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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這些手冊
數位控制器 (DCU) 可以與德州儀器原始 CBL™ 和 CBL 2™ 和威尼爾的 LabPro™ 一起使
用。在許多情況下，DCU 與所有三個平台連接孔的操作非常相似，在這些情況時我們將使用
通用的 "CBL/LabPro" 叫法來代表三個截面中的任何一個。在少數情況下，平台之間是有區
別的，我們將使用具體名字來指定平台。
這個手冊假設您對 LabPro、CBL 2、或原始的 CBL 這些實驗室平台有一定的熟悉，以及清楚
如何使用它。也假設了您對您正在使用的計算機或電腦有一定的熟悉以及如何在其編程。
對計算機用戶而言：如果您正在為 DCU 程式使用計算機，這個手冊也假設您已熟悉使用
TI-GRAPH LINK™ 把程式從電腦轉移到計算機中。如果您不熟悉的話，我們鼓勵您查看其
它關於此方面訊息的手冊。如果您正在使用原始的 CBL，一個選擇是 CBL Made Easy，您可
以在我們的網站免費下載。如果您無法下載這個手冊，您可以購買一個光碟 (型號 CMEP) 。
•

如果這是你第一次控制 CBL/ LabPro 設備，你首先需要：

閱讀引言和以下三個部分中之一：

首次使用帶計算機的 DCU (只適用於計算機)
首次使用 DCU 配合 Visual Basic (Window系統)
首次使用 DCU 配合 REALbasic (麥金塔電腦系統)
嘗試一些其它的程式例子。嘗試跟隨把設備連接到 DCU 上這個部分的指示把一些電子設備
連接到你的 DCU 上。
•

如果你想要開始編寫計算機程式來控制 DCU：

除了以上的建議，學習這些部分。

更多關於光碟上 DCU 程式的例子
編輯 CBL/LabPro 來收集數據
為 DCU 編寫程式
編寫計算機程式的一些其他注意要點
而且，您需要參考計算機編程訊息的手冊。學習我們提供的計算機程式例子 (參見附錄 A 和
B)。下載程式例子和實驗並修改它們。你可能想要參考 CBL 系統手冊，它包括在每一個 CBL
箱內，或包含在 CBL 2 的啟用 CBL 2。如果您使用 LabPro，您可能想要參考 LabPro 技術
參考手冊。這份 LabPro 手冊可以在我們的網站隨意下載。
•

如果你想要開始編寫電腦程式來控制 DCU：

除了以上的建議，學習這些部分。

更多關於光碟上 DCU 程式的例子
編輯 CBL/LabPro 來收集數據
為 DCU 編寫程式
編寫 Visual Basic 一些其他注意點 (僅限Window PC電腦)
或
編寫 REALbasic 一些其他注意點 (僅限蘋果電腦)

而且，您需要參考本機電腦程式語言的手冊。學習我們為電腦程式語言提供的配合你在使用
的程式語言的程式例子。在電腦中打開我們的程式例子和嘗試操作和修改這些程式。您也可
以參考 LabPro 技術參考手冊。
•

如果您有興趣使用 DCU 控制你建造的電子設備：

查看 DCU 的硬體詳情、把設備連接到 DCU 上、和 DCU 計劃的概念部分。連接完電路後，
使用程式例子 DCUTOGGL 來測試硬體。之後，你可以想要編寫自己的程式來控制你的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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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所設計的數位控制出口 (DCU) 是讓我們簡便的使用計算機實驗平台 (CBL) 或實驗室
能手 (LabPro) 的數位輸出線。使用 DCU 和簡單的程式，你可以開/關發動機 (馬達)、燈、
發光二極管 (LED)、蜂鳴器、步進馬達以及其他的直流電子裝置。你甚至能開發更精細的實
驗，例如繞房間運動的機器人或者自動化的科學儀器。最令人興奮的實驗包括配合連接 CBL/
LabPro 的感應器和 DCU 的輸出。例子包括警報系統、控制溫度環境和聰明的機器人。

數位控制出口硬體
數位控制出口(DCU)是一個含短電纜的小盒子。這裏有兩個版本：DCU-CBL，適合原始的 CBL
的使用；另一個是 CBL-BTA，適合 CBL2 或 LabPro 的使用。在原始的 CBL 上我們把
DCU-CBL 插入數位輸出(Digital Out)連接器。對於 CBL 2 或 LabPro 在 CBL-BTD 上的電線
插入一個數位(Dig/Sonic)連接孔。DCU 有一個直流電源的插座(通常使用一個 6 伏的 CBL 或
LabPro 電源，雖然其他的電源也可以代替)。DCU 的上蓋是透明的。在數位控制出口內有 6
個可見的紅色發光二極管和一個綠色發光二極管。綠色發光二極管表明 DCU 是否接上電源並
正確地連接上 CBL/ LabPro。紅色發光二極管表明 DCU 的六個輸出線的狀態。
在 DCU 的邊上有一個 9 個銷釘的附屬 D 插座，可與你所建造的電子設備連接。包括連接 6 條
數位輸出線、加上電源和接地。 我們在 DCU 的一端提供一條裸露電線的電纜，讓你在首次
實驗中使用。你可以使用 DCU 來控制多達 6 個電子設備。你也可以使用一對的輸出線來交換
應用於電氣組件的正負極。例如，你可以在兩個方向的任一方向操作馬達。輸出線路圖和電
特性的規格我們會在過後的手冊中解釋。

數位控制出口軟體
在包內的光碟上，我們提供控制 DCU 的實驗程式例子。 這些光碟包含允許你使用的電腦或
者計算機控制 DCU 的程式。一個光碟是為 Windows 用戶另一個是為 Macintosh 用戶。
Windows 光碟包括 Visual Basic 版本的程式。Macintosh 光碟包括程式的 REAL Basic 版本。對
於以下所有的 Texas 儀器圖形計算機，兩個光碟都包括 DCU 程式：TI-73, TI-82, TI-83, TI-83+,
TI-85, TI-86, TI-89, TI-92 和 TI-92+.通過使用 TI-GRAPH LINK 電纜和軟體，你可以把這些程
式從你的電腦傳送到你的計算機。
我們在磁碟上包含的 DCU 程式允許你開始立刻使用 DCU。 更重要的是，在你自己的程式
中你可使用這些 DCU 程式作為原材料。比起你從頭開始寫一個程式，你可以更快的修改這些
程式。這些程式被分為幾個子程式，有時稱之為子程式。這些子程式解決普通的 DCU 操作，
比如說在給定的時間內打開一條線路，或者操作一臺步進馬達。你將想要處理 DCU 的大多數
操作是在這些子程式中。就算不是專家程式員你也可以使用這些子程式編寫有用的 DCU 程
式。在此手冊中我們將提供所有實驗程式和子程式的檔案。

如何使用 DCU 的一些例子
DCU 方便教師和學生使用 CBL/LabPro 數位輸出線作實驗。對於新手，你可以試驗開和關 DCU
盒子內部紅色的發光二極管來熟悉程式是如何控制線路。然後你或許將想要建造你控制的電
子工程。 在此過程裏，你將學習到很多關於電子和編程的知識。下面列舉的一些實驗是我們
已經在 Vernier 建立過的。 你或許有自己的一些更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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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爍直流電燈和發光二極管

⚫

按順序擊活電磁鐵來加速一塊磁鐵

⚫

開/關直流電馬達並且在兩個方位的任一方位操作它們

⚫

直接控制步進馬達或者通過步進馬達控制積體電路

⚫

控溫環境

⚫

用脈衝傳遞揚聲器產生聲音

⚫

當事件發生時，給 CBL/LabPro 添加一個蜂鳴器來警告你什麼時候一次事件發生

⚫

通過刺激陷阱裏的感應器探測小動物的出現

⚫

用感應器和反饋一起使用 CBL/LabPro 來控制小車

⚫

自動煮茶機

⚫

活動展示來引起人們的注意

⚫

當運動感應器檢測到一個人時響警號

⚫

自動的科學儀器和示範設備

首次使用帶計算機的 DCU
這部分的目的是向你介紹 DCU 怎樣與一台計算機合作使用以及它是如何被編程的。假設你正
在使用 DCU 和連接上 CBL/LabPro 的 TI 圖形計算機。以下的部分你應該跳過如果你正使用
電腦和 Visual Basic 或 REALbasic.
你無須任何額外的硬體來連接 DCU，但如果你有一個小型揚聲器，你能把它用於這一章節的
一個部分。 我們盡可能讓這一部分簡單，但保持向你介紹所有如下內容：
⚫

下載軟體進計算機。

⚫

把 DCU 連接到 LabPro。

⚫

操作 DCUTOGGL（8 個字符版本的”DCU Toggle”）程式來控制 DCU 線。

⚫

操作簡單的 DCU 程式 DCUCOUNT。

⚫

測試並修改 DCUCOUNT 程式。

遵循以下步驟來運行 DCU：
1.

下載所有 DCU 程式的版本輸入到使用 TI-GRAPH LINK 電纜的計算機。在光碟上我
們有不同的 DCU 實驗程式的檔案夾，TI-73、TI-82、TI-83/83+、TI-85、TI-86、TI-86、
TI-92、和 TI-92+。如果你不擅長使用 TI-GRAPH LINK，參考 TI 手冊或者我們的簡
易版書 CBL，你可在我們的網站上免費查閱：www.vernier.com。

2.

接 DCU 到 CBL/LabPro 最右側的連接器上。在原始的 CBL，這個連接器被標明為 DIG
OUT。在 CBL2 或 LabPro 此連接孔是 DIG/SONIC。.在 LabPro，使用標明為 DIG/SONIC1
的通道。確定此連接器鎖在合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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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 CBL 電源(TI－9201)或者 LabPro 電源(IPS)連接到環形連接器的 DCU 上。

4.

接計算機到 CBL/LabPro.並確定此計算機鎖在合適的位置。

5.

如果你使用的是原始的 CBL，把它打開。CBL2 和 LabPro 沒有開關按鈕，它們會自動
開和關。如果你正確地完成了上述所有的步驟，DCU 上的綠色發光二極管會亮起來。
（這條規定有一個例外：如果你使用沒有接上交流電的 LabPro 或 CBL2。）如果綠色
發光二極管亮起來，仔細的檢查所有的步驟。注意：DCU 內的電子可以測量我們是
否正確地連接到 CBL/LabPro ，並且數位控制出口有電源。

6.

啟動 DCUTOGGL 程式。

7.

試著按下計算機上的 1 鍵。如果一切工作都到位，標簽為 1 的紅色發光二極管應該保
持光亮。再按 1 鍵它應當關閉。試圖使用 2 至 6 鍵打開或關閉其他的發光二極管。注
意有一些發光二極管的組合是不允許的，於某些情況下當你打開發光二極管時，另一
些發光二極管可能關閉。這個 DCUTOGGL 程式對你所連接的 DCU 上硬體作測試是
很有用的。

8.

按+鍵退出 DCUTOGGL 程式。

9.

啟動 DCUCOUNT 程式。紅色發光二極管應當顯示一系列的開關組合，每隔一秒鐘有
一次變化。可能輸出的 DCU 組合有 17 個步驟。它們代表從計算機傳遞數位
0,1,2,3,4,…15 到 DCU，隨後再次關掉全部輸出的 0。注意到前 12 步是使用前面 4 個
紅色發光二極管作二進制的數字。12 到 15 號控制最後兩輸出線的狀態。

10. 給你介紹一下 DCU 程式像什麼，DCUCOUNT 程式碼在下面舉例。這是 TI-83 代碼，
但這個代碼對於其他的計算機是相似的。對於這個簡短的程式我們應該注意到絮叨事
情：
PrgmDCUINIT

我們稱 DCUINIT 為子程式。此子程式初始化 CBL/LabPro。

Disp ”COUNTING” 在電腦螢幕上展示訊息。
{1, 31, 1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 → L6
上面設定的一連串數位的目錄有1開始，隨後有一些數目。這個
指令將建立一條數位通道。
Send(L6)

傳送此目錄到CBL/LabPro。

{3, 1, 17, 0} → L6

建立一個由3開始的目錄，隨後有一些其他的數位。這個指令將控制
來自CBL/LabPro的輸出。

Send(L6)

傳送此目錄到CBL/LabPro。

11. 現在是將 DCUCOUNT 程式用戶化並且讓它做不同事情的時間了。我們注意到
DCUCOUNT 程式只是將 16 個可能的輸出量一秒鐘一次地循序輸出到 DCU，最後加
上 0。首先我們準備修改程式使它的輸出速度減慢。然後我們修改它，讓它在開始按
順序計數前 5 秒內發出 50 赫茲的聲音。如果你沒有揚聲器可以連接 DCU，你可以從
視覺上檢查 DCU 的發光二極管，看看蜂鳴代碼是否正常工作。
在電腦螢幕上測試程式代碼。做這些工作的細節在不同型號的 TI 圖形電腦稍微有些不
同。在 TI-73、TI-82、TI-83+電腦上做這些測試是通過按 PRGM 鍵，然後按右鍵選擇 ED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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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按 ENTER 鍵。向下滾動程式目錄直到 DCUCOUNT 然後按 ENTER，如使用其他計
算機，請參考相應的說明書如何編輯代碼。這個程式現在應該在螢幕上列出。
我們早先說過我們把的全部可能輸出的代碼在輸入 DCU。那是怎樣完成的呢？過後這本
手冊的一些部分將解釋控制 DCU 指令的一些細節；在這裏，我們現在只看這項簡單的任
務。以下的 3 命令是控制 CBL / LabPro 的輸出的。尤其是，這命令的數位解釋如下所示：
{3, 1, 17, 0} → L6

{3, 步與步之間的秒數, 步數, 觸發}

第 2 個數位是最初是 1，因此每一個步驟保持在一秒。試著移動滑鼠游標到 1，把它變為
2。然後按 2nd 和 QUIT 鍵再次操作此程式。此程式應該比較緩慢地顯示開關組合。
12. 現在我們想通過使用子程式使該程式做一些額外的事情。我們想讓它發出翁翁的蜂鳴
聲。如果你有小型的揚聲器，在 D1 連接點與接地線之間連接揚聲器。如果你沒有揚
聲器，你只要觀察發光二極管是否配合翁翁的聲音。在 電腦螢幕上再一次展示
DCUCOUNT 程式。現在，我們在 PrgmDCUINIT 之後，需要增加以下的命令到該程
式。
50 → F
5→T
PrgmDCUBUZZ
這些命令將告訴該程式來執行子程式 DCUBUZZ。頻率(F)為 50 和持續時間(T)為 5 秒。
要加入這個命令到該程式，先移至在你想要增加新命令的行開始點，按 2nd 和 INS(插入)
鍵之後，鍵入這幾行命令。你需要使用 APLHA 鍵來打字母，並且使用 PRGM 鍵從命令
名單裏挑選然後插入 Prgm 字符。如果您不通曉編輯程式請參見您的計算機手冊。
現在再次按 2nd 和 QUIT 鍵操作此程式。首先程式應該在 5 秒的低頻率下發出翁翁的蜂鳴
聲，然後顯示開關組合。如果沒有揚聲器，請你看一下發光二極管#1 ；它應該在閃爍。
現在你已有一個關於計算機程式是如何控制 DCU 的實驗 。使用我們提供的子程式的
DCU 編程確實是相當容易的。我們鼓勵您與我們其他的子程式一起來做實驗，目的是開
發你自己的編程。你可以學到很多。接下來手冊中的某些章節將詳細解釋指令來控制
DCU。請記住，更加全面的指南是可利用的包括計算機指南和 CBL 和 LabPro 技術參考
手冊。我們最佳的建議是作實驗。最佳的方式學會編程是動手真正去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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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 DCU 配合 Visual Basic (Window)
引言
這個部分是讓那些能夠操作 Windows 電腦、微軟 Visual Basic、和 Vernier LabPro 的使用者可
以儘快啟動並運作 DCU。這不是一個 Visual Basic 的綜合指南。我們設法盡可能地簡單並允
許您可以很快使用 DCU 。這個指南假設您已在你電腦裏安裝有 Visual Basic 6 Enterprise 版或
標準版。如果你有 Visual Basic 的學習編輯版，請參閱附錄 F 有關怎樣修改程式以便使用此
版本的訊息。

試驗一個 Visual Basic 程式 – DCUTOGGL
若要看清 Visual Basic 程式如何控制 DCU，可嘗試 DCUTOGGL 程式。這個程式是利用按下
按鈕來控制 DCU 的線。把 DCU 連接到標示有 DIG/SONIC1 LabPro 最右上角的第一數位通道
上。確定插頭插入鎖定的位置。連接 LabPro 電源(IPS) 或 CBL 電源(TI-9201) 到 DCU 的圓
形連接器上 。用序列埠連接線將 LabPro 連接到 PC 電腦上。(注意: 目前的 Visual Basic 是不
支持使用 USB 連接孔來控制 LabPro 平台) 。
在 DCU 的 Windows 光碟上，你將看見被命名為 Visual Basic 的檔案夾。把這個檔案夾複製
到您的硬碟上。現在，在硬碟上找到你所放置的 Visual Basic 檔案夾的位置並打開它。在硬碟
內你將看到許多其他的檔案夾。其中一個被標名為 DCUTOGGL 。在這個檔案夾內你將看到
一個命名為 DCU.vbp 的檔案 (vbp 代表"Visual Basic Project - 專案") 。雙擊這個檔案。這樣
就會透過 DCUTOGGL 程式啟動 Visual Basic。在螢幕的邊緣你將看見各種各樣的 Window，
是用來編寫並修改 Visual Basic 代碼的。中心 Window 通常包含代碼或程式的用戶平台。

最初Visual Basic螢幕
從操作(Run)選單中，選擇開始(Start)。您應該看見 TOGGL 程式的使用平台：包括一個開始
(Start)和一個停止(Stop)鍵以及用於控制 DCU 的六條輸出線的按鈕。如果你的硬體連接得
當，”LabPro Found” (找到 LabPro) 的字應該出現在螢幕底部的 ListBox(清單箱)。如果硬體出
現問題, 你可以看到錯誤的訊息。如果無法連接請仔細檢查連接，設法拔掉 LabPro 的電源然
後再嘗試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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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螢幕上的六個按鈕對應於 DCU 線 1-6 。這個程式允許您開/關這些電線。試著用滑鼠游標
按下按鈕 1。標明 1 號的紅色發光二極管(LED) 應該發亮。再按一次 1 按鈕它就應該不亮。
在螢幕上使用 2 至 6 按鈕設法開/關其他的 LED。注意有一些 LED 同時開亮的組合是不允
許的，這時，當您打開某個 LED 時, 一些其他的 LED 可能會變成不亮。DCUTOGGL 程式對
於你將來連接到 DCU 時測試硬體的實驗是很有用的。
注意開始按鈕在編程中沒有起任何作用。它是為了維護其它程式的連貫性。當您完成用
DCUTOGGL 程式的試驗時，點擊停止按鈕來終止與 LabPro 的交流,然後終止該程式。Visual
Basic 將仍然運作。

打開 DCUCOUNT 程式
從 Visual Basic 檔案(File)選單中選擇打開專案(Open Project) 並找到 DCU 程式例子，在例子
檔案夾中找到標明為 DCUCOUNT 的檔案夾。在該檔案夾內是檔案 DCU.vbp。打開這個檔案。
關於保存先前程式變化的問題上選擇”不”。在螢幕的右邊你將看見有一個可擴大進入的標
有”Forms(表格)”的等級選單的專案 Window。如果專案還沒有擴大，單擊它來擴大它。然後
雙擊進入 DCU.frm 。如果你沒有在右上方看見 Project(專案)Window, 選擇 View(視窗)選單並
選擇 Project Explorer(專案探索)。我們將研究 DCUCOUNT 程式的一些細節作為如何建立
Visual Basic 程式的一個範例。

詳細觀看一個 Visual Basic 的程式
Visual Basic 是圍繞著表格來建立。表格是程式用來顯示和收集訊息的 Window 和對話方塊。
這些表格包含物件，像讓用戶輸入的按鈕和允許訊息被提出的列表框。表格內的每個物件可
能有與它聯合的 Visual Basic 代碼(指示電腦做什麼)。例如, 按一個按鈕將導致所執行的附帶
按鈕的代碼。這就是為什麼 Visual Basic 被作為事件導向的語言。按一個按鈕被認為是一個
事件。
Visual Basic 程式對這些事件作回應。當事件發生時，Visual Basic DCU 程式的許多包含在命
令中的代碼就啟動起來。我們並且提供子程式(在 Visual Basic 專業術語中的子程式) 你可以
很容易地與事件聯起來。例如, 你可以附帶一個子程式來監測光閘和報告情況。通過這些您
能相當容易地設置程式以便當用戶點擊按鈕時, 程式便開始監測光閘。這比自己寫代碼監測
光閘要容易的多。在我們的程式例子中所提供的的子程式的代碼可以為你做很多工作。
現在讓我們仔細的觀察一下 DCUCOUNT 程式。

Visual Basic 表格
在 Visual BasicWindow 的右下角”專案 – 專案 1” (”Project - Project1”) Window 內雙擊突出的
文件檔來打開表格以便編輯。
DCUCOUNT 程式的主要表格被打開，並且你可以看到我們為 DCU 程式建立的用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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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DCU 表格的示圖
這個表格是 Visual Basic 程式的核心。它包含一個程式的所有用戶平台組分部分以及你想要
程式執行的任何代碼。讓我們仔細的查看螢幕上編號的程式。
1． 這是該程式的主要表格。當我們操作程式時, 這便是你將看到的。它包含一個列表框(在
表格底部的大塊白色部分)、3 個按鈕、和一個解釋關於程式的標簽。它也包括下面將被
討論的第 4 項的序列埠控制。之後，如果您想要增加額外的部分到此程式，你可以在這
個主要表格上做。
2． 這是專案探索。所有與此程式有關的表格都在這裏分別列出。雙擊任何一個將出現這個
被選的表格。運用我們的程式嘗試一下。你將看到兩個其他表格的例子，一個是交流錯
誤訊息，另一個被使用在程式例子的某些子程式中。
3． 這是屬性 Window。在 Visual Basic、按鈕、列表框, 以及整個應用程式內的所有專案都有
與這些有關的屬性。一些屬性定義一個物體看上去怎樣或行為怎樣，其他的控制指定物
件的標簽。在主要表格上選擇一個物件將引起它的特定屬性在屬性 Window 裏出現。
4． 這是序列埠通信控制。正象我們有允許用戶與程式互相交流的按鈕，，我們也有允許與
LabPro 通過序列埠交流的序列埠通信控制。這種控制是程式的一個重要部分，但你應該
沒有需要改變程式中有關的任何東西。當你操作應用程式時，它不會在程式 Window 出
現。它只會在這個設計圖表中看到。序列埠通信控制有一個名字: LabPro 。這種控制有
與它有關的屬性 (象波特速率、數據二進制的數位等)，點擊它將在屬性 Window 出現有
關的屬性。
注意, 這個圖表不顯示正在操作的程式。當圖表正在被操作時，通過從操作(Run)選單選擇開
始(Start)，你可以看見程式操作時的狀況。如果你這樣做，在程式上按停止(Stop)鍵返回到設
計顯示。

操作 DCUCOUNT 程式
DCUCOUNT 是我們製作從 1 數到 16 個可能的 DCU 輸出的程式。0-15 個數字中的每一個數
代表了 DCU 的 16 個輸出中的一個。這樣，一個走過 16 個 DCU 輸出的每一個輸出的程式就
是輸出 0-15 的數字去 LabPro 以供 DCU 使用的程式。最後它輸出數字 0 以確定所有的線路都
被關閉。
讓我們操作這個程式。在螢幕的最高處，從操作(Run)選單選擇開始(Start)命令。這會引出另
一個 Window。這是真正的操作應用程式。你可以在目錄框的最底部看到”找到 LabPro”(Lab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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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的字樣。DCU 沒有亮光，程式似乎在等一些用戶的某些輸入。
嘗試按開始(Start)按鈕。這個按鈕開始傳送輸出序列到 LabPro。它連續地傳送 16 個可能的輸
出，保持每一個輸出為時 1 秒。等到所有 16 個輸出循環通過後再按開始。序列應該重新再
開始一周。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反復這樣做。當你做完，按停止(Stop)鍵。這個按鈕將中斷
與 LabPro 的交流並終止程式的執行。它將帶你返回我們早先看到的 Visual Basic 設計圖表。

檢查 Visual Basic 代碼
因為按開始按鈕啟動發光二極管(LED)的閃光過程，必然有與此按鈕相關的某一代碼對 DCU
輸出正確的程式。讓我們看一看這個代碼。
讓螢幕顯示已打開的 DCU 表格，但不要操作，雙擊開始鍵。這將打開 DCU 代碼 Window。
這個 Window 是編寫和編輯代碼的地方。通過雙擊開始鍵，代碼顯示屏被打開出現指標，此
指標被安置在同點擊開始鍵相關的代碼的部分。看下方顯示螢幕的細節。
讓我們準確地看一下我們在這裏有什麼。電腦螢幕顯示了不同的顏色的文件檔。所有綠色的
部分是評論。這些並不是對電腦的指令，而是我們所編寫的文件檔評論來解釋怎麼回事。電
腦忽略這些評論，但你應該閱讀它們，因為他們能幫助你瞭解操作的過程。藍色單詞是 Visual
Basic 的主要單詞。這些是 Visual Basic 認可的作為命令的特殊單詞。黑色單詞代表了我們編
寫的 Visual Basic 代碼。
你應該看到這個 Window 中的單詞"Private Sub DCUStartButton_Click()"。這是 Visual Basic
"Sub" 或子程式的起點。個人 (Private) 表示這個子程式對於只用於此程式。DCUStartButton
是這個程式開始按鈕的正式名稱。子程式名字的_Click 部分是指這些代碼與 DCU 開始按鈕的
點擊事件有聯繫。

與開始按鈕有關的代碼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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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早先說過，這個程式發送 16 個 DCU 的輸出代碼。它是怎樣完成的? 這個手冊的後面部
分將詳細解釋控制 DCU 的指令；我們在這裏只看一個簡單的實驗。我們首先設定我們想要發
送到 DCU 步驟的程式。然後通過輸出程式我們對 LabPro 發出一個指令真正的開始。我們在
這種情況下使用以下命令設定程式:
{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在這兒 1 告訴 LabPro 我們設定了一個通道，31 告訴 LabPro 我們想要設定通道 31，它是第
一數位通道(Dig/Sonic 1)，17 告訴 LabPro 在程式內有 17 個元素。隨後而來的數位是我們將
發送的實際輸出量。
1 命令實際上不真正啟動輸出。輸出是以 3 命令開始。我們使用的確切的命令和 LabPro 3 命
令的句法使用了這個方式是:
{3,1,17,0} {3, 步驟之間的秒鐘數, 步驟的數位, 觸發}
所以, 我們現在需要看怎樣使用 Visual Basic 從電腦發送這些命令到 LabPro。我們想要在任何
時間按動開始按鈕時發送這些命令，因此我們把這些命令放在與開始按鈕有關的在代碼中。
Visual Basic 代碼發送命令到序列埠遵循這些句法:
LabPro.Output＝被輸出的訊息
LabPro 是序列埠通信控制的名字，處理連接的 LabPro 硬體的地址。命令的".Output(輸出)" 部
分告訴電腦，您想要輸出訊息到被連接到序列埠的設備中。在等號右邊的訊息是你想要輸出
的東西。
LabPro 需要獲得訊息的句法是
“s{命令}” + vbCrLf
我們需要引號；他們保證你想要發送的數據的格式是 LabPro 可讀的格式。在行末的+ vbCrLf
簡單地對發送的訊息增加一個終止符以便讓 LabPro 知道它已接受了一整個命令。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我們希望詳細發送的命令。我們首先要以 1 命令來設定地一數位通道
(Dig/Sonic 1)，因此代碼應該是：
LabPro.Output = “s{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 vbCrLf
啟動輸出去 DCU 的代碼是:
LabPro.Output= “s{3,1,17,0}” + vbCrLf
這是我們在子程式中看在的代碼，它在點擊開始按鈕後執行。

修改程式
現在是時候定做 DCUCOUNT 程式做不同的事情。我們將要做出二種變動。首先我們將修改
程式讓它慢慢地走過計數的過程。這是一個相當容易的代碼變動。在 3 命令中的第二個數位
是設置輸出步驟之間的秒鐘數。這是我們在子程式中看到的代碼。所有我們必須做的是改變
3 命令線上的讀數為：
LabPro.Output= “s{3,2,17,0}” + vbCrLf
下班一步是要修改程式使它在計數過程開始之前 5 秒令一個揚聲器發出 50 赫茲的嗡嗡聲，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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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改動是有些困難的。我們不需要真正的揚聲器硬體。如果你沒有可以連接 DCU 的揚聲器，
你能親眼檢查並確定程式是做它應該做的事。
我們在磁碟上提供的所有 Visual Basic 程式, 包括 DCUCOUNT, 包括一定數量供你使用的子
程式。其中之一是命名為 DCUBUZZ 的子程式，它正合適做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我們可以指
示程式使用這個子程式來完成這工作。DCUBUZZ 使用二個參數：蜂聲的頻率和發蜂聲的秒
鐘長度。當增加了合適的 DCUBUZZ 命令之後，DCUStartButton_Click()子程式像如下：
Private Sub DCUStartButton_Click()
DCUBUZZ 50, 5
LabPro.Output = “s{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 vbCrLf
LabPro.Output = “s{3,2,17,0}” + vbCrLf
End
注意在 DCUBUZZ 命令中, 50 是我們指定的頻率，5 是我們想要蜂鳴持續的時間長度。
現在在程式中增加 DCUBUZZ 線，再一次操作它。(從操作按鈕中選擇開始)。如果你有一個
便於攜帶的揚聲器，在 D1 線和接地電線之間連接它。
當你在 DCUCOUNT 表格上點擊開始按鈕時，你應該在 5 秒內看到第一個 DCU 通道的 LED
在閃動。如果你有揚聲器，你可聽到嗡嗡的聲音。然後在 DCU 上的 LED 應該慢慢地輸出個
16 輸出的循環，但比以前的要慢。
這裏是 Visual Basic 代碼如何控制 DCU 的例子 。Visual Basic 是一個極其有用的程式工具，
但像大多數程式語言一樣，你必須熟悉語言的命令和句法。對於更多有關編程訊息，請閱讀
手冊和來自 Visual Basic 的幫助檔案。書店經常有整套的 Visual Basic 書籍，有助於你學的更
多。你也需要學會命令使用控制 LabPro 和 DCU。對此，請閱手冊的以下部分，尤其是 Visual
Basic 編程的額外的注意點。也請參閱 LabPro 技術參考手冊。
我們最好的建議是落手做實驗。嘗試不同的方法，看看它是如何工作。學習編程的最佳方式
是真正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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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 DCU 配合 REALbasic (蘋果機)
引言
這個參考指南是那些想要儘快掌握 DCU 如何運作的人，使用蘋果 (Macintosh) 電腦、RealSoft
公司的 REALbasic 2.1.2、以及 Vernier LabPro 的人。這個不是 REALbasic 的全面手冊。我們
盡可能用簡單的方法來允許您開始迅速使用 DCU 。我們假設您已經讀了 DCU 指南。這個
指南適用於 REALbasic 2.1.2，其它軟體的版本可能支持或可能不支持。版本 3 的 Beta 初試
版也可運作。

試驗 REALbasic 程式 – DCUTOGGLE
要看看 REALbasic 程式的運作，控制 DCU，可先嘗試 DCUTOGGL 程式。這是一個控制 DCU
線與按鈕的程式。把 DCU 連接到右邊頂端的連接器上標有 DIG/SONIC1 的第一數位通道。
確定這個連接器鎖定到位。連接 LabPro 電源 (IPS) 或 CBL 電源 (TI-9201) 到 DCU 的圓形
連接器上。使用序列埠纜繩把 LabPro 連接到蘋果電腦上。這些程式假設您使用數據機端口。
要修改程式使用打印端口也相當容易。這在 REALbasic 編程的部分的附加筆記可找到解說。
(注意: 此時，REALbasic 不支持使用 USB 口來控制 LabPro 平台。如果您使用一台 Keyspan
USB 對連續適配器，您可以在沒有連續端口的電腦使用 DCU 程式的 REALbasic 版本。
在 DCU 的蘋果機光碟上你將看到稱為 "REALbasic " 的檔案夾。在你的硬碟上複製這個檔案
夾。現在，在你的硬碟上操作，尋找你放入 REALbasic 的檔案夾並打開它。內部你將看見一
定數量的其它檔案夾。一個標有 DCUTOGGL。在這個檔案夾中您將看到被稱為 DCUTOGGL
的檔案。雙擊這個檔案。REALbasic 將打開。在螢幕的右方您將看見標有 (Properties) 特性
的 Window。 在 螢幕 的左邊您將看見標有工具 (Tools) 和另一 個標為顏色 (Colors) 的
Window。現在，我們將暫時忽略這些 Window。在螢幕的中心您應該看到標有 DCUTOGGL 的
Window。這個 Window 暫時是重要的。

初始 REALbasic 螢幕

讓我們運行這個程式。在螢幕的上方的找錯 (Debug) 選單中選擇操作 (Run) 指令。這將帶
出另一個 Window。這是一個 DCUTOGGL 程式的用戶平台。您將看到 TOGGL 程式的用戶平
台包括了開始 (Start) 和停止 (Stop) 按鈕和控制了 DCU 的六條輸出線的按鈕。如果所有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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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都已經正確地連接上時，單詞 "LabPro Found (找到 LabPro)" 將會出現在在螢幕的底部
的 ListBox。如果您的硬體有問題你將得到錯誤的訊息。如錯誤發生的話，檢查 LabPro 電源
以及連接在數據機端口上的序列埠連接是否完好。如果都幫不了你，設法將 LabPro 電源拔開
然後再把它插回去。
螢幕上的六個按鈕對應 DCU 上的 1 – 6 號線 。這個程式允許您單獨開關這些線。嘗試在 "1
" 按鈕上點擊滑鼠游標。標有 1 的紅色 LED 應該亮 1 起來。再次按 1 按鈕時應該關掉它。使
用 2 – 6 的按鈕嘗試設法開關其他的發光二極管 (LED)。注意有些 LED 的組合是不允許的，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當您打開一個 LED 時，其他的會關閉。DCUTOGGL 程式在您今後的專案
測試硬體時是非常有用的。
注意開始 (Start) 按鈕在這個程式中不起任何作用。它的出現是用來維持你的其他的程式的連
貫性。當您用 DCUTOGGL 程式完成實驗操作時，點擊停止 (Stop) 按鈕來終止與 LabPro 的
聯接，然後停止程式。REALbasic 將仍然造作。

打開 RCUCOUNT 程式
從 REALbasic 檔案選單中選擇打開並 (Open) 並操作至 DCU 的程式例子。在那個檔案夾內
有一個叫 DCUCOUNT 的檔案。打開這個檔案，在詢問是否保存最後操作的變化時回答不。
當檔案被打開時，在螢幕的中心附近你將看見陳列著由其他不同 Window 組成的 Window。
其中一個標有 "DCUCOUNT"，雙擊在這個詞。

REALbasic 的概要
REALbasic 使用很多 Window 顯示訊息。它的設計看起來象用於 WindowPC 電腦的 Visual
Basic。這個程式是在一個主 Window 內建立您增加的按鈕、標簽、正文框、列表框, 和控制
開關。許多在這個 Window 的物件有附帶的 REALbasic 代碼 (指示電腦應該做什麼)。例如，
按按鈕導致附在按鈕上的代碼被執行。這就是為什麼 REALbasic 被稱為一個事件推動 (Event
Driven) 的語言。按按鈕被認為是一個事件(Event)。
我們提供您子程式 (在 REALbasic 專業術語稱為方法 - Methods)，你可以容易地附在一個事
件。所以，例如，您可以附加一個方法來監測一個光閘並報告它的狀態。通過做這些工作您
能相當容易地設置程式以便於當用戶點擊按鈕時，程式將開始監測光閘。這比你自己寫代碼
監測光閘要簡單的多。在我們樣品程式中的方法所提供的代碼可以為你完成很多工作。
現在讓我們對 DCUCOUNT 程式做一個詳細的觀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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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basicWindow

DCU 的主Window圖

一個 REALbasic 程式的主要部分在以上的圖像上已經用數位標明。我們可是嘗試解釋每一
個標有數位的Window是什麼，下面有標明：
1- 這是用戶平台的程式主Window。在技術上這是編輯Window。它控制我們在開發中的應用
的外觀視窗。注意在這個Window中有幾個不同的物件，包括二個按鈕、幾個標籤以及在
底部的一個大白色羅列框。這個Window是容許程式從用戶聚集輸入以及程式是如何顯示
輸出資料到用戶。在這個Window下的一個關鍵物件在下麵的第 2 點中討論。
2- 在 蘋果機的 數據機/印表機 (modem/printer) 標誌上的物件是序列埠通信控制。這個控
制允許我們通過序列埠與 LabPro 聯繫。它對程式是很重要的，但在您的工作中 (除非你
需要從數據機Modem 連接口轉到使用印表機Printer 連接口) 你不需要改變任何事情。當
你在操作應用時它不會在程式Window出現。它只在設計環境平台可以看見。序列埠通信
控制有一個名字: LabPro 。它有其與它有關的特性，點擊它將在右邊的特性Window顯示
這些特性。
3- 這是特性 Window。在發展應用時它將變得越來越重要。許多在 REALbasic 的物件有相
連的特性，例如名字、說明、地點等。這個 Window 是設置和改變這些特性的所在地。
4- 這是工具 Window。您能從這個 Window 將各種專案放置到主 Window 來增加像是按鈕、
標簽、文件檔案框、列表框和控制等特徵。我們現在不會使用這些控制，但是當您編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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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自己的應用時它們將變得無價。
5- 這是這個應用的計劃視窗。它顯示跟著個程式有關的所有其它視窗。現在的例子有三個
視窗，加一個預設的選單視窗。三個視窗就是我們在螢幕上見到的主視窗、通信錯誤螢
幕和在我們一些子程式用上的空白臨時等待(BlankWaitTemp) 視窗。

操作 DCUCOUNT 程式
DCUCOUNT 是我們創造將 16 個可能的 DCU 輸出按次數出來的程式。每個 0 – 15 的數位代
表 16 個輸出中的一個。因此，一個在 DCU 上按次表達 16 個輸出中每個輸出的程式是一個
發送 0 – 15 的數位到 LabPro 以供 DCU 使用的程式。它最後發送一個零來確定所有線都已關
閉。
讓我們設法運行這個程式。從螢幕上方的程式調整 (Debug) 選單中選擇操作 (Run) 命令。
這改變了螢幕的外觀。現在你正在觀察運行時間環境 (Runtime Environment) 螢幕。這實際是
用 DCUCOUNT 應用操作時的 Window， 並顯示它的用戶平台。您應該看到單詞 "找到
LabPro (LabPro Found)" 出現在螢幕底部處的羅列框內。DCU 的紅色燈沒有被打開，並且程
式似乎等某些用戶輸入。
嘗試點擊開始 (Start) 按鈕。這個按鈕發送一系列的輸出到 LabPro。它依次發送每個 16 個位
可能輸出，並在沒個輸出停留 1 秒。等待所有 16 個輸出依次顯示後再次按開始按鈕。系列
應該再次開始。如果您喜歡您可以持續做幾次。當您完成時，按停止 (Stop) 鍵。這個按鈕將
中斷與 LabPro 的聯繫並終止程式的執行。它將返回到我們早先看到的設計外觀。

檢查 REALbasic 代碼
因為你按開始按鈕的行為開始了一系列發光二極管的閃動，這中間必須有一些按鈕相聯繫的
代碼在向 DCU 發送正確的系列。我們看一看這個代碼。
當 DCUCOUNT 用戶平台視窗在螢幕上打開但應用不在操作時，雙擊開始按紐。這將帶出一
個以前我們沒有見過的新螢幕。這就是所寫代碼的位置。通過雙擊開始按紐，代碼顯示被打
開，而遊標停留在點擊開始按紐相關的代碼區上。如下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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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鍵相關的代碼
我們確切地看看這裏有些什麼。在這個 Window 的左邊您可以看到專案的分層列表。這個列
表的最高層是控制 (Controls)。這個專案在分層顯示是打開的，並且我們看到幾個子目錄，包
括 DCUTEMPLATEStart (DCU 開始模板) 和 DCUTEMPLATEStop (DCU 停止模板)。這兩個
子專案對應您在視窗所看到的開始和關閉按鈕。現在注意，DCUTEMPLATEStart 詞條也被
擴展，並且在它的底下我們可以看到幾種”方法”。那個被選擇的已反白標注為行動 (Action)。
當開始按鈕被按動時，這個行動專案包含將被執行的代碼。
我們早先說過，這個程式發送 16 個 DCU 的輸出代碼。它是怎樣完成的? 這個手冊的後面部
分將詳細解釋控制 DCU 的指令；我們在這裏只看一個簡單的實驗。我們首先設定我們想要發
送到 DCU 步驟的程式。然後通過輸出程式我們對 LabPro 發出一個指令真正的開始。我們在
這種情況下使用以下命令設定程式:
{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在這兒 1 告訴 LabPro 我們設定了一個通道，31 告訴 LabPro 我們想要設定通道 31，它是第
一數位通道(Dig/Sonic 1)，17 告訴 LabPro 在程式內有 17 個元素。隨後而來的數位是我們將
發送的實際輸出量。
1 命令實際上不真正啟動輸出。輸出是以 3 命令開始。我們使用的確切的命令和 LabPro 3 命
令的句法使用了這個方式是:
{3,1,17,0} {3, 步驟之間的秒鐘數, 步驟的數位, 觸發}
所以, 我們現在需要看怎樣使用 REALBasic 從電腦發送這些命令到 LabPro。我們想要在任何
時間按動開始按鈕時發送這些命令，因此我們把這些命令放在與開始按鈕有關的在代碼中。
當開始按鈕被按時，放在這裏的任何代碼都被執行。將輸出訊息發送到 LabPro 只有一個命
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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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Pro.Write(在序列埠被輸出的訊息)
LabPro 是序列埠通信控制的名字，處理連接的 LabPro 硬體的地址。命令的".Write(書寫)" 部
分告訴電腦，您想要輸出訊息到被連接到序列埠的設備中。在等括號內的訊息就是你想要輸
出的訊息。
LabPro 需要獲得訊息的句法是
“s{命令}” + chr(10))
命令只是一串我們想發送到 LabPro 的整數。s、引號、和彎曲引號是必需的；他們保證你想
要發送的數據的格式是 LabPro 可讀的格式。在線末的+ chr(19((簡單地對發送的訊息增加一個
終止符，以便讓 LabPro 知道它已接受了一整個命令。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我們希望詳細發送的命令。我們首先要以一個命令來設定地第一數位通道
(Dig/Sonic 1)，因此代碼應該是：
{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啟動輸出去 DCU 的代碼是:
{3,1,17,0}
這是我們在子程式中看在的代碼，它在點擊開始按鈕後執行：
LabPro.Write(“s{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 chr(10))
LabPro.Write(“s{3,1,17,0}” + chr(10))

修改程式
現在是時候定做 DCUCOUNT 程式做不同的事情。我們將要做出二種變動。在計算序列開始
前我們將修改程式把讓它在喇叭上發出 5 秒 50 赫茲的嗡嗡聲，並且也修改程式使它審閱慢
慢的計數。喇叭硬體不是真正需要的。如果您沒有能連接到 DCU 的喇叭，您可以肉眼檢查
並且確定程式應該做些什麼。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開始按鈕有關的代碼。
LabPro.Write("s{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 chr(10))
LabPro.Write(“s{3,1,17,0}” + chr(10))
改變審閱的序列的速率所需的代碼改變比較簡單。在 3 命令中的第二個數位所設置的就是在
輸出序列的步驟之間的時間。改變這一行使它讀做:
LabPro.Write(“s{3,2,17,0}” + chr(10))
現在，我們輸入代碼使喇叭作嗡嗡聲。REALbasic 所有程式包括一定數量的子程式，保存在 ”
方法” 供你使用。它們當中的其中一個稱為 DCUBUZZ，它所做的就是我們希望要做的。如
果您在看 Window 左邊的列表，您將看到標有 “方法” 的抬頭。點擊這個詞條擴展它。一旦
它擴展了，在 Window 的左邊您將看見許多專案。這清單內就是我們已編寫的方法來幫助你
開發你的應用。
我們可以把這個方法加到代碼中。DCUBUZZ 方法需要兩個參數，嗡嗡聲的頻率 (赫茲) 和
嗡嗡聲的長度。這是 DCU 開始按鈕的代碼在增加了適當的 DCUBUZZ 命令後的內容。
Sub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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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BUZZ 50, 5
LabPro.Write("s{1,31,17,0,1,2,3,4,5,6,7,8,9,10,11,12,13,14,15,0}” + chr(10))
LabPro.Write(“s{3,2,17,0}” + chr(10))
End Sub
注意 50 是我們在前面所指定想要嗡嗡聲的頻率，而 5 是我們想持續的長度。

現在在你的程式中加入這些行，並嘗試再次操作它 (從調試整 Debug 選單中選擇操作 Run)。
如果你有一個可用的喇叭，可在 D1 線和地線之間連接上。當您點擊開始按鈕時，您應該看
第一個 DCU 通道閃動 5 秒鐘，如果您有一個喇叭，可聽到嗡嗡聲。然後 DCU 上的光發光
二極管應該比以前更緩慢地依序通過 16 個輸出環。
退出 REALbasic，或如果您喜歡，打開其它的 DCU 程式例子。您可以保存或不保存您所做
的變動。您也可以用不同的名字保存程式的變動版本。
這裏的這個例子是您如何使用我們在 REALbasic 代碼 Window 中提供的原材料來創造您自己
的 DCU 控制程式。REALbasic 是一個極其強大編程工具，但是像大多數程式語言，您必須
熟悉系統的命令和句法。關於我們所做的更多的創造系統的細節，閱讀 REALbasic DCU 技
術參考手冊。有關編程的更多訊息，閱讀來自 REALbasic 的手冊。也可以參考這個手冊的後
面部分，特別是 REALbasic 編程的額外注意點。最好的建議是試驗。嘗試做這些事情; 看看
它們是否工作。學會編程的最佳方式是真正地把它做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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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 的硬體詳情
DCU 是一個小盒子，上面有一個透明的塑料上蓋。把短的電纜塞住入 CBL 數位出口或在
CBL 2 或 LabPro 上插入一個數位通道(Dig/Sonic)。在 DCU 電纜的同一側是一個直流電源的
插口。
我們可以使用四種不同的電源：
⚫
⚫
⚫
⚫

一個 LabPro 提供的電源 (6 伏特，穩定)
一個 CBL 提供的電源 (6 伏特，穩定)
一個 ULI 提供的電源 (9 伏特，未穩定)
電池提供的電源(一個燈籠電池或四至八個 1.5 伏特的電池)。另外需要做一條電纜連接
DCU，可使用一個 5.5 cm x 2.1 cm 電源插口(Radio Shack 零件號碼 274- 1569)。連接導
線時注意連接器的中心是正極。提供的電壓可以是 5 伏特和 12 伏特之間的任何一個電
壓。建立電池供應電源的一個簡單的方法是使用一個四個 C 或 D 電池串連的支架，可
提供大約 6 伏特的電壓。

緊記不能提供超過 12 伏特直流電給 DCU。不能使用交流電源提供 DCU。注意在 DCU 上的
中心連接器是負極的。
DCU 的透明上蓋能看到六個紅色的發光二極管和一個綠色的發光二極管在內。綠色發光二極
管是很有用的，可以看到這些情況是否符合:
⚫
⚫
⚫
⚫

DCU 有供電。
CBL/LabPro 有供電 (如果它是原始的 CBL，它已被打開)。
DCU 適當地被連接到原始 CBL 的數位出口，或連接到 CBL 2 和 LabPro 上的第一數位
通道(Dig/Sonic1)。
在 CBL 2 或 LabPro 上如果是由電池供應能源，綠色發光二極管只會在發出命令保持供
電後才會保持發亮。所以如果你的 CBL 2 或 LabPro 是在用電池，即使你把它正確連接，
綠色發光二極管是不會繼續發光的。

學習檢查這些發光二極管。它可以警告你事物是否正確地被設置，並且當有問題時可以幫你
節省時間。
紅色發光二極管表明六條輸出線的狀況。我們稱他們為 D1、D2、D3、D4、D5、和 D6(線) 。
您可以認為 DCU 作為六個遙控開關的結合體，來自 DCU 的六條線的每一條線都已被連接到
獨立的開關，開關可能有任何三個位置：

我們可以把這些線連接到 DCU 電源的正極、負極、或斷開。在 DCU 內部有六個這樣的開
關。實際上它們不是機械開關而是使用晶體管的電子開關。他們的作用就像是我們剛才所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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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機械開關。如果你在 DCU 線和地線之間連接一個電子設備(譬如馬達或燈泡)，你可以控
制開關的開或關。如果開關是在 + 的位置，電流將流動，並且設備會打開。開關的其它二個
位置的任何一個將關閉設備。
如果你已經閱讀了來自 CBL、CBL2 或 LabPro 的說明書，你會覺得驚訝，發現在 DCU 中有
六個數位出口，而每一個數位連接孔上只有 4 根數位輸出線。我們做一些數位邏輯的策略來
控制 6 個數位出口來代替四條線。當然，我們必須對這一策略支付代價。我們不能完全獨立
地控制所有六條線。我們在模式上做了一些妥協，現有的模式允許我們完全獨立地控制前三
個發光二極管，然後允許我們在有限制下使用另外三個發光二極管。最容易看到這些限制的
方式是檢查來自 DCU 的 16 種可能的輸出量:
輸出模式

二進數

D1

D2

D3

D4

D5

D6

0

0000

-

-

-

-

×

×

1

0001

+

-

-

-

×

×

2

0010

-

+

-

-

×

×

3

0011

+

+

-

-

×

×

4

0100

-

-

+

-

×

×

5

0101

+

-

+

-

×

×

6

0110

-

+

+

-

×

×

7

0111

+

+

+

-

×

×

8

1000

-

-

-

+

×

×

9

1001

+

-

-

+

×

×

10

1010

-

+

-

+

×

×

11

1011

+

+

-

+

×

×

12

1100

×

×

×

×

-

-

13

1101

×

×

×

×

+

-

14

1110

×

×

×

×

-

+

15

1111

×

×

×

×

+

+

表明線是連接到 DCU 的電源是正電壓，- 表明線是接地 (DCU 電源的負導線)，× 意味著
線是斷開的。
+

輸出量從 0 到 11 可以說是數位的二進制等值，D1 相應最低的彼特、D2 相應第二個數位、
D3 相應第三個數位、和 D4 相應最高的彼特。
輸出量從 0 到 7 給予前條數位線完全獨立的控制。
輸出量從 12 到 15 是設計來控制 D5 和 D6 線，但不允許使用前面的四條線。這個選擇的其中
一個原因是考慮到建造機器車。使用這樣的車，您可能想要通過 D1 和 D2 來控制一個馬達，
由 D3 和 D4 來控制另外一個馬達。但能擁有其他的可控制的線仍然是很有用的，可以在其

19

用户手册

數位控制器

他操作中使用。D5 和 D6 線能滿足著要求，但用時 D1 至 D4 線需關閉。
一起使用一對 DCU 線允許你交換正負極，即將電子設備電流的方向反轉。考慮以下的電路。
兩個電路顯示了電子設備的導線與 DCU 的 D1 D2 線連接上。左邊電路的 D1 設置在正極和
D2 設置為負極，因此正極電流會從 D1 通過設備流到 D2。右邊電路的 D1 設置在負極而 D2
是設置為正極，因此正極電流會從 D2 通過設備流到 D1。這個做法允許你在兩個方向中的任
何一個方向驅動馬達轉動。

注意：
⚫

如果有第三個簡單馬達連接到 D5 和 D6，當最前面的兩個馬達關閉時，只能操作第三個
馬達，但可以控制它在任何方向轉動。

⚫

如果三個 DC 設備，如果將三個直流電設備連接在 D1、D2、D3 和地線之間，可以完全
獨立地或以任何組合打開這些設備。

⚫

六個直流電設備可以連接在六個輸出終端和地線之間。四個(那些被連接到 D1、D2、D3、
和 D4)可能在幾乎任何一個方式下使用， 除了不能同時打開 D3 和 D4 線。連接到 D5 和
D6 的設備只有在所有連接 D1 至 D4 先的設備關閉時才能(獨立)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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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關於光碟上 DCU 程式的例子
PC電腦 (Windows) 和 蘋果電腦 (Macintosh) 磁碟中包括DCU的程式例子。這些程式可以在
幾個不同的方式下使用：
⚫

使用未改變的程式來控制你設立的電子設備。程式例子DCUTOGGL是尤其有用的。你可
以隨意打開或關閉6條線的任何一條來測試你的硬體。

⚫

作為例子研究並學習如何編寫DCU程式。

⚫

你可以以這些程式為起點作修改。通常我們從程式例子之一建立一個新的程式要比從頭
開始容易的多。

⚫

使用子程式或過程作為“原材料”建立你自己的程式。

所提供的程式適用於以下 TI 計算機：TI-73 、TI-82 、TI-83 、TI-83+ 、TI-85 、TI-86 、
TI-89 、TI-92, 和 TI-92+ 。Windows 磁碟也有 Visual Basic 程式。Macintosh 磁碟有 REALbasic
程式。我們提供的所有程式的名稱都是以 DCU 子母開始的。這裏我們羅列了一些程式例子，
並附帶簡短說明。
DCUCOUNT – 這個簡單的實驗發送每一個 16 可能的數位輸出到 DCU 線。
DCUTEMPC – 此程式檢查在CBL/LabPro 的第一模擬通道上，來自TI或不銹鋼溫度感應器的
信號。如果溫度大於指定的水平，它會打開D1 線。如果溫度低於指定的水
平，它會打開D2 線。它適用於溫度控制系統，我們可以按需要打開一個電
燈泡加熱或打開風扇冷卻。
DCUWARNV – 監測CBL/LabPro的電壓輸入，如果電壓超出這個水平，打開DCU 的D1 輸
出。
DCUSTEP –

一個用於控制步進馬達的程式。

DCUTRAP2 –

這個程式用以做一個活蟲板門。它使用一個光閘來感應蟲是否在箱子裏面，
然後啟動直流馬達來敲打蓋子關閉的盒子。這是如何使用子程式的典型例子。

子程式
我們也有包括一些子程式。在 Visual Basic 中我們稱之為 Subs。在 REALbasic 中我們稱之為
Methods 。在 TI 計算機上它們實際上是分開的程式，我們可以都稱為子程式。這些子程式可
以提供代碼部分，你可以使用它們來編寫程式。是, 你想要你的程式處理的主要操作也可能
使用其中一個子程式替換。許多程式可能只需編寫幾行新代碼將這些子程式連接在一起。例
如，考慮程式 DCUTRAP2 。依照前面所提到的，這個程式是用來做一個小蟲陷阱。它使用
光閘來感應什麼時候箱子內部有小蟲，然後啟動一個馬達來敲打盒蓋關閉箱子。這裏是這個
程式的普通描述，以及一些解釋程式在幹什麼的評論。
設置計算機或電腦螢幕
顯示 "READY FOR ACTION - 準備行動"
使用子程式 DCUINIT 來初始化 CBL/Lab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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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子程式 DCUCHKP 來檢驗光閘是否正常工作。
再次清除計算機或電腦螢幕。
使用子程式 DCUWAITP 來監控光閘的情況並且等待知道光閘被阻擋。
設置變量 D 的數值，確定那個輸出應該被打開。
設置變量 T 的數值，控制輸出打開的時間。
使用子程式 DCUPWRON 來開動連接在 D1 線 (D=1) 的馬達，為時一秒鐘 (T=1)。
把 D 設置為 2，因為蜂鳴器被連接到了 D2 線上。
使用子程式 DCUPULSK 來開動連接在 D2 線上的蜂鳴器，一直開動直至按鍵為止。
注意主程式沒有多少行。所有較複雜的操作都在子程式 DCUINIT、DCUCHKP、DCUWAITP、
DCUPWRON, 和 DCUPULSK 中。
我們使用的子程式是通過設置某些變量數值後跳躍進子程式的代碼來操作。例如
DCUPWRON 子程式, 你跳進它時，D 是設置為你想開動的數位輸出模式，而 T 是設置為你
想這些模式開動的時間。
所有 DCU 程式和子程式的全部名單都包含在手冊的附錄 A 中。

如何啟動一個 DCU 程式方案
當你開始編寫一個程式來控制DCU, 我們建議這種方法：
⚫

首先，檢查並查看我們提供的程式例子的其中之一是否是你需要做的或接近你所需要做
的事。如果是這樣, 以該程式開始，如有必要可以修改它。檢查附錄 A 中的程式。在某
些情況下，您只要使用我們的程式。例如，如果您想要快速地打開或關閉 DCU 的某些
輸出線，你只要使用 DCUTOGGL 程式即可。

⚫

如果無程式是足夠接近你所需要的，使用我們的子程式作為”原材料”來建立你的程式。
以其中之一的程式例子來啟動程式。如果不需要可刪除現有的代碼。仔細地學習附錄 A，
得知每一個子程式是幹什麼的。當你可以的時候，使用這些子程式來節省你自己的工作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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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CBL/LabPro 來收集數據
手冊的下二個部分是看一下為 CBL/LabPro 編程式。這個部分將集中閱讀感應器的狀態，因
為這是與 CBL/LabPro 一起最容易做的事。並且，閱讀感應器對於編寫 DCU 程式是非常有用
的。下個部分是關於編寫程式來控制 DCU 線。這些部分都不是編程的詳細解說。為此，你
應該參考來自計算機或電腦程式語言的指南。然而，這個部分將給你一個關於怎樣控制
LabPro/CBL 和 DCU 的總的概要。
這兩個部分也不是 LabPro/CBL 硬體及它是如何受控的一個詳細解釋。為此你應該參考
《LabPro 技術參考手冊》(免費網站 www.vernier.com)，《使用 CBL 2 入門》，或《CBL 系統
指南》(原始的 CBL) 。
不管你使用的是哪個設備，您傳送的命令是相似的。這個部分將集中介紹這些命令。這些在
不同設備上較小的區別不影響程式語言或計算機類型。
CBL/LabPro 是由傳送的數位名單來控制的，我們叫這些為命令。這裏是最常用於讀取感應
器程式的命令的名單。
0 全部清空
1 通道的設定
3 取樣設定
4 轉換等式設定
有一些其他的命令只適用於 CBL 2 和 LabPro，但在這手冊中，這些命令在以後的部分才做
解釋。一個命令就是一個數位的列表，它是以命令數位開始的 (通常為 1, 3, 或 4)，接下來是
其他的數位 (在 TI 書中稱為參數)。每一個參數都有特別的含義，取決於你使用的是什麼命
令。對於每一個參數都有預設值。如果你在數位列表中沒有提供參數，預設值就被選用。所
有的詳細解釋都在《CBL 系統指南》
、
《使用 CBL 2 入門》或《LabPro 技術參考手冊》
。在以
下部分當中，我們只使用共同編寫的重要程式參數，而不提供其他的參數 (因此他們將採用
預設值)。
你是通過傳送這些以逗號將數位分開的命令來控制 LabPro/CBL 的。列表被附在曲線括號{}
內。這些命令如何被傳送到 LabPro/CBL 的細節是按不同的程式環境或計算機有些少差別。
對於大多數的計算機，你是用一行設定數位列表，然後在下一行以傳送命令將它傳送到
CBL/LabPro。在電腦上，我們只需要一行傳送命令。這裏是傳送 3,1,2,0 的代碼例子。這個格
式將在程式中當不同的傳送命令時被重複許多次。
使用 TI-83圖形計算機：
{3,1,2,0} → L6
“Send(發送)” (L6)
使用 Visual Basic：
LabPro.Output = "s{3,1,2,0}" + VbCrLf
使用 REALbasic：
LabPro.Write("s{3,1,2,0}"+ ch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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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二個部分的其餘部分我們將集中於傳送的命令，而不擔心我們所傳送命令的方式的細
節。我們將以編碼的形式羅列出我們的例子，並解釋程式應該做什麼，但並不是程式語言要
求的確切的字符(不是確切的句法)。
為讀取連接了感應器到 CBL/LabPro 通常遵循這個基本模式：
⚫

使用 0 命令初始化 CBL/LabPro。

⚫

使用 1 命令來設定感應器連接的通道。

⚫

(可選) 使用 4 命令來指定使用的校準刻度。

⚫

使用一個 3 命令開始擷取數據。

⚫

得到並處理數據。

這裏我們將詳細解釋 CBL/LabPro 收集數據程式的更為具體的例子。這個程式取得了氣壓計
的讀數。它將採取 50 讀數，每個讀數相隔 0.25 秒。我們將在程式的每行上解釋，如下:
傳送 {0}
傳送 {1,1,14,0,0,1}
傳送 {4,1,1,1,8.729,8.271}
傳送 {3,.25,50,0,0,0,0,0,1}
Get Resulting Data (得到收集的數據)

初始化 CBL/LabPro
設置通道
設置校準刻度
開始數據收集
收集數值，首先是測量的數值，然後是時間

第一行使用命令 0 來初始化 CBL/LabPro。(記住，第一個在列表中的數位是命令類型)。包括
此程式中的代碼在 CBL 2 或 LabPro 上使用，或用子程式 DCUINIT 做初始化並一些其他初
步的事情是尤其重要的。如果想改變程式而使用 DCUINIT 子程式，你需要用加一行運作
DCUINIT 子程式來代替 0 命令行。這是我們在大多數程式例子中使用的方法。
我們使用的編碼的第二行是設定讀取數據的通道：
傳送 {1,1,14,0,0,1}
當傳送到 CBL/LabPro 時，1 命令指定一些關於怎樣處理數據的事。當與感應器一起使用時，
這個命令的句法是
{1, 通道, 操作, 後處理, 統計，轉換}
不是所有這些參數都是重要的，你也很少使用這些參數。(使用零，不提供它們令其使用為 0
的預設值。)這裏是一些重要的參數:
通道 = 輸入通道以列表中第二個數位來指定。對模擬感應器，你可以使用 1、2、或 3、或 4
(僅限 LabPro) (來指定第一、第二、第三、或第四模擬通道)。運動感應器使用 11。使用 LabPro
時，你也可以使用 12 配合第二數位通道上的運動感應器。
操作 = 在列表中的第三個數位應該是 1，從自動認別感應器讀取信號，象標準 TI 溫度、電
壓、或光感應器、不銹鋼溫度感應器、運動感應器、或任何自動認別感應器。沒有自動認別
功能或其他 Vernier 模擬感應器它應該是 14。
後處理 = 經常沒使用，可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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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 在列表中的第六個數位是 0 或 1 。如果您使用與 CBL/CBL 2, 一同使用的三個 TI 感
應器、運動感應器、或其它 Vernier 自動認別感應器的話，您應該經常使用 0 作為這個參數。
如果你使用一個沒有自動認別的 Vernier 模擬感應器，使用 1。例如 5 個別針 DIN 插座的感
應器。如果數值是 1, CBL/LabPro 將使用隨後的公式轉換來將電壓讀數轉換成相對的讀數。
我們看一看在我們的程式例子中的第二行：
傳送{1,1,14,0,0,1}
在此使用的 1 命令設定通道 1 來使用一個非自動認別感應器和 (因為第 6 數值是 1) 來使用
一個等式轉換。
我們的程式例子的第四行是 4 命令。4 命令只用來為一個非-自動認別模擬感應器設定校準
刻度等式，例如與一個 DIN 連接器的 Vernier 感應器。使用適當的 4 命令，可以在 CBL/LabPro
上讀取這些感應器的正確數值(牛頓、度數、等)。如果您使用自動認別功能，或者你只想要
從一個非自動認別模擬感應器中讀取原電壓，就不要使用 4 命令。跳過這行。另一個說法是
如果 1 命令行中的第六個數位是零，跳過 4 命令行。
如果使用等式轉換來將電壓轉換到有意義的數值，使用 4 命令來對 CBL/LabPro 裝載轉換等
式。幾乎所有的 Vernier 感應器都使用直線校準刻度(一次多項式)。校準刻度由輸入指定 k0 (y截距) 和 k1 (斜度)來定義。4 命令 heng6 的形式總是:
傳送{4,通道數,1,1,k0,k1}
在我們的程式例子中，下行是用來裝載轉換等式的:
傳送{4,1,1,1,8.729,8.271}
在這種情況下通道 1 被使用，以截距 8.729 和斜度 8.271 來使用。這是 Vernier 氣壓計的一個
適當的校準刻度，單位為大氣壓。在適當的 4 命令行中的數值訊息包括在感應器的說明書中。
3 命令控制實際的搜集數據。這裏是我們研究的來自程式例子的 3 命令。它指定每 0.25 秒收
集共 50 個的讀數，並指定了我們應該記錄各讀數的時間。
傳送{3,.25,50,0,0,0,0,0,1}
這個命令的句法是:
{3,取樣時間,樣本數目,觸發類別,觸發通道,觸發限制,前保存,外置時鐘,記錄時間}
多數這些是不重要的並且你應該把它們設定為 0。這裏是一些重要參數 — 這幾個在我們的
程式例子中使用：
取樣時間 = 樣品之間的時間(單位為秒)。範圍是 0.0001 到 16000 秒。在原始的 CBL，如果
數字是大於 0.25 秒，它必須是 0.25 秒的倍數；也就是說整四分之一秒。例如，1.75 秒是可以
的；但 1.8 秒是不可以的。CBL 2 或 LabPro 沒有這個限制。
樣本數目 = 擷取讀數的數量。在原始的 CBL，這可能是從 1 到 512 的任何一個整數。(樣本
數目 = -1 有一個特別的含義，以下將會解釋。)在 CBL 2 或 LabPro，讀數的數量可能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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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2,000 內的任何一個整數。
觸發類別 = 這說明在啟動真正的收集數據之前，程式是否需要等待觸發事件的結果。0 表示
不需，1 表示在 CBL（或在 CBL2/ Labpro 啟動/停止按鈕）等待按下觸發按鈕。其它數字可用
來表示觸發的信號水平。預設值是 1，你通常不想要它，因此你應該幾乎總將它設定為 0。
記錄時間 = 在 3 命令列表中的第九個數位是"記錄時間的指標”。如果使用 1(在 CBL 2 和
LabPro 上預設值), CBL/LabPro 將收集每次採樣讀數時的時間。如果使用 0(在原始的 CBL 上
的預設值)時間將不會被記錄。
我們的程式例子的最後一行用來檢索來自 CBL/LabPro 的數據 。
Get Resulting Data (得到收集的數據)

收集數值，首先是測量的數值，然後是時間

當我們的程式例子執行第一行時，CBL/LabPro 將從事收集數據的業務。現在，我們怎麼使
它回到計算機或電腦? 在計算機的情況下，Get (得到) 命令是答案。每個得到命令將從
CBL/LabPro 中檢索一個數據的完整列表。有在這種情況下有二張列表，因為我們要求
CBL/LabPro 記錄時間。感應器的讀數進入列表 1 然後時間進入列表 2。如果我們設置的記
錄時間為 0，我們不會有記錄時間，我們就只需使用一個得到命令。當超過一個通道被監測
時，規則是從最低的通道數的數據首先返回，然後是其他通道 (按順序)，隨後是時間，如果
他們有被記錄的話。
當使用 LabPro 來連接到電腦，而你傳送 3 命令，有時你不需要一個得到命令。數據在電腦
的連續緩衝中自動生成，可能在此被處理。細節在 Visual Basic 和 REALbasic 內是不同的，
我們會在以後的部分中加以解釋。

實時數據收集
以上的討論假設你想要在指定的間隔裏擷取一定數量的讀數，以便隨後通過計算機使用(如做
圖表等)。有另一種數據收集的變化也經常被使用。我們稱之為實時的搜集數據。在這類型的
程式中，CBL/LabPro 採取一個讀數，計算機或電腦檢索讀數(通常與它一起完成，譬如把點
放在圖表上)，然後該程式循環和重複。
這裏是第二個程式例子，與第一個例子相似，但與實時搜集數據一起使用：
傳送 {0}
傳送 {1,1,14,0,0,1}
傳送 {4,1,1,1,8.729,8.271}
傳送 {3,1,-1,0}
Label (標簽) A
Get Resulting Data (得到收集的數據)
Goto (跳往) A

初始化 CBL/LabPro
設置通道
設置校準刻度
開始數據收集
在代碼內標記這一位置
收集數值，首先是測量的數值，然後是時間
來回循環到 A 的位置並重複

這個程式的前三行與先前的例子是相同的。在那以後，搜集數據的部份是非常不同的。這裏
是在程式的最後部分將如何進行。請注意，3 命令作為樣品數目的第三個數位是 -1。在 3 命
令中的 -1 告訴 LabPro/CBL 收集讀數並繼續程式的下一步。然後程式得到數據並來回循環至
A 的位置。循環將持續直到程式被中斷。
這一類型的許多程式的數據收集適合你只想要監測來自感應器的讀數，如果讀數超過了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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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數值，將會採取一些行動；例如，如果溫度太高程式回打開風扇。

編寫程式讀取感應器的其他注意點
依照上面提到的那樣, 這是關於編寫 CBL/LabPro 程式來收集數據的最重要的概括。值得你研
究學習的還有很多。即使如此, 這個可以幫助你啟動。最佳的學習變成的方法是:
⚫

研究其他讀取感應器的程式，包括在我們的光碟上程式例子，例如 DCUTEMPC 和
DCUWARNV。檢查老師或朋友編寫的程式, 或從互聯網上下載的程式。

⚫

馬上開始改變程式然後觀察發生的變化。

⚫

參照《CBL 系統指南》
、
《使用 CBL 2 入門》
、或《LabPro 技術參考手冊》和其它的參考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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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DCU 編寫程式
編程來控制數位輸出線與編程來使用感應器是相似的。編程來控制數位輸出線以及 DCU 的一
個重要步驟是：
1. 初始化CBL/LabPro 。如果你使用CBL 2 或LabPro，在每個程式的開始，使用DCUINIT 程
式來確定程式運行是很重要的。
2. 使用1命令來設定數位輸出通道(31)，以便輸出數位序列。
3. 使用3命令來初始化輸出序列。
這裏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這個程式斷斷續續地閃動 DCU 的前三條線。
Call the subroutine DCUINIT
運作子程式為DCUINIT
傳送{1,31,2,7,0}
傳送{3,.5,8,0}

intialize
初始化
設置序列
啟動輸送序列

第一行使用 DCUINIT 子程式來初始化 CBL/LabPro。在所有的 CBL 2 和 LabPro 程式裏這是
重要的基礎。使用 1 命令行來設定數位輸出通道並指定輸出序列。使用時 1 命令作數位輸出
與配合感應器有些不同。當與數位輸出一起使用時的 1 命令的句法是：
{1, 通道, 數據元素數目, 數據元素}
通道 = 你需使用 31 通道作數位輸出。如果你使用 LabPro, 你也可以使用連接到第二數位通
道(DIG/SONIC2)的 DCU，在這種情況下，通道是 32。我們所有的 DCU 程式，除了 DCU2 (只
適用於 LabPro)都使用 31 為數位輸出通道。
數據元素數目 = 使用第三個數位來指定在樣式序列輸出中的數位元素。範圍從 1 到 22 (原
始的 CBL) 或 32 (CBL 2 或 LabPro)。在我們的程式例子中這數位是 2。這意味著將有是二個
數據元素。
數據元素 = 這是數位(0 到 15) 的名單，指定了被使用的輸出。在我們的例子, 他們是 7 和
0。如果在命令中的數據元素數目被設置為 5，那麼在這張名單裏必須是 5 個數字。
3 命令與用在感應器程式非常相似：
{3, 取樣時間, 樣品數目, 觸發類別}
取樣時間 = 樣品之間的時間(單位為秒)。範圍是 0.0001 到 16000 秒。在原始的 CBL，如果
數位是大於 0.25 秒，它必須是 0.25 秒的倍數；也就是說整四分之一秒。例如，1.75 秒是可以
的；但 1.8 秒是不可以的。CBL 2 或 LabPro 沒有這個限制。
樣品數目 = 通過序列的步驟的數量。為原始的 CBL，這可能是從 1 到 512 的任何整數，為
CBL 2 或 LabPro 這可以是從 1 到 12,287 的任何整數 (或 –1，請看以下內容) 。注意這個數
位不必匹配 1 命令中的數據元素數目。例如，在上面的程式例子中，數據元素數目是 2 (在序
列中有兩個元素)。在 3 命令中使用的樣品數目是 8。這意味著該程式將經歷 8 個步驟。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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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 命令指定的樣式，它將重新開始通過名單。樣式可作為一個循環，需作多次工作，直
至所有步驟被執行為止。
觸發類別 = 啟動裝置型號。參數的預設值是 1，即手動觸發。(你必須在 CBL/LabPro 上按一
個按鈕來啟動數位輸出。) 通常你不經常這樣做，所以在這裏通常幾乎都使用 0。這樣，只要
程式一執行該步驟，它將啟動數位輸出。請查看隨後關於觸發的更多訊息的章節。
那麼以上的編程例子是做什麼的呢？它安排數位輸出線經過以下輸出序列： 7,0,7,0,7,0,7,0。
序列 7,0 是在 1 命令行指定，這個樣式會被重覆直到已完成 8 步(在 3 命令中指定)。如這個
程式運行時已連接上 DCU，前三個紅色發光二極管(LED) 會閃動四次。LED 的狀態會每 0.5
秒改變一次。

設置 DCU 得到一個穩定的輸出模式
原始的 CBL 的設計是傳送輸出序列到數位輸出線。這很適合設定一系列的閃亮發光二極管
(LED) 或傳送一個輸出模式來控制步進馬達做多步運行。但是，沒有一個單步的命令來告知
原始的 CBL 打開並保持某個數位輸出線。我們必須使用一個多步驟的過程來完成此工作。
若使用 CBL 2 或 LabPro，這裏有一個單一命令允許你打開或關閉每一條數位線（我們會在如
下解釋）。
在原始的 CBL 和更新的平台的多步方法會在此解釋。此工作我們在計算機程式中使用多次。
在這種情況下，你指定一個單項的輸出” 序列”並執行它。起初這似乎是有些怪怪的，但它可
以操作。要這樣做，請使用 1 命令和 3 命令：
傳送{1,31,1,D}
傳送{3,1,1,0}
在這個情況，輸出價值 D 是你想要設定並保留的模式。它可以是從 0 到 15 的任一整數。你
設定這個把它作為程式中唯一的元素。你會用 CBL/LabPro 輸出一序列的步驟，這種情況下
就只有一個步驟。CBL/LabPro 將設定 DCU 輸出作為你所想的並保持這狀況，直到告知要做
其他的變化。
在 3 命令中的第二個數位是時間，在這裏是沒有真正的意義。下一個數位是 1，這表明了只
有一個步驟。當你執行這些步驟時，你只簡單地的設置 D 所指定的數位輸出線的狀況。

設定一個穩定的 DCU 輸出(只適用於 Pro and CBL 2)
如果你使用 CBL2 和 LabPro，2001 命令就能簡單地給 DCU 設定輸出模式。要使用它，你只
需：
傳送{2001,D}
那裏 D 是您想要設置和保持的輸出模式。這可能是從 0 到 15 的任一整數。例如，如果您想
要打開前三條數位線路，傳送：
{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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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DCU 保持穩定輸出一個指定的時間
許多次你想要在一特定時間內打開一條線。可使用 1 和 3 命令完成:
傳送{1,31,2,D,0}
傳送{3,1,2,0}
在這種情況下, 輸出模式有二個元素, D (您想要設置和保持的模式)和 0。CBL/LabPro 將設置
你想要和保持在 3 命令行中所指定的時間的 DCU 輸出，除非你在時間到之前對 CBL/LabPro
發送其它命令。
這裏是一個例子。要打開第一個數位輸出線並保持打開它 5 秒正可使用
傳送{1,31,2,1,0}
傳送{3,5,2,0}
適用於LabPro 和 CBL 2 的電能控制：
102 命令是用在 CBL 2 和 LabPro 的電能管理。我們在 DCUINIT 子程式中使用這個命令來設
置 CBL 2 或 LabPro 保持打開。否則 CBL 2 或 LabPro 會在不使用一陣子(約四分之一秒)後
自動關閉電能。若要設置電能讓它一直保持打開，使用 102 命令和 -1。要返回到正常的電能
控制使用 102 命令和 0。
這 102 命令可能配合一個在 1 和 999 之間的整數使用，如 102, n。這告訴平台在擷取第一樣
品之前等待 n 秒鐘。它可以允許感應器在您指定的時間作預熱。
同時控制兩個DCU ( 只適用於LabPro)：
如果你使用 LabPro，你可以在 2001 命令中 D 參數選用隨意使用任何數位 (從 0 到 255)。這
會同時設置在第一和第二數位通道(DIG/SONIC1 和 DIG/SONIC2)上四條輸出線。程式 DCU2
顯示了這個想法。
編程挑戰：
⚫

讓 DCU 的紅色發光二極管從 0 到 11 以二進制計算。

⚫

閃動前三條線一分鐘，每秒一次。

⚫

閃動第 5 和第 6 個發光位極管 10 秒鐘，每秒鐘 10 次。

⚫

打開每一個紅色發光二極管 (共 6 個),一次一個。

⚫

如果液體的溫度下降在 30 攝氏度以下，命令 DCU 打開 D1 線上的紅色發光二極管。

⚫

命令 DCU 顯示近似的溫度通過打開適當的發光二極管來表明對最接近的 10 度內的攝氏
溫度 (D1 表明在 10 到 19.9 度，D2 表明 20 到 29.9 度，等。)

⚫

命令 DCU 閃動 D1 線上的發光二極管，直到飲料的溫度下降到 30 攝氏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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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 Visual Basic 一些其他注意點
這個部分提供編寫 Visual Basic 程式的具體的小竅門。當你啟動 DCU 程式時，我們提醒你可
能導致混亂的一些事。

Visual Basic 程式是如何保存在硬碟中的
Visual Basic 程式是作為不同的檔案保存的。每個表格(.frm)都有一個檔案、專案檔案(.vbp)、
和一些其它檔案。當您剛開始編寫時可能是纏擾不清的。要開始一個專案，打開.vbp 檔案。
這也將打開所有相關的檔案，包括在這個專案中所有的代碼。
Vernier 軟體光碟的所有程式都放在不同的檔案夾中，以避免人們對表格和專案檔案混淆起
來。各個目錄只包含一份專案的檔案，包括所有你所需要打開並進入的代碼。
我們建議當你啟動你自己的 Visual Basic 專案前，請複製我們專案例子之一的整個檔案夾，
並且給檔案夾新命名一個名字，然後只變動這新檔案夾內的檔案。這樣你可以進入我們已經
建立好的所有子程式，並用開始和結束按鈕來設定簡單的表格，將與 LabPro 的串行通信正確
地設置好。

序列埠控制
使用序列埠的 Visual Basic 程式通過序列埠控制來工作。企業版和標準版的 Visual Basic 都包
括 MSCOMM 序列埠控制。Visual Basic 的學習版本沒有，因此我們有提供你使用的另外一
些控制(參見附錄 F)。不管你使用的是 Visual Basic 的哪個版本，我們建議你重新命名序列埠
控制為 ”LabPro”，並設置以下所有特性：
Comm Port (序列埠)
改
波特率
交換過程處理
Rthreshold (連續緩衝器的大小)
設置

預設值是 1，使用 COM2 或其他序列埠時需要更
38,400
0
32 字節
38400,N,8,1

在我們的程式例子中我們已經完成了這些。如果你不使用其中的一個程式例子，你不得不做
對 MSCOMM 控制做以上的變動。如果你需要改變他們，在用戶平台的設計顯示(Design View)
選擇序列埠控制圖標，然後在它的特性列表中編輯數值。

從 LabPro 中得回數據
在 Visual Basic 程式中請求 LabPro 退回連續的數據，有二種方式可以處理數據。通常，每當
電腦的序列埠上有數據時，子程式 LabPro.OnComm 會自動啟動處理數據。由於數據是來自
LabPro 的特有方法，要在子程式 LabPro.OnCom 上讀取數據，你需要在序列埠控制中設置
Rthreshold 為 32 字節。在光碟中的程式例子中做這些改變是不需要的，因為我們已經為你做
了這些變動，但是如果你需要啟動一個全新的程式，你是需要做這些變動的。
另一種方式來處理一系列的 LabPro 數據是把 Rthreshold 值調整到 0。這可以有效地關閉子程
式 LabPro.OnComm。如果你這樣做，你仍然需要處理進入序列埠的數據。你可以在編寫中的
31

用户手册

數位控制器

編碼上處理，例如在開關(Start)子程式中的代碼。這兩種方法都被使用在我們的程式例子中。
通常我們把 Rthreshold 值設置為 32 字節以便適當地讀取 LabPro 的數據。一些程式員始終想
要把 Rthreshold 值調整到 0 並處理進來的數據。如果你習慣於不是以時間為基的簡化 BASIC
版本, 這種方法可能對你而言比較方便。
如果你採取非真實時間的數據，你需要在 LabPro 收集完數據後，傳送 g 命令得回數據。

不斷地收集數據
很多時你想要 LabPro 連續地收集數據。這通常通過使用-1 為樣品數目的 3 命令，導致 LabPro
收集無限數位的數據樣品。當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Visual Basic 送回數據，並且在子程式
LabPro.Oncomm 作適當的處理，當然，LabPro 的控制中 Rthreshold 值應設定為 32 字節。如
果你想要在其他的代碼部分處理一系列的數據，把 Rthreshold 設定為 0 。
DCUTEMPC 程式是這類編程的一個好的範例。它在 3 命令使用 –1，並繼續循環地監測溫
度。如果溫度達到某些限制值，程式會跳去其他代碼。開關線的代碼是在 ONCOMM 子程式
中。

LabPro 數據的格式
LabPro 送回的數據與此格式相似：
|{ +n.nnnnnE+nn}|
為了將這些數據翻譯成一個浮點數，我們使用 Visual Basic 中的 Mid 函數從字符串中選擇第
3-17 個字符。這個命令是 Mid(字符名稱, 3, 14), 3 表示一串字符的起點(VB 是以 1 為基礎，
不象許多其它程式語言以 0，因此一串字符的首字符是 1)，14 告訴 Visual Bbasic 有多少個字
符需要提取。接下來我們使用一個被稱為 Trim() 的函數去刪除字符串前和後的空白字格。在
Mid 函數後加上 Trim 函數， 我們一串數據改成：
+n.nnnnnE+nn
現在我們的數據是用一種標準格式，而不是一個指數。所以再次用 Mid 函數。首先，為了得
到數位的尾數：Mid(字符名稱, 1, 8) 將給我們數位的+n.nnnnn 部分。然後得到指數：Mid(字
符名稱, 10, 3)將給我們落後的+nn。這也可能是-nn 如果數位是大於 0，但小於 1。這個方法應
該給於正確的數值，範圍從 10-99 到 1099。

在 LabPro 使用 Visual Basic 的數據收集程式
在 Windows 光碟上我們包括了一些程式例子來示範在沒有連接 DCU 的 LabPro 上使用感應器
來收集數據的編程。其中有一個簡單的真實的時間(實時)搜集數據的程式、非真實時間搜集
數據的程式以及讓你打入命令串並發送他們到 LabPro 的程式。這個程式顯示數據按照原樣從
LabPro 返回。它提供一個好法式來得知 LabPro 是如果工作的。

命令是怎樣被發送到 LabPro 來控制 DCU 的？
LabPro 是從序列埠通過發送稱作命令的整數字串來控制的。TI 計算機是通過傳送名單至
LabPro 來完成的。在 Visual Basic 中，我們使用以下代碼，通過重命名 LabPro 的 MSCOMM 控
制來發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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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Pro.Output =“s{整數串}+ vbCrLf

唯一需要令 LabPro 做某些事的一個部分是行中的整數字串。代碼的剩餘部分告訴電腦應該在
哪里發送數據(向 LabPro 輸出)，以及哪里是命令的結束(vbCrLf)。因此，如果您想要 LabPro 使
用 2001 命令來打開線 1，你需要使用以下的在 Visual Basic 的一行：
LabPro.Output = "s{2001,1}" + vbCrLf
同樣地，設定一個需要執行的輸出序列，使用這一行：
LabPro.Output = "s{1,31,5,1,2,3,4,5}" + vbCrLf
而運行這個序列是以這一行完成：
LabPro.Output = "s{3,1,5,0}" + vbCrLf

確定在程式啟動之前 LabPro 完成了它的工作
編寫 DCU 程式是有一件事是很容易導致混淆的，這發生在電腦程式繼續運行而 LabPro 還沒
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它的工作。這可能導致二類不同的混淆。例如，考慮這個程式:
LabPro.Output = “s{1,31,2,0,7}” + vbCrLf
LabPro.Output = “s{3,1,100,0}” + vbCrLf
InputFromLabPro.AddItem "DONE"

設定數位輸出來打開和關閉前三條線。
運行100個步驟，每一次用1秒鐘。
當程式完成後，在列表框中顯示"DONE"。

當您執行這樣一個程式時，你可能會感到驚訝程式在列表框中顯示"DONE"而發光二極關還在
閃動。既使您關閉程式，甚至關閉 Visual Basic 軟體，LabPro 和 DCU 仍然用數位輸出線執
行它的任務。
另一個有細微不同的情況發生如下：在第一個傳送的操作完成前，你發送新的命令到 LabPro，
使 DCU 做其他的工作。例如，考慮這個程式：
LabPro.Output = “s{1,31,2,0,7}” + vbCrLf
LabPro.Output = “s{3,1,10,0}” + vbCrLf
LabPro.Output = “s{2001,0}” + vbCrLf

設定數位輸出來打開和關閉前三條線。
運行10個步驟，每一次用1秒鐘。
設定數位輸出線來關閉所有電線的電源。

如果嘗試這個程式，您可能期待看到前三個紅色發光二極管斷斷續續地閃動十秒然後電源會
關閉。相反地，發光二極管將短暫地閃動，但隨著電源的關閉該程式很快就結束了。問題是，
LabPro 開始按序列執行 10 個步驟，但另一方面發送新命令來告訴它關閉電源。它中斷了現
在的工作並遵循新的指示。
對這兩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使用光碟中程式例子之 Sleep(睡眠)子程式。當我們等 LabPro 完
成命令的同時，它保持程式繼續運行。命令的格式化是 Sleep(X)，X 是延遲的毫秒數量。例
如，在以上的程式例子中，你可以使用
Sleep (10000)
在我們的程式例子中我們常常使用這種方法。
在 DCU 編程中使用子程式的另一個好的理由是避免這類混淆。如果你想在特定的時間內保持
33

用户手册

數位控制器

打開一條線，使用子程式 DCUPWRON。簡單地指定你想要的輸出 (D)，以及你想要模式保
留的時間(T)，就能滿足你的需要。

電源控制
每當您使用 LabPro 的數位輸出時，您可能想要設置 LabPro 保持開動電源。你需要以以下的
命令做
LabPro.Output = "s{102,-1}" + vbCrLf
我們在 DCUINIT 子程式中是這樣做的。所以，如果你用我們的一個程式例子開始，你就不
必做這個工作了。

用 DCUINIT 來初始化 LabPro
子程式 DCUINIT 做幾件事，包括查看 LabPro 是否適當地在序列埠連接上。這是往 LabPro
傳送{7}命令(系統狀態請求)完成的，一般情況下，這會在 LabPro 內引起一長串字符發送回電
腦。因為這數據無法在相同的方式下以模擬數據處理，我們需通過設定 LabPro 控制中的
RThreshold 為 0 來臨時關閉 OnComm 的事件。我們讓電腦待機 200 毫秒，然後我們檢查返
回的數據。如果我們核實數據是適當表明 LabPro 是已接上，在列表框上也這樣標明，然後設
置 LabPro.RThreshold 回到 32 。如果適當的數據沒有返回，這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框，通知用
戶通信出錯了。這對話框允許用戶再嘗試連接，直到成功為止。

理解數位輸出如何用 3 命令來控制的
當你使用 1 命令然後 3 命令設置一順序的模式時，數位輸出線開關的準確時間可以是相當混
亂的。在下面的例子中，當一個羅列在右邊的命令被執行時，圖表代表在不同時間時 D1 線
的電壓輸出。每一組命令試圖將線的電壓變高三次，而沒次持續 1 秒鐘。但只有最後一次才
正確地運作。

第一次嘗試失敗因為 LabPro 自動將電力關閉。這是因為(102, -1)命令未被執行。第二次嘗試
失敗是因為五個步驟的最後一個將線保持在高位。第三次嘗試能正確地運作是因為在第三次
脈衝完成之後它強迫電壓回落。最佳理解的方式是明白圖表上第一步發生的時間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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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設備連接到 DCU 上
在 DCU 的一邊的 9 個別針、sub-D 插座是用來連接電子設備的。所有六條數位線、電源和
接地都有連接。下面顯示的是看著電纜上插口中的小孔示目的。這件事很容易被混淆；這些
不是在 DCU 盒內的別針。

在電纜插入 DCU 插頭的末端 (在看著小孔)
標有 1、2、3、4、5、和 6 記號的小孔是數位輸出線號。G 是接地，+ 是來自 DCU 電源。
我們提供一根電纜繩插入插座，電纜的導線都已標誌，以方便您在第一個專案上使用。為了
建立大部分的專案，您想利用這電纜建立連接。測試時轉動導線一起已足夠，但最終你將想
將導線焊接。無論你做什麼，確定為導線絕緣，防止它們意外地互相接觸。
當你建立設備並連接到 DCU，應經常注意保留 DCU 的電能限制。整個 DCU 的電能不應該
超出您的電源電流限制。當使用 CBL 電源時這個限制是 300 mA，使用 LabPro 電源時是 600
mA，當使用 ULI 電源時是 1000 mA。如果您使用其它的電源，檢查電流的的限制。通常情
況下，用過多的電流不會破壞 DCU，但是電路不會適當地運行。也有可能損壞電源。不管怎
麼做，任何一條線的電流不應該超出 600 mA。

製作額外的纜繩連接 DCU 的專案
如果你需要額外的電纜, 你可以在多數的電子供應商找到 9-別針、sub-D 插座；您必須對你使
用並連接的每一條導線進行焊接。你能夠使用已裝配好的電纜就更好；例如，可以將 Radio
Shack 的 26-152 號零件電纜切開一半成二根有用的電纜。為方便標誌電纜的導線，可使用測
傳導性電錶。電錶允許你決定電纜中那一根電線纜將與連接器的那一個小洞連接。最容易的
方式在插座的一個小孔上插入一根檔案別針。將電錶的一條導線接上插入一個小洞的檔案別
針，然後用電錶的另一條導線接觸每一條裸線，直到你發現所連接的線（接近於 0 阻力的電
錶讀數）
。當時，如果你的電錶有發現傳導性高時發聲的功能就更為容易。當你確定導線的樣
式後，標注導線或者做一個標明線的色碼的表格。
安全注意點：
當你自己做電纜時，如果您暴露 +導線，而它接觸了一條接地線，您可以將 DCU 的電
源直接短路。如果你留下暴露的電線，它能與其它的一根裸線短路。這也可能損壞電源。
為了避免這些, 一旦你在纜繩上確認了 9 根導線，切掉了+ 連接的裸線。這條導線不是
經常使用。我們在隨 DCU 來已準備好的電纜上已切斷這根電線。
那麼，我們可以連接什麼到 DCU 的輸出線呢？廣泛的答復是任何可以能適合用 DCU 的電源
所提供的電壓的直流電電動設備。多數情況下 LabPro 或 CBL 電源與 DCU 一起使用,這是個
6 伏特的電源。如果你使用這種電源，你應該使用 6 伏特的設備。6 伏特的電壓能驅動數以
千計不同的馬達、步進馬達、燈、蜂音器、螺線管、和其它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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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考慮一個設備是否可以使用時需注意另一個問題。這是設備所需的電流。你使用的任
何一個電源都有一個不過熱或關閉的最大電流。CBL 電源是 300 mA (= 0.3 A)。LabPro 電源
是 600 mA (= 0.6 A)。如果您連接比這個限度更大的電流設備，不但停止設備沒法準確工作，
也有可能破壞電源。如果你連接需要太多電流的設備，您將發現 DCU 不能適當地反應，並且
綠色發光二極管將可能黯淡甚至熄滅。立刻斷開設備。
請記住，歐姆定律控制電流經過設備的流量：
電流（安培）= 電壓（伏特）/ 電阻（歐姆）
在一些情況下您可以用電錶來檢查設備的電阻，然後用歐姆定律計算使用的電流。

連接一個簡單的、非兩極化的設備
你只想打開或關閉一個簡單的、非兩極化的電子設備，諸如一個電燈、直流電馬達(不是步進
馬達)、電阻、或電磁鐵，可使用以下的配線模式連接：

連接一個簡單的直流電電子設備的連接電路圖
在圖表中顯示的設備是一個小電燈，但它可以是任何沒有分正極和負極電線的電子設備。

連接多個簡單設備
如果你想要連接多個簡單的電子設備，只需使用額外的數位輸出線重複這個配線過程。導線
鑽 #8 個孔的導線也可以使用來接地。當對應的 D 線被打開時這些設備將被打開(參見硬體部
分的表格)。

多個簡單電子設備的連接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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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揚聲器
如果您連接一個小型的揚聲器到 DCU，您大概將想要加入一系列的電阻以便揚聲器的聲音不
會太大。電阻器應該是一個高功率電阻，承擔的功率至少在 0.5 瓦特以及相當低的電阻。電
阻越大，揚聲器越安靜。當使用揚聲器時，您必須使用一程式把電源持續開關地轉入輸出線，
頻率需在幾百赫茲左右。我們的程式例子 DCUBUZZ 能做這些。

揚聲器的連接電路圖

連接一個兩極化的電子設備
一些電子設備是兩極分化的；也就是說，他們有正極和負極。因此他們與 DCU 一起使用時必
須用一種特殊方式連接電路。例子包括一些蜂鳴器、幾支電燈泡和複雜電子設備。以下特別
談到發光二極管。使用有正極和負極的設備時，請確定你把負極連接到了接地線。如此接上
的設備會當 D1 線變高時開動。

兩極化電子設備的正極和負極連接電路圖
你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接上至六個兩極化的設備。將 1-6 線連接設備的正極及 G 位置連接負
極線。
連接發光二極管
發光二極管有正極和負極，因此請確定把負極連接到接地線。大多數發光二極管需要與一個
電阻串連，這是為了限制過量的電流流過。一般來說，這個電阻是大約 220 歐姆。如果可能
的話，檢查具體的發光二極管規格。發光二極管扁平的一邊是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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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二極管的正極和負極連接電路圖
你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接上至六個兩極化的設備。將 1-6 線連接設備的正極及 G 位置連接負
極線。

連接一個在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操作的馬達
上圖所顯示(兩極化設備)的電路可以用來連接簡單的直流電馬，這樣就可以在指定的方向開
動或關閉。如果你想要在任何方向轉動馬達，您必須根據以下所示來連接。

任何方向都可以操作的直流電馬達的連接電路圖
用這個方法連接馬達時，如果 D1 高 D2 低，你將得到一個方向的轉動。反之，如果 D1 高
D2 低，您將得到相反方向的轉動。其它的模式時它將會關閉。你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連接第二
個馬達到 D3 和 D4，甚而第三個馬達連接了到 D5 和 D6 。用三對輸出線 1-2、3-4、5-6 連
接三個馬達的各馬達轉動方向 DCU 的輸出模式顯示在下圖。

輸出模式

D1

D2

D3

D4

D5

D6

馬達 1-2

馬達 3-4

馬達 5-6

0

-

-

-

-

×

×

關

關

關

1

+

-

-

-

×

×

順時針

關

關

2

-

+

-

-

×

×

逆時針

關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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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

×

×

關

關

關

4

-

-

+

-

×

×

關

順時針

關

5

+

-

+

-

×

×

順時針

順時針

關

6

-

+

+

-

×

×

逆時針

順時針

關

7

+

+

+

-

×

×

關

順時針

關

8

-

-

-

+

×

×

關

逆時針

關

9

+

-

-

+

×

×

順時針

逆時針

關

10

-

+

-

+

×

×

逆時針

逆時針

關

11

+

+

-

+

×

×

關

逆時針

關

12

×

×

×

×

-

-

關

關

關

13

×

×

×

×

+

-

關

關

順時針

14

×

×

×

×

-

+

關

關

逆時針

15

×

×

×

×

+

+

關

關

關

連接步進馬達
步進馬達與一般只有兩根導線的"轉換器"馬達有非常大的區別。使用步進馬達是當你想要有
確切的控制活動。例子包括在硬碟的讀數據頭或光碟機內的雷射光的位置。
這裏有兩種基本類型的步進馬達供你使用：單極和雙極。您可用以下規則辨認出你所擁有是
哪一種的類型：
⚫
⚫

雙極步進馬達有 4 根導線。
單極步進馬達多於 4 根導線, 通常是 5、6、或 8 根。

無論你所使用的是哪種類型的步進馬達，請記住，它需要匹配你在 DCU 電源上使用的電壓。
如果你使用的是 CBL/LabPro 電源你應該使用 6 伏特的步進馬達。
確認在步進馬達上的導線是棘手的。如果你有一張由製造商提供的圖，那是很有幫助的。不
幸得是，你經常使用的是剩餘的步進馬達，你需要自己來分清導線。首先，請確定它是哪類
步進馬達。其次，看清楚樣式。仔細地檢查導線。參見以下的圖，它象徵性地顯示了兩種步
進馬達的內部繞線構造。使用電錶來測量電阻。記住線圈會有幾歐姆的電阻。使用一點試誤
法你就可以得到它。
雙極步進馬達
若要直接連接雙極步進馬達到 DCU 上，如下所示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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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極步進馬達的直接連接電路圖
通過這種方法繞連接後，使用 DCUSTEP1 子程式來控制雙極步進馬達。你也可以使用
DCUSTEP 程式，它也使用 DCUSTEP1。DCUSTEP1 程式在準確的方式下開動兩個線圈使步
進馬達移動。DCUSTEP3 是一個改良過、比較複雜的控制步進馬達的程式。
單極步進馬達
單極步進馬達比雙極的更難弄清楚如何連接。通常所有接地導線是同色或相似的顏色。使用
電錶和試錯法來推測線圈的式樣。依照下面顯示連接導線。

單極步進馬達的直接連接電路圖
控制單極步進馬達的程式與雙極的是相同的。如上圖所示連接後，您可以使用 DCUSTEP1 子
程式來控制單極步進馬達。您也可以使用 DCUSTEP1 的 DCUSTEP 程式。DCUSTEP1 程式
在準確的方式下開動四根線圈使步進馬達移動。DCUSTEP3 是一個改良過、比較複雜的控制
步進馬達的程式。
注意同樣的程式適用於單極和雙極步進馬達。
這裏是輸出狀態的圖表，顯示各種各樣使用的步進馬達的方法。我們有三種使用步進馬達的
方法: 正常、半步, 和波紋式。DCUSTEP1 程式使用正常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在步進馬
達內部的電磁鐵總是每次同時兩個打開，導致馬達的一步。在半步方法中，中間多加了當只
有一個電磁鐵開動的一(半)步。這能提供更精確的步進馬達位置。使用波紋式驅動一個步進
馬達每次只有一個電磁鐵開動。因此，它使用較少的電，但馬達有較少的扭矩。在下表中的
右三欄內的數位也顯示在每種方式下的驅動馬達的輸出情況。驅動步進馬達的程式應該順數
目的次序輸出相應的輸出模式來作一個方向的轉動，用相反順序來作反方向的轉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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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常步進程式將使用以下二種方式在兩個方向轉動：
⚫
⚫

5,9,10,6 為順時針
6,10,9,5 為逆時針

步進馬達
輸出模式

D1

D2

D3

D4

D5

D6

0

-

-

-

-

×

×

1

+

-

-

-

×

2

-

+

-

-

3

+

+

-

4

-

-

5

+

6

正常

半步

波紋式

×

2

1

×

×

6

3

-

×

×

+

-

×

×

8

4

-

+

-

×

×

1

1

-

+

+

-

×

×

4

7

7

+

+

+

-

×

×

8

-

-

-

+

×

×

9

+

-

-

+

×

×

2

3

10

-

+

-

+

×

×

3

5

11

+

+

-

+

×

×

12

×

×

×

×

-

-

13

×

×

×

×

+

-

14

×

×

×

×

-

+

15

×

×

×

×

+

+

4

2

其它方法連接步進馬達也可以。如果你使用步進馬達來控制積體電路(IC)，你只需要少量的
導線來控制步進馬達。積體電路也允許您用 DCU 同時控制兩個步進馬達。一種行進馬達控制
積體電路僅僅使用兩根導線來控制步進馬達。一條線的高或低表明馬達轉動的方向。每次另
一條線開或關都會另馬達移動一步。程式例子 DCUSTEP2 是配合這一種步進馬達控制積體電
路使用的。其它步進馬達控制積體電路的操作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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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 計劃的概念
數位控制出口(DCU)扣人心弦是你能建立一個用以控制的計劃。這裏有一些計劃的想法，附
帶著一些訣竅和建議。

閃動燈泡和發光二極管
你可以使用幾乎所有能配合你採用的 DCU 電源的電壓的燈泡。電子配備店提供許多不同類
型的燈泡。燈泡幾乎總是非兩極化的，因此他們不必顧慮連接的方向。
發光二極管價格低廉並且幾乎是永遠持續發光的。發光二極管是兩極分化的，因此必須正確
地連接正極和負極的導線。通常發光二極管上的長線是正極的。負線通常是在發光二極管的
扁平的一邊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您應該串連一個限制電流的的電阻。這將限制流經發光二
極管的電流。沒有這個電阻發光二極管也許會迅速燒掉。
現在有許多不同顏色的發光二極管，甚至有雙色的，如果電流從一個方向流，它會產生紅色；
從反方向流則產生綠色。如果你迅速交換一個雙極發光二極管的正負極，你會得到橙色。你
可以容易地得到燈泡和發光二極管按你想要的任何樣式閃動。這裏包括的許多程式例子都能
做這些。

移動的顯示
可以使用簡單的直流電馬達來創造轉動或移動的顯示。在馬達上放置一張彩色光碟並使它轉
動來引起注意。在馬達的轉動軸綁上一根繩子，並在它上邊懸掛一個標誌以便當馬達轉動時,
標誌可以上下移動。

螺線管
螺線管是電磁鐵，可以啟動它來移動一根金屬條一段短距離。當使用螺線管時，檢查電壓值
並確定螺線管的電流不能過大。

嘟嘟聲和蜂鳴器
當電腦想要得到操作員的注意時，幾乎所有電腦系統都可以制做嘟嘟聲。多數計算機沒有聲
音，但是你可以使用 DCU 加一個。你可以使用不同類型蜂鳴器。一些蜂鳴器只需要提供平穩
的電壓就可以發出聲音。聲音會持續直到電路被關閉。我們的程式 DCUPWRON 可以驅動這
類蜂鳴器。其它蜂鳴器和簡單的揚聲器需要脈衝；也就是說，提供的電能必須在高頻率下開
或關。子程式 DCUBUZZ 就是一個好例子。

質量驅動器
一個有趣的專案是嘗試使用電磁鐵做一個加速磁鐵的設備。採用一塊永久磁鐵，找一根適合
磁鐵大小的透明塑料管。沿著塑料管的一定間隔包裹導線來做四個或六個螺線管。把數位出
口線連接到螺線管上。使用一個程式來快速順次序打開螺線管以便將磁鐵隨管被吸引移動。
正確的時間是很重要的。子程式 DCUMASS 是這類程式的例子。
你也可以嘗試使用三個可以交換正負極的電磁體，一些商業的質量驅動器是用這個方法來操
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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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控環境
結合 DCU 的控制和感應器允許做反饋的實驗。這個類型的專案通常是富教育性和有趣的。使
用任何連接 CBL/LabPro 的溫度感應器。您可以使用小的等泡加熱空氣，或一個簡單的電阻
加熱少量的水。駁上一個風扇來移動空氣作冷卻。
可以使用程式 DCUTEMPC 來做這類型的控制。它打開一台連接到 D1 的加熱器，直到一個
指定的溫度。如果溫度超出另一個指定的溫度，它會打開連接到 D2 的風扇。

使用光閘發動的活板門
一個有趣的專案是利用 DCU 控制的活板門設法捕捉蒼蠅、臭蟲、或老鼠。最容易的方式是通
過使用光閘作為感應器來探察小動物是否在可捕獲的位置。光閘有紅外線，當被動物阻擋時
回發信號到 CBL/LabPro。當這事情發生時，你可以用 DCU 打開馬達或一個步進馬達移動門
來捉住動物。我們使用了斷頭臺式門、一個往下垂的箱子、或一個馬達在適當的位置擊中一
個有鉸鏈的蓋子。儘量利用你的創意。
程式 DCUTRAP2 是使用一個直流電馬達來關閉活板門的程式例子。程式 DCUTRAP3 以相似
的方式，但使用一個步進馬達來降低活門。

用運動感應器來控制警報
另一個有趣的專案是設計一個使用運動感應器的警告系統。運動感應器的範圍可達六米。程
式 DCUALARM 是範例。無論何人步行至運動感應器的檢測範圍內時，這個程式就回發出蜂
鳴聲。我們也在室外使用(蜂鳴器放在室內)來探測鹿並發出警告，讓我們及時看到他們。注
意只可以在原始的 CBL 或 LabPro 同時使用運動感應器和 DCU(CBL 2 不能)。

啟動照相機快門
一些照相機有連接器以便他們可以通過電子信號來啟動它們。為了在戶外得到動物相片，當
一個動物你可以利用光閘或運動感應器來探測動物，然後用 DCU 觸發照相機快門來拍攝野生
動物。

步進馬達專案
步進馬達是專案的寵兒。您可以控制馬達轉動部分的確切位置。周圍有許多硬碟和相似的設
備剩餘的步進馬達。一些步進馬達一周的轉動只有 48 步。許多來自固定齒輪的系統每一周轉
動都可以有上百甚至數以萬計的步伐。這也增加了馬達的轉矩。

DCU 控制的直流電馬達機器人
一個大眾化的專案是製造一個由 DCU 控制兩個輪子的機器人。第三個自由轉動的輪子允許
機器人轉動。您能得到以下所有的運動:
⚫
⚫
⚫
⚫

向前 — 兩個馬達同時向前移動
向後 — 兩個馬達同時往後移動
向右轉 —左邊的馬達向前轉動，右邊的馬達往後轉動
向左轉 —右邊的馬達向前轉動，左邊的馬達往後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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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DCU 的設計有一部分是按這個專案而成。使用 D1、D2、D3、和 D4 線可以得到所有這
些運動的輸出模式。這允許你把機器人移動到你想要他去的任何地方。並且，我們還留有其
他線 (D5 和 D6)，你可以用在其他的操作。例如，您可以讓機器人移動到一個指定的位置，
然後使用 D5 和 D6 線做某事，象讓蜂鳴器發聲，升旗，拾起某些東西等等。DCUCAR 是控
制這類機器人的程式。

DCU 控制的步進馬達機器人
我們也可以使用二個步進馬達來驅動機器人上的兩個輪。一般來說，這方法更能控制機器人
的運動，但它也許會慢點移動。DCUCARS 是控制這類機器人的程式。請注意，要用一個
DCU 來控制兩個步進馬達需要使用步進馬達控制積體電路。

在機器人上裝感應器來得到反饋
設法把感應器連接到機器人身上來提供增加運動控制。例如：
⚫

在機器人上裝個運動感應器以便當它在接近一個障礙指定的距離時，讓它轉動並且嘗試
一個新的方向。

⚫

建造一個邊緣探測器，可以告訴機器人已經到達了桌子的邊緣，讓它停止並返回。

⚫

在機器人上安裝一些磁場感應器，讓它可以使用地球磁場來操作。

⚫

安裝兩個指向桌面的光感應器，以便機器人能夠感覺到桌面是白色(反射了很多光)或黑
色的(沒有反射很多光)。編寫機器人程式以便它跟隨桌上的一條黑線移動，每當它移離
黑線時會自動更正。

⚫

在機器人身上安裝運動感應器，編寫程式讓機器人移動到一個指定的物體，然後停下來。

搜索光源者
另一個使用反饋訊息的有趣的專案是建造一個搜索光源者。在一個可以轉動的器具上安裝兩
個指向不同的方位的光感應器。編寫一個程式來比較兩個光感應器所探測的光亮度，然後將
器具轉向較強的光感應器。如果繼續這樣做，搜索光源者應該最後指向最明亮的光源處。這
是一些太陽能板跟蹤太陽使用的基本概念。

自動煮茶器
我們做了一個步進馬達的自動煮茶器。設備包括一個茶包、溫度感應器、和導電率感應器，
這些都安置好，能讓步進馬達把他們上或下地裝入一個茶杯。程式啟動時先將一切下降到一
杯熱水中。步進馬達慢慢地上升和下降茶包以方便浸泡茶包。同時程式監測茶慢慢溶解導致
的傳導率增加，當傳導率達到設定的限度，造茶器會將茶包拉出水面，但溫度感應器仍然放
在茶水中。我們繼續檢測溫度直到它下降到先前指定的溫度 – 完全可以用來飲用的溫度。然
後發響蜂音器，並且將所有器具移離茶水。

猴子射擊的演示（只適用於原始的 CBL）
一個受歡迎的物理示範包括一支氣槍，用來發射小彈珠或滾珠往一個由電磁鐵懸掛的金屬罐
目標，槍是直接瞄準目標的。設定一個系統配合當射擊物離開槍管的同時關掉電磁鐵。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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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物和目標垂直下落的速度是相同的，射擊物還是擊中了目標。一種比較容易設計著個示
範的方法是使用 DCU 提供電磁鐵的供電。在槍管的末端放置一個光閘，並將光閘連接到原
始的 CBL 來發送斷電的信號。程式 DCUMONKY 就是編寫來做這項任務的。我們應該把光
閘連接到原始的 CBL 的通道 1，電磁鐵應該連接到 DCU 的 D1 線上。DCUMONKY 程式使
用原始的 CBL 的觸發功能來提供所需的迅速反應。
不幸地是，在 CBL 2 和 LabPro 上的觸發是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因此這個程式無法與他們一
起工作。

DCU 音樂（只適用於原始的 CBL）
我們在原始的 CBL 上使用 DCU 玩音樂得到很多樂趣。可示範的有兩個程式，DCUDAISY 和
DCUHAPPY。在 DCU 的 D2 線連接任何簡單的揚聲器，然後運作其中一個程式。程式會在
一個頻率上開關揚聲器來制做音樂音調。
如果你想利用 DCU 和揚聲器組合來玩其他歌，你需要修改 L2 和 L3 這兩個序列。L2 序列指定
每個音符的時間間隔 (秒鐘)。L3 序列按下表指定音樂音符。例如，”祝你生日快樂”的前六個
音符是 CCDCFE，可寫成：{1,1,3,1,6,5} → L3。要使用音符 37 在歌中加一個休息符 (暫停)。
在程式的第一行中的數目一定相等於歌的音符數目 (例如，”祝你生日快樂”有 27 步，寫成 27
→ N)。
音符

數目

頻率 (赫茲)

C
C#
D
D#
E
F
F#
G
G#
A
A#
B
中間 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31.5
139.5
147.5
157
165
176
186.5
197.5
209.5
221.5
235
248.5
263
279
295
314
330
352
373
395
419
443
470

C#
D
D#
E
F
F#
G
G#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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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C#
D
D#
E
F
F#
G
G#
A
A#
B
暫停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487
526
558
590
628
660
704
746
790
838
886
940
994
.200

這些音樂程式不能在 CBL 2 或 LabPro 上運行，我們沒有包括它們的版本。但請注意，你可
以編程用 1999 命令控制 CBL 2 或 LabPro 的壓電揚聲器來制做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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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與製造商、代理商資訊
保固
威尼爾公司承諾所有產品沒有設計上的缺陷和製造上的瑕疵。自出售日起， 在正常使用下免
費保固五年，人為損壞除外，正常消耗品 (如 pH 緩衝液、離子電極校正液等)除外。
注意：鑑於維護台灣消費者之權利，台灣總代理廣天國際有限公司僅維護出具貼
有廣天國際有限公司保固貼紙之產品，才享有上述之服務。

製造商
威尼爾軟體與技術公司 (Vernier Software & Technology)
13979 S.W. Millikan Way Beaverton, Oregon 97005-2886 USA
電話：888-837-6437
傳真：503-277-2440

台灣總代理
廣天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115 號 7 樓之 3
電話：02-23822027
傳真：02-23820206
郵編：110
電郵：support@calculator.com.tw
網站：www.verni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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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程式和子程式範例
這裏是光碟上所有完成編程的例表：

程式名稱
DCUALARM

計算機編程使
用的所有變量
V,S,D,T,I,K

程式的描述

獨立程式中子
程式的清單（用
於計算機編程）

一直等待，直到運動感應
器檢測出一個比指定的
距離近的物件。打開 D1
通道 10 秒。+鍵結束程
式。

DCUINIT
DCUWAITM(V)
DCUPWRON(D,T)
DCUOFF

只適用於CBL和
LabPro。

CBL/CBL 2/LabPro

注意點

注意 DCUWAITM
程式在兩個平台上不
同。CBL 2 沒有此功
能。

DCUCAR

D,K,T

允許你控制汽車：通過兩
個直流馬達操作；使用 4
個箭頭鍵。T 控制馬達每
一次按鍵打開的時間。+
鍵結束此程式。

DCUINIT
DCUWHEEL(D,T)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CARS

D,K,N

允許你控制汽車：通過兩
個步進馬達操作(和一個
步進馬達 IC)；使用 4 個
箭頭鍵。N 控制每一次按
鍵後步驟的數量。+鍵結
束此程式。

DCUINIT
DCUWHELS(D,N)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COUNT

從 0 數至 15，並顯示相
對的 LED

DCUINIT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MASS

程式依次打開 D1，D2，
D3 和 D4；用來加速磁鐵
通過一條管(物質驅動
器)。

DCUINIT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STEP

T,D,N,I

用來控制直接地連接的
步進馬達(單極或兩極)的
簡單程式。允許使用者選
擇方向和步驟的數目(原
始 CBL 限於〈=512 或
CBL 2 或 LabPro 限於
12000 步)。在第一條線內
改變 T 的數值來控制速
度。

DCUSTEP1 (D,N)
DCUINIT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STEP3

T, D,N,I,P, L…

直接控制步進馬達改善
的程式。如果你計劃使用
步進馬達做多個一個接
一個不同的運動，這個版
本是最佳的子程式。移動

DCUINIT
DCUOFF

所有三個擷取器都適
用；512 點限制只應
用於原始的 CBL。

48

数控单元

附录 A
時它保步進馬達位置的
軌跡。(N<=512)

DCUTEMPC

W, V, S, D

程式檢察溫度。如果溫度
低於最小值(W) 打開加
熱器(D1)，如果溫度大於
最大值(V)，則打開電扇
(D2)。

DCUINIT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TOGGL

L1,L2,L3,
I,A,N,B,W,V,K,T,U

程式允許使用者使用鍵
盤控制數位線的開關。注
意此程式在按下鍵後一
秒或二秒才起作用。不是
所有線組合都可以同時
控制。所以，有時候當程
式打開一條線之前，它將
關閉某些電線。

DCUINIT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TRAP2

D,T

使用於電閘觸發的活板
門。監控光閘來檢測動
物，然後打開 D1 線開始
行動，然後脈衝 D2 線。

DCUINIT
DCUCHKP
DCUWAITP
DCUPWRON(D,T)
DCUPULSK(D)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TRAP3

D,N,I

另一個活板門的程式，這
個使用步進馬達。監控連
接到第二數位通道的光
閘來觀測動物, 然後直
接激活被連接的步進馬
達來放下板門。

DCUINIT
DCUSTEP1(D,N)
DCUWAITP
DCUCHKP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WARNV

D,T,V

當信號太高時打開 D1 線
來警告。當程式操作時，
感應器讀數可以在原始
CBL 中讀取。

DCUINIT
DCUWAITV(V)
DCUPWRON(D,T)
DCUOFF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MONKY

X

活動手槍物理演示程
式。光閘應該與原始的
CBL 的 CH1 連接，電磁
鐵應該與 DCU 的 D2 連
接。

DCUINIT
DCUOFF

只適用於原始的
CBL。

DCUDAISY

在與DCU的D1線連接的
揚聲器上播放歌“Plays
the song Bicycle
Built For Two”。目錄 L3
收藏了歌的音符的號
碼，L2 含有每一個音符
的持續時間。

DCUINIT
DCUOFF

只適用於原始的
CBL。注意：你可以
在 CBL 2 或 LabPro 上
做音樂的曲調，使用
1999 指令和配備的壓
電揚聲器。

DCUHAPPY

在與 DCU 的 D1 線連接
的揚聲器上播放歌“祝你
生日快樂”。 目錄 L3 收
藏了歌的音符的號碼，L2
含有每一個音符的持續
時間。

DCUINIT
DCUOFF

只適用於原始的
CBL。注意：你可以
在 CBL 2 或 LabPro 上
做音樂的曲調，使用
1999 指令和配備的壓
電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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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2

数控单元
在連接第一數位通道
(dig/sonic 1)的 DCU 上連
續打開 D1 至 D6，接著在
連接第二數位通道
(dig/sonic 2)上連續打開
D1 至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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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INIT

只適用於 LabPro。

数控单元

附录 A

這裏是光碟上所有子程式的例表：
與電腦編程

子程式的名稱

的所有變量

程式的描述

必須設定的

CBL/CBL 2/LabPro

變量

注意點

F (頻率) 和 T (時
間) 必須預先設
定。當然，F *T 必
須要 <= 512。

所有三個擷取器都適
用；512 點限制只應
用於原始的 CBL。

DCUBUZZ
(子程式)

F,P,T,N

在外部數位線 1 （在限定
的時間和頻率中）產生一
個開/關信號。與揚聲器和
簡單的蜂鳴器使用。

DCUCHKD
(子程式)

S

檢查並報告與第二數位
通道連接的光閘的狀況
(阻擋的或取消阻擋)。+鍵
結束此程式。

只適用於LabPro

DCUCHKP
(子程式)

S

檢查聽報告與第一數位
通道連接的光閘的狀況
(阻擋的或取消阻擋)。+鍵
結束此程式。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CBL/LabPro 和DCU初始
化子程式。請確定計算機
與CBL/LabPro的連接是
好的並對單位初始化。它
也關閉所有的DCU線。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此子程式對於
所 有 的 CBL 2 和
LabPro 程式都是基礎
必須的。

DCUINIT
(子程式)

在任何重要程式的起初
都應該啟動此子程式。
DCUOFF
(子程式)

關閉所有的數位電線。在
任何重要程式的結尾都
應該啟動此子程式。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注意：在 CBL2
或 LabPro 上，該程式
最終傳送 0 命令來恢
復普通的電量控制。

DCUPULSK
(子程式)

K,D, J

對 D 指定的輸出線相對
慢慢地打開和關閉。程式
繼續直到按鍵為止。

D (數位輸出模式)
必須預先設定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PWR2
(子程式)

I,N,T, D

對 D 指定的輸出線在指
定 的 時 間 ( 最 大 值 ~5 秒
鐘)以一半的功率打開。

T ( 時間，在 原始
CBL 上小於 5 秒)
必須預先設定, D

三種擷取器都適用，
只在原始 CBL 上限定
5 秒。

DCUPWR3
(子程式)

I,N,T, D

對 D 指定的輸出線在指 T ( 時間，在 原始
定 的 時 間 ( 最 大 值 ~5 秒 CBL 上小於 5 秒)
鐘)以三分一的功率打開。 必須預先設定, D

三種擷取器都適用，
只在原始 CBL 上限定
5 秒。

DCUPWRON
(子程式)

T,D,I

在指定時間 T 打開 D 線。 T (時間) 和 D (數
強逼計算機等待 CBL。
位輸出) 必須被預
先設定。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STEP1
(子程式)

D,N,I

子程式直接控制一個步
進馬達。

D (方向) 和 N (多
少步) 必須被預先
設定。

三種擷取器都適用，
只在原始 CBL 上限定
5 秒。

DCUSTEP2
(子程式)

D,N,I

控制一個使用一個 IC 控
制器的步進馬達。脈衝
D1 線來移動一步，D2 線

D (方向) 和 N (多
少步) 必須被預先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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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单元
用於設定移動的方向。

設定。

DCUWAITD
(子程式)

S

等待一個連接第二數位
通道的光閘被阻攔。

DCUWAITM
(子程式)

S,V,K

一直等待，直到運動感應
器檢測出一個比指定的
距離近的物件。+鍵結束
程式。

DCUWAITP
(子程式)

S

等待一個連接第一數位
通道的光閘被阻攔。

DCUWAITV
(子程式)

V,S

等待，直到信號水平在通
道上超出一個指定值。

V (最小值) 必須
被預先設定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WHEL
(子程式)

T,D,I

直流電馬達控制程式。用
來移動直流電馬達控制
的車。按方向和步驟作相
應的移動。

T (時間)和D (方向;
1 = 前，
2 = 後，
3 = 左，
4 = 右)。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DCUWHELS
(子程式)

N,D,I,T

步進控制程式。用於移動
一個被駕禦的步進車，按
方向和步驟作相應的移
動。在第一條線內改變 T
值來控制速度。

T (時間)和D (方向;
1 = 前，
2 = 後，
3 = 左，
4 = 右)。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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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LabPro 感
應器。
V (限定距離)

CBL and LabPro 有
特殊的編程，CBL 2
沒有此功能。
適用於所有的數據擷
取器。

附录

B

附錄 B─一些 DCU 計算機程式細節
這裏有一些 DCU 計算機程式供您審查。這裏羅列的程式是 TI-83 版本，但其它計算機的版
本基本上是相似。為了查看其他計算機同樣程式的版本，從光碟簡單地打開適合程式的版本，
使用 TI-GRAPH LINK，您也可以使用 TI-GRAPH LINK 進行修改、列印、和移動這些程式到
你的計算機。
Send(L6)
Disp "FIRE"
{3,.12,5,0}→L6
Send(L6)
Get(I)
prgmDCUOFF

程式：DCUSTEP
prgmDCUINIT
.1→T
ClrHome
Lbl A
If T>0.20
round(4T,0)/4→T
Disp "T",T
Disp "ENTER DIRECTION"
Disp "0 OR 1"
Prompt D
Disp "NO. OF STEPS?"
Prompt N
ClrHome
prgmDCUSTEP1
Goto A
prgmDCUOFF

程式：DCUWARNV
prgmDCUINIT
ClrHome
Disp "SET LIMIT"
Prompt V
prgmDCUWAITV
Disp "LEVEL"
Disp "EXCEEDED"
Disp "OUTPUT 1 ON"
1→D
5→T
prgmDCUPWRON
prgmDCUOFF

程式：DCUSTEP1
Lbl A
If D=1
Then
{1,31,4,5,9,10,6}→L6
Else
{1,31,4,6,10,9,5}→L6
End
Send(L6)
{1,1,14}→L6
Send(L6)
Disp "DIRECTION",D
Disp "STEPS",N
{3,T,N,0}→L6
Send(L6)
Get(I)
{1,31,1,0}→L6
Send(L6)
{3,.1,1,0}→L6
Send(L6)
Get(I)

程式：DCUALARM
prgmDCUINIT
Disp "ENTER DISTANCE"
Disp "LIMIT"
Input V
ClrHome
10→S
Disp "WAITING FOR "
Disp "DISTANCE"
Disp "TO BE LESS"
Disp "THAN"
Disp V
ClrHome
Output(1,1,"PRESS + TO QUIT")
prgmDCUWAITM
If S≠0
Then
1→D
10→T
ClrHome
prgmDCUPWRON
End
ClrHome
prgmDCUOFF

程式：DCUMASS
prgmDCUINIT
{1,1,14}→ L6
Send(L6)
{1,31,5,1,2,4,8,0}→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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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DCUCAR
ClrHome
1→T
prgmDCUINIT
Disp "READY FOR ACTION"
Disp "USE ARROWS"
Disp "FOR MOTION"
Disp "PRESS [+] TO"
Disp "QUIT"
Lbl A
0→D
getKey→K
If K=25
1→D
If K=34
2→D
If K=24
3→D
If K=26
4→D
If K=95
Goto Z
If D=0
Goto A
prgmDCUWHEEL
Goto A
Lbl Z
prgmDCUOFF

程式：DCUWHEEL
{1,1,14}→L6
Send(L6)
Disp "DIRECTION"
If D=1
Then
Disp "FORWARD"
{1,31,2,5,0}→L6
Goto A
End
If D=2
Then
Disp "BACKWARD"
{1,31,2,10,0}→L6
Goto A
End
If D=3
Then
Disp "LEFT"
{1,31,2,6,0}→L6
Goto A
End
If D=4
Then
Disp "RIGHT"
{1,31,2,9,0}→L6
Lbl A
Send(L6)
Disp T
Disp "SECONDS"
{3,T,2,0}→L6
Send(L6)
Get(I)

程式：DCUWAITM (原始的CBL版本)
{ LabPro 版本將 11 轉為 12}
{1,11,2}→L6
Send(L6)
6→S
Send(L6)
Output(2,1,"WAITING FOR")
Output(3,1,"DISTANCE")
Output(4,1,"TO BE LESS")
Output(5,1,"THAN")
Output(5,6,V)
{3,1,-1,0}→L6
Send(L6)
While S>V
Get(S)
Output(7,1,S)
getKey→K
If K=95
0→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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