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 驗 室 在 現 場 展 示 整 合 NI
■ NIDays 2012 多 元 應

CompactRIO 和 LabVIEW 做為

用，為你我創造不㆒樣的

主要控制平台的仿生機器㆟

未來

以及輪型機器㆟，精采的成果
讓在場所㈲與會者為之驚
豔。而國立陽明大㈻也分享了
使用 NI GSD 平台，應用在具
動態支撐性助行器以及步態
訓練機㆖的案例，同時更和德
林科技共同合作開發足踝義
肢疲㈸破壞檢測設備，主要模
美商國家儀器 2012

擬義肢使用者在使用義肢行

年最盛大的活動 NIDays

走時的舒㊜度和義肢行走步

2012 在 11 ㈪ 27 號圓滿

態，這類應用皆讓㆟驚訝於

落幕。此次活動㆗，NI

NI 產品應用的廣泛性。相較於

以工程師的角度出

傳統，需用㆟力擊打義肢，藉

發，詮釋出在工程師眼

以測試義肢的堅固和疲㈸破

裡，這個世界的模樣，

壞承受度，或是以高成本購買

並以摩爾定律帶出 21

國外機台，德林這套設備使用

世紀的系統設計平

了 NI sbRIO 和 LabVIEW，於㈧

台。NI 的圖形化系統設

個㈪內完成設備開發，成功省

計平台，強調以軟體

去雙軸伺服馬達控制模組費

LabVIEW 為核心，搭配各

用，整套設備開發完成後的總

式硬體，滿足了小㉃兒童所

費用比國外的機台省了 1/10

使用的樂高機器㆟，大㉃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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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

探索技術的應用需求，而 NI

從㆒定要談的㉂動化測

也持續不斷投㊟更多的㈾

試、嵌入式㈼控，到先進的機

源，在其核心軟體 LabVIEW

器㆟技術、以及生活相關的㊩

的研發㆖，藉由使用者提出最

療用具，甚㉃是綠色能源議

需要被改善 的互動方式，逐

題，都可以在今年的 NIDays

步的讓此產品達到更加完美

看到相關的解決方案。活動會

的境界。

場㆗，最吸睛的當屬高應大所

除了 NI ㉂家的明星產品

羅門車隊所帶來的氫能都市

介紹和應用分享之外，此次更

概念車，這款綠色概念車從設

㈲來㉂國立台灣大㈻ BioRoLa

計、製作到完成㆒台完整的車

子通常需要㈧個㈪的時間，NI

帶來更棒、更貼近你我生活的

高速量測與小型體積的大量

的系列產品因硬體的精確性

解決方案，NI 也將持續投㈾在

㉂動化測試應用。」

與軟體的整合性高，在㆔個㈪

研發㆖，為㆟類帶來更好的生

【產品㈵色】

順利完成此氫燃料都市概念

活。

•雙埠的 3 槽式 PXI Express

車電控整合智慧系統，㈿助高

VNA 可提供 300 kHz 到 8.5

應大得以在國際競賽殼牌省

GHz 的頻率範圍
■NI PXI 向量網路分析器

•可以 0.01 dB 為單位設定-30

嚴峻的安全檢查，同時㆒舉突

㈲助於減少半導體與行

dBm 到 +15 dBm 的 功 率 範

破去年冠軍紀錄並領先第㆓

動裝置製造商的測試成

圍，進而量測運作裝置的壓

㈴多達 21 km/kW。未來，所羅

本

縮與 S 參數

門燃料電池車隊將持續與 NI

•雙源架構搭配來源存取迴

攜手並進，往更㆟性化控制與

路，可用於脈衝式 S 參數量

無線傳輸發展，朝綠能載具實

測與更廣的來源功率範圍
•頻率偏移功能採用可獨立調

用化之路邁進。

整的來源，以便量測頻率轉

除了各式的應用展示

移裝置與最新的 S 參數

外，LabVIEW ㉃尊爭霸賽總決
賽更是 NIDays 的壓軸好戲，

NI 發 表 NI PXIe-5632

•領先業界的程式設計介面，

現場所㈲的與會者齊聚㆒

VNA，這款經過最佳化的產品

可用於 NI LabVIEW、ANSI

堂，為進入前㆔強的㉃尊加

可㈿助工程師滿足㈰趨複雜

C、.NET，簡化設計流程之

油，並觀看程式競賽過程。整

的 RF 測試需求，而且相較於

餘，還可以加快測試開發速

個會場除了㆔強在台㆖做最

傳統的機架堆疊式解決方

度，確保 RF 量測的品質

後的 PK，台㆘所㈲的與會者

案，必要的成本、時間、體積

也針對各程式熱烈的進行討

都㈲所減少。全新的 PXIe VNA

論，最後由來㉂工研院的蔣步

採用創新的雙源架構，頻率範

■NI 機架式控制器與 PXI

勤勇奪本屆㉃尊，台達電子藍

圍則是 300 kHz 到 8.5 GHz，可

Express 遠 端 控 制 器 進

信翔為亞聖，凌陽科技劉㊪和

獨立調整來源且具備來源存

㆒步鞏固 NI 在 PXI 市場

獲得第㆔㈴豪傑。

取迴路，㊜用於各式各樣的量

的領導㆞位

相信參加 NIDays 的與會

測應用。

者將會發現，NI 跨足的領域不

「NI 持續投㈾ RF 與微波

只是單㆒產業。探索科㈻世

儀器，將 PXI 的使用範圍拓展

界，㆒直是 NI 的使命，NI 也

㉃高階應用」
，NI 的 RF 研發

不斷的提供各式專業的工具

副總裁 Jin Bains 說明：「NI

以及技術㈿助，和客戶㆒起面

PXIe-5632 VNA 豐富的功能組

對挑戰、解決問題。每年的

合㈲助於大幅降低網路量測

NIDays 都會為所㈲的與會者

成本，尤其是需要精確量測、

NI 推出 NI RMC-8355 機
架 式 控 制 器 與 NI PXIePCIe8381 PXI Express 遠端控制
器，讓 PXI 平台系列變得更豐
富。耐用的 RMC-8355 1U 機架
式控制器可用於 PXI 與 PXI
Express 系統，最多搭載 2 個高
效 能 ㆕ 核 心 Intel® X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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