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bVIEW 高階認證 (CLA) 試題範圍與目標 
 
認証ID 認証頭銜 工作說明 

CLA 
LabVIEW 高 階 專
業 認 證  (Certified 
LabVIEW Architect) 

由於具備大型應用程式的條件。LabVIEW 高階認證持有者
能夠開發、帶領及指導 LabVIEW 開發人員小組，建立高效
率且價格低廉的解決方案。 

 
 

工作ID 工作 目標ID 目標 

CLA-ADT-01 
將已被接受的標準高

級設計技術應用於

LabVIEW 應用程式
  

  CLA-ADT-01-01

為開發大型 LabVIEW 應用程式設
計一份優先計劃： 
 適當的客戶／設計師互動 
 確認跟進項目、關切問題，以及
未解決問題 

 為應用程式產生計劃及估算 

  CLA-ADT-01-02

為專案開發之 LabVIEW 應用程式
建立設計方針 
 程式區段之間的互動 
 對資料的要求 

  CLA-ADT-01-03
在設定的條件限制下，以一般的撰寫

格式建立應用程式的使用案例（不需

要UML或擬程式碼） 

  CLA-ADT-01-04
為應用程式建立一組清楚、扼要、可

測試的軟體需求 

  CLA-ADT-01-05 建立一項測試計劃，以建立測試條件

  CLA-ADT-01-06
描述使用程式設計結構來建立可擴

充、可維護之應用程式的優點 

CLA-ADT-02 
使用適合團隊環境的

程式設計風格製作一

個LabVIEW應用程式
  



工作ID 工作 目標ID 目標 

  CLA-ADT-02-01

描述與個人開發及團隊開發相關的

風格、程式寫作標準及問題，包括：

 VI 命名規則 
 原始程式碼管制 
 SubVI 整合 
 一致的使用者界面 
 擴充性 
 說明文件 
 寫入程式中之路徑、名稱，或相
關之資訊 

 過度使用變數 
 過於龐大的運算法 
 使用適當的資料類型 
 將 出 自 移 位 暫 存 器  (shift 

register) 的接線進行標示 
 妥善使用  sequence structures
及 sequence locals 

  CLA-ADT-02-02
產生樣版，可以應用於團隊環境中，

以推廣合適之程式設計風格 

CLA-ADT-03 
對 LabVIEW 應用程
式進行程式碼檢驗   

  CLA-ADT-03-01
描述正確說明文件在團隊開發及程

式維護方面的重要性 

  CLA-ADT-03-02

在設定的條件限制下，檢視一個

LabVIEW 應用程式的整體設計，包
括： 
 說明文件 
 標示之結構 
 VI 功能的描述 
 資料的充足程度 
 具備說明文件的程式碼 
 執行效率 
 程式寫作風格 
 可讀性 
 適當之人機界面設計 



工作ID 工作 目標ID 目標 

  CLA-ADT-03-03

在設定的條件限制下，評估一個

LabVIEW 應用程式的程式設計考
量，包括： 
 運算法的效率 
 妥為運用資料流程式設計技術 
 高效率的資料／記憶體管理 
 常見的程式設計缺陷，包括： 
 開放的參照 (reference) 
 不合法的參照 
 潛在的競爭狀況 

  CLD-VPP-03-04

檢視 LabVIEW 應用程式的執行時
段行為及記憶體管理問題，包括： 
 原地算法 (Inplaceness) 
 使用 Refnums 及數值 
 使用屬性節點  (property node)
及數值 

 接線分支 
 執行及操作資料 
 資料類型的儲存 
 畫面更新 
 移動大量的記憶體 
 同步更新及異步更新 
 傳輸緩衝區 
 執行順序 
 在分支接線上對緩衝區進行破
壞性及非破壞性讀取 

CLA-ADT-04 使用原始程式碼管制   

  CLA-ADT-04-01
描述原始程式碼管制在多開發者環

境中的必要性 

  CLA-ADT-04-02
描述原始程式碼管制和專案管理之

間的關係 

  CLA-ADT-04-03
描述在專案中進行原始程式碼管制

時可能遭遇的陷阱 

  CLA-ADT-04-04
描述VI交叉連結(cross-linking)及對
原始程式碼管制的影響 



工作ID 工作 目標ID 目標 

  CLA-ADT-04-05
描述原始程式碼管制對於釋出應用

程式的影響 

CLA-ADT-05 
設計及開發物件導向

式程式碼   

  CLA-ADT-05-01
描述在何種條件下，物件導向程式設

計技術適用於 LabVIEW 應用程式

  CLA-ADT-05-02
描述建立物件導向式應用程式時所

必須的設計及運用考量 

  CLA-ADT-05-03 在應用程式中妥善運用整體函數(functional global) 

  CLA-ADT-05-04 描述信號及同步化技術的運用 

  CLA-ADT-05-05 說 明 資 料 及 函 數 的 內 嵌
(encapsulation) 

  CLA-ADT-05-06 說明開發可擴充之應用程式的方法 

  CLA-ADT-05-07
建立Class VI及類別定義 
 用於辨識Class Object的Single 

Enum Datalog Refnums 

CLA-ADT-06 
使用 plug-in 技術開
發 LabVIEW 應用程
式 

  

  CLA-ADT-06-01
說明  VI Server Call By Reference 
Node 的使用 

  CLA-ADT-06-02

描述使用VI Server，透過以下方式呼
叫VI的方法： 
 Run Method 
 Call by Reference 

  CLA-ADT-06-03
討論在 LabVIEW 應用程式中使用
plug-in的優缺點 

  CLA-ADT-06-04
討論在建立  LabVIEW 應用程式
時，使用 Run Method 與使用 Call 
by Reference 的各自優缺點 

  CLA-ADT-06-05
說明使用 VI Server 設定輸入值，以
便使用 Run Method 的程序 



工作ID 工作 目標ID 目標 

  CLA-ADT-06-06 產生能呼叫 plug-in VI 的標準 VI 

  CLA-ADT-06-07
設計一個 VI 界面，能夠正確辨識
VI 為匹配之 plug-in 

CLA-ADT-07 
使用訊息技術開發

LabVIEW應用程式   

  CLA-ADT-07-01
描述為何要建立一個與頂層應用程

式 VI 分離的使用者界面 

  CLA-ADT-07-02

建立一個使用者界面與頂層應用程

式 VI 分離的 LabVIEW 應用程式
 動態呼叫使用者界面 
 透過通用訊息技術與使用者界
面溝通 

  CLA-ADT-07-03
說明 Refnum 及屬性節點 (Property 
Node) 兩項控制器的使用及適當運
用方式 

  CLA-ADT-07-04
建立一個使用 Refnums 控制器及屬
性節點控制器來更新其它 VI 中之
控制器的應用程式 

  CLA-ADT-07-05
產生一個使用訊息技術在平行迴圈

之間傳送資料的應用程式 

  CLA-ADT-07-06
開發可重入 VI，並說明在可重入在
除錯工具中的效果 

  CLA-ADT-07-07

說明 VI 之間常用的通訊方法： 
 Queues 
 Notifiers 
 VI Server 
 TCP/IP 

  CLA-ADT-07-08

產生一個應用程式，可以透過以下各

項之一，與通訊同時執行多個區段：

 Queues 
 Notifiers 
 VI Server 
 TCP/IP 



工作ID 工作 目標ID 目標 

CLA-ADT-08 
在 LabVIEW 中建立
／整合模組化程式碼

  

  CLA-ADT-08-01
描述使用模組化程式碼獲得向後相

容性的重要性 

  CLA-ADT-08-02
描述多個 VI 在同一個系統中擁有
相同名稱的意涵及危險 

  CLA-ADT-08-03
描述使用專案專用之通用 VI (global 
VI) 的意涵 

  CLA-ADT-08-04 使用通用命名規則產生 VI 

  CLA-ADT-08-05 在維持向後相容性的同時更新模組 

  CLA-ADT-08-06
將 SubVI 分類，以獲得高效率之模
組管理 

CLA-ADT-09 
佈署 LabVIEW 應用
程式   

  CLA-ADT-09-01
描述在開發大型應用程式之時，必須

留意的佈署相關設計考量 

  CLA-ADT-09-02
在設定的條件限制下，指定必須佈署

至大型機器中的項目 

CLA-ADT-10 
執行系統的最佳化使

用，以及  LabVIEW
應用程式的優先權 

  

  CLA-ADT-10-01

說明以下各項的正確使用方式，以及

誤用的陷阱： 
 執行系統 
 優先權設定 
 次常式優先權 

  CLA-ADT-10-02
將 LabVIEW 應用程式的效能最佳
化 

CLA-ADT-11 
在 LabVIEW 應用程
式中加入適當的錯誤

處理技術 
  

  CLA-ADT-11-01 描述錯誤處理器的重要屬性 

  CLA-ADT-11-02 說明錯誤應在何處處理及回報 



工作ID 工作 目標ID 目標 

  CLA-ADT-11-03

為大型 LabVIEW 應用程式產生可
應用之錯誤處理管理： 
 產生並將適當的額外資訊傳送
到錯誤處理系統 

 必要時過濾錯誤 
 依必要性處理錯誤或忽略錯誤 
 若設定條件，則記錄錯誤（基本
上擁有除錯旗標） 

CLA-ADT-12 
在 LabVIEW 應用程
式中產生遞迴程式碼

  

  CLA-ADT-12-01
描述遞迴程式碼，以及適合使用遞迴

的場合 

  CLA-ADT-12-02

說明如何將 VI Server 用於進行遞
迴呼叫 (recursive call) 
 
描述在 LabVIEW 中建立遞迴呼叫
的兩種常用方法，以及各自的優缺點

 循 環 － 遞 迴 運 算 法
(Iterative-Recursive algorithm) 

 遞迴 VI 

  CLA-ADT-12-03
在設定的條件限制下，在 LabVIEW
中產生一段遞迴常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