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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您的實驗驗證，可以在今天就看到結果!! 
 

 

應用 
 透過 USB 套件擷取所需資料 

 整合擷取資料進行分析 

 資料圖形分析及視覺化 

 資料報告展示 
 

特色 
 適用於 Windows 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軟體  

 利用 USB 匯流排供應電源使系統便於攜帶及使用  

 包含可立即執行的免費資料記錄軟體  

 多功能 I/O 讓學習者立即執行量測以及資料記錄  

 簡易安裝的端子接頭及隨插即用的 USB 介面  

 提供驗證電路板及零組件讓你立即看到驗證結果 

 8 條類比輸入通道，12-16 位元的解析度，取樣比可高達 50kS/s 
 

  
USB9501 系列是針對學生或初學工程人員所設計的高品質低價位實驗用資料擷取套件此套件包含硬體、

軟體及附件，供初學者學習資料擷取的基本理論及應用，使用者可利用套件中所使提供的範例程式、函

式庫、套件硬體配合筆記型電腦或桌上電腦執行資料收集、記錄、控制以及驗證軟體功能等實驗，使用

者也可以利用該套件強大的硬體、軟體功能自行撰寫功能性控制軟體或利用套件中的驗證電路板設計驗

證電路板執行較複雜的量測應用和實驗。使用 USB9501 系列資料擷取套件，讓您在最短的時間內看到測

量的結果並迅速提升您對資料擷取、記錄、控制軟體撰寫以及驗證電路板設計的能力。手掌大小的 USB

資料擷取裝置可以提供電源供應器，訊號產生器，三用電表，示波器等功能。讓你一手掌握 4 種不同的

儀器的控制設計方式及輕巧方便的操作。 

 

為求更快的取樣速率、更準確的量測、更多的通道數、以及數位/類比訊號處理的相容性，請採用利安

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其它高效能 USB 資料擷取裝置。 

 
 
 
步驟1: 執 行 光 碟 中 S o f t W I R E 目 錄 內 的

Setup.exe，依照畫面顯示進行安 

裝。   
步驟2: 將 USB 傳輸線一端接到您的 USB 資料擷取模

組，另一端接到電腦上的 USB 接頭，此時電

腦會自動偵測你所安裝的 USB 裝置(如果你的

作業系統是 Windows 98，可能要先安裝 USB

驅動程式)。  

步驟3: 選擇 開始 -> 程式集 -> Measurement 

Computing ->InstaCal，這時候程式就會出現下

列的畫面。表示您電腦已經偵測到您的 USB

資料擷取模組了。 

 

 

 

USB9501-16 資料擷取套件 

安裝 USB9501-16 資料擷取卡的驅動程式 

請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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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輸入確定後，就會將所找到的硬體列出來。 

 

 
步驟5: 輸入 OK 後，InstaCal 會把 USB 資料擷取模組

的驅動程式安裝到電腦上去。 

步驟6: 接下來必須選擇所要開發用的軟體。 

步驟7: 使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 C/C++或 Delphi

開發應用程式，請執行第 2 頁。 

步驟8: 使用 NI LabView 以便迅速看到波形，設計類

比/數位等圖控介面，請執行第 4 頁。 

步驟9: 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請執行第 5

頁。 

步驟10: 使用 MATLAB R2006a 或更新的版本，請由第

11 頁開始執行。 

 

 
 

 

 

 

步驟1: 請先安裝 Microsoft Visual Basic， C/C++或

Delphi 程式設計開發軟體。 

步驟2: 執行光碟中 Unilib\Product\disk1 目錄內的

Setup.exe。  

 

 
 

請按 OK 

安裝 UNIVERSAL LIBRARY 

請按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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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輸入 Next 後，請選擇您會用到的軟體開發程

式，不會用到的程式可以點一下滑鼠，取消

打勾(ˇ)狀態。 

 
步驟4: 輸入 Next 後，請選擇要的程式集目錄。 

 
步驟5: 輸入 Next 後，螢幕上顯示 - 要不要看讀我檔

案(README) 。  

 

 
步驟6: 輸入(N)後， 螢幕上顯示 - 要不要重新開

機。 

 

 

 

步驟7: 選擇開始 -> 程式集 -> 附屬應用程式 -> 

WINDOWS 檔案總管，在 C:\MCC 的目錄下

可以找到開發程式所需要的功能函數。 

 

請按 NEXT 

請按 NEXT 

請按否(N) 

請選擇 Yes 

然後，請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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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請先安裝 National Instrument LabView 程式設

計開發軟體。 

步驟2: 執 行 光 碟 內 UL for LabView 目 錄 內 的

Setup.exe。 

 

 

 
步驟3: 輸入 Next 後，請選擇要的程式集目錄。 

 

 

 

 

 

 
 

安裝 UNIVERSAL LIBRARY for Labview 

請按 Next 

請按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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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請先安裝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 或

2005 程式設計開發軟體。 

步驟2: 執 行 光 碟 中 SoftWIRE 目 錄 內 的

SoftWIRESetup.msi。出現歡迎畫面後。 

  

 

 
步驟3: 輸入 Next 後，請你暫時先把防毒軟體關掉。

 
步驟4: 輸入 Next 後，會出現軟體授權同意書。 

 

 

 

安裝 SoftWIRE 

請按 NEXT 

請按 NEXT 

請選擇 I accept 

請按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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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 輸入 Next 後，會出現準備開始安裝的訊息。

 

 

步驟6: 輸入 Install 後，會出現安裝進度的畫面， 請

不要按到 Cancel 

 
步驟7: 安裝完後，會出現安裝完成的畫面。 

 
 

請按 Finish 

請按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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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執 行 光 碟 中 TracerDaq 目 錄 內 的

TracerDaq.msi。出現歡迎畫面後。 

 

 
步驟2: 輸入 Next 後，請你接著按 Install。 

 
步驟3: 安裝完後，會出現安裝完成的畫面。 

 

安裝 TracerDaq 

請按 NEXT 

請按 Install 

請按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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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碼電組顏色黑棕紅橙黃綠藍紫灰白.  
        數值 0 1 2 3 4 5 6 7 8 9.  
 
色碼電組 顏色金銀、誤差值 ±5% ±10% 
 
色碼中第一環代表個位數 
第二環代表十位數 
第三環代表乘上 10 的指數次方 
第四環代表誤差。 

 

 
LED 燈發射紅外線光源，紅外線感測器接收紅外線光源，200Ω電阻用來保護 LED  
利用類比輸入位元 0，量測當紅外線光源受到阻隔時，紅外線感測器的電壓變化量 
 

USB9501-16 驗證電路板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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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輸出位元0為High,
1 與 16 通電時,  
4 與 8 導通,13 與 9 導通

 
數位輸出位元 0 為 Low
1 與 16 不通電時,  
4 與 6 導通,13 與 11 導

通 

 

 
AD590 電流式溫測 IC 
固定電阻+可變電阻 
當電流經過電組時 
產生對應電壓 
利用類比輸入位元 1 
量測對應電壓的變化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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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電路板說明 
元件品名 電路位置 功能 數量

兩段開關 (橫式） S0～S7 切換數位輸出或是數位輸入 8 

LED L0～L7 數位輸出 位元 0-7 8 

兩段開關（直式） s0～s7 數位輸入 位元 0-7 8 

撥段開關（8 段） SW 1-7 數位輸出 位元 0-7 接到 類比輸入 位元 0-7 1 

40 PIN 雙排針 IDC40 連接 USB 資料擷取卡訊號 PIN 1~40 1 

 

USB9501-16 驗證電路板電路及零件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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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請先將 40 PIN的排線， 接到驗證電路板上，

【注意】排線中紅線的方向必須正確，方向

錯誤可能引起線路短路。 

 
步驟2: 將 USB 連接線一端連接到 USB 資料擷取模

組，另一端連接至電腦。 

 
步驟3: 選 擇 開 始  -> 程 式 集  -> Measurement 

Computing -> InstaCal 

步驟4: 檢查 InstaCal 確定 USB 資料擷取模組是否已經

找到了。 

   

 
 

USB9501-16 驗證電路板與資料擷取卡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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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進入 MATLAB 後，請在 Command Window 輸

入以下指令後按 Enter。 

 
daqhwinfo('mcc')  %檢查 USB 資料擷取卡 
 
步驟2: 您應該可以看到如右圖的訊息 

步驟3: 如果出現錯誤訊息，才執行以下指令 

 
daqregister('mcc')  %註冊 USB 資料擷取卡 
 
步驟4: 接著再重複步驟 1~2，如果仍然無法找到硬

體，請您與我們連絡。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下

方，做數位輸入，以開關控制數位輸入。 

步驟2: 以下的指令，可以讓您控制數位輸入 

 

dio = digitalio('mcc',0);  %初始化數位 I/O 

addline(dio,0:7,'in')     %將數位 I/O 指定輸入 

getvalue(dio)         %將目前數位輸入的值顯示 
 
您可以改變驗證電路板 LED 下面的 16 個開關狀態 

 

getvalue(dio)         %目前數位輸入值會不一樣 
clear             %實驗完畢，將所有變數清除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以下的指令，可以讓您控制數位輸出 

 
dio = digitalio('mcc',0); %初始化數位 I/O 
addline(dio,0:7,'out') %將數位 I/O 指定輸出 
pval = [1 1 1 1 1 1 1 1]; %將陣列 pval 填入，1/Led
亮/TTL high 
putvalue(dio,pval) %將陣列 pval 送到數位輸出 
pval = [0 0 0 0 0 0 0 0]; %將陣列 pval 填入，0/Led
暗/TTL low 
putvalue(dio,pval) %將陣列 pval 送到數位輸出 
clear           %實驗完畢，將所有變數清除 

執行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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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 SW 1-8 的 8 個撥段開關都撥到

ON，讓數位輸出接到類比輸入 

步驟3: 以下的指令，可以讓您控制數位輸出與類比

輸入 

dio = digitalio('mcc',0); %初始化數位 I/O 
addline(dio,0:7,'out') %將數位 I/O 指定輸出 
pval = [1 0 1 0 1 0 1 0]; %將陣列 pval 填入，1/Led
亮/TTL high，0/Led 暗/TTL low 
putvalue(dio,pval) %將陣列 pval 送到數位輸出 
ai = analoginput('mcc',0); %初始化類比輸入通道 
addchannel(ai, [0:1]);  %選擇類比輸入通道 0 和 1 
start(ai);     %啟動類比輸入通道 

data = getdata(ai); %將類比輸入通道 0和 1，放到 data
plot(data)    %將 data 所讀取的值，繪成波形圖 
結果如右上圖所示 

 

接下來，我們改變類比輸入通道為 1 和 2 

首先要清除 ai 

clear ai             %清除類比通道之前的設定

ai = analoginput('mcc',0); %初始化類比輸入通道 
addchannel(ai, [1:2]);  %選擇類比輸入通道 0 和 1 
start(ai);     %啟動類比輸入通道 

data = getdata(ai); %將類比輸入通道 1和 2，放到 data
plot(data)    %將 data 所讀取的值，繪成波形圖 
結果如右下圖所示 

clear             %實驗完畢，將所有變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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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 首先需要確認您的螢幕解析度，必須要在

1024 x 768 以上。完成後按確定！ 

 

 
步驟6: 選擇開始 -> 程式集 -> Measurement Computing -> TracerDaq 

步驟7: Configuration Name 可以自訂，例如 USB 資料擷取模組設定 1 

步驟8: 你可以只選擇 1 個 Plot 按 Enabled, 最多可以選擇 8 個 Plot，紀錄 8 個通道的訊號 

步驟9: Signal Name 可以自訂，例如 類比輸入通道 0 或 數位輸入通道 0 

步驟10: Device Name，記得一定要點選你的 USB 資料擷取模組 (不可保持空白) 

步驟11: Input Type 選擇你要量測類比輸入或是數位輸入 

步驟12: Input Channel 選擇你要量測類比輸入或是數位輸入的第幾個通道 

步驟13: Range 用來決定你的類比數入電壓範圍 

步驟14: 設定完之後記得按 Save，下次進來 TracerDaq 便可以用點選的方式，找回你的設定 

步驟15: 完成後按 OK 

 
 

執行 TracerDaq 

請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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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6: 首先請你按 ，進入檔案輸出選擇畫

面，您可以選擇三種波形輸出檔案格式其中

一種。或是全選也可以。(請注意三種全選的

話，會延遲比較久的時間) 

步驟17: 當您選擇 Save Text File，需要給一個檔案路

徑及檔案名稱，(例如 C:\T.TXT)，完成後按

OK。 

步驟18: 當您選擇 Save EXCEL File，需要給一個檔案

路徑及檔案名稱，(例如 C:\T.XLS)，完成後

按 OK (Worksheet 可以不選，預設為 Sheet1) 

步驟19: 當您選擇 Save Bitmap File，需要給一個檔案

路徑及檔案名稱，(例如 C:\T.BMP)，完成後

按 OK。 

 

 
步驟20: 按下 按鈕程式開始執行 

步驟21: 每個 Plot 所量測到的值，以不同顏色表示 

 

 
步驟22: 量測過程中，您隨時都可以按 ，將波

形儲存起來 

步驟23: 結束時請按  

 

 

執行 Tracer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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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測試 8 個數位輸出通道，操控驗證電路板上的 8 個 LED 

類別: 數位輸出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 

步驟1: 請將光碟內 \Bentech 的目錄 Copy 到 C:\，將

C:\Bentech 的目錄按右鍵選擇內容，將唯獨屬

性更改為不打勾。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3: 執 行 C:\Bentech\Example\ Labview\ 數 位 輸

出.vi，按下 按鈕程式開始執行，點選畫面

上【位元】按鈕，驗證電路板上所對應的 LED

會依順序亮起來，結束請按  

 

 

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操控驗證電路板上的 8 個開關，測試 8 個數位輸入通道 

類別:數位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三用電表 (DC 電壓量測)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下

方，做數位輸入，以開關控制數位輸入。 

步驟2: 執 行 C:\Bentech\Example\ Labview\ 數 位 輸

入.vi，按下 按鈕程式開始執行，調整驗證

電路板上的開關(上下移動)可控制著畫面所

對應的 LED (0-7)，結束請按  

執行 Labview 範例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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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的 8 個數位輸出通道，輸出脈波訊號，測試 8 個類比輸入通道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訊號產生器 (脈波輸出)，示波器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 8 個撥段開關都撥到 ON，讓數

位輸出接到類比輸入 

步驟3: 執 行 C:\Bentech\Example\ Labview\ 類 比 脈

波.vi，按下 按鈕程式開始執行，畫面中

【類比輸出位元】位元值(0-7)的改變可控制脈

波的輸出，驗證電路板上的 LED 會跟位元值

(0-7)的改變順序閃爍.結束請按  

 

 

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的 8 個數位輸出通道，輸出三角波訊號，測試 8 個類比輸入通道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訊號產生器 (三角波輸出)，示波器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 8 個撥段開關都撥到 ON，讓數

位輸出接到類比輸入。 

步驟3: 執 行 C:\Bentech\Example\ Labview\ 類 比 三 角

波.vi，按下 按鈕程式開始執行， 畫面中

【類比輸出位元】位元值(0-7)的改變可控制三

角波的輸出，驗證電路板上的 LED 會跟位元

值(0-7)的改變順序閃爍.結束請按  

 

執行 Labview 範例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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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測試 8 個數位輸出通道，操控驗證電路板上的 8 個 LED 

類別:數位輸出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 
步驟1: 請將光碟內 \Bentech 的目錄 Copy 到 C:\，將

C:\Bentech 的目錄按右鍵選擇內容， 將唯獨

屬性更改為不打勾。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3: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C 語言\數

位輸出\數位輸出.csproj，按下 按鈕程式開

始執行，點選畫面上【位元】開關，驗證電

路板上所對應的 LED 會依順序亮起來，結束

請按 。 

 
 

 

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操控驗證電路板上的 8 個開關，測試 8 個數位輸入通道 

類別:數位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三用電表 (DC 電壓量測)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下

方，做數位輸入，以開關控制數位輸入 

步驟2: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C 語言\數

位輸入\數位輸入.csproj，按下 按鈕程式開

始執行，調整驗證電路板上的開關(上下移

動)可控制著畫面所對應的 LED (0-7)，結束請

按 。 

 

執行 SoftWIRE 範例程式 C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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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的 8 個數位輸出通道，輸出脈波訊號，測試 8 個類比輸入通道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訊號產生器 (脈波輸出)，示波器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 8 個撥段開關都撥到 ON，讓數

位輸入接到類比輸出 

步驟3: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C 語言\類

比脈波\類比脈波.csproj，按下 按鈕程式開

始執行，畫面中【類比輸出位元】位元值(0-7)

的改變可控制脈波的輸出，驗證電路板上的

LED 會跟位元值(0-7)的改變順序閃爍.結束請

按 。 

 
 

 

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的 8 個數位輸出通道，輸出三角波訊號，測試 8 個類比輸入通道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訊號產生器 (三角波輸出)，示波器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 8 個撥段開關都撥到 ON，讓數

位輸入接到類比輸出 

步驟3: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C 語言\類

比三角波\類比三角波.csproj，按下 按鈕程

式開始執行，畫面中【類比輸出位元】位元

值(0-7)的改變可控制三角波的輸出，驗證電

路板上的 LED 會跟位元值(0-7)的改變順序閃

爍.結束請按 。 

 
 

執行 SoftWIRE 範例程式 C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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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測試 8 個數位輸出通道，操控驗證電路板上的 8 個 LED 

類別:數位輸出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 
步驟1: 請將光碟內 \Bentech 的目錄 Copy 到 C:\，將

C:\Bentech 的目錄按右鍵選擇內容， 將唯獨

屬性更改為不打勾。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3: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BASIC 語

言\數位輸出\數位輸出.vbproj，按下 按鈕

程式開始執行，點選畫面上【位元】開關，

驗證電路板上所對應的 LED 會依順序亮起

來，結束請按 。 

 
 

 

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操控驗證電路板上的 8 個開關，測試 8 個數位輸入通道 

類別:數位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三用電表 (DC 電壓量測)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下

方，做數位輸入，以開關控制數位輸入 

步驟2: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BASIC 語

言\數位輸入\數位輸入.vbproj，按下 按鈕

程式開始執行，調整驗證電路板上的開關(上

下移動)可控制著畫面所對應的 LED (0-7)，結

束請按 。 

 

執行 SoftWIRE 範例程式 Basic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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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的 8 個數位輸出通道，輸出脈波訊號，測試 8 個類比輸入通道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訊號產生器 (脈波輸出)，示波器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 8 個撥段開關都撥到 ON，讓數

位輸入接到類比輸出 

步驟3: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BASIC 語

言\類比脈波\類比脈波.vbproj，按下 按鈕

程式開始執行，畫面中【類比輸出位元】位

元值(0-7)的改變可控制脈波的輸出，驗證電

路板上的 LED 會跟位元值(0-7)的改變順序閃

爍.結束請按 。 

 
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的 8 個數位輸出通道，輸出三角波訊號，測試 8 個類比輸入通道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訊號產生器 (三角波輸出)，示波器 
步驟1: 將驗證電路板最上面的 8 個開關都撥到上

方，做數位輸出，控制 LED 燈 

步驟2: 將驗證電路板 8 個撥段開關都撥到 ON，讓數

位輸入接到類比輸出 

步驟3: 執行 C:\Bentech\Example\ SoftWIRE\BASIC 語

言\類比三角波\類比三角波.vbproj，按下

按鈕程式開始執行，畫面中【類比輸出位元】

位元值(0-7)的改變可控制三角波的輸出，驗

證電路板上的 LED 會跟位元值(0-7)的改變順

序閃爍.結束請按 。 

 

執行 SoftWIRE 範例程式 Basic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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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控制家電電源 AC110V 

類別:數位輸出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   

注意: 您有可能會觸電 
使用前，請先將電源線接到驗證電路板，最後才接到

AC110 電源。 

使用後，請先移除 AC110 電源，最後才移除驗證電路

板的電源線。 
步驟1: 選擇所需要的零件， 這裡示範所選擇的是

Relay 和 LED 

步驟2: 選擇所需要的 PIN 腳，這裡所選擇要使用的

PIN 腳為:  

PIN 21:DIO 0  

PIN39: PC +5V， PIN 40: GND 

步驟3: Relay 是數位輸出， 所以使用 PIN 21 設定為數

位輸出，使用到市電 AC110 控制.vi (附註：

LED 是用來表是 RELAY 是否工作正常，所以

接到 VCC 及 GND) 

步驟4: 此套件可以應用一般家電上， 作電器控制

（注意: 電壓為 AC110V， 高瓦特數電器不宜

使用，例如吹風機， 電熱水器，該 RELAY

最大功率輸出 24W） 
 

 

元件品名 電路位置 功能 數量

LED L0 用來檢測 Relay 是否工作正常 1 

三孔壓接端子座 AC 連接到市電 AC110V 1 

Relay Relay 透過數位輸出 位元 0 DC5V 控制 市電 AC110V 1 

40 PIN 雙排針 IDC40 連接 USB 資料擷取卡訊號 PIN 1~40 1  
 

USB9501-16 資料擷取套件實作範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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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偵測是否有人接近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三用電表 (DC 電壓量測) 

步驟1: 選擇所需要的零件，這裡示範所選擇的是人

體紅外線感測器 

步驟2: 選擇所需要的 PIN 腳，這裡所選擇要使用的的

PIN 腳為:  

PIN 1: CH0 IN ， PIN 2: AGND 

PIN39: PC +5V， PIN 40: GND 

步驟3: 人體紅外線感測器是類比輸入，使用到人體

紅外線.vi (附註： 有人接近時，出現狗吠的

畫面，和狗叫聲) 

步驟4: 此套件可以應用在防盜安全上 
 

元件品名 電路位置 功能 數量

人體紅外線感測 IC Human IR 透過類比輸入 位元 0 偵測人體紅外線 1 

40 PIN 雙排針 IDC40 連接 USB 資料擷取卡訊號 PIN 1~40 1  
 

USB9501-16 資料擷取套件實作範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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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測量溫度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三用電表 (DC 電流量測) 

步驟1: 選擇所需要的零件， 這裡示範所選擇的是溫

度感測器（電流輸出型） 

步驟2: 選擇所需要的 PIN 腳，這裡所選擇要使用的

PIN 腳為:  

PIN 3: CH1 IN ，PIN 4: AGND 

PIN39: PC +5V， PIN 40: GND 

步驟3: 溫度感測器是電流輸出，所以必須加一顆

1.2KΩ的電阻，將電流變化，轉換成電壓變

化，這樣類比輸入才能量測到，使用到溫度

量測.vi  

步驟4: 此套件應用在測量溫度上 
 

元件品名 電路位置 功能 數量

溫度感測器 Temp. Sensor 透過類比輸入 位元 1 量測溫度 1 

40 PIN 雙排針 IDC40 連接 USB 資料擷取卡訊號 PIN 1~40 1 

910 ohm 固定電阻 910 ohm 用來將溫度感測的電流量轉為電壓量 1 

250 ohm 可變電阻 VR 250 ohm 用來作溫度的微調 (固定電流量 x 變化電阻量) 1  
 

USB9501-16 資料擷取套件實作範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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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以聲音控制家電電源

AC110V 

類別:數位輸出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 

注意: 您有可能會觸電 
使用前，請先將電源線接到驗證電路板，最後才接到

AC110 電源。 

使用後，請先移除 AC110 電源，最後才移除驗證電路

板的電源線。 
步驟1: 選擇所需要的零件， 這裡示範所選擇的是

Relay 和 LED 

步驟2: 選擇所需要的 PIN 腳，這裡所選擇要使用的

的 PIN 腳為:  

PIN 21:DIO 0  

PIN39: PC +5V， PIN 40: GND 

步驟3: Relay 是數位輸出， 所以使用 PIN 21 設定為

數位輸出，使用到聲音控制 AC110.vi (附註：

LED 是用來表是 RELAY 是否工作正常，所以

接到 VCC 及 GND) 

步驟4: 此套件可以應用一般家電上， 作電器控制

（注意: 電壓為 AC110V， 高瓦特數電器不

宜 使 用 ， 例 如 吹 風 機 ，  電 熱 水 器 ， 該

RELAY 最大功率輸出 24W） 

 

元件品名 電路位置 功能 數量

LED L0 用來檢測 Relay 是否工作正常 1 

三孔壓接端子座 AC 連接到市電 AC110V 1 

Relay Relay 透過數位輸出 位元 0 DC5V 控制 市電 AC110V 1 

40 PIN 雙排針 IDC40 連接 USB 資料擷取卡訊號 PIN 1~40 1  
 

USB9501-16 資料擷取套件實作範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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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量測電阻 

類別:數位輸出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三用電表 (DC 電阻量測) 

步驟1: 選擇所需要的零件， 這裡示範所選擇的是

電阻 

步驟2: 選擇所需要的 PIN 腳，這裡所選擇要使用的

的 PIN 腳為:  

PIN 1: CH0 IN ，PIN 2: AGND 

PIN 3: CH1 IN ，PIN 4: AGND 

PIN39: PC +5V， PIN 40: GND 

步驟3: 將已知電阻接到 R0 的位置，將未知電阻接到

R1 的位置 

步驟4: 利用兩個電阻分壓的原理，由已知電阻的電

阻值，求出未知電阻的電阻值，使用到電阻

量測.vi  

步驟5: 此套件可以應用熟悉三用電錶的原理，以及

歐姆定律 R=V/I 公式。利用不同阻值的已知

電阻，可以量測出不同阻值的未知電阻。 

元件品名 電路位置 功能 數量

電阻 R0 阻值分別為 200Ω,2KΩ,20KΩ 5 

兩孔壓接端子座 R0 用來連接已知電阻 1 

兩孔壓接端子座 R1 用來連接未知電阻 1 

40 PIN 雙排針 IDC40 連接 USB 資料擷取卡訊號 PIN 1~40 1  

USB9501-16 資料擷取套件實作範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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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透過資料擷取套件，偵測物體通過的數量 

類別:類比輸入應用 

虛擬儀器控制類別: 電源供應器 (DC 5V 輸出)，示波器 

步驟5: 選擇所需要的零件，這裡示範所選擇的是紅

外線感測器 

步驟6: 選擇所需要的 PIN 腳，這裡所選擇要使用的的

PIN 腳為:  

PIN 1: CH0 IN ， PIN 3: AGND 

PIN30: PC +5V， PIN 31: GND 

PIN 40: GND 

步驟7: 紅外線感測器是類比輸入，使用到物流檢知

量測.vi (附註： 當物體通過時 (IR 阻隔)，總

數量增加 1，時間延遲預定為 200ms，避免同

一物體通過時計數多次) 

步驟8: 此套件可以應用在自動化生產上 

 

 

 
元件品名 電路位置 功能 數量

LED L0 用來產生 IR 光源 1 

200 ohm 電阻 200 ohm 用來保護 LED 避免 LED 燒毀 1 

紅外線感測器 IR Sensor 透過類比輸入 位元 0 偵測物體是否通過 1 

40 PIN 雙排針 IDC40 連接 USB 資料擷取卡訊號 PIN 1~40 1  
 

USB9501-14 資料擷取套件實作範例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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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Visual Basic、 Visual C/C++、.NET 軟體版權屬 Microsoft 所有，任何人

不得重製、複製、及任何非法使用。除非取得 Microsoft 明確書面授權聲明，否則本文

件並未授與版權或其他智慧財產的授權。 

 

MATLAB 軟體版權屬 MathWorks 所有，任何人不得重製、複製、及任何非法使用。除非

取得 Microsoft 明確書面授權聲明，否則本文件並未授與版權或其他智慧財產的授權。 

 

Labview 軟體版權屬 National Instrument 所有，任何人不得重製、複製、及任何非法

使用。除非取得 National Instrument 明確書面授權聲明，否則本文件並未授與版權或

其他智慧財產的授權。 

 

TracerDaq 、 InstaCal 、 UNIVERSAL LIBRARY 、 UNIVERSAL LIBRARY for Labview 、

Softwire、USB 資料擷取卡軟硬體版權屬 Measurement Computing 所有，任何人不得重

製、複製、及任何非法使用。除非取得 Measurement Computing 明確書面授權聲明，否

則本文件並未授與版權或其他智慧財產的授權。 

 
Measurement Computing 所生產開發之軟硬體 (InstaCal 、 UNIVERSAL LIBRARY 、

UNIVERSAL LIBRARY for Labview、Softwire、USB資料擷取卡)，其在大中華地區(台灣、

香港，大陸)是由利安科技(股)公司獨家代理。貴單位如需購買以上所列相關軟體，請

洽詢各軟體公司授權經銷商或代理商，或由利安科技(股)公司代為採購。 

 

USB9501-16 硬體規格 
 
* USB2.0 使用介面 

* 8 個 Single-ended (單端) 15-bit 類比輸入 

  A/D, 200kS/s 或是 4個 differential(微分 

  ) 16-bit 類比輸入 A/D, 200kS/s 

* 1 個 32-bit 外部計數器 

* 8 個數位數入或是 8個數位輸出 

* 1 個外部數位觸發輸入 

USB9501-16 完整包裝內容 
 
* USB-1608FS 資料擷取盒一只 

* 資料擷取卡驅動程式光碟 

* 驗證電路的零件包 

* 標準的萬用電路板 

* 完整的驗證電路零件表 

* 驗證電路的電路圖 

* VB,VC, .NET 範例程式及原始碼 

* LABVIEW 範例程式及原始碼 

* 產品使用手冊 

* 一年產品保固(不含驗證電路零 

   件及所有範例程式和程式碼) 

 
以上所有規格如有變動，以原廠實際提供規格為標準，本公司不另行通知。 

軟體版權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