同步 CAN 和 DAQ 的输入。

说明
现同时有两个 CAN 和 DAQ 采集输入数据。两个采集都被缓存，这就是说定时
由接口设备控制。 观察 VI，该 VI 通过 RTSI （实时串口）连接两设备时钟信号
以同步输入信号。

1. 打开 C:\Exercises\LabVIEW Basics I\CAN 目录下的 Sync CAN & DAQ 
VI。

2. 切换到程序框图，如图 C-21 所示。

3. 查看该程序框图。 注意，该 VI 同时从 CAN 和 DAQ 的两个接口读取数据并
使用 RTSI 实现同步。

图 C-21.  Sync CAN & DAQ VI 的程序框图

4. 切换至前面板。

5. 设置控件值：

❑ Interface: CAN0

❑ Channel List: AnalogInToCANCh0

❑ Physical channels: Dev1/ai0

❑ RTSI Terminal: RTSI0

❑ Sample Rate: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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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CAN Demo Box 上 Functions Generator 的 output、CAN Ch0 的 Analog 
In 输入和 DAQ Ch0 的 Analog In 输入之间连两根导线。

7. 运行 VI。 注意，从 CAN 接口读出的信号和 DAQ 设备完全同步。单击 Stop
按钮，终止 VI。

8. 完成后关闭 VI。

练习 C-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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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

1. 下列哪一项是低速 / 容错 CAN 的 高通信速率？

a. 1 Mbaud/s

b. 83.3 kbaud/s

c. 256 kbaud/s

d. 125 kbaud/s

2. 选用 NI-CAN 通道，是基于以下哪个原因？

a. 因为这些通道将 CAN 消息 / 帧的位 / 字节与有意义的名称和缩放信息
进行关联。

b. 因为 NI-CAN 通道允许访问完整的 CAN 消息 / 帧。

c. 因为 NI-CAN 通道允许访问 CAN 物理总线通道。

d. 因为 NI-CAN 通道的不同的 CAN 帧和用户自定义名称相关联。

3. 选用 NI-CAN 帧 API，是基于以下哪个原因？ （多选）

a. 因为它可以完全控制总线上 CAN 帧之间的通信。

b. 因为它简化了编程，减少了开发时间。

c. 因为它支持与 NI DAQ 设备的高级同步。

d. 因为它允许在同一 CAN 设备 / 节点上同时使用帧 API 和通道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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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笔记：测验答案

1. 下列哪一项是低速 / 容错 CAN 的 高通信速率？

a. 1 Mbaud/s

b. 83.3 kbaud/s

c. 256 kbaud/s

d. 125 kbaud/s

2. 选用 NI-CAN 通道，是基于以下哪个原因？

a. 因为这些通道将 CAN 消息 / 帧的位 / 字节与有意义的名称和缩放信息
进行关联。

b. 因为 NI-CAN 通道允许访问完整的 CAN 消息 / 帧。

c. 因为 NI-CAN 通道允许访问 CAN 物理总线通道。

d. 因为 NI-CAN 通道的不同的 CAN 帧和用户自定义名称相关联。

3. 选用 NI-CAN 帧 API，是基于以下哪个原因？ （多选）

a. 因为它可以完全控制总线上 CAN 帧之间的通信。

b. 因为它简化了编程，减少了开发时间。

c. 因为它支持与 NI DAQ 设备的高级同步。

d. 因为它允许在同一 CAN 设备 / 节点上同时使用帧 API 和通道 API。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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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补充信息与资源

该附录包含关于 NI 技术支持和 LabVIEW 资源的补充信息。

NI 技术支持服务

如需更多关于技术支持及专业服务的内容，请访问 National Instruments 网站
ni.com。

• 技术支持－ ni.com/support上的在线技术支持资源包括以下内容：

– 自助资源－请访问 National Instruments 网站，查阅有关软件驱动及更
新、可搜索的知识库、产品手册、疑难解答向导、数千个实例程序、
产品教程、应用指南、仪器驱动等相关信息。

– 免费技术支持－所有注册用户将免费获得基础服务，其中包括在
ni.com/forums的 NI 开发交流平台上与数百位应用工程师进行技术交
流。 National Instruments 的应用工程师将确保您所有的问题得以解答。

如需了解更多当地的技术支持服务，请访问 ni.com/services或
ni.com/contact与当地办事处联系。　 

• 系统集成－ NI 联盟伙伴可帮助您解决项目时间限制、内部技术资源短缺等
项目问题。 NI 联盟伙伴将系统集成商、咨询人员和硬件供应商集合在一
起，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专家咨询。 该方案确保为应用和系统开发
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详情请致电当地 NI 办事处或登录网站
ni.com/alliance。

如在 ni.com上找不到所需的答案，请联系当地的办事处或 NI 总部。 全球办事
处的联系电话已在本教程扉页列出。 登录 ni.com/niglobal 全球办事处，可
查询 新的办事处联系方式、技术支持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和 新动态。

NI 其它培训课程

NI 为 LabVIEW 用户提供各种培训课程。 这些课程拓展了现有培训的深度和广
度。 请访问 ni.com/training购买课程资料，也可在全球各地报名参加面授
课程。

NI 认证

获得 NI 认证意味着客户能熟练使用 NI 产品和技术。 测量与自动化业界、雇
主、客户和同行都将 NI 认证视为使用 NI 产品所获得的技术和知识的一种标
志。关于 NI 认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i.com/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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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IEW 资源

该部分内容说明了如何获得更多关于 LabVIEW 的信息。

LabVIEW 出版物
以下出版物提供了更多 LabVIEW 的信息。

LabVIEW Technical Resource (LTR) Newsletter
订阅 LabVIEW Technical Resource 可获得开发 LabVIEW 应用的提示和技术。 
这份技术出版物为初级用户和高级用户提供了详细的技术信息。 另外，每份出
版物含有一张光盘，其中包含出版物中实施方法所使用的 LabVIEW VI 和实现
方法。 如需订阅 LabVIEW Technical Resource，请致电 (214) 706-0587 或访问
www.ltrpub.com。

LabVIEW 图书
现已有多种关于 LabVIEW 编程和应用的专著， NI 网站上有 LabVIEW 图书的列
表以及购买这些图书的地点的链接。 

info-labview 邮件组
info-labview是全世界讨论 LabVIEW 问题的用户的一个电子邮件组。 邮件列
表成员可帮助解决如何为特定应用创建 LabVIEW 系统，获得仪器驱动程序，
提供设备的帮助信息，以及解决出现的问题。 

如需订阅 info-labview，请发送邮件至：
info-labview-on@labview.nhmfl.gov

如需订阅 info-labview的摘要版，请发送邮件至：
info-labview-digest@labview.nhmfl.gov

如需取消订阅 info-labview，请发送邮件至：
info-labview-off@labview.nhmfl.gov

如需发消息给订阅者，请发送邮件至：
info-labview@labview.nhmfl.gov

如需发送其他管理方面的消息至 info-labview邮件组管理员，请发送邮件
至：
info-labview-owner@nhmfl.gov

如需查找历史邮件消息，请访问：
www.searchVIEW.net

info-labview网页位于： 
www.info-labvie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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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 , 5-4

移位寄存器 , 4-35

串口通信 , 9-3 , C-8
数据传输率 , 9-4

图 , 9-3

硬件概述 , 9-5

字符帧 , 9-4

创建簇 , 5-13
创建 VI, 2-38

采集 , 2-39

分析 , 2-39

显示 , 2-40

窗口，项目浏览器 , 2-7
图 , 2-8

簇 , 5-13
常量 , 5-13

创建 , 5-13

创建常量 , 5-14

从单个元素中集合 ,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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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 3-14 , 5-17

分解 , 5-17

连线样式 , 5-13

使用函数 , 5-15

顺序 , 5-14

替换或者访问元素 , 5-16

元素顺序 , 5-14

重新排序 （图） , 5-15

簇元素顺序 , 5-14
错误

查找 , 3-8

处理 , 3-14

使用 While 循环 , 4-23
自动 , 3-14

处理方法 , 3-14

窗口 , 3-8

簇 , 3-14 , 3-15

代码 , 3-14

断开的 VI, 2-40 , 3-8

检查和处理 , 3-14

解释 , 3-15

列表 , 3-8

显示 , 3-8

运行按钮 , 2-40

自动处理 , 3-14

错误处理 , 3-14
使用条件结构 , 4-52

使用 While 循环 , 4-23

错误列表 （图） , 3-8
DAC, 8-19

模拟输入 , 8-12
DAQ

DAC, 8-19

典型系统 （图） , 8-2

计数器 , 8-19

接线盒和电缆 , 8-2

刻度 , 8-6

模拟设备 , 8-6

模拟设备，创建 , 8-6

模拟设备，删除 , 8-6

模拟输出 , 8-18

模数转换 , 8-12
NI-DAQ, 8-4

配置硬件 , 8-5

任务触发 , 8-19

任务定时 , 8-18

软件架构 , 8-4

设备 , 8-3

数字 I/O, 8-23

信号附件 , 8-3

打开 VI, 2-5
代码，添加说明信息 , 4-13
带状图表 , 4-40
单步执行 VI

调试 VI, 3-10

单步执行，调试 VI, 3-10
单曲线波形图 , 4-42
单曲线 XY 图 , 4-44
等待函数 , 4-34
调试

错误处理 , 3-14

单步执行 , 3-10

断点 , 3-12

断开的 VI, 2-40 , 3-8

高亮显示执行过程 , 3-10

使用断点工具 , 3-12

探针 , 3-11

探针工具 , 3-11

执行过程，高亮显示 （图） , 3-10

中断执行 , 3-13

自动处理错误 , 3-14

调试和疑难解答 VI, 3-1
调试技术 , 3-9

高亮显示执行过程 , 3-10

调用方
链 , 3-13

显示 , 3-13

调用链
显示 , 3-13

调整前面板对象大小 , 4-7
迭代数据传递 , 4-34
定时，已用时间 , 4-34
定位工具 , 2-28

改变大小 （图） , 2-29

图 , 2-28

动态数据类型 , 4-12
读取测量文件 VI, 6-3
读取电子表格文件 VI, 6-3
断点 , 3-12
断点工具

带探针的条件断点 , 3-12

调试 VI, 3-12

断开的 VI
常见原因 , 3-9

纠正 , 2-40 , 3-8

显示错误信息 , 3-8

原因 , 3-8

对话框
属性 , 2-14

属性 （图） , 2-14

新建 （图）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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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程序框图上自动连线 , 2-20
多曲线波形图 , 4-42
多曲线 XY 图 , 4-44

E-G
For 循环 , 4-29

层叠移位寄存器 , 4-36

计数接线端 , 4-29

强制转换 （图） , 4-31

使用自动索引设置循环计数 , 5-4

图 , 4-29

自动索引数组 , 5-4

总数接线端 , 4-29

范例查找器。 见 NI 范例查找器
分析

编程式和交互式 , A-2

类别 , A-3

在线和离线 , A-2

分组
簇数据 , 5-13

数组中的数据 , 5-2

字符串中的数据 , 4-10
GPIB, 9-2

接口 （图） , 9-6

配置软件 (Windows), 9-6

软件架构 , 9-5 , C-15

数据传输率 , 9-2

数据传输终止 , 9-2

与仪器通信 , 9-21

高亮显示执行过程
调试 VI, 3-10

工具
标签 , 2-30

图 , 2-30
操作 , 2-27

图 , 2-27
定位 , 2-28

图 , 2-28 , 2-29
连线 , 2-31

图 , 2-31
工具栏

程序框图 , 2-21

前面板窗口 , 2-14

项目相关 , 2-8

工具选板 , 2-27 , 2-31
图 , 2-27

工具， NI 范例查找器 , 3-4
公式节点 , 4-58

输入方程 , 4-58

输入类似 C 语言的语句 , 4-58

H-K
函数 , 2-18
函数选板 , 2-21

收藏 , 2-25

图 , 2-21

混叠 （图） , B-13
I/O

串口 , 9-3 , C-8

串口硬件概述 , 9-5

GPIB 软件架构 , 9-5 , C-15
VISA, 9-16

与仪器通信 , 9-21

技巧，用户界面 , 4-6
即时帮助窗口 , 3-2

接线端外观 , 3-2 , 7-7

图 , 3-2

计数接线端
For 循环 , 4-29

While 循环 , 4-21

计数器 , 8-19
技术支持 , D-1
间隔和对齐 , 4-4
教程

教程的行文规范 , ix

目标 , ix

软件安装 , ix

学习本教程所需条件 , viii

教程的行文规范 , ix
解除捆绑函数 , 5-16
节点 , 2-18

数据库访问 , 2-19

显示方式 （图） , 2-19

节点和图标 , 2-18
结构

层叠移位寄存器 , 4-36

隧道 , 4-49

条件 , 4-48

结构隧道 , 4-22
接口 , 9-5

语法 , 9-16

解释错误 , 3-15
接线端 , 2-16

必需 , 7-7

For 循环的计数 , 4-29

即时帮助窗口外观 , 3-2 , 7-7

计数 , 4-29

可选 , 7-7

数据类型 , 4-7

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常量 , 2-16

图 , 2-16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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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 4-21

推荐 , 7-7

While 循环中的计数 , 4-21

显示在程序框图上 , 2-20

选择器 , 4-48

纠正断开的 VI, 2-40 , 3-8
纠正 VI, 2-40
刻度 , 8-6
控件

字符串显示类型 , 4-10

控件面板，限制 , 7-8
控件选板 , 2-12

图 , 2-12

控制流编程模式 , 2-36
快捷菜单 , 2-13

图 , 2-13

捆绑函数 , 5-16

L-O
LabVIEW

帮助 , 3-2

导航 , 2-1 乣 2-51

数据目录 , 6-3

LabVIEW 帮助 , 3-3
LabVIEW 启动窗口 （图） , 2-4
连线 , 2-19

常见类型 , 2-20

数据类型 , 2-20

隧道 , 4-49

图表 , 4-41

自动 , 2-20

连线板 , 2-3 , 7-3
配置 , 7-5

设置输入输出 , 7-7

为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分配接线端 , 7-6

修改布局 , 7-6

连线工具 , 2-31
图 , 2-31

另存为 （图） , 2-6
流程图，设计 , 1-3
流盘 , 6-7

图 , 6-8
MAX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8-5

枚举数 , 4-11
枚举型 （图） , 4-11
模板，创建 VI, 2-5
模块化 , 7-2

图 , 7-2

模块化应用程序，开发 , 7-1
模拟设备 , 8-6

模拟输出 , 8-18
DAC, 8-19

任务触发 , 8-19

任务定时 , 8-18

模拟输入
任务触发 , 8-13

任务定时 , 8-12

默认探针 , 3-11
默认条件分支 , 4-48
模数转换 , 8-12
目录路径

见探针
NI-DAQ

模拟设备，创建 , 8-6

模拟设备，删除 , 8-6

NI 范例查找器 , 3-4
图 , 3-4

NI 技术支持与服务 , D-1
NI 认证 , D-1
内置探针 , 3-11

P-S
培训 （NI 资源） , D-1
配置软件 (Windows), 9-6
启动 VI, 2-4
前面板窗口 , 2-2 , 2-10

创建簇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5-13

对象，调整大小 , 4-7

工具栏 , 2-14

设计 , 4-2

数组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5-3

图 , 2-10

前面板、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常量（图） , 2-16
前面板 （图） , 2-16
嵌入式项目管理器 , 2-7
强制转换

For 循环 （图） , 4-31

数值数据 , 4-30

驱动程序 （NI 资源） , D-1
任务触发 , 8-13

模拟输出 , 8-19

任务定时 , 8-12
模拟输出 , 8-18

认证 （NI 资源） , D-1
熔炉案例 , 1-4

图 , 1-4 , 1-5

软件开发规范 , 1-2 , 1-7
软件 （NI 资源） ,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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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XI

信号调理

放大 , B-5
现象和传感器 （表） , B-3
线性化 , B-6
传感器激励 , B-6

扫描图表 , 4-40
删除项目文件 , 2-9
设备的电压范围

ADC 的精度 , B-10

说明 , B-10

设备，模拟 , 8-6
设计 , 1-2

附加条件 , 1-3

技巧和模型 , 10-1

流程图 , 1-3

输出 , 1-3

输入 , 1-2

算法 , 1-3

状态转移图 , 1-4

设计解决方案 , 1-1
设计前面板窗口 , 4-2
设计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4-2
示波器图表 , 4-40
实例 （NI 资源） , D-1
实现 , 1-5
实现 VI, 4-1
使用串口 , 9-17
收藏，添加 , 2-25
输出

确定 , 1-3

设置 , 7-7

数据
不可预期 , 3-13

采集 , 8-1

测量数据 , 6-1

读写 , 6-2

图 , 6-2
绘图 , 4-40

流盘 , 6-7

数值 , A-1

未定义 , 3-13

文件格式 , 6-2

相关 , 5-1

数据库访问 , 2-19
数据类型 , 2-20 , 4-7

布尔值 , 4-9

动态 , 4-12

接线端 , 4-7

枚举数 , 4-11

默认值 , 4-50

数值 , 4-7

浮点 , 4-8
数值 （图） , 4-8

字符串 , 4-10

数据流 , 2-36 , 3-10
观察 , 3-10

图 , 2-36

数据流编程模式 , 2-36
数据强制转换

数值 , 4-30

图 , 4-30
数据传递，迭代 , 4-34
数据传输率 , 9-2

串口 , 9-4

数据传输终止 , 9-2
数模转换 , 8-19
输入和输出

必需的设置 , 7-7

可选 , 7-7

输入控件 , 2-10
分配至连线板 , 7-6

数值 , 2-10

数值 （图） , 2-11

自定义 , 5-22

自定义类型 , 5-24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布尔 , 2-11

图 , 2-11
创建簇 , 5-13

创建数组 , 5-3

命名 , 4-13

默认值 （图） , 4-3

设计 , 4-2

数值 , 2-10

图 , 4-3

显示接线端 , 2-20

限制，前面板 , 7-8

选项 , 4-3

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和常量 , 2-16
输入，确定 , 1-2
输入，设置 , 7-7
属性对话框 , 2-14

图 , 2-14

数值 , 4-7
浮点数 , 4-8

复数 , 4-9

整数 , 4-8

数值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2-10
数值转换 , 4-30
数字 I/O,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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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 , 5-2
初始化 , 5-4

创建常量 , 5-4

创建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5-3

二维 , 5-3

二维数组范例 , 5-3

使用自动索引创建二维数组 , 5-6

输出 , 5-5

维数 , 5-2

限制 , 5-2

一维数组的范例 , 5-2

自动索引 , 5-4

顺序编程 （示意图） , 10-3
顺序，簇 , 5-14
搜索

控件、 VI 和函数 , 2-24

图 , 2-24
算法，设计 , 1-3
隧道 , 4-49

While 循环

图 , 4-22

T-W
探针

调试 VI, 3-11

类型 , 3-11

默认 , 3-11

内置 , 3-11

通用 , 3-11

显示控件 , 3-11

探针工具
见探针

条件断点
见探针

条件结构 , 4-48
布尔型条件分支 , 4-50

错误条件分支 , 4-52

改变条件分支视图 （图） , 4-49

枚举型条件分支 , 4-51

条件分支的选择 , 4-49

整型条件分支 , 4-50

指定一个默认条件分支 , 4-48

执行 , 4-48

字符串型条件分支 , 4-51

条件接线端 , 4-21
停止 While 循环 （图） , 4-23
图标 , 2-3 , 7-3

编辑 （图） , 7-4

创建 , 7-3

图表
波形 , 4-40

图 , 4-40
连线 , 4-41

刷新模式 , 4-40

图 , 4-41
图表更新模式 （图） , 4-41
图标和连线板 , 7-3
图形

波形 （图） , 4-42

单曲线波形 , 4-42

多曲线波形 , 4-42

配置 , 4-42
XY, 7-2

图形化编程 , 4-14
While 循环 , 4-21

层叠移位寄存器 , 4-36

错误处理 , 4-23

计数接线端 , 4-21

隧道 , 4-22

条件接线端 , 4-21

停止 , 4-23

停止 （图） , 4-23

图 , 4-21

自动索引数组 , 5-4
VI, 2-2

保存 , 2-6

采集 , 2-39

创建 , 2-38

创建子 VI, 7-8

图 , 7-8
从模板创建 , 2-5

错误处理 , 3-14

打开 , 2-5

定时 , 4-34

断开 , 3-8

断开的 , 2-40

断开，原因 , 3-8 , 3-9

分析 , 2-39

加载状态 （图） , 2-6

节点 , 2-18

纠正 , 2-40 , 3-8

另存为 （图） , 2-6

模块化 , 7-2

图 , 7-2
配置连线板 , 7-5

启动 , 2-4

前面板窗口 , 2-2

实现 , 4-1

图标 , 2-18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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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 2-40

新 , 2-5

疑难解答和调试 , 3-1

运行 , 2-40

子 VI, 7-7

组成部分

程序框图 , 2-3
图标和连线板 , 2-3

VISA, 9-16 , 9-17

使用串口 （图）， 9-14, 9-17

术语 , 9-16

VI 组的成部分。 见 VI，组成部分
网络资源 , D-1
为代码添加说明信息 , 4-13

程序框图 （图） , 4-14

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4-13

说明 , 4-13

提示框 , 4-13

图形化编程 , 4-14

VI 属性 , 4-13

未定义数据，防止 , 3-14
维护 , 1-6
为数据绘图 , 4-40
维数，数组 , 5-2
为 VI 设置定时，等待函数 , 4-34
文本和字体 , 4-5
文档

LabVIEW 帮助 , 3-3

NI 资源 , D-1

文件
格式 , 6-2

LabVIEW 数据目录 , 6-3

文件 I/O, 6-2
概述 , 6-3

基本操作 , 6-2

流盘 , 6-7

引用句柄 , 6-2

文件 I/O （图） , 6-2
问题描述 , 1-2

X-Z
XY 图

单曲线 , 4-44

多曲线 , 4-44

配置 , 4-42

显示
错误 , 3-8

调用链 , 3-13

显示控件 , 2-10
分配至连线板 , 7-6

数值 , 2-10

图 , 2-11
自定义类型 , 5-24

字符串显示类型 , 4-10

显示控件和输入控件
布尔 , 2-11

图 , 2-11
创建簇 , 5-13

创建数组 , 5-3

命名 , 4-13

默认值 （图） , 4-3

设计 , 4-2

数值 , 2-10

显示接线端 , 2-20

选项 , 4-3

现象 , B-3
相关数据 , 5-1
项目 , 1-9

保存 , 2-9

查看文件 , 2-9

创建 , 2-8

删除文件 , 2-9

添加文件 , 2-8

图 , 1-10

新 , 2-5

组织 , 2-9

项目浏览器 , 2-7
窗口 （图） , 2-8

工具栏，项目相关 , 2-8

项目浏览器窗口 , 2-7
项目，状态转移图

图 , 1-10 , 1-11

向项目中添加文件 , 2-8
写入测量文件 VI, 6-3
写入电子表格文件 VI, 6-3
信号调理 , B-4

也见 SCXI

放大 , B-5

图 , B-5

现象和传感器 （表） , B-3

线性化 , B-6

传感器激励 , B-6

信号源 , B-3
新 VI，创建 , 2-5
新项目，创建 , 2-5
修饰 , 4-6
修正 VI, 3-8
虚拟仪器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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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板
工具 , 2-27

工具 （图） , 2-27

控件 , 2-12

图 , 2-12
选项卡控件 , 4-6
学习本教程所需条件 , viii
循环

For 循环 , 4-29

图 , 4-29
While 循环 , 4-21

严格自定义类型 , 5-24
颜色 , 4-4
颜色的使用 , 4-4
疑难解答 , 3-8
疑难解答和调试 VI, 3-1
疑难解答 （NI 资源） , D-1
仪器 I/O 助手 , 9-9
仪器控制 , 9-1 , 9-2

GPIB, 9-2

接口，其它 , 9-5

仪器 I/O 助手 , 9-9

仪器类型 , 9-2
仪器驱动程序

定位 , 9-21

定义 , 9-21

范例 （图）， 9-19, 9-21

类别 , 9-22

了解 , 9-22

仪器驱动 （NI 资源） , D-1
移位寄存器

层叠 , 4-36

初始化 , 4-35

已用时间 , 4-34
隐藏标签 , 4-3
引用句柄，文件 I/O, 6-2
硬件 , 8-2

DAQ 设备 , 8-3

接口，其它 , 9-5

接线盒和电缆 , 8-2
MAX, 8-5

NI-DAQ, 8-4

配置 , 8-4 , 8-5

驱动程序 , 8-4
Windows, 8-5

应用程序，开发模块 , 7-1
用户界面

菜单，菜单 , 4-6

技巧和工具 , 4-6

系统控件，系统控件 , 4-6

修饰 , 4-6

选项卡控件 , 4-6

用户探针
见探针

与仪器通信 , 9-21
串口 , 9-3 , C-8
VISA, 9-16

运行按钮错误 , 2-40
在线帮助 , 3-3
噪声，减少 , B-13
增强探针

见探针

诊断工具 （NI 资源） , D-1
支持，技术 , D-1
智能探针

见探针

执行
调试 VI, 3-10

高亮显示 , 3-10

流 , 2-36

中断 , 3-13

中断以调试 VI, 3-13

执行过程高亮显示 （图） , 3-10
执行流 , 2-36
执行顺序 , 2-36
知识库 , D-1
终端 , 2-7
中断执行 , 3-13
传感器 , B-3

激励 , B-6

图 , B-5

现象和传感器 （表） , B-3

线性化 , B-6

转换，数值 , 4-30
状态机 , 10-4 , 10-5

基本结构 , 10-5

基本结构 （示意图） , 10-6

控制 , 10-6

设计模型

控制
多个状态转换 , 10-8
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 , 10-7
默认转换 , 10-7

条件结构 , 10-8
转换数组 , 10-8
状态图工具包 , 10-8

应用 , 10-5

状态转换 , 10-6

状态转移图，设计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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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类型 , 5-22 , 5-24
定义 , 5-23

严格 , 5-24

自定义输入控件 , 5-22
连接到一个已保存文件 , 5-23

自动连线 , 2-20
自动索引

创建二维数组 , 5-6

用于设置 For 循环计数 , 5-4

字符串 , 4-10
显示类型 , 4-10

子 VI, 2-18 , 7-7
编辑图标 （图） , 7-4

创建 , 7-8

创建图标 , 7-3

创建 （图） , 7-8

打开和编辑 , 7-7

配置连线板 , 7-5

确定当前实例 , 3-13

设置输入输出 , 7-7

图标 , 7-3

为连线板分配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 , 7-6

显示调用链 , 3-13

修改连线板 , 7-6

中断执行 , 3-13

子 VI 实例
确定 , 3-13

中断执行 , 3-13

总数接线端 , 4-29
组织项目中的项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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