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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發展之技術教材主要應用 LabVIEW 語言配合虛擬儀器發展平台建立一般

電機實驗室中所需之虛擬儀器設備，虛擬儀器乃是採一般的電腦加上一組資料擷取介面

及工作平台硬體；以 LabVIEW 設計的人機介面和資料處理程式為軟體，進而透過資料

擷取卡達成各種實驗中，實際信號之量測與控制。在這篇文章中，將讓學生了解虛擬數

位電表之設計架構，進而介紹了數位三用電表(DMM)的量測軟體，和了解如何使用虛

擬儀器平台之虛擬數位電表來量測電子元件之特性：並且進行虛擬數位電表於實際電路

實習之操做驗證，及作可程式虛擬數位電表之練習。 
結果虛擬儀表對元件特性的量測、電壓的量測、電流的量測、交流電壓及電流的量

測、RC 暫態電路之電壓變化、展現 RC 暫態電路的電壓、二極體量測、有聲無阻抗通

道量測之測量質，都與傳統之儀表之測量結果趨於相同，顯示虛擬儀表可達到傳統儀表

的測量功能。 
技職教育提出產業需求及現代化導向之虛擬儀器技術課程訓練教材是必然趨勢，因

此將提升技職教育學生之技學素養，使學生在量測領域中具備先進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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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LabVIEW language with virtual instrument development 
platform to establish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by virtual measurement equipment. 
Virtual instrument is adopted general with digital acquisition card interface and hardware 
platforms. In software, LabVIEW is used to design man-machine interface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based program, then through the data acquisition cards in actual access to the 
signal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in experiments. In this paper, allowing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virtual digital meter design framework, and then know the digital multi-meter (DMM) 
measurement software, learn how to use this virtual digital multi-meter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compare with the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equipments in the actual practice. For the front panel which is programmable, students can 
have design practices.  
  Results of virtual instrumentation measurement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characteristics, 
DC voltage, DC current, AC voltage and current, RC transient voltage circuits, RC circuit 
voltage transient display, diode and audio continuity tends to the same result. This shows the 
virtual instrument can achieve functions as the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instrument.  
  The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demand and modernization - oriented 
virtual instrument technology curriculum materials for training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t will 
enhanc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technical knowledge,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dose 
measured with advanced professional know-how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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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技術教育之改革需配合產業需求及現代化導向，針對規劃課程訓練及教材發展，藉

以提升技職教育學生之技學素養，使學生具備應有之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虛擬儀器技

術開發效率高、靈活性和兼容性強以及可重用度高的特點。將現代虛擬儀器技術應用於

電動機性能並測試領域，可充分發揮設計並實現了多路平行電動機的在線測試系統； 隨
著電腦技術的飛速發展，電腦輔助測試（CAT）系統在電機行業得到了普及。現代虛擬

儀器技術引入電動機測試領域後，通過虛擬儀器應用軟件將電腦與標準化虛擬儀器硬體

結合起來，實現了傳統儀器功能的軟體化與模塊化，從而達到了自動測試與分析的目

的，大大縮短了系統開發週期，降低了系統開發成本。 

二、研究背景 

虛擬儀器可定義為量測和控制的硬體與電腦軟體應用之結合，此儀器為一個使用者

可以自訂的一個量測工具。此課程使用資料擷取卡與 Labview 軟體之結合，獲得一個可

以提供各種一般電機領域中常用的量測設備，這些虛擬量測儀器將可實際應用於一般實

驗中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尤其是 80 年代初微處理機的出現，以及近年來的 PC 和工作

站的性能不斷的提升，價格不斷的降低，給了各行各業的人帶來不同新的機遇和活力。

在儀器儀表測試領域也一樣，近幾年來，在這個領域中出現了所謂的虛擬儀表的觀念。

虛擬儀表技術把計算機技術和儀表儀器技術結合了起來，為現代化的儀器儀表技術開起

了另一扇門 也未現代科技技術邁前了一部。 
在實驗室、工廠和室外工作，有時為了完成一項測試和維修任務，通常需要許多儀

器。如：信號源，示波器，頻譜計，電壓表，頻譜分析儀，甚至對於複雜的電路系統還

需要邏輯分析儀，IC 測試儀等。這麼多的儀器不但價格昂貴、體積大、佔用空間，而

且互相連結也十分麻煩。虛擬儀表的產生，徹底的改變了這樣的情況，現在只要 PC 或

工作站、一個儀器介面平台、和軟體程式就可以完成以上上述的各種功能。虛擬儀表在

某種程度上已經可以取代現有的許多儀器儀表設備。 
虛擬儀器的使用為近年來在儀表量測領域之一大研究主軸，不管在業界的電機電子

產品測試和高科技的應用上已經有部分取代傳統儀器地位的趨勢，當然在現階段對傳統

儀器的依賴性和信任感還是虛擬儀器所不能取代的，畢竟一直以來對於傳統儀器的依賴

已經根深蒂固，但虛擬儀器在空間、成本和可編輯性卻是傳統儀器所難以取代的，並且

對於未來的儀器量測，虛擬儀器比傳統儀器具有更多的想像空間和應用價值。 

1.虛擬儀錶與傳統儀錶之比較 

  虛擬儀器是充分利用現有電腦資源，配以獨特設計的軟硬體，實現普通儀器的全

部功能以及一些在普通儀器上無法實現的功能。虛擬儀器不但功能多樣、測量準確，而

且介面友好、操作簡易，與其他設備集成方便靈活。虛擬儀器是在通用電腦上加上一組

軟體和硬體，使得使用者在操作這台電腦時，就像是在操作一台他自己設計的專用的傳

統電子儀器。虛擬儀器技術的出現徹底打破了傳統儀器由廠家定義，用戶無法改變的模

式。給用戶一個充分發揮自己才能、想像力的空間。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設計自

己的儀器系統，滿足多樣的應用需求。 
傳統的意思是自我包含的，也就是本身帶有輸入輸出的能力，儀表上有按鈕、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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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度尺、圖形等功能。在儀器內包含有數學模組、微處理器、儲存器、配線等，所有的

電路都是固定的。儀器把信號輸入後，通過內部的處理，得出結果，供給技術人員參考。

而虛擬儀表則是以計算機為核心，充分利用計算機強大的顯示、資料處理、儲存能力來

模擬物理儀表的處理過程。姚凱超等（2007）提及就其功能及價格而言，虛擬儀表目前

優於傳統儀表，兩者之比較如表(一) 
 

虛 擬 儀 表 傳 統 儀 表 

功 能 定 義
使用者自訂，功能多元， 

且可任意更改 

廠家訂定，功能固定， 

不能更改 

功 能 廣 度
功能全面， 

且可與其他設備做連結 

功能固定， 

與其他設備的連結有所限制 

設 備 區 分 軟體 硬體 

價 格 價格便宜  價格昂貴  

用 途 可再利用 不可再利用 

技 術 更 新 快 慢 

價 格 低廉 較高 

維 修 容易 困難 

維 修 費 低 高 

表(一) : 傳統儀表和虛擬儀表的比較 

  

虛擬儀表的關鍵是軟體的開發，通過應用軟體，根據不同的需要，可以實現不同測

量儀錶的功能。通常，用戶僅需要根據自己在儀錶領域的專業知識，定義各種介面模式，

設置測試方案和步驟，則該軟體平臺就可以迅速完成相應的測試任務，並給出非常直觀

的分析結果。 

2.研究目的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第一擬定虛擬數位電表之設計架構。 

第二介紹了數位三用電表（DMM）的量測軟體，和了解如何使用虛擬儀器平台之

虛擬數位電表來量測電子元件之特性。 

第三驗證虛擬數位電表於實際電路實習之操做。 

第四確認可程式虛擬數位電表。 

 

貳、文獻探討 

一、虛擬數位電表 

目前，有數種虛擬儀錶軟體發展，如  LabVIEW, Look-Out, BridgeVIEW 和 
LabWindows/CVI。但以美國國家儀器公司（NI）開發的軟體產品 LabView 圖形編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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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 Labwindows/CVI 面向儀錶的互動式 C 語言最為著名。兩者都是 national instruments
的產品，都屬於 measurement studio，labview 是 G 語言編程，而 labwindows 是基於 C
編程，labview 通常用於小規模應用程式中，而 labwindows 則面向大規模、複雜編程

NI 自 1976 年創立以來，成為在這個領域中領先的廠商。現在流行的虛擬儀錶軟體的主

要特點是：用戶自定義性能強、功能規範、用戶介面非常友好而實現的功能和實際的儀

錶不相上下，而且能夠增加傳統儀錶無法實現的其他的功能。 
當我們為了量測應用需求發展適用的軟體時，通常會在不同種類的開發軟體間進行

選擇。其中一種為基本的程式語言，包括 C 、C++以及 Visual Basic 等，這些程式語言

通常是以文字指令為基礎 (text-based)的軟體，且這些傳統的程式工具能夠充分發揮其

功能及優勢。但也因此這類程式語言的使用者須具備熟悉該程式語法規則及其發展特性

的經驗與知識。雖然這些工具的應用相當彈性，但是這也意味著使用者必須接受一些深

度內容的訓練。 
另一種是以設定為基礎 (configuration-based)的軟體，專門用來克服撰寫傳統程式

語言時會遭遇的困難：此類軟體可以提供簡單且快速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設計出可

自動化操作的測試及量測系統。一般而言，這些以對話框(dialog-based)為基礎的互動式

應用介面提供了較便利的程式撰寫過程，但也導致功能性受限，且其提供客製化以及擴

展性方面選擇的機會也極低。 
如何在兩種軟體開發工具間進行應用程式撰寫與實現，則必須視實際情況而定。當

您嘗試使用架構式為基礎的軟體來快速達成任務的同時，很快就會因軟體本身的限制而

遭遇瓶頸。而使用傳統的程式語言，您則會發現即便是最簡單的任務，也會因為入門的

困難度高而遭遇到使用指令障礙的窘境。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 填補了這兩種開發工具間的鴻溝，並且提供一個以圖形物件與

方式的來進行程式邏輯的規劃與建立程式執行的研發環境， 此計畫將使用 LabVIEW 
來輔助實現測試、量測等應用。 

在本研究案中，將使用 Labview 圖形化程式設計虛擬人機介面，整體量測架構首

先由量測裝置轉換受測物之信號，並透過資料擷取介面(DAQ 卡)進行資料擷取，最終

由電腦完成資料處理和虛擬儀器上量測值的呈現。通過虛擬儀錶，工業設備變得越來越

簡單，但是功能越來越強，這個趨勢將在未來的工業發展中起到主導的作用。加強虛擬

儀器的研發已經成為了工業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 

二、教材的發展與設計觀點 

教學設計的一般歷程通常包括五個階段（ADDIE）：分析（analysis）、設計 
（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implementation）與評鑑（evaluation）五

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其任務與結果（楊美雪，民 86）。分析傳統教材的結構和內容因

科技的發展已進行了較大改動。設計教材的發展與設計本者教學改革必需整合理論、實

踐、虛擬、多媒體系統化教材，發展在利用資訊科技，將虛擬教儀器量測教材有效的融

入課程中，是當今教育需重視的。實施教材之理論內容當求簡潔、明暸、通俗易懂；再

則將實驗內容有適宜的地融入於各有關教學內容中，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觀點，運用

“理論、實踐、理論”和“實踐、理論、實踐”的認知規律，激發學習者其學習動機並

鼓勵積極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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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虛擬教學模式探索與實踐 

Dale 曾用經驗塔（the cone of experience）所示，說明教學上實用的基本概念。他

認為學習應儘可能從經驗塔的基部直接經驗的學習開始，讓學生從做中學具體的操作學

習，杜威的作中學（Learning by doing）符合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要求，人類在追求知識

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練習進而從中得到領悟。專業化讓各個學者成為狹窄主題內的佼

佼者，能快速取得知識。而專業領域域創造出自己的行話、術語、符號、方法，對其他

人構成進入的障礙。如電路學之符號複雜，如何將符號轉成自己知識，需要練習的。這

許多問題牽涉多個學科，無法僅以單一學科的工具來了解，虛擬儀表量測技術可利用網

際網路整合多種測量工具在同一時空中，而資訊硬體設備的操作及其功能運作的理解程

度，和軟體工具之應用和熟稔程度等資訊技能需要時間來練習的（Lynch，1998）。因此

借用資訊的發展及技術的精進，發展虛擬儀表量測教材，讓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依自我

需求達到學習的目的。 
在教學中讓課本理論能在操作中得到理論的證實，不僅要求學生掌握一定的基礎理

論知識，更要強調學生的實踐能力以及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以提高學生的

綜合職業能力。目前，課程架構中一直提倡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但電子線路課程的教學

內容存在基本概念抽象、知識點分散、分析方法多樣、器件和電路類型複雜等問題，學

生需要更多的時間及空間來建構自我知識，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整和順利地完成電

子線路課程的理論與實踐兩個部分的教學任務，使學生具有較強的實驗組織能力和技術

應用能力，一直是困擾電子資訊類專業教學的一大難題。究其原因，其一，在大多數職

業技術院校中，學生的學習基礎較差，理解能力較弱，使得教學進度與學生掌握程度不

能同步，很難形成教與學的良性循環，而操作技術如果沒有理論基礎的支持，很難激發

學生的潛能。其二，教學模式單一，理論課教師往往是“一支粉筆一本書”，內容的講

解常常是“空”而“虛”，並且難以被學生消化和吸收。實驗課教師則經常重複一些機

械動作，實驗內容多是簡單驗證理論結果，很少能引發學生對理論本身更深層的思考。

其三，缺少一個科學合理的評量系統，評量方法單一，而評量的項目缺少統一性、公平

性和合理性，教學效果難以準確評量，目標管理難以操作，很難在考核結果的基礎上進

行深層次的教學研究，同時教學管理的效率也不高。 

四、傳統與虛擬量測教材學生學習之比較 

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學鷹架－學習者是網路學習的核心 Gunawardena（1992）認為

網路教學應將學習者置於各種敎學資源之中心。教學應重視學習者的主動發問與探索，

學習者是教學過程之核心，教學者需隨時掌握其學習經驗（蔡振昆，2001）。虛擬教材

與傳統教材對學生的學習，都有其各優缺點，但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理論架構下，虛擬

佔時空之便，其優點利於傳統教材，分述如下： 
（一）虛擬教材教學 

1.虛擬量測教材鼓勵採用「自學式教材(self-instrutional materials)」（提高學生動

機） 
2.虛擬量測教材的設計是要讓學習者能直接了解、吸收教材中所包含的內容 
3.虛擬量測教材提供「個別化學習（individualized learning）」（照顧個別需要） 
4.虛擬量測教材將教師所代表的授業及解惑的教學策略融入課程內容中 
5.學習者在虛擬量測教材學習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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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過濾、挑選教材資源，依需求主動學習（提高學生主動學習及學習興趣） 
．自主學習（學生可隨時隨地，在自己的電腦作學習） 

（二）傳統教材教學 
傳統的教學模式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效果欠佳，教學效率不高。

傳統的教學的教材是透過系統來架構的。由於這些教材不能夠超越時間及空間的

限制，學生要做練習，需要到實驗室並且也需要書籍清楚的、有組織的闡明學科

知識，需再加上教師的指導才能發揮引導學習的效力與效率。 

五、虛擬量測之實際應用 

因資訊發達及網路的頻寬越來越快，電腦硬體設備也完全可已符合虛擬量測的需

求，虛擬量測的教材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虛擬儀器技術突出教學新優。將網路和

LabView 的軟硬件產品相結合，下課後學生能夠輕鬆地與隨時隨地操作學校作業並測量

結果存檔，學習者享受者自主及便利的學習，這都要拜虛擬量測教材發展所賜。虛擬量

測教材發展的優勢如下： 
（一）開發時間少 

LabView 介面操作簡單，學生可輕鬆地配置、創建、部署、維護和修改高性

能、低成  本的量測虛擬儀表和控制解決方案。在驅動和應用兩個層面上，

LabView 高效的軟體構架能與電腦、儀器儀表和通訊方面的最新技術結合在一

起。LabView 設計這一軟體構架的初衷就是為了方便用戶的操作，同時還提供了

靈活性和強大的功能，學習者可以在短時間內設計所需的虛擬量測儀表。 
（二）擴展性強 

LabView 軟體的靈活性，只需更新您的電腦或測量硬體，就能以最少的硬體

投資和極少的、甚至無需軟體上的升級即可改進您的整個系統。LabView 的軟硬

件工具使得工程師和科學家們不再圈囿於當前的技術中。在利用最新科技的時

候，您可以把它們集成到現有的測量設備，最終以較少的成本加速產品上市的時間。 
（三）完美的集成 

LabView 的結構可以使開發者們快速創建測試系統，並隨著要求的改變輕鬆

地完成對系統的修改。隨著產品在功能上不斷地趨於複雜，工程師們通常需要集

成多個測量設備來滿足完整的測試需求，但是這些不同設備間的連接和集成總是

耗費大量時間，不是輕易可以完成的。LabView 的虛擬儀器軟件平臺為所有的 I/O
設備提供了標準的接口，幫助用戶輕鬆地將多個測量設備集成到單個系統，減少

了任務的複雜性。虛擬儀器技術從本質上說是一個集成的軟硬件概念。為了獲得

最高的性能、簡單的開發過程和系統層面上的協調，這些不同的設備必須保持其

獨立性，同時還要緊密地集成在一起。LabView 所設計的量測儀表，變化性高，

可以更具市場競爭性，也可以更高效地設計和測試高質量的產品，並將它們更快

速地投入市場。 
 

參、研究方法 

本著課程教案設計歷程發展（ADDIE）之歷程，依據文獻及現有可做虛擬儀器之軟

硬體及教學需求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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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材發展流程如下： 

 

 

 

 

 

 

 

 

 

 

 

 

  

 

 

 

 
 

 

1.虛擬儀器及Labview程式設計

之應用 
2.設備工作環境  
3.DAQ資料擷取裝置 

1.確實瞭解工作環境 
2.熟練作業操作 
3.設計個人介面 
4.驗證設計結果 

應用與驗證 
1. 磁場感測實驗 
2. 機械運動量測實驗 

老師

基礎

介紹 

設計

發展 
實施 

評估

分析 

EIVIS 

1.發展平台 
2.發展麵包板 

設備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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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儀表教材之設計架構： 
為了解虛擬數位電表之設計架構及介紹數位三用電表(DMM)的量測軟體，和了解如

何使用虛擬儀器平台之虛擬數位電表來量測電子元件之特性。使用一些圖例以便清楚的

表示，以數位電表於控制盤上之接線（如圖一） 
 
 
 
 
 
 
 
 
 
 
 
 

圖一：數位電表於控制盤上之接線 
 

一、實驗設備器材之準備：  

主機：Pentine IV 
信號擷取卡設備：（DAQ 卡）PCI-6251 M Series 
軟體：Labview7.1 以上，NI ELVIS 3.0 
硬體之虛擬儀器發展平台: 國家儀器 NI ELVIS 系統 

二、相關知試： 

（一）虛擬數位電表人機介面外觀： 
數位電表可以從虛擬儀器發展平台的麵包原型板或者從工作台的控制盤面

上之香蕉型連接器做連接（如圖二）。 
 

 

 

 

 

 

 

 

 

 

 
圖二：虛擬數位電表於電腦上之人機介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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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經常使用的儀器可執行下列的功能： 

1.顯示視窗 
 
 
 
 
 
 
Display Window – 顯示所量測之信號值，如果在工作平台上控制盤的通訊開關

（Communication Switch）切在 Bypass Mode，或者硬體函數信號產生器在手動模式

（Manual Mode），顯示視窗左下角將顯示所量測信號的百分比刻度，此百分比刻度顯

示量測的精準度，百分比值越高，所量測之值越精準。  
在顯示視窗的右上角，有一個 Toggle View 的按鈕，此裝置切換顯示全儀器的顯示

和只有顯示視窗的顯示。 
顯示視窗上有下列幾種指示器 : 
* %FS – 顯示所使用到之可承受電流範圍之百分比，若指示器顯示一個低百分比之

值，可將量測範圍(Range Control)調整到較低之選項，以增進信號之解析度。 
* Activity LED – 顯示是否 LED 正在執行量測，此 LED 位於視窗之右下角。 
*Diode Status – 顯示所量測之二極體是否是好的或開路，此指示器只再選擇二極體

量測時才會顯示。 
*Null Value – 當此按鈕按下，視窗顯示正在使用之儀器。 

2.功能控制 

 

(1). 直流電壓量測    (2). 交流電壓量測 

(3). 直流電流量測    (4). 交流電流量測 

(5). 電阻量測     (6). 電容量測 

(7). 電感量測     (8). 二極體測試 

(9). 有聲響的連接測試 

 

3. Null、一次動作和連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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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選擇相關的量測模式，當此按鈕按下，接下來 DMM 所量測之功能與按下 Null
紐之功能均為一模一樣，所量測到之值均會儲存在電腦內直到關閉量測功能，

其預設值為 OFF。 
Run Button－開始或停止 DMM 之連續量測。 
Single Button－進行單一次 DMM 之量測。 

4.量測範圍控制 

 

 

 

 

Range Control－決定所選擇 DMM 之量測範圍，每一種量測的功能所選擇範圍都不

同，這控制的預設值為自動選擇，自動模式針對輸入會選擇最佳之

範圍，如果所量測之值超過範圍，視窗上會顯示+Over 和-Over。 

5.資訊輔助按鈕 

 
Help－此按鈕將啟動儀器之使用資訊輔助資料。 
?－此按鈕將啟動針對儀器中物件之文字敘述資訊。 

（二）虛擬數位電表之規格如表二： 

表二：虛擬數位電表之規格 

名  稱 規       格 

Resistance Accuracy: 1 % 
Range: 5 Ω to 3MΩ 

DC Voltage 
Accuracy: 0.3% 
Range: ±20 V 
Input impedance: 1M Ω 

AC Voltage Accuracy: 0. 3% 
Range: ±14 Vrms 

Current 

DC accuracy: 0.25% +3mA 
AC accuracy: 0.25% +3mA 
Proper null correction at the common mode voltage can 
reduce +3mA 
error to 200 µA noise 
Range: ±250mA 
Shunt resistance: 0.5 Ω 
Maximum Common mode voltage: ±20 V 
Common mode rejection: 70dB min 

Capacitance 
Accuracy: 1% 
Range: 50pF – 500µF 
Test voltage: 1Vp-p 

Continuity Resistance threshold: 15 Ω max 

Inductance 
Accuracy: 1% 
Range: 100 µH to 100mH 
Test frequency: 950Hz 
Test frequency voltage: 1V p-p 

Diode 
Measurement Voltage threshold: 1.1 V max 

3.人機介面（Front Panel）、程式方塊圖（Black Diagram）與程式架構（Hierarchy）可

ELVIS>>Digital Multimeter 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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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測實驗： 

    虛擬儀表測量實驗所需的虛擬儀器及使用的傳統儀器及材料分述如下： 

（一）使用之虛擬儀器： 

1.數位式電阻表（Digital Ohmmeter）DMM [O] 
2.數位式電容表（Digital Capacitance Meter）DMM [F] 
3.數位式直流電壓表（Digital DC Voltmeter）DMM [V] 
4.數位式直流電流表（Digital DC Current meter）DMM [A] 
5.數位式交流電壓表（Digital AC Voltmeter）DMM [V] 
6.數位式交流電流表（Digital AC Current meter）DMM [A] 
7.數位式電感表（Digital Inductance Meter）DMM [H]  
8.數位式二極體量測表（Digital Diode Tester）   
9.數位式無阻抗之通路量測表（Digital Continuity Tester）  

（二）使用之傳統儀器： 

1.三用電表 
2.電源供應器 
3.數位示波器 

（三）必須使用到之材料如下（表三） 

 
表三：虛擬儀表測量實驗所需材料表 

名  稱 規   格 數  量 備  註 
電  阻 1.0 kΩ  1 練習一、練習二、練習三 

電  阻 2.2 kΩ  1 練習一、練習二、練習三 

電  阻 1.0 MΩ  1 練習一、練習五、練習六 

電  阻 2.0 Ω  1 練習八 

電  容 1.0µF 1 練習五、練習六 

電  感 10H 1 練習一 

二極體 1N4001 1 練習七 

運算放大器 LM356 1 練習五 

 

肆、結果 

進行虛擬數位電表於實際電路實習之操做練習 

一、元件特性的量測 

利用鱷魚夾連接 DMM 電流表的輸入端與待測電阻之兩端，接著開啟虛擬數位電

表。等 ”Initializing” 訊號消失後，LabVIEW 儀控軟體介面則顯示於電腦螢 
幕上，選擇 “Digital Multimeter” ，畫面顯示（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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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虛擬儀控軟體上之虛擬儀器選單 

 
數位三用電表軟體人機介面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下我們將定義

DMM[X]，其中的 X 用來表示數位三用電表對 X 的量測。因此選擇[Ω ]按鍵則可啟動

數位電阻計 DMM[Ω ]的功能，進行 R1、R2 及 R3 的量測。接著用相同測試接線方式，

選擇[ -| |- ]，則可使用數位電容計 DMM[F]，來量得電容器的 C 值，之後，再選擇數位

電感計 DMM[H]，來量得電感器的 H 值，並將量測值紀錄於下表中。 
 
R1 :  ____________   Ω（實際值：1.0 kΩ） 
R2 :  ____________   Ω（實際值：2.2 kΩ） 
R3 :  ____________   Ω（實際值：1.0 MΩ） 
C :   ____________   µf（實際值：1.0µF） 
L :   ____________   H （實際值：10H） 
 

注意 如果您使用的電解電容，請務必記得將電容器的正端(+)接到 DMM 的輸入端

(Input)，並選擇 DMM[F]中的電解電容 ”electrolytic ” 功能鍵。 

二、電壓的量測 

利用 R1 及 R2 兩個電阻，於麵包板上組成如下之電路圖（如圖四）。 
 

 

圖四：電壓量測實驗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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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上的[+5V]及[Ground]接到虛擬儀器平台的輸入電壓端及接地端，再利用導線

將圖中的 2.2k 電阻兩端接到虛擬儀器平台人機介面的數位電壓表（HI）及（LO）輸入

端。平台上之輸入電壓的線路與阻抗/電流量測所使用的線路是分開的。 
確實檢查您的電路後，將工作平台前端的麵包板電源開關往上切換到[開]的位置，

此時+15V, -15V 及+5V 的 LED 指示燈則會被點亮（如圖五）。 
 

 
圖五：工作平台上之 LED 指示燈 

 
注意  當 LED 指示燈亮起時，若有任何一個 LED 指示燈沒有亮，則很有可能是供應

電源的保險絲燒斷了。 
 
接著將 V0 端接至數位電壓表，量測其輸入端電壓值。根據電路的分壓原理，輸出

V1 應等於[R2/( R1+ R2)]* V0。將之前量得的 R1，R2 以及 V0 帶入分壓公式計算出

V1，並與數位電壓表量到的實際電壓值 V1 作為比較。 
 
V1（計算值）：____________ V1（量測值）____________ 
 

三、電流的量測 

根據歐姆定律，流經練習 2 電路之電流 I=V1 / R2，可間接經由量測 V1 及 R2 得
到。接下來，我們要藉由數位電流直接量得此電流值。如下圖所示，將兩條外接導線接

於 DMM 電流表輸入端的 HI 及 LO 端，另一頭則接於 R2 之端點及接地端。 
選擇 DMM[A-]功能進行量測，並將量測結果紀錄於下，比較計算值與量測值的差

異： 
 
I（計算值）：_____________ I   （量測值）：_____________ I 
 

四、交流電壓及電流的量測 

根據圖 3.4 之電路圖所示，將電源直流 5(V)，利用電源供應器提供一交流電源

)k2sin(2 tπ ，分別利用虛擬交流電壓表，虛擬交流電流表與數為示波器，量測 2.2KΩ
之電壓及電流。使用數位式電壓表量測所得之電壓顯示（如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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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數位式電壓表所量測之電壓 
 
而使用數位式電流表量測所得之電流之顯示如圖七 
     

 

圖七：數位式電流表所量測之電流 
 
使用虛擬數位電表量測所得之電壓之顯示如圖八 
 
 

 

 

 

 

 

 

 

 

 

 

 

圖 八：虛擬交流電壓表所量測之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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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虛擬數位電表量測所得之電流之顯示如圖九 
 

 

圖九：虛擬交流電流表所量測之電壓 

  
分別觀察圖六與圖八和圖七與九，在傳統儀器和虛擬儀器的量測比較上，誤差值均

在規格中之合理範圍之內。 

五、 RC 暫態電路之電壓變化 

如下（圖十、十一）所示，在麵包板上建立一個 RC 暫態電路，將前述分壓電路中

的 R1 換成 R3 (1MΩ電阻值)，R2 則改由 1µF 的電容 C 取代，再將導線接回 DMM 
(VOLTAGE)數位電壓器上的輸入端，並選擇 DMM[V]的功能。 

 
 

 

圖十：RC 暫態電路實驗佈線及量測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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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RC 暫態電路實驗之電路圖 
 

注意 此工作平台針對 DMM 的量測介面端有阻抗 1MΩ的限制，為了讀到正確的電壓

值，您可能需要對輸入電壓做一些緩衝及調整。請參考下段“輸入阻抗受限時的解

決方法”，這提供了使用 FET 運算放大器的增益電路來解決這個限制上的問題。

此外也請特別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像練習 5 中的 DAQ 卡類比輸入電路的話，

則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當您啟動這個電路時，跨在電容器兩端的電壓值將呈自然對數曲線上升，請在開

啟電源後仔細觀察 DMM 螢幕上所顯示電壓的變化，大約只要 5 秒鐘，電壓值就

會到達穩態值 Vo 了。當您關掉電源後，電容器兩端的電壓值同樣也會依自然對

數曲線降為 0 伏特。 
 

註：輸入阻抗受限時的解決方法 
選用一個如 LM356 的 FET 運算放大器，如下（圖十二）接成一個固定增益的電路，

將輸出端（接點 6）與 ”-“ 輸入端（接點 2）相接，則可將此電路的增益值設定

為 ”1” 。如此，即使 ”+” 輸入端（接點 3）的輸入阻抗是 1MΩ的數百倍，最終

在 DMM 數位電壓計的量測端還是可以正確地讀到電容器上電壓的正確值。 
 

 
 

圖十二：FET 運算放大器電路實驗之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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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現 RC 暫態電路的電壓 

將上個練習題中接於 5V 電源的電線取下，再接到一個可變電源供應器之

VPS[+]端，而電容器的輸出電壓則接於 ACH0[+] 以及 ACH0[-]，如下圖十三、十

四。 
 

 

 

圖十三：RC 暫態電路實驗佈線及量測圖(二) 

 
 

 
 

圖十四：RC 暫態電路實驗之電路接腳圖 
 
 
關掉虛擬儀器之軟體，並開啟 LabVIEW。從 Hands-On NI ELVIS VI Library 中選出

RC Transient.vi。這個程式利用 LabVIEW APIs 使電源供應器開啟 5 秒後再關閉 5 秒，

最後您可以在 LabVIEW 繪出的圖上觀察到電容器兩端的電壓變化（如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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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RC 暫態電路實驗之充放電曲線圖 
 
利用方波訊號，可以明顯看出這種簡單 RC 電路的放電及充電特性。而這個電路的

時間常數 t 則被定義為 R3 及 C 的乘積。 
根據克希荷夫定律（Kirchoff’s law）可以很容易的表示出電容器兩端的充電電壓

VC 為： 
                       )/exp(1(0 τtVVC −−=  
而放電電壓 VD 為： 
                       )/exp(0 τtVVD −=  
 
如下（圖十六）中將何利用 LabVIEW 程式來將時間常數萃取出來。 
 

 
圖十六：RC 暫態電路實驗之程式方塊圖 

 
左手邊的 VPS Initialization VI 將 NI ELVIS 啟動並選取”+”電源供應器，接下來的

VI 將 VPS+的輸出電壓設定為 5V。在第一個序列中將以 1/10 秒的間隔連續量得 50 個

電容器的端電壓值。在這個迴圈中，Anolog Input Multiple Point VI 以每秒 1000 次的取

樣率，在 1/10 秒中讀取 100 個值，並將這 100 個讀值送至陣列中，以 Mean VI 計算其

平均值後，再將值傳至圖表中。接著，在下一個序列中再將 VPS+的電壓值設定為 0V，

取樣放電過程中的 50 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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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極體量測 

將 DMM 表切換至二極體量測量測選項，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 兩
量測棒量測一二極體如圖十七所示。結果顯示此二極體之順向障壁電壓如圖十八所示。  

 

             
圖十七：二極體量測實驗 

 

            
圖十八: 虛擬數位電表之二極體量測 

 

八、有聲無阻抗通道量測 

將 DMM 表切換至有聲無阻抗通道量測選項，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 兩量測棒相互接觸如圖十九所示，儀表將會發出聲響，顯示短路之情況，在量測上

亦指一線路為無阻抗之狀態（THRESHOLD=15Ω） 如圖二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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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有聲無阻抗通道量測實驗 

     
 
圖二十所示之通道阻抗為2Ω，其值低於THRESHOLD=15Ω，因此，量測時將發出聲響。 
 
 

 
 

圖二十：虛擬數位電表之有聲無阻抗通量測 

 

 

九、可程式練習 
如下（圖二十一）為將虛擬數位電表之程式碼作更改，已達成所需之人機介面外觀

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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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虛擬數位電表設計 
 

十、實驗總結 
1.利用虛擬電源供應器時，請先關閉 NI-ELVIS 的儀器選擇視窗，避免擷取卡通道

資源衝突而無法使用。 
2.本實驗介紹了數位三用電表(DMM)的量測軟體，並示範如何使用人機介面工作平

台上的連接線進行數位三用電表的量測。 
然而，量測時不必受到人機介面工作平台的限制，這四個輸入端同樣可以在

麵包板上使用，其對應的符號如下表四： 
 

表四：輸入端在麵包板上使用對應的符號表 

     人機介面工作平台            麵包版 

     DMM (Voltage) HI        DMM2 Voltage ＋ 

     DMM (Voltage) LO        DMM2 Voltage － 

     DMM (Current) HI        DMM2 Current ＋ 

     DMM (Current) HI        DMM2 Curr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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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其量測操作方式如所述： 
DC 或 AC 電壓表使用 VOLTAGE HI 和 VOLTAGE LO，-20V ~ +20V。 
DC 或 AC 電流表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0A ~ 250mA。 
電阻表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5Ω ~ 3MΩ。 
電容表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50pF ~ 500µ F。 
電感表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100µ H ~ 100mH。 
二極體量測表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其有效量測臨界值為 1.1V。 
有聲無阻抗通道表使用 CURRENT HI 和 CURRENT LO，其臨界值為 15Ω。 

4.以下步驟列出虛擬數位電表(DMM)之量測步驟： 
將所要量測之物件連接到適當的虛擬數位電表（DMM）輸入端上 連接方式如上點所

述之操作方式。 
開啟虛擬數位電表（DMM）。 
當開啟時 DMM 為 DC 電壓模式可由功能控制上（Measurement Control）選擇所想要

之功能和量測方式。 
 

伍、結論 

技職教育者圍繞著如何處理好電子線路課程複雜又抽象的教與學問題，如單純從改

善教學方法、精簡教學內容、淡化理論教學、加強實踐性教學等方面著手，從結果來看，

這似乎是必須去執行的，然而要有好教學成效和較高教學效率及切合實際之有效的方法

更是需要深入用心的。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的便利性，對教學資源進行有效開發及整

合，並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使得資訊科技的應用從過去輔助教學手段變為今天整體化

教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整體化教學模式乃是將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有機結合，以

電路仿真、多媒體、網路等技術融合於整個教學過程之中，並可以對教學效果進行科學、

合理和公平、公正化評量的一種模式。這也是虛擬量測教材課程的教學改革努力的方向。 

虛擬量測教材，首先將理論教學與操作教學進行有機結合，融為一體（教學過程在

同時具有多媒體教室和實驗室等多種功能的綜合教室中進行），實施理論與實驗的“整

體化”教學，遵循作中學“從操作到理論，再從理論回到操作”的認知規律，既加強有

效教與學，提高學習者的的興趣及設計量測儀表組織能力和技術應用能力，又增強教學

過程的機動性和互動性，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從而提高教學效果。再則以現今電腦技

術、多媒體技術、電路仿真技術、網路技術等教學資源，不斷對教學過程進行優化設計；

透過校園網路、多媒體設備、網路教室等硬體設施的配套使用，將授課內容、理論知識

的動態解釋、電路的仿真過程及相關知識的視頻資料或圖片資料的介紹等各種教學資訊

在課堂上集中表現，充分調動教與學的潛能，不斷提高教學質量。最後，以提高教與學

雙方的積極性為宗旨，並促進教學管理的科學化、系統化和互動化，從而提高教與學的

效率，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教學評量系統，做到公平、公正的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評量系統可以為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教學研究提供準確可靠的數據資訊。因此，發展自動

評量系統是實現這一虛擬教材另一最重要的技術平台，而實踐技能的綜合測試也是該評

量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本研究未來的方向。 

綜上所述，此研究結合了技職教育之學理和工程技術之實做，發展出一套產業需求

及現代化導向之虛擬儀器技術課程及教材。此研究模式確保所設計之技術教材符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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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師及產業界之期望和需求。課程教材不但在專業知識上、軟體設計、系統整合和

技術操作上，亦能提供學生符合現代產業之技術。此研究的完成，將可幫助提升技職教

育學生在量測領域中之技學素養，使學生在此領域中具備先進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

在步出校園的同時能具備有立足職場之競爭力。本研究將在後續的研究當中繼續針對系

統內容與功能再進行充實與修改，並進行較長時期的實證研究，以進一步評估與觀察較

長時期的實施效果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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