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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开发软件LabVIEW，NI模块化硬件

课程教学
线下“金课”
线上“金课”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金课”
虚拟仿真“金课”

学生创新
机器人
软件无线电
智能测试测量

专业建设
传统专业升级：

EEE类/仪器类/机械类
新工科：

新工科/智能制造等

国内支持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全国虚拟仪器大赛
本地院校合作伙伴体系
全国高校师资培训

国际合作

全球行业认证证书体系
“LabVIEW学院”计划
NI全球工程影响力大赛
全球科研人员赞助计划

目前，NI平台及技术已服务于全球35,000家行业企业，覆盖半导体、

航空航天、汽车、院校等多个领域。其中，NI已与全球2000余所高校建

立合作，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卓越创新人才。

NI公司成立于1976年，是全球测试、测量和控制领域的技术领导者。

自成立伊始，NI一直致力于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强大灵活的系统，以提
高生产力、加速创新和探索，应对全球面临的重大工程挑战。

面向中国高等教育市场，NI携手中国本地优质的工程教育解决方案提

供商IECUBE，为本地客户提供基于NI技术且更加符合本地工程科技

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所需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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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x Zynq FPGA和双
核ARM Cortex-19

NI ELVIS Ⅲ
模块化的工程教学实验平台—专为教学而设计的NI教学实验室虚拟仪器套件（NI ELVISⅢ）非常灵活，它集成函
数发生器、示波器、数字万用表等七种仪器以及基于RIO架构的FPGA嵌入式设计功能，同一平台即可完成智能
测量、控制等实验内容。基于互联网特性，多个学生可基于同一设备进行项目合作，利于开展虚拟仿真等创新实
践教学。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ni.com/ni-elvis。

相关课程： 介绍 电路 电力电子 测量 控制 嵌入式 射频/通信

IV分析仪

16个独立I/O、100MS/s
逻辑分析仪/模式发生器

±15V、500mA的
2通道可变电源

50V数字万用表

集成可切换的实验板

特点

 硬件集成多合一仪器、可编程I/O测量、FPGA控制

 深度集成互联网技术，实现灵活连接、快速测量和远程访问

 支持第三方实验板卡，覆盖多学科教学

 为实现教学目标，集成多种开放的第三方编程语言

 完整课程解决方案，满足工程教育认证 

软件

LabVIEW

Multisim

C/C++, .NET

Python

Mathworks Simulink

深度集成物联网，可
实现无线接入

14位、100MS/s、500MHZ
带宽的4通道示波器

14位、100MS/s的
2通道函数发生器

●16通道、1MS/s、16位AI
●4通道、1.6MS/s、16位AO

●±15V，5V电源
●40通道、100MS/s 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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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ELVIS教学生态系统
针对跨学科应用领域，提供可互换的插件板和课程—NI及全球合作伙伴，如TI、Quanser等可提供跨学科的应用板
和配套教材，例如控制、电路、机电、电力电子、生物医电等。访问ni.com/ni-elvis，了解更多关于插件板生态系
统的信息。

4

NI ELVIS Ⅲ
 跨学科应用板卡

TI电子套件
结合ELVIS Ⅲ默认原型板，在真实
电子设备环境下学习模拟电路知识

4

Quanser控制对象板
使用倒立摆学习直流电机控制和非
线性控制的基本原理

4

TI电力电子版
使用功能模块和集成电路，通过动
手实践学习电力电子知识

4

IOEDU生物医电板
从原理上介绍各种人体监护传感器的
工作过程，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

4

NI测试测量套件
基于信号链的概念，设计和搭建测
试测量系统

Quanser机电一体化板
使用5杆机构和相机，学习机电一
体化系统级设计

4

Quanser电力系统板
在实验平台上学习电力电子和能量
转换的系统级概念

4

NI模拟电路板
提供经典模拟器件、电路及应用模
块，加深理解理论知识

自控原理板
将基于经典电路的自控原理教学与
互联网教学平台融合

4

Emona通信原理板
使用模拟和数字通信组件和拓扑进
行实验

4

Digilent数字电路板
以图形化方式将数字门部署到
FPAG上

4

NI自动化测量板
集成的测试测量系统板卡，覆盖前
沿的IoT技术

教师自定义板卡

Quanser机电传感器板
分析常见传感器的特性以及每种传
感器在不同环境下的优势和局限性

4

Quanser机电执行器板
体验各种执行器的优点、连接、操
作和局限性

4

ZENGYI通信电子线路板
配套多种通信电子线路模块，结合
仿真结果来验证实际电路

Emona信号与系统板
专门用于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配
套多种独立的经典电路模块验证理
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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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基于Waveform软件

可结合LabVIEW平台实现更复杂的控制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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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即插即用

无需编程

Windows& iPAD

LabVIEW API(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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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课程教学解决方案
 工程连续递进专业建设方案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全球教育影响力案例研究



21

电子信息类

深度集成互联网信息，连接理论、仿真、实验，缩短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之间的鸿沟。

电子信息类专业连续递进的工程教育过程

北京邮电大学，基于 NI平台，完成了从《 LabVIEW虚拟实验系统设计》、《电子线路设计》、《通信原理》等一
系列课程建设，并顺利完成了MIMO、通信抗干扰等系列科研项目。

工程连续递进专业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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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类

基于工业广泛应用的虚拟仪器技术，可以完成从理论验证到复杂系统设计等一系列课程实验任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与 NI有十多年的深度合作，除了一系列连续递进的课程实验建设外，在测控专业建设上有丰富的
探索，例如虚拟仪器大赛、暑期学校、LabVIEW编程大赛等。

工程连续递进专业建设方案

测控类专业连续递进的工程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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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类
自动化专业主要研究的是自动控制的原理和方法，是多学科交叉的宽口径工科专业。在“新工科建设”和“工业 4.0”
的号召下，自动化专业人才需求也变得多元化，这对高校自动化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与 NI在 Engineering Pipeline上进行了深入的合作，依托 NI提供的平台，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生经过体系性的培养后，动手能力得到综合性的提高，其中 Baidu Bike（智能自行车）中获
得了 2015年全国虚拟仪器大赛的特等奖并且赴美获得了全球图形化系统设计的前三名。

工程连续递进专业建设方案

自动化类专业连续递进的工程教育过程

清华大学基于 NI平台的机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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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类

在“微电子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的国家政策指引下，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NI-微电子测试联合实验室陆续建立，
旨在面向半导体产业对“微电子测试”人才的需求，培养对口稀缺人才。

测控类专业连续递进的工程教育过程

研究生

合作开设面向产业的课程 
在课程合作方面，NI与西电微电子学院计划合作开发混合信号 IC测试、RFIC测试、集成电路测试技术实践等一系
列课程。其中，混合信号 IC测试课程已于 2017年 9月正式面向学生开课。 

混合信号 IC测试课程 
● 理论 +实验 36学时 

● 课程内容的设置充分考虑了让学生对半导体
测试有全局认识，培养学习兴趣，涵盖半导
体集成电路实现流程、测试的重要性、测试
基台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良、故障覆
盖率、测试经济学、测试行业面临的挑战和
发展趋势等热点内容

● 基于实际工业中的半导体自动化测试设备
（STS）进行实验，让学生直接面对工业现
场环境 

● 以典型 ADC测试为背景，提供由浅入深、连
续递进的实验内容 

工程连续递进专业建设方案

混合信号 IC测试课程简介、课程大纲及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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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电工电子

 软件仿真（Multisim）和实验测量（ELVIS III）相结合，贯穿课堂理论与实验教学

 多合一仪器，优化实验室空间布局及日常维护，简化实验操作，并搭配工业级仪器性能提高实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深度集成互联网技术，可直接通过网页远程访问仪器资源进行测量，便于实现虚拟仿真及远程开放等实验

 开放的软硬件接口，便于设计创新类系统综合实验项目，实现项目式学习

• 欧姆定律
• 基尔霍夫定律
• 戴维南与诺顿等效电路
• 叠加定理
• 分压器和电桥
• 串联和并联电路
• 晶体管放大电路

• NI ELVIS III

• TI电子工具包
• Multisim

• 欧姆定律
• 基尔霍夫定律
• 戴维南与诺顿等效电路
• 叠加定理
• 分压器和电桥
• 串联和并联电路
• 晶体管放大电路

实验列表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LVIS III TI电子工具包 Multisim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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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路

 软件仿真(Multisim)和实验测量(ELVIS III)相结合，贯穿课堂理论与实验教学

 多合一仪器，优化实验室空间布局及日常维护，简化实验操作，并搭配工业级仪器性能提高实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深度集成互联网技术，可直接通过网页远程访问仪器资源进行测量，便于实现虚拟仿真及远程开放等实验

 开放的软硬件接口，便于设计创新类系统综合实验项目，实现项目式学习

• 二极管
• 整流器中的二极管
• 稳压二极管
• BJT

• 晶体管放大器
• MOSFET

• 晶体闸流管

• 微电子电路
• 半导体电路分析
• 运算放大器
• 模拟和微电子电路应用

• 光耦和IGBT

• 运算放大器
• 运算放大电路之波形发生器
• 共射极放大电路
• 仪器放大器
• 故障检测
• 电压电平指示器

实验列表 实验列表

TI电子套件 TI模拟电路板

• NI ELVIS III  

•  TI电子套件、TI模拟电路板（二选一） 

• Multisim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LVIS III + TI模拟电路板 Multisim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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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路

 ELVIS III 硬件平台自带FPGA，并支持Multisim、LabVIEW和Vivado编程环境

 开放的软硬件接口，便于设计创新类系统综合实验项目，实现项目式学习

 深度集成互联网技术，可直接通过网页远程访问仪器资源进行测量，便于实现虚拟仿真及远程开放等实验

• 真值表和逻辑门
• 布尔代数
• 二进制转换
• 卡诺图
• 编码器和解码器
• 多路复用器和多路输出选择器
• 比较器
• 顺序逻辑电路

• 有限状态机
• 移位寄存器
• 半导体内存
• 项目：数字骰子
• 项目：数字时钟
• 项目：电子保险箱
• 项目：数字通信

实验列表

• NI ELVIS III

•  Digilent数字电路板
• Multisim

软硬件推荐

MultisimELVIS III + DSDB板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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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

 多合一仪器，优化实验室空间布局及日常维护，简化实验操作，并搭配工业级仪器性能提高实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配套多种独立的经典电路模块验证理论知识

 ELVIS自带模拟和数字IO，结合LabVIEW软件，帮助师生按需自定义仪器

 专门用于电气和计算机工程课程的信号与系统教学

• Emona SIGEx插入板介绍
• 信号特性及其应用
• 线性与非线性系统
• 解卷积卷积、相关性和匹配滤波器
• 复数与指数
• 傅里叶级数分析
• 时变信号的谱分析

• RC网络的时域分析
• 拉普拉斯域零极点
• 采样与混叠
• 模数转换初探
• FIR系统的离散时间滤波器
• Z平面零极点
• 离散时间滤波器的实际应用 

实验列表

• NI ELVIS III

• Emona信号与系统板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LabVIEWEmona信号与系统板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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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

 实验功能由软件定义，一套设备可以支撑多门实验课程

 真实无线信号帮助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对原理和概念的理解

 可用于实验教学、课程设计、学科竞赛、 毕业设计等，应用面广

 符合通信产业发展方向，与科学研究和设备研发紧密对接

通信原理

• 幅度调制
• 频率调制
• 信源编码：哈夫曼编码
• 数字调制解调：相移键控
• 信道编码：分组编码 

无线通信

• 信道编码：卷积编码
• 分集
• 信道均衡
• 直序扩频
• 正交频分复用
• 多输入多输出

附加实验

• 白噪声
• 码元同步
• 帧同步
• 频偏校正
• 教师定制实验

实验列表

• NI USRP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LabVIEW + USRP实验教学思考与探索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USRP LabVIEW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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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电子线路

 集成实验室常规使用的基本仪器，简化实验操作，提供更高效的电路设计、调试和验证

 基于Multisim仿真电路开展实验，方便修改仿真电路参数，加深物理特性及性能指标理解的同时不会对电路造成

任何物理损坏

 实验套件包含Multisim仿真程序、LabVIEW实验程序、通信电子线路拓展板三个部分，并配套实验指导书及相关

培训的服务

基础实验

• 小信号调谐放大器（单调节、双调节）
• LC振荡器（克拉泼、西勒及晶体振荡管）
• 功率放大器（丙类功率放大器、高电平调幅电路）
• 低电平振幅调制及检波电路（包络检波、同步检波）
• 混频电路 （模拟乘法器混频）
• 调频及鉴频电路 

进阶实验

• 锁相调频
• 锁相鉴频

实验列表

• NI ELVIS III

• 通信电子线路扩展板（曾益）
• Multisim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LVIS III +通信电子线路扩展板 MultisimLabVIEW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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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导论

 面向半导体测试教学的实训平台，来源于实际工业应用的课程内容及实验设置

 完整的教学方案：包括教学课件、实验指导书和实践实验平台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NI测试杯推荐测试平台

• 测试仪器使用 

• 晶体管参数测试
• ADC静态参数测试 

• 功能电路参数测试

• 晶体管参数测试
• 功能电路参数测试
• 扩展实验

实验列表

ZY-3100测试平台 LabVIEW用户界面 本地化教材

• ZY-3100测试平台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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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

 面向测试测量及仪器类、微电子、自动化等学科教学

 来源于实际工业应用的课程内容及实验设置，系统培养自动化测试系统人才

 完整的教学方案：包括教学课件、实验指导书和实践实验平台

• 自动化测试概论及测试经济学
• 测试需求分析
• 自动化测试系统硬件选择与设计
• 自动化测试系统软件设计
• 装配测试系统
• 部署测试系统

• 测量仪器使用基础
• 自动化测试系统软件开发基础
• 自动化测试系统开发综合实践项目1-功能电路测试
• 自动化测试系统开发综合实践项目2-集成电路测试

设计篇 实践篇

课程及实验列表

ZY-2000测试平台

• ZY-2000测试平台
• LabVIEW

• TestStand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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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信号测试 - 微电子

 系统而全面的课程设置，让学生对半导体测试有全局认识

 以典型ADC产线测试测试为背景，提供由浅入深、连续递进的实验内容

 基于实际工业中的半导体自动化测试设备（ATE）STS进行实验，让学生直接面对工业现场环境

• 软硬件环境入门
• OS (Open/Short)测试
• Power Consumption测试
• Leakage Current测试
• Output Voltage Level测试
• Dynamic Performance测试
• 编写自动化测试序列

实验列表

NI STS半导体测试平台 软件界面

• NI STS

• LabVIEW

• TestStand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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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测量技术

 基于行业领先的虚拟仪器技术-LabVIEW及硬件平台，实现基于信号链的测试测量教学

 引入真实的工业应用案例，深刻掌握测量的原理及实际应用，并覆盖前沿工业互联网IoT的相关技术

 开放的软硬件接口，便于设计创新类系统综合实验项目，实现项目式学习

• 信号链
• 传感器和信号
• 信号调理
• ADC和采样
• 编程和数据分析 

• 温度

• 自动化测量板介绍
• 信号链
• 电压测量
• 电流
• 电阻
• 放大器

• 滤波
• 模拟-数字转换器
• 误差、噪声、精确度和准确度
• 测量软件分析
• IoT

• 测量系统设计

• 应变
• 力
• 振动
• 位移
• 自动化测量系统

实验列表 实验列表

NI测量套件 NI自动化测量板

• NI ELVIS III

• NI测量套件、NI自动测量板（二选一）
• Multisim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MultisimELVIS III + 自动化测量板NI测量套件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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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原理 - 测试技术

 根据工业数据采集系统设计的课程内容

 认知教学和学生项目相结合，丰富的实践环节设计

 便于拓展和升级的模块化平台

• 传感器工业应用基础概论
• 传感器应用系统认知（传感器概论）
• 传感器应用系统认知（数采硬件）
• 传感器应用系统认知（数采软件）

• 温度采集 - RTD / 热敏电阻/ 热电偶
• 应力应变 - 1/4桥/半桥/全桥/负荷传感/压电传感
• 压力与液位 - 绝压传感器/差压传感器/液位计
• 距离 - 红外距离传感器/超声距离传感器
• 光感 - 光电池/光斩波
• 声音与振动 - 单轴加速度计/三轴加速度计/驻极

• 项目制工业数采系统搭建1：温度采集
系统的选型与搭建

• 项目制工业数采系统搭建2：振动采集
系统的选型与搭建

• 传感器创新应用课程设计

传感器与工业测试（基础篇） 传感器原理

传感器应用

创新项目设计

课程及实验列表

ZY-1000测试平台 软件界面

• ZY-1000测试平台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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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
以控制电路教学为主的专业基础课 

 基于实际电路或真实被控对象

 满足国内主流自动控制原理实验内容需求

 深度集成互联网技术，融合“远程教学”、“多平台访问”、“网络化实验资源”等多个特性

• 典型环节时域相应特性
• 典型系统时域响应与稳定性分析
• 线性系统根轨迹分析
• 线性系统的频域响应

• 线性系统的校正
• 离散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 典型非线性环节静态特性
• 线性系统的状态空间分析

实验列表

• NI ELVIS III

• 经典控制电路教学板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经典控制电路教学板 LabVIEW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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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 
以控制对象教学为主的专业核心课 

 整合一阶和高阶对象，一卡多用，实现多控制对象协同教学

 提供基于LabVIEW和Simulink两种环境的方案，满足不同的教学需求

 匹配国内经典控制教材，助力高校教师快速完成自控原理项目制教学模式改革，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系统工程问题

的能力

• 直流电机模型
• 直流电机速度控制
• 直流电机位置控制
• 倒立摆控制
• 稳定性分析
• 数字控制 (LabVIEW)

• 直流电机/旋转倒立摆系统认知
• 直流电机/旋转倒立摆控制系统辨识
• 直流电机一阶(速度), 二阶(位置)系统时
域分析、线性系统稳定分析法、线性系
统稳态误差计算、PD时域控制器设计

• 基于直流电机模型的根轨迹分析与前馈
补偿器

• 直流电机幅频、相频特性分析
• 超前校正补偿器的设计与验证
• 离散PD控制器设计与稳定性分析
• 旋转倒立摆控制器设计与起摆分析
• 旋转倒立摆状态空间分析

实验列表 实验列表

基于LabVIEW的教学实验 基于Simulink的教学实验

• NI ELVIS III

• Quanser倒立摆实验板卡
• LabVIEW, Mathworks Simulink (二选一)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LVIS III + 倒立摆实验板卡 LabVIEW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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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原理 - 自动化/机电

 针对不同的物理特性和现象，提供11种类型丰富的传感器

 帮助学生轻松学习传感器基础知识，包括收集、校准和调节传感器数据等

 同样适用于学习测量和仪器的基础知识，如信号调理和校准等

• 角位移实验
• 距离和接近度实验
• 温度实验
• 应变实验

• 压力实验
• 触摸实验
• 惯性测量实验

实验列表

• NI ELVIS III

• Quanser机电传感器板卡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LVIS III + 机电传感器板卡 LabVIEW 本地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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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运动与控制

 基于myRIO的感知、决策和执行系统，帮助学生系统学习机器人理论和实践知识

 套件内完全分立式的实验元件，激发学生对工程实践的兴趣并培养动手实验能力

 基于项目式的课程实践，配合三种不同难度的机器人类型，提供更丰富的教学内容

• LabVIEW编程基础
• 感知系统设计与开发
• 执行系统开发
• 算法系统开发
• 通信系统开发
• 基于项目的课程设计实践

实验列表（推荐）

• myRIO

• Pitsco Tetrix Prime机器人套件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移动机器人 平衡臂设计 双轮平衡车 La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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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电

 

 

 

• 心率实验
• 体温实验
• 脉搏实验
• 红外脉搏实验

• 呼吸实验
• 血压实验
• 心电实验
• 脉率实验

实验列表

• NI ELVIS III

• LabVIEW

软硬件推荐

跨学科创新课程实验方案

ELVIS III + 生物医电基础实验板卡

基于ELVIS III平台，专为医学工程相关专业打造

配套多种生物医电实验模块，介绍人体监护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所有实验内容可在配套基础实验系统更新、下载、使用

• 生物医电基础实验套包

配套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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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Web浏览器实现的工程实践教育

挑战

作为远程学习机构，开放大学需要给在远程登录的工程本科生提供真正的工程硬件，而且是具有情感联系的接口，使
得学生可以通过实际操作进行学习。我们承诺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上的现有接口就可
以登录学习页面，而不用下载任何自定义软件。

解决方案

使用NI ELVIS平台，我们创建一个用于托管实验的全自动化实验室。 我们利用近乎即时的点对点A / V连接（webRTC）
用于实时呈现，websockets实现数据和控制，以及自定义 HTML5设计页面风格。 这使学生能够使用标准浏览器与
远程实验设备进行实时交互。

你会认为做工程类的远程教育非常挑战 – 是的，你是对的。但是，所有类型的工科学生在毕业后进入工作，都将面临
国际化的团队，他们和团队成员以及使用的设备都有可能不在同一个地点、甚至不在同一个时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
例如在深海里或遥远的太阳系中、或者更为普遍但同样重要的是，在我们繁华都市的地下基础设施中，工程师可能永
远不会与那些位于远处的传感器、执行器和工具进行“物理地”交互。从一开始就培训学生通过远距离使用设备来探
索工程世界，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优势。但是，首先，教学者必须使教学流程运行顺畅，保证学生可以远程参与学习而
不会因挫折而放弃。开放大学耗资 580万英镑的OpenSTEM实验室正在应对工程课程的这一挑战。

开放大学由 Royal Charter于 1969年建立，是英国领先的、具备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技术增强型学习大学。 它为
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了学习资源。 开放大学最初被设想为“空中大学”，利用电视向整个国家播放讲座。 从那时起，

作者：Dr. Tim Drysdale - The Open University    Prof. Nicholas Braithwaite - The Open University

图1：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上的HTML5接口远程接入实验

通过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远程连接NI ELVIS III的能力不仅适用于远程学
习机构，也适用于所有提供充满活力的实践内容，希望为他们学生的团队协作提
供最大化的灵活性

- Dr. Tim Drysdale, The Open University 

全球教育影响力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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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一直紧跟技术发展演进，寻找最佳教学方法。 它将人作为教学互动的中心，帮助学生克服距离和其他

障碍。 开放大学已经帮助超过 200万被校园教育拒绝的学生接受教育。

在工程教育环境中使用最新的网络技术是开放大学领导地位的另一个重要例子，因为它反映了世界各地工程作业

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工程师通常必须在相当远距离的地方运行他们的装备。

它的重要性还因为当教育者寻求新方法与当代各个学科的学生接触的时候发现，这些出生在移动电话时代的人们

希望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从浏览器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电影、书籍、杂货、学习资源。

The OpenEngineering Lab 开放工程实验室

开放工程实验室（OpenEngineering Lab，简称 OEL）团队采用的创新方法是通过用工程仪器替换视频通话中

的一方来进行点对点沟通。 通过这种方法，无论学生是在美国用移动电话还是在欧洲用笔记本电脑，他们都可

以随时连接参与操作课程，他们的键盘 /触摸屏操作与其它某个地方的仪器和工具上观察到的响应之间没有明显

的延迟，这就为“工程实验室互联网”提供了有效的装备。

通过 OEL，我们的学生可以远程直接连接到众多预配置的工程工作站中的一个（就像传统的教学实验室）。 每

个工作站都基于 NI ELVIS教学平台，将几个最重要的工业级仪器（如示波器，函数发生器，万用表和逻辑分析仪）

组合成一个单一、直观的设备。 此外，NI ELVIS可与可更换实验板结合使用，用于不同学科的教学，例如电路，

控制和通信。 在整个工程课程中，我们的学生与六个不同的实验板进行交互，其中两个是商业上可用的：

       • QNET旋转倒立摆板 - 专为闭环控制实验而设计，可帮助学生直观地与倒立摆进行远程互动。

       • QNET机电一体化执行器板 - 学生使用该板来学习常见电机的基本原理。

另外四个实验是内部设计和开发的：

•光和应变传感器 - 学生控制光和应变传感器（旋转鼓，弯曲光束）的物理环境，并配置传感器接口电路以

了解灵敏度和噪声。

•傅立叶变换 - 具有不同长度的插槽的旋转磁盘允许学生听到电机速度改变引起的频率变化，并观察插槽长

度对放置在插槽下方的光传感器产生的信号的频率成分的影响。

•数字电路 - 74系列 CMOS芯片通过虚拟交换结构连接，学生可以设计和实现组合和顺序逻辑，同时观察

到每个引脚上的逻辑状态。

•测距传感器 - 红外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扫描伪随机物理场景，向学生介绍自动驾驶汽车在监测到危险时面

临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计划再委托两套商业板卡：

• Emona DATEx电通信板 - 学生可以通过组合标准功能块将数据转换为可传输信号，来探索数字通信系统。

• Emona SIGEx信号与系统实验板 - 学生可以配置电路操作信号如用于理解传感器数据或控制机械输出信号。

这些实验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对传感、处理和驱动的启发性理解。 通过结合现代工程的这三大支柱，即使是学生们

的奇思妙想也可以付诸实践。

全球教育影响力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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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在我们电子课程中使用的实验包括(a) Quanser倒立摆，(b) 光和应变传感器，(c) 傅立叶变换，(d) 数字电路，(e) 测
距传感器，以及(f) 电机执行器

图3：实验设备位于机架中，相比于传统实验室，通过3D空间提高利用率

OEL的影响

迄今为止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 在我们运作的第一年，学生可以从超过 200,000个完全验证过的实验课程中选择适

合他们的时间操作。 第一个使用该实验室的课程有 121名电子工程专业学生，他们使用了 600多个实验单元。 我

们还为工作人员和公众提供了额外的数百个实验。 这说明了系统具有处理极大学生群体的能力以及在线托管实验所

需要的可用时间的增加。 我们的一位学生说：

我发现 OEL是一种将“动手”的维度添加到模块的绝佳方式。 通过远程学习，为学生提供硬件包是非常困难的。 

OEL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发现各种实验都很有启发性 ; 他们增加了我对优秀课程材料的理解。 它还提供了安

全的环境。 此外，即使我在Barbados休假，实验室仍然允许我继续使用该模块 - 真正提供全球接入，这是很好的平台！

在撰写本文时，我们提供了 45个连网的工作站，有六种不同类型的实验。实验组合每隔几个月就会发生变化，以适

应课程材料的重点，这使得管理实验室成为一项重大挑战。在满负荷运行时，OEL可以在任何时候同时进行 198个

实验，以及每周进行的变更。您不会想要手工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满足我们当前和未来的需求，OEL团队建立了

一个自动化管理系统，负责每小时更换密码，在可接受的参数范围内检查实验设备功能，并将学生连接到正确的设备，

无论他们是单独操作还是组团操作。实现这个任务需要的代码堪比一般的小说！能成功运行的原因之一是 NI ELVIS

工作站极其稳固的性能，支撑着每个实验，并提供了物理世界与websockets和网络数据包世界之间的联系。

全球教育影响力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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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的 OpenSTEM实验室团队和 OEL项目成功获得了以下奖项：2017年杰出数字创新奖，泰晤士高等教育领

导和管理奖之一 ;2018年卫报卓越教学奖和 2018年全球在线实验室联盟的远程实验奖。

下一代 NI ELVIS

NI ELVIS III 的推出，包括了许多“互联网”功能，这是一个及时的发展。 从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远程

连接到 NI ELVIS III 的能力不仅适用于远程学习机构，而且适用于任何具有蓬勃发展的实践内容的高校，他们希

望为学生提供团队工作最大的灵活性，而无论那个时候小组成员身处何处。 如果他们都在房间里，那么他们可

以同时在 NI ELVIS 板的不同部分上工作。 如果小组成员从其他地方访问设备，那么 NI ELVIS III 可以减轻这样

做的难度。

丰富的 NI ELVIS 生态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可以自动识别连接的电路板，无需外部电源，两者都有助于管理

灵活的实验室。基于 FPGA 的硬件系统还降低了需要硬件定时执行器和传感器的定制实验板卡的复杂性，因为它

们可以直接从 NI ELVIS III 驱动。 这些发展必将促进工程教育的持续发展和加强，无论是面对面还是远程的教学。

结论

在这个时代，学生们期望他们想要的一切，在他们想要的时候，在浏览器中，工程教育者能否忽视这些可能性？ 

也许通过在数小时后提供额外的实验机会可以提高现有实验室的利用率，或者通过提供有危险性或环境挑战性的

行业相关设备来提高教学实验室的真实性。 即使在讲座开始前五分钟更改了房间分配，实验也可以直接从演讲

厅接入使用，这不仅仅是偶然的便利。 通过提供更真实的学习环境，基于对等通信的创新将学生置于工程实验

室互联的先锋位置。

全球教育影响力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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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研及工程应用案例



46

利用 NI PXI模块化仪器和后期处理软件，构建基于
CDMA方法的 64x64 MIMO并行信道探测硬件

挑战

随着发射和接收天线数量的增加，我们必须捕获动态信道特性并开发真实的信道模型，以在未来的无线网络中实现频
谱和能效设计（SEED）目标。 这项艰巨的任务包括：

•多通道皮秒级同步

•实时存储多个原始测量数据通道

•高速并行校准方法，以补偿非理想的通道响应

•基于混叠MIMO信道信号的高精度信道参数估计

解决方案

我们使用 NI产品开发了针对低于 6 GHz频谱和毫米波的并行信道探测器平台。 该平台支持 8x8路径，且可扩展至
64x64，在低于 6 GHz频段下支持 200 MHz/ch带宽，在毫米波频段下支持 2x2和 2 GHz/ch带宽。 我们的平台通
过以下方法解决了上述挑战：

•皮秒级同步 - 为了实现准确的 AoA/DoA估计，我们设计了一种同

步方法，将所有 TX/RX通道之间的偏差限制在大约 30 ps的参考值，
如 NI-TClk技术。

•51.2 Gbps并行数据流 - 我们基于 DMA-FIFO的数据流方法可以利

用背板总线的巨大带宽，并使用零拷贝技术通过避免额外的拷贝和状
态转换来有效地减少延迟。

•高速校准方法 - 与传统方法不同，我们的MIMO校准可以通过

MIMO耦合器发送 PN序列来快速实现MIMO RF信道的响应，
MIMO耦合器的频率响只需在接收器端分离时进行一次测量即可。

• www.wise.sh-我们建立了一个在线共享开放式信道测量数据库来方便研

究。 该数据库包含了并行信道探测器平台测量的所有数据。

下一步

在软件方面，我们将通过比较测量结果和射线追踪软件来完成估计结果的
验证。 在探测器平台方面，对于低于 6GHz的的频段，我们将系统扩展到
64x64通道，而在毫米波频段，我们将系统扩展为 110 GHz信道探测器。

王浩文和杨旸博士，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

图1. MIMO并行信道探测器平台

图2.空间域并行SAGE算法的校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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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D2D通信实验 SDR平台

挑战

经证明，D2D通信可以显着提高蜂窝网络的频谱和能量效率，因此被认为是即将到来的 5G网络的关键特征。 尽管
对该主题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但学术界仍然缺乏关键的工具来评估和进一步探索 D2D通信技术在现实条件下的潜
力。 带内 D2D通信尤其如此，因为 D2D链路必须使用许可的蜂窝频率。

解决方案

我们的实验性 SDR平台基于 NI USRP RIO和 LabVIEW Communications 

LTE应用框架，我们将其扩展为允许一个 eNodeB使用正交频分复用接入
（OFDMA）同时服务多个用户设备（UE）设备。 我们进一步将框架的
UE设计扩展为具有多个OFDMA复用的上行链路传输和上行链路接收器。 

这些扩展使我们能够将部分上行链路频谱用于 UE设备之间的 D2D信道。 

我们的系统可以以两种模式运行。 在传统下行链路模式中，eNodeB将每
个 UE设备的有效载荷数据直接发送到相应的 UE。 在 D2D中继模式中，
它将具有更好下行链路信道的 UE设备的有效载荷数据发送到 UE设备，
然后经由 D2D信道中继其他 UE设备的有效载荷。 我们的 eNodeB包含
一个轻量级质量感知的调度程序，允许根据所报告的信道质量在两种模式
之间进行动态切换。

下一步

为了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平台，我们正在探索将带外频段集成到我们的系
统和非集中调度方法中，以便 UE设备可以在没有蜂窝基础设施的情况
下组织 D2D传输。

Max Engelhardt博士，Arash Asadi博士，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NI LabVIEW平台无疑可以加速SDR原型验证，但许多其他SDR平台也可以。  NI
与其他公司的区别在于其团队非常支持我们的新想法，包括研发。对于当今努力
探索技术极限的研究人员来说，这种支持是无价的。

- Arash Asadi博士，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图1.在传统下行链路模式中，每个UE设备直接通
过下行链路信道接收其有效载荷。

图2.在D2D中继模式中，具有更好下行链路信道
的UE设备经由D2D信道中继其他UE设备的有效
载荷数据，以此来管理两个UE设备的网络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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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传感器融合的 ADAS开发硬件在环测试平台

挑战

如今，许多汽车都拥有多种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 (ADAS)，这些系统基于不同的传感器，如雷达、摄像头、激光雷达
或超声波。 过去，这些传感器分别执行特定功能，并且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与另一个传感器共享信息。 如果传感器
数据足够并且通信到位，就可以使用智能算法来实现自动驾驶系统。

解决方案

Altran Italia已将创新的雷达目标模拟器和 3D虚拟道路情景模拟器集成到硬件在环 (HIL)系统中，构成了一个基于场
景的测试平台，该测试平台可完全同步摄像机和雷达数据，以验证传感器融合算法。

3D场景是基于 Unity 3D图形引擎创建的，可完全针对各种车道、照明条件和轨道类型进行配置。 该图形引擎接收
PXI系统采集到的制动踏板数据、油门数据和转向角位置数据， 然后输出车辆速度以及 NI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VRTS)

所需的信息，生成 76 GHz至 81 GHz RF信号，以重现雷达目标和反射信号。

当代汽车的传感器融合

传感器融合与所有类型的传感器相关。 典型的例子是将前置摄像头和前置雷达提供的信息融合在一起。 摄像头

只能在可见光谱下工作，不适用于雨天、浓雾、太阳眩光和黑暗等环境，但是在颜色识别方便（例如道路标记）

具有高度可靠性。 而雷达，即使在低分辨率下，也可用于探测距离，而且环境条件对雷达没有太大影响。

Giuseppe Doronzo，Marino Difino和Mtteo Moriotti，Altran Italia公司

Altran Italia已将创新的雷达目标模拟器和3D虚拟道路情景模拟器集成到硬件在
环(HIL)系统中，以生成基于场景的测试平台，该测试平台可完全同步摄像机和雷
达数据，以验证传感器融合算法。

- Altran Italia某测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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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前置摄像头和雷达传感器的典型 ADAS功能包括：

•自适应巡航控制 (ACC) - 适应交通状况的速度。 当前方

车辆的距离低于安全阈值时，速度会降低。 当道路畅通
或到下一辆车的距离在可接受范围内时，ACC会加速回
到设定的速度。

•自动紧急制动 (AEB) - 通过降低特定碰撞情况下的速度

或在危急情况下警告驾驶员来控制制动系统。

系统扩展

由一个 NI矢量信号收发器 (VST)和一个mmWave射频头组
成的系统可以生成两个具有相同到达角的目标。 由于系统的
灵活性，我们可以轻松扩展系统来模拟具有多个到达角的多个
目标。 基于四个 VST和四个mmWave射频头的配置可以模
拟具有四个到达角的八个不同目标。

结论

ADAS 系统对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实际车辆测试之前，

先在实验室进行测试至关重要。 这种验证方式意味着我们可

以在整车生产出来之前先进行验证，以在生产过程中及时采

取纠正措施。 由于可以提前进行测试，而且系统可以无时无

刻全天候工作，因此总体开发时间大大减少。 与使用组装车

进行测试相比，我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执行

非回归测试。

作为工程和研发 (ER ＆ D) 服务的全球领导者，Altran 通过

开发面向未来的产品和服务为其客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新

方式。 从概念到工业化，Altran 始终与客户并肩奋斗，确保

项目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成功。

图1. ADAS HIL测试环境

图2.包含八个目标和四个到达角的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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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硬件在环仿真加快斯巴鲁混合动力车的测试速度

挑战

基于自动化测试开发新的验证系统来满足斯巴鲁第一款量产混合动力车 Subaru XV Crosstrek Hybrid的电子控制单元
(ECU)质量控制等级要求，并建立了使用真实机器难以实现的严苛测试环境。

解决方案

使用NI FlexRIO平台开发一个验证系统，该系统可以自动执行所有可能的测试模式，并且复制某些最严苛的测试环境，
尽可能保障最高的用户安全等级，同时达到所需的控制等级、满足严苛的时间进度要求。

如今，汽车配备了大量的 ECU来管理汽车的丰富功能和高级控制需求。 对于混合动力车，马达 ECU发挥着更复杂
的角色，除了要管理自身的动力系统之外，还要管理传统引擎和电子马达之间的交互。

富士重工业株式会社是斯巴鲁的母公司，开发出首款混合动力车：Subaru XV Crosstrek Hybrid。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
为日本国内和北美市场提供一款量产的混合动力车款。 我们的工程师开发出用于早期混合原型的马达 ECU，不过该
组件无法满足严苛的汽车上市需求。 量产车型的 ECU必须具备丰富的控制功能，才能够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避免车体
损坏、确保驾驶员与乘客安全，即使是在实体硬件测试中不可能出现或不切实际的情况也是一样。

例如，在路面结冰的驾驶条件下，车轮在加速过程中可能会突然失去牵引力。 这可能会造成加速期间马达速度急剧
增加，需要小心操控车辆。 然而，测功仪无法完全复制这种安全性行为，而且在测试跑道上复制这一行为会非常耗时，
难度也很高。 由于这类特定安全条件所需的复杂控制算法必须经过开发与验证，因此在测试过程中需要考虑外界运
行条件才能满足量产车款的质量等级要求。

一种全新的方法

我们的工程师把 ECU连接至实时电动机仿真来测试和验证各种条件，包含在传统机械测试中可能会损坏系统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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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条件。 他们开发出一种机制来确保这种软件仿真方法能够实现成功测试的三个主要目标：

•在各种条件下验证 ECU的功能，包含难以建立或复制的极端环境

•将测试用例与需求关联起来，确保完整的测试覆盖范围

•轻松执行回归测试，以便快速验证设计迭代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的工程团队采用 V型模式来启动设计与验证过程 (图 1)。 图中显示的是一种适用于嵌入式
软件设计与部署验证的分段式方法，其中包含了每个阶段的测试点。 在设计过程的多个阶段中，团队会需要使用硬
件在环 (HIL)系统，通过可精确模拟真实汽车发动机的实时发动机仿真来验证发动机 ECU。 此外，HIL系统还可帮
助我们的工程师自动记录测试结果，并在 ECU修改过后自动执行回归测试，从而满足可追溯性需求。

成功的系统

我们开发了一个全新的验证系统，由一个真实发动机 ECU和一个仿真发动机运行的 HIL系统组成，如图 2所示。 

HIL系统可通过设置电感和电阻等物理参数来模拟马达各种运行条件。 此外还可以设置故障条件等各种电力电子参
数以及不同的测试情境，比如说不同负载扭矩和转速的组合。 只需在测试期间修改一个参数，HIL系统就可以轻松
仿真复杂的测试情境，例如上述失去牵引力的情况，甚至是可能会损坏实体硬件的逆变器电力电子故障。 如果操作
人员需要某种测试模式，HIL系统就会像实际发动机一样进行响应，而且还可以交叉引用整体系统响应，以便确认控
制人员可安全操控测试用例。

图 1. 发动机ECU的开发过程（V型模式）

图2. 基于HIIL系统的验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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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过程所需的计算性能非常高，我们认为 NI是唯一 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供货商。 我们的核心系统硬件采用
NI FlexRIO FPGA模块，这是一款搭载 FPGA芯片且基于 PXI的控制器。 这些模块会执行一个用于模拟发动机运行
的模型，所有程序均使用 NI LabVIEW系统设计软件进行部署。

我们以 Excel电子表格的形式创建了一个测试情境，顺序执行每个测试模式。 我们把执行时间步长设置为 1 ms，并
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在 Excel电子表格中描述测试条件，包括扭矩和转速。 发动机 ECU会根据这些条件运行，并
将信号（如脉宽调制信号）发送至 HIL系统。 HIL系统收到这些信号后，就会仿真实际发动机的运行。 具体来说，
运算过程执行后，结果将以与实际发动机相同的速率输出。 所得出的代表扭矩和三相电流的信号将会返回至发动机
ECU。

我们使用 LabVIEW自动执行验证过程，读取和执行测试情境的 Excel电子表格，并且把获取到的结果自动写入
Excel电子表格，以便生成测试报告。 针对此过程，我们的工程团队在 Excel内使用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选择 NI平台的优势

在HIL系统中，仿真循环速率 (相当于仿真的时间分辨率 ) 是一个关键要素。 对于发动机 ECU，循环速率必须低于 1.2 

µs才能使仿真器运行。 其他厂商的大多数仿真平台都会在 CPU上执行运算，导致循环速率介于 5 µs ~ 50 µs之间。

NI FlexRIO使用 FPGA进行控制和运算来满足处理需求，这也给运算处理性能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我们之所以决定
采用 NI FlexRIO平台主要是因为该平台可达到 1.2 µs的仿真速率。 此外，NI FlexRIO内置有高容量的动态随机存取
内存，这允许我们使用 JSOL公司的 JMAG软件工具链所提供的 JMAG-RT模型， 从而使得该系统能够非常逼真地
呈现真实发动机的高度非线性特性。

而且我们的工程师能够使用 NI LabVIEW FPGA模块在 NI FlexRIO设备上以图形化方式编程 FPGA，从而能够在短
时间内使用 FPGA技术开发系统，无需学习硬件描述语言等基于文本的语言。

所有开发出来的测试模式仅在 118个小时内就能自动执行完毕。 手动执行所有测试的话大约需要 2,300个小时。 自
动化测试还可以降低风险，减少因手动测试出错而多花费的时间。 HIL系统还可大幅减少安装设置步骤，例如发动
机测试平台和测试汽车的准备工作，从而进一步节省了开发时间，而且该系统也不需要测试人员具备高压设备操作资
格。

工程团队针对每个测试情境都事先准备一个 Excel电子表格，用于测试结果报告以及每隔 1 ms保存一次仿真扭矩和
三相电流值。 HIL测试得到的值会按顺序写入 Excel表格并与预期的值进行对比来确定测试结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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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借助 NI成为智慧港机设备行业先行者
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的变革都处于初级阶段。然而，随着物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新一轮工业革命即将迎来新的突
破点。但工业物联网 (IIoT)产生的数据往往具有很大的体量，如何解决日趋复杂的设备远程监控运维难题，以及因
种类繁多的传感器、与大量已启用设备而产生的工业大数据（Big Analog Data） 的问题是很大的挑战，市场迫切
需要有效的分布式数据采集与状态监测方案！

振华重工在港机设备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振华重工产品已遍布全球
101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约 300个码头，且以在全球港机市场连
续 20年 70%以上的占有率，保持行业第一。在此情况下，如何继
续保持高增长？

据悉，振华有 10000多台起重机设备在全世界运行，其中很大一批
设备服役周期超过了 10年。重型设备的监测是极其复杂的，以起重
机为例，振华重工列出了与安全、故障和寿命密切相关的 50多个关
键部位，通过在这些部位上安装位移、应力、振动、温度、液位等传
感器采集起重机的运行数据，实现对起重机的结构安全评估、机构的
故障诊断和预测以及零部件的寿命预估至关重要。

解决方案

为了能让振华的港机设备可以更长久可靠地运行，振华重工、
NI和微软围绕港机装备的远程监测与诊断、智能维保等打造完
整的解决方案，为服役中的港机设备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这些港机上的传感器数据首先被采集到 NI的数据采集装置中进
行处理，利用边缘算法进行故障诊断，然后经过处理的数据被
发送到码头本地的服务器或上传到 ZPMC远程维护云平台，再
利用微软 Azure平台上的机器学习算法和工具，结合 ZPMC的
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数据分析和挖掘，最后利用 Power BI实
现各种应用结果的展示。

凭借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多年的经验，NI可提供灵活、开放且稳定的软
硬件解决方案，通过有效的整合、简便的布署与实用的数据管理方式
来提升系统性能，使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新产品更加智能。

工业资产的状态监测、预测性维护等，已经成为制造行业不可所缺的

关键技术之一。在传感器种类庞杂、量测速度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工

业大数据的处理也成为今日制造业的一大挑战。

借助 OT 端的 NI 平台及 IT 端的 Microsoft 云平台，无论是对于振华

上海振华重工智慧产业集团研发中心技术总监孙
斌、微软AI商用部/微软AI及研究事业部资深产品总
监缪玉峰、NI 大中华区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行业

拓展经理郭翘在2018 NIDays发表演讲

NI分布式数据采集，边缘计算方案与微软Azure平台
强强联手

振华重工智慧港口机械设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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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已经在使用的港口码头设备、还是对于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全自动

化港口码头解决方案，振华重工都能以创新技术保证其持续在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同时，我们希望 NI 在 OT 端开放的边缘计算平台化理念，

能帮助更多的中国制造企业更上一个台阶。

IIoT 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生态圈的培养， NI 与振华重工的港机设备工业

物联网方案融合了NI与振华重工的两大公司的优势，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对于推动 IIoT 生态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振

华重工未来计划将起重机智能监测与诊断系统推广到 ZPMC 所有的起重机机型上，同时继续加深与包括 NI 和微软

在内的伙伴的合作，开发在线故障诊断、剩余寿命预估和智能维护决策等应用，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智能运维服务。

OT+IT 平台构建智慧港口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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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健康监测系统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的监测系统基于全寿命期监管养护的理念，从工
程设计、建设期开始研究建立一体化的结构监管养护平台，从大桥设计、
建设到运营管理、养护给出系统性的咨询和建议，并期在工程寿命期
限内可持续发挥作用，成为港珠澳大桥“私人医生”，最大可能辅助
管养，为港珠澳大桥安全高效的运管维护提供技术保障。

大跨度分布式系统对港珠澳大桥进行全天候监测。分布部署在结构体
内的各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系统是整个监测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负
责直接对港珠澳大桥主体
工程桥隧结构的各类型传
感器信号进行全天候监测

和处理，为监测系统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而 NI的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系统不仅要具有良好开放性、灵活性和稳
定性，对不同类型的信号进行基于同一时基的连续采集和信号处理，
而且要具备高性能的时钟和触发同步功能，便于不同系统之间能够进
行精确的同步采集。基于 NI软硬件的监测系统还要提供强大的实时计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健康监测系统用户操作界面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健康监测系统现场安装图

挑战

2018年 10月 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珠海举行。港珠澳大桥跨越珠江口伶仃洋海域，是连接香港、珠海、
澳门两岸三地的大型跨海通道，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标准最高的工程之一。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健康
监测系统涉及的结构众多、技术复杂、点多面广，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中规模最大、类型最多健康监测系统。

解决方案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基于 NI cRIO工业级测控平台及相关的功能模块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健康监测保驾护航。中
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接了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健康监测系统项目，负责整个大桥的主体健康监测系统的建
设实施与运行维护。

江海航道桥测点布置图
注：图片来自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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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能力以应对相关实时信号处理算法的部署和运行需求。另外，恶劣
的海洋性环境气候及桥面路况影响对系统的严苛环境适应性也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NI的系统联盟商上海磐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甄选为其供应商及合作伙伴，负责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健康
监测系统项目提供高可靠、高性能的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系统和相关
的专业集成服务。为应对和满足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系统的复杂的功
能要求及苛刻的实际应用需求，磐翰与 NI推荐选用具备严苛环境适用

性的 NI cRIO工业级测控平台及相关的功能模块来构建该系统。

具体而言，九洲航道桥、江海航道桥和青州航道桥等三个通航桥分别配置多套 cRIO高可靠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系统，
对桥梁结构振动、索振动、风速风向、倾斜、位移和温湿度等信号进行基于 GPS的精确同步采集和实时信号处理。
非通航孔桥及隧道配置多套 cRIO高可靠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系统，对桥梁、隧道及人工岛结构的倾斜、位移和温
湿度等信号进行采集和实时信号处理。

共计二十多套 cRIO高可靠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系统组成一个典型的大跨度分布式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协同工作，
对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桥隧结构的相关信号进行全天候监测、处理和存储，为整个健康监测系统提供灵活、强大的
底层数据支持，进而为港珠澳大桥安全高效的运管维护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人工岛测点布置图
注：图片来自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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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abVIEW和 NI Single-Board RIO搭建
智能电网监控系统

挑战

设计一个高成本效益智能现代电网监控系统。

解决方案

使用 NI产品开发智能传感器系统，实时连续监测和控制电网的运行。

当前，电力系统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电网系统需要将各种来源的电力配送给各地的消费者。为了提高效率，电网系统
应该采用智能控制的方式运作，确保流进 /出电网的电力满足实时连续的要求。目前在许多国家，由于设备故障、电
力干扰和断电等因素，导致电网系统尚且无法实现稳定有效的电力供应。

解决问题关键是准确地监测电网，以确保不断电 /停电。为此，我们利用创新型技术搭建了一个实时的智能电网系统，
帮助电力公司监测其系统。

智能电网系统

基于 NI Single-Board RIO可重配置嵌入式系统在智能电网控制上的优异表现，我们选择它作为系统开发平台。NI 

Single-Board RIO平台包含板载实时处理器、可重配置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模拟和数字 I / O，具有实时、并
行处理、体积小巧、低成本等优点。在我们搭建的系统中， NI Single-Board RIO设备扮演了三个角色：数据采集和
处理主系统、电源和调制解调器子板卡。其中，数据采集、控制、网络和数据记录算法通过用户可配置应用程序在实
时终端上进行编译

我们开发的用户可配置应用程序称为电站主配置工具 (Station Master Configuration Tool, StatMAC)，该工具使用 NI 

LabVIEW图形化开发软件来执行如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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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协议配置

•本地数据记录

•数字 I / O

•模拟输入

•设备参数设置

该智能电网系统支持使用远程终端 (RTU)模式的标准Modbus协议、DLMS、DNP和 IEC101等多种通讯协议。同时，
各单元可以通过有线 RS232/485、以太网 LAN和 Internet网络或无线 GSM/ SMS、GPRS/ FTP和 GSM/数据等多
种方式进行通信。

随着电网系统的发展，未来数字和模拟通道的数量也会逐渐增加。为了满足后续升级需求，该系统配备扩展插槽，
使用户可以插入 NI C系列模块来扩展 I / O通道。

例如印度拉贾斯坦邦正在开展 RAPDRP项目，大规模部署智能电网，近 2,820个智能电网单元被部署覆盖 Discom

的所有区域。电表采集的数据通过 GPRS通信传输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的MDM对来自各地变电站的海量数据进
行长期存储和管理。同时，系统通过Web发布在线信息、趋势、报警和报告。

每一单元可以监视和控制断路器、变压器、电容器和电池等开关设备。在安装完毕后，该系统将提升对电网的监控能力，
提高整个电网系统的可靠性，赢得电力公司对智能电网系统的认可。

结论

我们使用 NI Single-Board RIO开发的智能电网单元是一个低成本的可靠解决方案，它具有独特的灵活性，可满足自
动化系统的各种需求。使用 NI软硬件平台使得我们更具有技术优势，同时，在系统开发过程中 NI也提供出色的本
地化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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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细胞作为生命的基本元素，存在于复杂的微观环境中。 由于缺乏能够在 3D环境下以足够小的长度比例来操控细胞
的技术，科学家无法对这些结构进行准确的研究。 开发这一工具将使人们能够更详细地了解细胞功能，并可以加速
未来药品和治疗方法的开发。

解决方法

使用 LabVIEW和视觉开发模块创建一个复杂平台，使用红外激光能同时放置多个干细胞。 我们的 LabVIEW界面可
以让用户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即可在 3D环境下放置单个细胞，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详细地研究细
胞微观环境。

由于生成全息影像的软件非常复杂，要求准确控制施加到每 SLM像素的电压。LabVIEW界面可以使用户同时控制
多种类型的活细胞和 /或合成对象 我们开发了一个复杂的 LabVIEW应用，通过直观的用户界面呈现了这一复杂的处
理和仪器控制过程。这对于背景各异的科学家们来说非常有利，尤其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计算机编程经验。如果
要捕获活干细胞等微观对象，操作者只需使用鼠标双击由连接至显微镜的摄像头传输的实时图像，在所需区域生成
陷阱。 一旦捕获细胞，则可通过简单的单击并拖动快速重新放置。 LabVIEW界面还支持使用数值输入控制实现 x、
y和 z方向上超高精度的亚微米级细胞定位。LabVIEW界面可以让用户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即可在 3D环境下放置单
个细胞，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详细地研究细胞微观环境。

阅读完整的用户案例，请参考：bit.ly/1Hfn6b3

全息镊子：在 3D环境下使用 LabVIEW放置活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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