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bVIEW 升级说明
本文档介绍在Windows、MacOSX和Linux操作系统上升级至LabVIEW 2011的步骤。升级之前，
请阅读本文档以了解下列内容：

• 升级LabVIEW需依次完成的相关任务。
• 加载较早版本LabVIEW中保存的VI的可能性兼容问题。
• LabVIEW 2011的新增功能和改动。

根据您升级前使用的LabVIEW版本，建议您也阅读升级前使用的版本至LabVIEW 2011之间的升
级说明文档。您可访问NI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下列的信息代码，找到早期版本的升级说明。

• LabVIEW 8.2升级说明－lvup82sc

• LabVIEW 8.5升级说明－lvup85sc

• LabVIEW 8.6升级说明－lvup86sc

• LabVIEW 2009升级说明－lv09cn

• LabVIEW 2010升级说明－upnote10chs

关于LabVIEW 2011的功能、LabVIEW编程理论、LabVIEW使用分步指导、LabVIEW程序框图节
点、工具、对话框的参考信息等，请参考LabVIEW帮助。选择帮助»LabVIEW帮助可打开LabVIEW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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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至LabVIEW 2011

以下是升级至LabVIEW新版本需完成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需参考的说明文档。建议您在
升级新版本LabVIEW时阅读LabVIEW发行说明和本文档。
1. 安装新版本LabVIEW之前，请参考下列文档，了解所有兼容性问题：

• 升级至LabVIEW 2011－该部分包括在上个版本的LabVIEW中升级工具包和模块，复制
user.lib文件，将VI转换为LabVIEW 2011的相关信息。

• 升级和兼容性问题－该部分包括将上一个版本的LabVIEW升级为新版LabVIEW时可能
影响VI的兼容性问题。

注： 也可访问NI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lvupgradetests，下
载评估VI兼容性问题的测试。

• LabVIEW 2011新增功能及改动－该部分简要介绍了该版本LabVIEW的新增功能。关于
这些新增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选择帮助»LabVIEW帮助可打开
LabVIEW帮助。

2. （可选）卸载LabVIEW前期版本。
3. 安装和激活新版LabVIEW。参考LabVIEW发行说明中的以下部分，确认是否已经完成安装

LabVIEW的全部过程：
• 安装LabVIEW 2011，以及与安装平台相关的内容
• 安装LabVIEW附加软件，如通过LabVIEW开发平台DVD之外的其它途径安装LabVIEW

工具包和模块

• (Windows)激活LabVIEW许可证及LabVIEW模块的许可证
• （可选）在安装平台上，安装与配置硬件以及相关附件

• 参考资料

4. 关于LabVIEW新版本中修复的问题、LabVIEW新版本中的已知问题，以及LabVIEW帮助中
未包含的信息，请参考LabVIEW自述文件。要阅读LabVIEW自述文件，在labview\readme
目录下打开readme.html文件即可。

5. 复制LabVIEW前期版本的环境设置。关于复制环境设置的详细信息，参阅本文档的复制上
一个版本LabVIEW的环境设置。

6. 复制上一个版本LabVIEW的user.lib文件。关于复制user.lib文件的详细信息，参阅本
文档的复制上一个版本LabVIEW的user.lib文件。

7. 将VI转换至LabVIEW 2011。关于转换在上一个版本LabVIEW中保存的VI的详细信息，请参
考本文档的转换VI部分。

从前期版本LabVIEW升级
安装LabVIEW 2011时不必卸载LabVIEW的前期版本。不同的LabVIEW版本可能具有相同的组成
部分，新版本的LabVIEW安装在不同目录下，所以升级LabVIEW不会影响计算机上其它版本
LabVIEW的性能。 LabVIEW 5.x及更早版本均安装在labview目录下。 LabVIEW 6.0及更高版本
安装在labview x目录下，x表示版本号。

替换LabVIEW现有版本
如要替换LabVIEW现有版本，应先卸载该版本，然后运行LabVIEW 2011安装程序，将安装路径
设置为上个LabVIEW版本所在的National Instruments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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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XP)通过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可卸载现有版本LabVIEW，并升级至LabVIEW 2011。
(Windows7/Vista)使用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选项卸载现有的LabVIEW。卸载程序不会删除顶
层labview目录下用户创建的文件。

注： 卸载或重新安装LabVIEW时，安装程序会卸载vi.lib目录中的.llb文件（包括
用户保存在.llb文件中的所有VI和控件）。建议将自定义VI和控件保存在user.lib目
录下，然后手动添加至控件和函数选板。

复制LabVIEW前期版本的环境设置
复制前期版本labview目录中的LabVIEW参数配置文件，即可使用LabVIEW前期版本的环境设
置。

注意 如用前期版本的配置文件替换LabVIEW 2011配置文件，新增的配置选项可能
会被覆盖。

安装LabVIEW 2011之后，可将LabVIEW配置文件复制到LabVIEW 2011目录下。

(Windows) LabVIEW的配置保存在labview目录下的labview.ini文件中。

(MacOSX) LabVIEW将配置信息保存在~/Library/Preferences/LabVIEW 11.0 Preferences
目录下的LabVIEW配置文本文件中。

(Linux) LabVIEW将配置信息保存
在/home/<username>/natinst/.config/LabVIEW-2011/labview.conf文件中，其中，
<username>是当前运行LabVIEW的用户名。

注： (Linux)在LabVIEW 2009中，首选项格式由myapp.preferences_name: value
改为preference_name = value。将LabVIEW首选项文件复制到LabVIEW 2011目录
时，如有需要请按照新格式手动修改首选项。

复制上一个版本LabVIEW的user.lib文件
如需使用LabVIEW前期版本user.lib目录中的文件，只需从前期版本的labview目录中找到相
应文件，并将文件复制到LabVIEW 2011的user.lib目录中。

转换VI
打开在前期版本中保存的VI时，必须在LabVIEW 2011中保存该VI。否则，每次打开VI都会引起
VI转换，导致额外的内存资源被占用。如未保存这些改动，运行时需重新编译这些VI，运行速
度会大大降低。

在LabVIEW 2011中打开由LabVIEW 6.0或更高版本所保存的VI时，LabVIEW自动转换并编译该
VI。打开最后在LabVIEW5.x或更早版本中保存的VI时，必须采取额外的步骤打开和保存VI。关
于不同LabVIEW版本之间转换VI的详细信息，请访问NI网站ni.com/info，输入信息代码ext8h9
查询。

注： LabVIEW的前期版本无法加载由LabVIEW 2011保存的VI。要保证较早版本VI的
兼容性，在LabVIEW 2011中保存之前，对原VI进行备份，确保能在较早版本的LabVIEW
中使用这些VI。也可选择文件»保存为前期版本，将VI保存为可在前期版本LabVIEW中
使用。

如计算机无法提供足够内存一次转换所有VI，也可选择分步转换VI。请检查需转换的VI的层次
结构，先载入并保存较低层次的子VI，然后逐步转换较高层次的VI，最后再打开并转换顶层
VI。也可选择工具»高级»批量编译转换整个VI结构。但是，批量编译按固定顺序转换目录或LLB
中的VI。关于LabVIEW批量编译时处理文件的顺序的说明，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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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创建VI和子VI»详解»保存VI»批量编译VI部分。如转换过程从高层VI开始，则批量编译所需内
存与先打开该高层VI所占用的内存几乎相同。

如需查看LabVIEW的内存使用情况，请选择帮助»关于LabVIEW查看正在使用的内存总量。

升级模块、工具包和仪器驱动

如从上一个版本LabVIEW升级，必须安装与上一个版本LabVIEW上安装的模块、工具包或仪器
驱动的兼容版本。 LabVIEW开发平台DVD中包含与LabVIEW 2011兼容的大多数模块和工具包。
关于LabVIEW开发平台DVD中未包含的模块和工具包，请登录NI网站ni.com/info输入信息代
码compat，了解模块和工具包与当前版本LabVIEW的兼容性信息。

NI模块和工具包
下表列出了如何根据操作系统选择LabVIEW开发平台DVD、模块或工具包安装CD，以及LabVIEW
的附加软件。

重要说明记录媒质操作系统

LabVIEW开发平台DVD用于安装LabVIEW 2011以及与LabVIEW 2011兼容的模块和工具包。
此外，还可试用未购买的模块和工具包。 LabVIEW开发平台DVD允许用户与LabVIEW 2011
一并安装新版本的工具包，无需卸载或修改上一个版本。关于安装LabVIEW、模块和工
具包的更多信息见LabVIEW发行说明。

DVDWindows

使用购买模块或工具包时收到的安装CD。使用安装CD之前，确认有待安装模块或工具包
的兼容版本。请登录NI网站ni.com/info输入信息代码compat，了解与当前使用的
LabVIEW兼容的模块和工具包。然后在LabVIEW 2011目录下安装模块和工具包。批量编
译在上一个版本LabVIEW中保存的VI。

详细信息，请参考本文档的批量编译LabVIEW部分。

CDMac/Linux、Windows，
如LabVIEW开发平台DVD
不包括模块或工具包

注： 一些版本的工具包与LabVIEW 2011不兼容。安装不兼容的工具包可能会导致工
具包或LabVIEW的一些功能工作异常。建议安装工具包之前先检查兼容性。请登录NI
网站ni.com/info输入信息代码compat，了解与当前使用的LabVIEW兼容的模块和工
具包。 (Windows XP)如已安装不兼容版本并损坏了LabVIEW 2011的安装，可使用控
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先卸载工具包，然后修复LabVIEW。 (Windows
7/Vista)使用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选项修复程序。

仪器驱动程序

要控制仪器并与仪器通信，必须安装当前版本的仪器驱动程序。如在上一个版本LabVIEW中安
装了仪器驱动，请通过下列方法之一重新安装LabVIEW 2011支持的仪器驱动：
• NI模块化仪器驱动－使用NI设备驱动程序DVD或CD安装NI模块化仪器驱动。
• 即插即用仪器驱动－(Windows, Linux)使用NI仪器驱动查找器，在LabVIEW中查找和安装

LabVIEW即插即用仪器驱动。选择帮助»查找仪器驱动，打开NI仪器驱动查找器。
• IVI驱动和未认证的仪器驱动－使用NI网站上的仪器驱动网(IDNet)查找和安装IVI驱动或未认

证的仪器驱动。请登录NI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ex3mbp访问仪器驱动网(IDNet)。

注： 如使用NI仪器驱动查找器重新安装仪器驱动，建议批量编译labview\instr.lib
目录。

第三方附加软件

请联系第三方LabVIEW附加软件提供方，确认软件是否与LabVIEW 2011以及操作系统兼容。确
保批量编译与附加软件相关的所有VI。

详细信息，请参考本文档的批量编译LabVIEW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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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编译LabVIEW
在LabVIEW中打开由之前版本保存的VI时，LabVIEW会自动转换并编译该VI。必须在当前版本
LabVIEW中保存该VI，否则每次访问该VI都需进行转换，会占用额外的内存资源。如要LabVIEW
开发平台DVD未包括的LabVIEW模块和工具包或第三方工具包，建议批量编译模块、工具包或
第三方附加软件的相关VI。

关于批量编译VI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中目录栏的基础»创建VI和子VI»详解»保存VI»
批量编译VI。

升级其它NI软件
LabVIEW 2011和TestStand 4.2.1及更早版本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请登录NI网站ni.com/info
并输入信息代码exvaku访问知识库中关于上述问题的详细说明。

关于LabVIEW和NI TestStand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I TestStand各个版本的Readme.html文件，该
文件在CD上的<TestStand>\Doc目录下。

在LabVIEW 2011中，必须使用NI Spy 2.3或更高版本，或者，NI I/O Trace 3.0。NI Spy在2.7.2版
本之后开始使用新名称NI I/O Trace，可在NI设备驱动光盘上找到。

LabVIEW 2011支持Measurement Studio 8.0及更高版本。请登录NI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
息代码exd8yy，访问升级配置指南及购买Measurement Studio 8.0或更高版本。

升级和兼容性问题

下面列出的是各个版本LabVIEW的升级和兼容性问题。关于升级至最新版本LabVIEW的建议，
请登录National Instruments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lvupgrade查询。

关于LabVIEW 2011的现有问题记录、其它兼容性问题和新功能的相关信息，见labview目录中
的readme.html文件。

从LabVIEW 2010升级
从LabVIEW 2010升级至LabVIEW 2011时，需考虑以下兼容性问题。

支持平台

LabVIEW 2011不支持Windows XP SP1及更早版本。

磁盘空间要求

(Windows) LabVIEW 2011的LabVIEW运行引擎安装需340 MB磁盘空间，完整安装需3.3 GB磁盘
空间。

(Mac OS X) LabVIEW 2011的LabVIEW运行引擎安装需563 MB磁盘空间，完整安装需1.2 GB磁
盘空间。

(Linux) LabVIEW 2011的LabVIEW运行引擎安装需125 MB磁盘空间，完整安装需1.2 GB磁盘空
间。

关于LabVIEW 2011的其他系统要求，请参考LabVIEW发行说明。

VI和函数的改动
在LabVIEW 2011中，打开UDP多点传送VI的多点传送地址输入端为必须连接的输入端。另外，
端口输出更名为端口输出。

不再支持的VI、函数和节点
LabVIEW 2011重写了零相位滤波器VI，移除了各个多态实例中的初始化/连续输入端。要使用
新增功能，将较早版本的零相位滤波器替换为函数选板上的同名VI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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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方法和事件的改进

在LabVIEW 2010中，清空已编译目标缓存方法将清空指定的目标缓存。在LabVIEW 2011中，
清空已编译目标缓存方法将清空LabVIEW运行版本中的整个用户缓存。在LabVIEW 2010中创建
的包含清空已编译目标缓存方法的VI在LabVIEW 2011中运行不会出现断线，但是会清空更多的
VI目标文件，加载相关VI时需重新编译。

不再支持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LabVIEW 2011不支持仿真图类的按选定项创建子系统方法。

迁移不支持SSE2终端的程序生成规范
如要迁移一个不支持SSE2指令的终端的程序生成规范至LabVIEW 2011，必须在程序生成规范中
禁用SSE2优化。如不禁用优化选项，LabVIEW仍允许用户生成，但是生成的程序不能在指定终
端上运行。

关于支持SSE2指令的硬件类型，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的基础»生成和发布应用程序»配置
程序生成规范»判断硬件是否支持SSE2指令集。

支持64位整数和双精度浮点数的多态VI
如将扩展精度数值数据连接至支持双精度数和64位整数的多态VI的接线端，LabVIEW将把其强
制转换为双精度数值数据。上述操作发生在LabVIEW 8.5和8.6中。在LabVIEW 8.2、2009和2010
中，LabVIEW选择64位带符号整数实例。

部分LabVIEW共享库错误报告的改进
在前期版本LabVIEW中使用调用库函数节点调用LabVIEW共享库时，如计算机上没有安装所需
的资源，共享库无法执行。但是，共享库不会自动返回错误告知用户执行失败。在LabVIEW 2011
中，调用库函数节点调用共享库失败时，LabVIEW将返回错误。所以，在LabVIEW 2010不返回
错误的LabVIEW共享库，在LabVIEW 2011中会返回错误。

该错误报告的改进会影响到下列LabVIEW共享库调用：
• 共享库中的VI使用了某个功能，计算机上没有安装相关软件。
• 共享库中的VI使用了调用库函数节点，计算机上没有安装相关的共享库。
• 共享库中的VI通过SSE2优化编译，但是计算机不支持SSE2指令集。

LabVIEW搜索NI范例查找器数据文件的位置
与之前版本相比，LabVIEW 2011减少了搜索NI范例查找器数据文件(.bin3)的位置。为了保证
LabVIEW能找到NI范例查找器中的范例，必须将.bin3文件放在下列位置：

• labview\examples\exbins—在早期版本LabVIEW中，.bin3文件可放在examples目录的
任何位置。

• labview\instr.lib

• labview\user.lib

从LabVIEW 2009升级
从LabVIEW 2009升级到LabVIEW 2011时可能会遇到下列兼容性问题。关于可能遇到的其他兼容
性问题，请参考从LabVIEW 2010升级。

支持平台

• 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支持Windows 7。
• 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不支持Windows 2000。

关于LabVIEW 2011的其他系统要求，请参考LabVIEW发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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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和函数的改动
下列VI当滤波器阶数为高时，使用高于阻带衰减输入的衰减设计椭圆滤波器。
• 椭圆滤波器系数

• 椭圆滤波器

• 椭圆滤波器（逐点）

VISA查找资源函数
在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中，如系统找不到任何设备，VISA查找资源函数返回错误代码
–1073807343。

不再支持的VI、函数和节点
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不再支持下列VI、函数和节点：
• 代码接口节点－现使用调用库函数节点。

• 转换TDM至TDMS－现使用转换至TDM或TDMS VI。该VI将文件转换为.tdm或.tdms文件格
式。

• 转换TDMS至TDM－现使用“转换至TDM或TDMS” VI。
• 获取属性数据类型－现使用获取属性信息VI。该VI返回数据文件、通道组或通道的属性信

息。

• FFT功率谱－现使用FFT功率谱和PSD VI。
• FFT功率谱密度－现使用“FFT功率谱和PSD” VI。
• 罗列属性－现使用“获取属性信息”VI。
• 合并错误VI－现使用“合并错误”函数。
• 合并查询结果－现使用合并存储引用句柄VI。

浮点数学运算

因为LabVIEW编译器的改动，浮点数的一些运算结果与前期版本LabVIEW中返回的结果有所差
异。在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中，浮点数运算的精度和之前版本相同，在很多运算中有所改
进。但是，在少量运算中，运算结果的精度比前期版本LabVIEW低。在LabVIEW 2010及更高版
本中，函数内部实现的精度和输入数据类型的精度一致。在前期版本LabVIEW中，函数内部实
现的精度比输入数据类型更高。这些运算结果可接受的差异对于输入的数据类型来说是合理
的。

注： 关于浮点数数学运算的详细信息，请访问NI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
exdj8b查询。

创建LabVIEW类
在LabVIEW 2009或更早版本中，可创建一个带严格类型VI引用句柄的类，该引用句柄的连线板
上可包含这个类或这个类的子类。在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中，上述做法会使类出现断线，
除非使用一个非严格类型的VI引用句柄，或从私有数据控件中移除VI引用句柄。

生成安装程序(Windows)
在LabVIEW 2010中，如加载需Windows 2000或更高版本的安装程序项目，LabVIEW会将系统要
求更新为Windows XP或更高版本。安装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后，不能在计算机上使用前
期版本LabVIEW生成在Windows 2000上运行的安装程序。

在调用库函数节点中使用正确的调用规范

在LabVIEW 8.2、LabVIEW 8.6、LabVIEW 2009中，如为调用库函数节点指定不正确的调用规范，
LabVIEW从错误中恢复并使用正确的调用规范。 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不进行该检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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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行选择正确的调用规范。从将包含调用库函数节点的VI从LabVIEW 8.2、LabVIEW 8.6、
LabVIEW 2009转换至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如VI中的调用规范不正确，VI将无法执行。

按照下列步骤，将包含调用库函数节点的VI转换为LabVIEW 2010或更高版本：
1. 在最后保存该VI的LabVIEW版本中打开VI。
2. 右键单击各个“调用库函数节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配置，打开调用库函数对话框。

3. 单击错误检查选项卡。

4. 勾选最大，启用最大错误检查。该选项使LabVIEW在运行时提醒用户是否选择了不正确的
调用规范。

5. 单击确定按钮。

6. 为每个调用库函数节点启用最大错误检查后，运行VI。
7. 在返回错误的调用库函数节点上，选择正确的调用规范。

纠正所有调用错误后，可将VI转换为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

从LabVIEW 8.6升级
从LabVIEW 2010升级至LabVIEW 8.6时，需考虑以下兼容性问题。关于升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其它问题，请参考本文档的从LabVIEW 2009升级和从LabVIEW 2010升级部分。

关于LabVIEW 2011的其他系统要求，请参考LabVIEW发行说明。

VI和函数的改动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对以下VI和函数进行了更改。

蓝牙VI和函数
必须安装Windows XP SP2或更高版本才可使用蓝牙选板上的VI和函数。

信号生成VI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重写了信号生成选板上的下列VI。要使用下列新功能，将下列VI替换
为函数选板上的同名VI。
• Bernoulli噪声
• 二进制MLS
• 二项分布的噪声

• Gamma噪声
• 高斯白噪声

• 泊松噪声

• 均匀白噪声

其它VI和函数的改动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对以下VI和函数进行了改进：
• 如连接值单位中平方根函数的指数为奇数，由于LabVIEW不支持使用分数指数的单位，函

数将断开。

• 重写的贝塞尔系数VI，能更有效地实现截止频率。贝塞尔系数VI和调用该VI的VI的运行速
度与LabVIEW前期版本比略有下降。

• LabVIEW将Web服务部署至版本特定的目录。例如，LabVIEW 2009部署Web服务的根目
录通常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National
Instruments\Web Services 2009 32-bit。在LabVIEW 2009或更高版本中使用前期版
本中创建的Web服务时，必须重新部署。要删除前期版本LabVIEW部署的Web服务，必须
从部署目录手动删除。

• 重写积分x(t) VI。要使用该VI的新功能，将该VI替换为函数选板上的积分x(t) VI。
• 获取键名VI的段和引用句柄为必须连接的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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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段名VI的引用句柄为必须连接的输入端。
• 非法配置数据引用句柄VI的引用句柄为必须连接的输入端。
• 不能在应用程序和共享库中使用检查文件或文件夹是否存在VI检查路径。

不再支持的VI和函数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不再支持下列VI和函数：
• LToCStr－现使用LToCStrN函数。 LToCStrN函数与LToCStr函数不同，因为LToCStrN函数使用

一个参数指定用于存放LabVIEW复制的C字符串的缓冲区。这些函数是代码接口节点(CIN)
函数。在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中，移除了代码接口节点CIN。可用“调用库函数节
点”替代。

• 打开配置数据（兼容）－现使用“打开配置数据”VI。打开配置数据VI与打开配置数据（兼
容）VI不同，因为打开配置数据VI包含文件已创建?输出。

• Sound VIs (Mac OS X)－现使用Sound VI。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在Windows、Mac
OS X和Linux平台上支持相同的API。

• 无约束指数拟合－现使用“指数拟合”VI。指数拟合VI与无约束指数拟合VI不同，因为指
数拟合VI不包含精度改善?输入，但是包含参数界限输入和偏移量输出。

• 无约束高斯峰值拟合－现使用“高斯峰值拟合”VI。高斯峰值拟合VI与无约束高斯峰值拟
合VI不同，因为高斯峰值拟合VI包含参数界限输入和偏移量输出。

不再支持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不支持以下属性、方法和事件：
• 数字图形类的总线名称属性。现使用曲线名称属性。

• VI类的“被调方名称”属性。现使用获取VI依赖关系（名称和路径）方法。如所有的输入
参数都使用默认值，“获取VI依赖关系（名称和路径）”方法和“被调方名称”属性作用
相同。

• VI (ActiveX)类的Callees属性。

更名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 在LabVIEW 2009中及更高版本中，XML解析器类的名称中不再包括XML字样。例如，“XML_
属性”更名为“属性”。

• 在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中，下列属性、方法和事件的名称有改动。这些名称变化源于
LabVIEW 2009英文版改动，中文版的名称可能没有相应的变化。

类型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中的

名称LabVIEW 8.6中的名称类

属性处理命名空间处理命名空间文档

属性处理模式处理模式文档

属性预警:不良状态:确认类型预警:不良状态:确认类型变量

属性预警:不良状态:允许记录预警:不良状态: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布尔:确认类型预警:布尔:确认类型变量

属性预警:布尔:预警打开预警:布尔:预警开变量

属性预警:布尔:允许记录预警:布尔: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Hi:确认类型预警:Hi:确认类型变量

属性预警:Hi:允许记录预警:Hi: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HiHi:确认类型预警:HiHi:确认类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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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中的

名称LabVIEW 8.6中的名称类

属性预警:HiHi:允许记录预警:HiHi: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Lo:确认类型预警:Lo:确认类型变量

属性预警:Lo:允许记录预警:Lo: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LoLo:确认类型预警:LoLo:确认类型变量

属性预警:LoLo:允许记录预警:LoLo: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变化率:确认类型预警:变化率:确认类型变量

属性预警:变化率:允许记录预警:变化率: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U32位域:确认类型预警:U32位域:确认类型变量

属性预警:U32位域:预警打开预警:U32位域:预警开变量

属性预警:U32位域:允许记录预警:U32位域:允许记录变量

属性预警:U32位域:选择掩码预警:U32位域:选择掩码变量

属性记录:记录数据记录:记录数据变量

属性记录:记录事件记录:记录事件变量

属性记录:时间精度记录:时间分辨率变量

属性记录:值精度记录:值分辨率变量

属性网络:访问类型网络:访问类型变量

属性网络:缓冲区大小网络:缓冲区大小变量

属性网络:元素大小网络:元素大小变量

属性网络:点每波形网络:每波形点数变量

属性网络:项目绑定网络:项目绑定变量

属性网络:项目路径网络:项目路径变量

属性网络:使用绑定网络:使用绑定变量

属性网络:使用缓冲网络:使用缓冲变量

属性RT:数组长度RT:数组长度变量

属性RT:缓冲区长度RT:缓冲区大小变量

属性RT:波形数据点RT:波形中的数据点变量

属性RT:使用缓冲RT:使用缓冲变量

属性缩放:工程最大值缩放:工程最大值变量

属性缩放:工程最小值缩放:工程最小值变量

属性缩放:反转掩码缩放:反转掩码变量

属性缩放:原始最大值缩放:原始最大值变量

属性缩放:原始最小值缩放:原始最小值变量

属性缩放:所选掩码缩放:选择掩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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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生成器的改进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对应用程序生成器进行了下列改进。

文件布局的改进

在LabVIEW 8.6中，应用程序生成器将VI和库文件平行保存在应用程序之中，将与应用程序之外
的VI名称有冲突的VI保存在另一个目录下。在LabVIEW 2009中及更高版本中，应用程序生成器
将按照源文件在磁盘上的目录结构保存应用程序中的源文件。内部文件结构保留了源文件在应
用程序中的层次关系。

如动态调用VI，请使用相对路径以确保运行时应用程序正确加载VI。

自定义配置文件的改进

在LabVIEW 8.6及更早版本中，生成一个包含自定义配置文件的独立应用程序时，如满足下列条
件，LabVIEW将把LabVIEW环境设置添加至现有配置文件：
• 自定义配置文件的文件名与应用程序文件名相同。

• 自定义配置文件和应用程序在同一目录下。

• 在应用程序的程序生成规范中，应用程序属性对话框的高级页的使用自定义配置文件复选
框未勾选。

当满足上述条件时，LabVIEW 2009或更高版本使用环境设置覆盖自定义配置文件的内容。

条件结构输出隧道的改动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使用可处理所有分支，包括未执行分支的数据类型来确定条件结构输
出隧道的数据类型。例如，如条件结构有两个分支，TRUE和FALSE。在TRUE分支中，输出隧道
上连接的是8位无符号整数。在FALSE分支中，输出隧道上连接的是32位无符号整数。在
LabVIEW 8.5.x和8.6.x中，如连接一个常量选择TRUE分支，输出隧道的数据类型为无符号8位整数
(U8)，因为该常量使FALSE分支始终无法执行。在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中，如连接一个常
量选择TRUE分支，输出隧道的数据类型为无符号32位整数(U32)。

如输出隧道数据类型是定点数或固定大小的数组，输出隧道的这项改动可能会使在LabVIEW 8.5.x
和8.6.x中创建的VI在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中出现断线。

自定义图标编辑器VI的改动
在LabVIEW 8.6或更早版本中，调用自定义图标编辑器VI时，LabVIEW将自动打开该VI的前面板。
在LabVIEW 2009中及更高版本中，必须将自定义图标编辑器VI配置为调用时打开其前面板。对
于简单的VI，打开前不需要对前面板对象重新排列，可使用执行:调用时显示前面板属性。对于
复杂的VI，打开前需要对前面板对象重新排列，可使用前面板:打开方法。

自定义探针的改动(Linux)
在LabVIEW 8.6及更早版本中保存的自定义探针无法在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中打开。必须
将自定义探针从LabVIEW前期版本的LabVIEW Data目录中手动复制到LabVIEW 2009或更高版
本的LabVIEW Data目录。 LabVIEW 2009及更高版本的LabVIEW Data目录
为/home/<username>/LabVIEW Data。

.NET的改动
创建.NET对象并与之通信需安装.NET Framework 2.0或更高版本。

LabVIEW MathScript的改动
LabVIEWMathScript不再作为LabVIEW完整版或专业版开发系统的一部分。在LabVIEW 2009中
及更高版本中，LabVIEW MathScript独立为LabVIEW MathScript RT模块。如前期版本的VI含有
MathScript节点，只有安装并激活了MathScript RT模块或移除VI中的MathScript节点，才能运行
这些VI。购买MathScript RT模块后，请选择帮助»激活LabVIEW组件激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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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LabVIEW 8.5升级
从LabVIEW 8.5升级至LabVIEW 2011时，需考虑以下兼容性问题。关于升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其它问题，请参考本文档的从LabVIEW 8.6升级、从LabVIEW 2009升级和从LabVIEW 2010升级
部分。

支持平台

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不支持使用PowerPC处理器的Mac计算机。

关于LabVIEW 2011的其他系统要求，请参考LabVIEW发行说明。

VI和函数的改动
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对以下VI和函数进行了更改。

报表生成VI
使用LabVIEW类重写了报表生成选板上的VI。报表输入输入控件和报表输出输出控件的数据类
型由引用句柄改为LabVIEW类。如右键单击自定义类型引用句柄不能创建常量或控件，VI可能
不会正常工作，因为LabVIEW不能自动更新这些对象。另外，任何之前调用数据类型为上一版
本的报表输入和报表输出参数的通过引用调用节点不会按预期执行。

如使用报表生成选板上的VI创建HTML报表在终端上运行，确保创建报表时引用了终端。如在主
机上创建了HTML报表，然后在未引用终端的前提下将其部署到终端上，VI将断开且无法运行。

设置报表方向VI的方向输入端由无符号双字节整型(U16)改为长整型(I32)。

添加VI的子VI列表至报表VI的包括Express VI配置的默认值由TRUE改为FALSE。

添加表格至报表VI两个实例中显示网格线输入端的默认值都由FALSE改为TRUE。

外部代码（DLL和CIN）
内存管理器函数只包含一个内存区域，即数据空间(DS)。如使用管理LabVIEW内存的C或C++
CIN或DLL，将所有对AZ内存函数的引用替换为相应的DS函数。在LabVIEW 2010及更高版本中，
移除了代码接口节点CIN。可用“调用库函数节点”替代。

其它VI和函数的改动
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对以下VI和函数进行了改进：
• 在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中，STFT时频图VI新增了两个输入端。将之前版本LabVIEW中的

VI替换为函数选板上具有新功能的“STFT时频图”VI。
• 许多数学和信号处理VI由非重入VI改为重入VI。因为这些改动，不应从一组可重入VI中调用

这些VI并在实例间共享副本。关于从一组VI中调用VI并在实例间共享副本的信息，请访问
NI网站ni.com/info输入信息代码exrehi查询。

• 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中强制单进程共享变量为终端相对。不能将单进程共享变量配置
为绝对。

• 如将一个空路径连接至调用库函数节点的路径输入输入端，LabVIEW不会返回错误。
• 获取报表类型VI的输出元素改为报表类型。 LabVIEW自动将上个版本中带入的代码重命名

并重连接，然后将代码插入LabVIEW 8.6或更高版本。但是，如使用通过引用调用节点调
用“获取报表类型”VI，VI将断开。

• 新建报表VI的报表类型输入为必须连接的输入端。必须将数据连接至该输入端。

不再支持的VI和函数
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不再支持下列VI和函数：
• 非线性系统单解计算器－现使用nD非线性系统单解计算器VI。nD非线性系统单解计算器VI

是可重入VI，与非线性系统单解计算器VI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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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系统多解计算器－现使用nD非线性系统多解计算器VI。nD非线性系统多解计算器VI
是可重入VI，与非线性系统多解计算器VI不同。

• 创建信号量－替换为获取信号量引用VI。获取信号量引用VI与创建信号量VI不同。如多次
使用创建信号量VI创建一个以上同名信号量，LabVIEW将创建若干个该信号量引用。但是，
如使用获取信号量引用VI获取同一个信号量的多个引用，每个引用号是唯一的。 LabVIEW
不会自动将现有VI转换为使用“获取信号量引用”VI，必须手动更新在上一个版本中保存
的VI。

• 销毁信号量－替换为释放信号量引用VI。释放信号量引用VI与销毁信号量VI不同。使用销
毁信号量VI销毁信号量时，同时也销毁了对该信号量的引用。但是，使用释放信号量引用
VI释放对信号量的引用时，其它对信号量的引用保持有效。只有信号量引用不存在时，
LabVIEW才销毁信号量。 LabVIEW不会自动将现有VI转换为使用“释放信号量引用”VI，
必须手动更新在上一个版本中保存的VI。

注： 为了避免非预期结果，不要将“创建信号量”VI和“销毁信号量”VI的引用传
递至“获取信号量引用”VI或“释放信号量引用”VI，反之亦然。

• Xmath脚本节点－现使用MathScript节点。MathScript语法与Xmath语法不同，现有脚本可
能需修改才能在MathScript节点中使用。在LabVIEW 2009中及更高版本中，LabVIEW
MathScript独立为LabVIEW MathScript RT模块。只有安装并激活了MathScript模块，或移
除VI中的MathScript节点，才能运行在前期版本LabVIEW中创建的包含MathScript节点的VI。

属性、方法和事件的改进

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改进了下列属性、方法和事件：
• 场景图显示类的视角控制器:类型属性中新增了Oriented值。
• 场景窗口类的视角控制器:类型属性中新增了Oriented值。
• 变量类的缩放:启用属性允许用户在网络发布共享变量、I/O变量或I/O别名上使用缩放。

不再支持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不支持以下属性、方法和事件：
• VI类的“控件值:设置[平化]”方法。现使用控件值:设置方法。
• VI类的“控件值:获取全部[平化]”方法。现使用控件值:获取全部方法。
• VI类的“控件值:获取[平化]”方法。现使用控件值:获取方法。
• VI (ActiveX)类的VIModificationBitSet属性
• VI类的“修改:VI修改比特集”属性。现使用修改:VI修改比特集属性。在LabVIEW 8.5以及

更早版本中，“修改:VI修改比特集”属性返回一个32位的值。在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
中，新增的“修改:VI修改比特集”属性返回一个64位的值。

更名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在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中，下列属性、方法和事件的名称有改动。这些名称变化源于
LabVIEW 8.6英文版改动，中文版的名称可能没有相应的变化。

类型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中的名称LabVIEW 8.5中的名称类

属性边界:区域高度边界:高度图形对象

属性边界:区域宽度边界:宽度图形对象

方法停止自动更新断开连接磁盘项目项

属性缩进/移出符号:显示根符号缩进/移出符号:显示缩进层次为0的项树形控件

方法控件值:设置控件值:设置[变体]VI

方法控件值:获取控件值:获取[变体]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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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中的名称LabVIEW 8.5中的名称类

方法控件值:获取全部控件值:获取全部[变体]VI

共享变量的改动

当程序框图上有共享变量的VI正在运行或预留运行，在运行结束或预留结束之前，不能编辑VI
中共享变量的下列属性：

• 共享变量属性对话框变量页的所有属性。

• 共享变量属性对话框网络页的使用缓冲属性。

• （Real-Time模块）共享变量属性对话框Real-Time FIFO页的所有属性。

共享变量所在的VI停止运行且不再保留为运行前，也无法通过项目浏览器窗口删除或重命名共
享变量或相关项。

应用程序生成器的相同组成部分

LabVIEW各个版本中用于生成共享库的内容是一致的。如在安装LabVIEW 8.6或更高版本后安装
了一个较早版本的LabVIEW，相同部分将会被较早版本的内容代替。如在LabVIEW当前版本中
生成共享库，将会收到一个错误，因为缺少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所需的功能。重新安装
LabVIEW 8.6或更高版本，可解决该问题。

将有密码保护的VI保存为前期版本
在LabVIEW 8.6及更高版本中，如将密码保护的VI保存为上一个LabVIEW版本，则必须输入密
码。也可通过程序输入密码，作为“打开VI引用”函数的输入。

从LabVIEW 8.2升级
从LabVIEW 8.2升级至LabVIEW 2010时，需考虑以下兼容性问题。关于升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其他问题，见本文档的从LabVIEW 8.5升级、从LabVIEW 8.6升级、从LabVIEW 2009升级和从
LabVIEW 2010升级。

支持平台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在支持平台方面有如下改动：
•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支持Windows Vista和Windows Vista 64位。
• LabVIEW 8.5.x支持使用Intel或PowerPC处理器的Macintosh计算机。 LabVIEW 8.6及更高版

本不支持使用PowerPC处理器的Mac计算机。

关于LabVIEW 2011的其他系统要求，请参考LabVIEW发行说明。

Windows Vista兼容性问题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支持32位和64位的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功能改动如下。

读端口和写端口VI允许对系统的任何I/O端口进行读写，由于Vista操作系统对安全要求较高，所
以这两个VI不会出现在函数选板上。
• (Windows Vista) VI组件可以正常安装，但在Windows Defender记录文件中将显示为

“unsigned”。 VI能正常运行。
• (Windows Vista 64位) VI将返回error -4850。

其他VI、函数和节点的改进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对下列VI、函数和节点进行了更改。

VI和函数的改进
在每个版本的LabVIEW中，National Instruments都会改进LabVIEW和C函数的算法，还会更新
LabVIEW使用最新的编译器。这些改进和计算机软硬件的改动，可能会造成LabVIEW 8.2及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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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和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之间的数值差异。比较双精度浮点数时，可能会发现1E–16的
微小差异。关于比较浮点数的详细信息，请登录National Instruments网站ni.com/info，并输
入信息代码exiigr查询。

数学VI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对数学VI进行了下列更改：
• 在LabVIEW 8.5英文版中，Find All Zeroes of f(x)－更名为Find All Zeros of f(x) VI。
• 在LabVIEW 8.5英文版中，Zeroes and Extrema of f(x)－更名为Zeros and Extrema of f(x)

VI。

数值函数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对以下数值函数进行了更改：
• Round To +Infinity－在LabVIEW 8.5英文版中，该函数更名为Round Toward +Infinity函数。
• Round To -Infinity－在LabVIEW 8.5英文版中，该函数更名为Round Toward -Infinity函数。

信号处理VI
瞬态特性测量VI－前冲输出端改为前瞬态。该输出端由64位双精度浮点数值数据类型改为簇数
据类型。过冲输出端改为后瞬态。该输出端由64位双精度浮点数值数据类型改为簇数据类型。

双曲函数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对以下数值函数进行了更改：
• 反双曲余弦函数的输入值为实数且超出函数规定的范围时，函数将返回NaN。

• 反双曲正割函数的输入值为实数且超出函数规定的范围时，函数将返回NaN。

库与可执行程序VI和函数
在“调用库函数节点”中，配置Pascal字符串指针时，必须为程序框图的字符串输入端连接值。
配置C字符串中的小数点时，必须为输入端连接值并在调用库函数的参数页的最小尺寸下拉菜
单中指定字符串的大小。运行VI前必须为字符串指定值。

支持64位整数和双精度浮点数的多态VI
如将扩展精度数值数据连接至支持双精度数和64位整数的多态VI的接线端，LabVIEW将把其强
制转换为双精度数值数据。强制转换将保留原数据的小数部分。

其他VI、函数和节点的改进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对以下VI、函数和节点进行了改进：
• 移除了“获取仪器属性”VI和“设置仪器属性”VI。如需在应用程序中使用上述VI，可用

高级VISA选板上的属性节点进行替换。
• 递归文件列表VI的所有文件夹参数可以是文件夹快捷方式，但是VI不查找快捷方式指向文

件夹下的子文件夹和文件。

• 在LabVIEW 8.2中，公式节点、MathScript节点等脚本节点中的代码行自动换行。在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中，脚本不自动换行。打开LabVIEW 8.2或更早版本中保存的脚本
节点时，脚本节点的边框可能会隐藏部分较长的脚本行。

属性、方法和事件的改进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改进了下列属性、方法和事件：
• VI运行时，控件类的数据绑定:路径属性为读/写且可设定。如需写入数据，在开始写入前

必须将控件绑定至NI-PSP协议的URL。
• 应用程序类的终端:CPU属性包含值AMD/Intel x64。

• 应用程序类的终端:操作系统属性包含值Windows x64和Linux x64。

• 连接树形控件中列首中的点时，树形控件类的点到行列方法返回TREE_COLUMN_HEADERS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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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VIEW类:创建方法新增了一个名称输入。如未连接名称输入，LabVIEW在运行时将提示
用户为该类命名。

• 控件值:获取[变体]、控件值：获取[平化]、控件值:设置[变体]、控件值:设置[平化]，上述方
法搜索控件时不再移除前后的空白字符。在LabVIEW 8.6中，不再支持“控件值:获取[平
化]”和“控件值:设置[平化]”方法。分别使用“控件值:获取”和“控件值:设置”方法。

不再支持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不支持以下属性、方法和事件：
• LV类库类的“默认实例”属性。现可使用获取LV类默认值VI。
• 场景对象类的“几何”属性。现可使用可绘制对象属性。

• 图形图表类的“网格颜色”属性。使用图形标尺的网格颜色属性。

• 图形图表类的“网格颜色:X轴网格颜色”属性。现可使用网格颜色:主要颜色和网格颜色:次
要颜色属性。

• 图形图表类的“网格颜色:X轴网格颜色”属性。现可使用网格颜色:主要颜色和网格颜色:次
要颜色属性。

• 图形图表类的“网格颜色:Y轴网格颜色”属性。现可使用网格颜色:主要颜色和网格颜色:次
要颜色属性。

• 波形图图表类的“图例:显示曲线”属性。现可使用图例:行数属性。
• 波形图类的“图例:显示曲线”属性。现可使用图例:行数属性。
• 列表框类的“像素宽度”属性。现可使用边界:宽度属性。
• 图片类的“滚动条可见”属性。现可使用显示水平滚动条和显示垂直滚动条属性。

• 场景对象类的“设置几何形状”方法。现可使用设置可绘制对象方法。

• 应用程序类的“场景:几何:新网格”方法。现可使用场景:可绘制对象:几何:新网格方法。
• 控件类的“拖曳开始”事件。现可使用相应控件类的“拖曳开始”事件。

• 控件类的“拖曳开始?”事件。现可使用相应控件类的“拖曳开始?”事件。

更名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在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中，下列属性、方法和事件的名称有改动。这些名称变化源于
LabVIEW 8.5英文版改动，中文版的名称可能没有相应的变化。

类型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中的名称LabVIEW 8.2中的名称类

属性数据输入界限数据范围绝对时间，数值

属性数据输入界限:增量数据范围:增量绝对时间，数值

属性数据输入界限:最大值数据范围:最大值绝对时间，数值

属性数据输入界限:最小值数据范围:最小值绝对时间，数值

属性对超出界限的值的响应范围外动作绝对时间，数值

属性对超出界限的值的响应:增量范围外动作:增量绝对时间，数值

属性对超出界限的值的响应:最大值范围外动作:最大值绝对时间，数值

属性对超出界限的值的响应:最小值范围外动作:最小值绝对时间，数值

方法库:获取文件LabVIEW版本库:获取项目库文件版本应用程序

方法场景:可绘制对象:几何:新框场景:几何:新框应用程序

方法场景:可绘制对象:几何:新锥面场景:几何:新锥面应用程序

方法场景:可绘制对象:几何:新柱面场景:几何:新柱面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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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中的名称LabVIEW 8.2中的名称类

方法场景:可绘制对象:几何:新高度区域场景:几何:新高度区域应用程序

方法场景:可绘制对象:几何:新网格场景:几何:新网格应用程序

方法场景:可绘制对象:几何:新球面场景:几何:新球面应用程序

方法LibraryGetFileLVVersionLibraryGetProjectLibFileVersion应用程序类
(ActiveX)

属性显示格式格式与精度数字、数值文
本、标尺

属性显示格式:格式格式与精度:格式数字、数值文
本、标尺

属性显示格式:精度格式与精度:精度数字、数值文
本、标尺

属性可见信号数量列首可见数字表格

属性显示转换行首可见数字表格

属性背景色清除颜色场景图显示和场
景窗口

方法设置可绘制对象设置几何形状场景对象

属性连线板:设置连线板VI

LabVIEW MathScript（Windows,基础软件包中未包括）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对LabVIEW MathScript进行了以下更改：
• 使用下列函数对搜索路径列表或工作目录的更改只对LabVIEW MathScript窗口的当前实例

或调用函数的MathScript节点有效：
– addpath
– cd
– path
– rmpath

关闭LabVIEWMathScript窗口或含有MathScript节点的VI停止运行时，LabVIEW将把搜索路
径列表和工作目录重新设为默认。

• qz函数的语法由[q, z, alpha, beta, evec] = qz(a, b)改为[S, T, Q, Z, R, L] =

qz(A, B, type)。

LabVIEW类图标
在LabVIEW 8.2中创建LabVIEW类的图标后，将类控件放置在程序框图上时如需显示该图标，必
须缩小类图标，避免类图标与类掩模层叠。图标的宽度不得大于32像素，高度不得大于19像
素。

在LabVIEW中打开LLB
移除了选项对话框环境页的启用Windows浏览器用于LLB文件选项。 LabVIEW在LLB管理器窗口
打开LLB。关于打开LLB的更多信息，请登录NI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exvfc5查询。

定时循环优先级限定

在LabVIEW 8.2.x和更早版本中，可选择2的32次幂作为定时循环的优先级。 LabVIEW 8.5及更高
版本仅支持将小于65,535的数作为优先级。

©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17 LabVIEW升级说明

http://digital.ni.com/express.nsf/bycode/exvfc5


波形数据类型

如索引值超出了波形数组的边界，输出波形将为默认波形，dt等于1，而不是0。对于执行0次的
带有标量输出隧道的For循环同样有效。

枚举值的强制

LabVIEW 8.5及更高版本将超出范围的枚举值强制为范围内的最后值。之前版本的LabVIEW将超
出范围的值强制为0。

从LabVIEW 8.0或更早版本升级
关于从LabVIEW 8.0或更早版本升级至当前版本可能遇到的升级和兼容性问题，请访问National
Instruments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exc6mf查询。关于升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其他
问题，请参考本文档的从LabVIEWx升级部分。

LabVIEW 2011的新增功能及改动

观点交流符号 表示来自LabVIEW观点交流论坛的产品意见和建议。请登录NI网站ni.com/info
并输入信息代码ex3gus，访问NI观点交流论坛。

关于LabVIEW 2011的现存问题记录、部分已改正错误的列表、其它兼容性问题和新功能的相关
信息，请参考labview目录下的readme.html文件。

新增VI范例
如需运行LabVIEW 2011新增VI范例或查看相关描述，可查看“NI范例查找器”浏览栏中的
LabVIEW 2011新增范例文件夹。

程序框图的改进

LabVIEW 2011对程序框图进行了以下改进。

创建子VI的改进
在前期版本LabVIEW中，通过选择一部分程序框图创建子VI，必须手动配置子VI的连线板和

前面板。在LabVIEW 2011中，LabVIEW按照下列编程规范自动生成子VI的连线板和前面板：
• 4×2×2×4的连线板，除非子VI需要更多的接线端
• 连线板的左右下角分别是错误输入和错误输出接线端

• 连线板的上部是引用句柄或类接线端

• 输入控件在前面板的左边对齐

• 显示控件在前面板的右边对齐

例如，如选择下列程序框图的高亮显示部分，LabVIEW生成下列前面板和连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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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从中创建子VI的程序框图

Figure 2所创建子VI的前面板和连线板

[NI论坛用户tst提供的建议。]

自定义类型的改进

LabVIEW 2011的自定义类型和严格自定义类型有下列改进：
• 在LabVIEW 2011及更早版本中，只能从前面板创建一个自定义类型。在LabVIEW 2011，

可从前面板或程序框图创建自定义类型。右键单击控件或常量，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自
定义类型。[NI论坛用户crelf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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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图标就表示程序框图上的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 将鼠标移至该符
号，提示框将显示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的文件名称。[NI论坛用户Broken Arrow提
供的建议。]

程序框图的其它改进

LabVIEW 2011还对程序框图进行了以下改进：
• 可使用对齐对象和分布对象下拉菜单对齐和分布程序框图上的连线。[NI论坛用户

JackDunaway提供的建议。]
• 为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定义一个新的事件分支时，值改动为默认的事件。[NI论坛用户

Bruce Ammons提供的建议。]
• 可将错误簇直接连接至下列布尔函数，通过逻辑运算处理错误：与、或、异或、蕴含、

非、与非、同或、或非。如发生错误，错误簇将把TRUE值传递给该函数。[NI论坛用户Dany
Allard提供的建议。]

• 并行执行的For循环的并行实例接线端返回两种输出值的其中之一。右键单击For循环的并
行实例接线端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P接线端输出，选择接线端返回下面哪一种值：
– 实例数—返回LabVIEW为并行执行准备的循环实例数。
– 当前实例ID—返回当前执行的循环的标识符。

关于并行实例接线端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中的基础»循环和结构»使用循
环控制重复操作»For循环：按固定次数重复操作。

前面板的改进

LabVIEW 2011对前面板及相关功能进行了以下改进。

前面板控件的新样式

银色面板上是新增的银色样式的控件，用于创建前面板。在选板上选择控件»银色，就可看到
银色样式的控件。银色样式的控件用于创建新式外观的前面板。银色选板的布尔控件比其他
选板上的布尔控件更多。

选择在图形或图表上显示的曲线

右键单击曲线图例中的符号，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曲线可见，可选择在图形或图表上显示或
隐藏曲线。如图形或图标中包含多条曲线，右键单击曲线图例，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可见项»曲
线可见性复选框，显示各条曲线旁的复选框。勾选要显示的曲线。也可使用曲线可见性复选
框可见属性，通过程序显示这些复选框。[NI论坛用户Sil3nc3r提供的建议。]

前面板的其它改进

LabVIEW 2011还对前面板进行了以下改进：
• 每个LabVIEW VI前面板窗口的右上角，VI图标的旁边都有一个连线板，如下图所示。

无需在VI图标和连线板之间切换，即可分配前面板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的输入和输出。[NI
论坛用户blawson提供的建议。]

• 前面板的背景色的灰调比之前版本的LabVIEW更淡，以更好地衬托新式和银色选板上的输
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关于改变前期版本中保存的VI的前面板颜色的详细信息，请访问NI网
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exd9s8。

编程环境的改进

LabVIEW 2011对LabVIEW编程环境进行了以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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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的改进

LabVIEW 2011对话框的改进如下。

清空已编译目标缓存对话框的改进

LabVIEW 2011对VI目标缓存进行了优化，无法清除特定终端相关的VI目标缓存。清除已编译目
标缓存对话框允许用户清除下列两种缓存：

• 用户目标缓存—不随LabVIEW一同发布的VI的已编译目标缓存。在下列情况下，需清除用
户目标缓存：

– 磁盘空间不足。

– 删除大量有独立编译代码的VI，使磁盘释放原编译代码占用的磁盘空间。

• 应用程序生成器目标缓存—程序生成规范中VI的编译代码。

其它对话框的改进

LabVIEW 2011中的对话框还包括以下改进：
• 数组的属性对话框新增了大小页，用于指定数组的维数。

• 字符串属性对话框的外观选项卡新增了显示样式可见复选框。勾选该选项后，字符串控件
上就会出现一个符号，表示当前的显示类型。

• 二维误差线图属性对话框的曲线页新增了错误模式列表，用于设置误差线在X轴、Y轴或同
时在X轴和Y轴显示。

• 要自定义LabVIEW 2011的图标编辑器对话框，或者有LabVIEW早期版本的自定义图标编辑
器，可访问NI网站ni.com/info并输入信息代码LViconed11，下载图标编辑器源文件。

• 某些LabVIEW附加软件，例如LabVIEW Robotics模块，包含在LabVIEW中进行特殊开发的
额外环境设置。如果安装了多个LabVIEW附加软件，可使用选择环境设置对话框在不同
LabVIEW环境间切换，而无需重启LabVIEW。

• (Windows) 启动窗口新增了查找LabVIEW附加软件选项。选择该项将打开VI Package
Manager (VIPM)，用户可访问LabVIEW Tools Network上的LabVIEW附加软件和其他代码。

编程环境的其它改进

LabVIEW 2011还对环境进行了以下改进：
• 保存VI后可进行撤消操作。[NI论坛用户mishklyar提供的建议。]
• 加载VI后，可选择忽略全部，忽略所有丢失的子VI。[NI论坛用户Ravens Fan提供的建

议。]
• (Windows)帮助菜单新增了检查更新选项。选择该选项将打开NI更新服务窗口，检查ni.com

上的可用更新。

• VI工具栏按钮的外观根据前面板背景色而有所改动。
• 可配置LabVIEW自动从VI中分离编译代码，无需手动为每个创建VI选择是否分离编译代码。

勾选选项对话框环境页的对于新建VI，从源代码文件中分离已编译代码，即可从VI中分离
编译代码。仍可在单个VI或项目中覆盖该全局设置。

关于从VI中分离编译代码的优点，请参考LabVIEW帮助中目录栏的基础»创建VI和子VI»概
念»从VI中分离编译代码。

应用程序生成器的改进

要删除LabVIEW最近一次生成的程序生成规范文件，在项目浏览器窗口右键单击程序生成规范，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清空即可。选择清空不会删除最近一次生成之前LabVIEW创建的文件。

新增和改动的VI、函数和节点
LabVIEW 2011中新增和改进了下列VI、函数和节点。关于VI、函数和节点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LabVIEW帮助目录栏中的VI和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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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VI、函数和节点
LabVIEW 2011中新增了下列VI、函数和节点。

应用程序生成器VI
应用程序控制选板新增了应用程序生成器子选板，其中包括下列VI：
• 生成

• 清空

• 部署

应用程序控制VI和函数
应用程序控制选板新增了下列节点：

• 开始异步调用

• 等待异步调用

贝塞尔函数VI
贝塞尔函数子选板新增了下列VI：
• Hankel函数Hv
• 球Hankel函数hn

误差函数VI
误差函数子选板新增了下列VI：
• 逆误差函数

• 补余逆误差函数

• 换算的补余误差函数

几何VI
几何选板新增了角子选板，其中包括下列VI：
• 绝对角差

• 角旋转

• 角平分

• 检查角是否在范围内

• 余角

• 补角

• 包角

几何选板新增了计算几何子选板，其中包括下列VI：
• 等高线

• 凸包

• Delaunay三角剖分
• 多边形的点

• 多边形面积

• Voronoi图

线性代数VI
线性代数选板新增下列VI：
• Cholesky因式分解秩-1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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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空间角

缩放VI
缩放子选板包含以下新VI：
• 角度转换至弧度

• 弧度/秒转换至RPM
• 弧度转换至角度

• RPM转换至弧度/秒

其它新增VI和函数
LabVIEW 2011新增了下列VI和函数：
• 对话框和用户界面选板新增了错误簇常量函数。[NI论坛用户BrokenArrow提供的建议。]
• 离散数学选板新增了质数因子VI。
• HTTP客户端选板新增了配置SSL VI。
• 内插与外推选板新增了二维散点插值VI。
• 优化选板新增了全局优化VI。
• 正交与非正交多项式选板新增了Legendre多项式VI。
• 打包库选板新增了获取导出文件路径VI。
• 概率与统计选板新增了偏度和峰度VI。
• 信号生成选板新增了准随机VI。
• 信号操作选板中新增了数字反序VI。

改进的VI和函数
LabVIEW 2011中对以下VI和函数进行了更改。

几何VI
几何选板上的下列VI新增了旋转顺序输入端，指定坐标系绕轴转动的顺序：
• 三维直角坐标系旋转（欧拉角）

• 方向余弦至欧拉角转换

• 欧拉角至方向余弦转换

其他VI和函数的改动
LabVIEW 2011对以下VI和函数进行了改进：
• 用于1通道的平均直流-均方根－平均控制簇中的忽略输入时间标识元素更名为忽略输入开

始时间。

• 创建特殊矩阵－矩阵类型输入端的数据类型从枚举型改为32位带符号整数。该输入端还新
增了下列值：Hadamard、Hankel、Hilbert、反Hilbert、Pascal、Rosser、Wilkinson。

• 广义线性拟合－新增了权输出输出端，根据指定的方法，返回广义线性拟合的实际权重，
或用户输入的权重值。

• TDMS读取－新增了按文件顺序返回通道?输入端，指定函数是否按照数据通道在.tdms文

件中的顺序返回通道。如该输入的值为FALSE，函数返回的数据通道与通道名输入指定的
顺序一致。默认值为FALSE。

• 变体至数据转换－微调了错误簇接线端的位置，与大多数函数和VI的错误簇位置保持一
致。[NI论坛用户David_L提供的建议。]

• 零相位滤波器－新增了下列实例：零相位滤波器（级联，DBL）、零相位滤波器（级联，
CDB）。

• CIN函数更名为LabVIEW管理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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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和改动的类、属性、方法和事件

LabVIEW 2011新增了一些VI服务器类、属性、方法和事件。

数学绘图的属性和方法

LabVIEW 2011新增了2D误差线属性类的曲线特定:误差线模式属性。

VI服务器类的属性和方法
LabVIEW 2011新增了一些VI服务器类、属性、方法和事件。关于新增的类、属性、方法和事件
列表，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中的LabVIEW 2011新增功能及改动»新增VI服务器对象部分。

LabVIEW 2011对下列VI服务器方法进行了改进：
• 应用程序类的下列方法支持.dae文件：

– 场景:读取场景文件
– 场景:写入场景文件

• VI类的通过数据类型创建方法，样式参数的数据类型从32位带符号整数改为枚举型。样式
参数的值为：Probe,Diagram,Panel Control,3D Panel Control,Dialog Panel Control,
Panel Indicator, 3D Panel Indicator, Dialog Panel Indicator, Power PC Control
和 Power PC Indicator.

通过引用异步调用VI
要实现数据流在子VI中继续，不等待子VI执行完毕，继续执行主VI，可进行异步VI调用。使

用开始异步调用节点传入输入参数，并开始执行VI。在调用方VI中使用等待异步调用节点收集
被调VI的输出。

在下列情况下，可考虑异步调用VI：
• 调用VI需较长时间执行，而且调用方VI不是立即需要被调VI的输出结果。
• 并行执行重入VI的各个实例。
• 与运行VI相比，提供更简单的用户界面和更快的用户体验。

关于异步调用VI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中的基础»以编程方式控制VI»异步调
用VI部分。

[NI论坛用户Jim Kring提供的建议。]

新增的数学和信号处理VI
LabVIEW 2011新增了数学和信号处理的VI。 LabVIEW还对部分VI的输出和输出进行了改动和增
减。新增和改动的VI使用了新的内置算法，包括下列类别：
• 几何

• 线性代数

• 信号处理

关于LabVIEW 2011中新增VI的完整列表，请参考新增VI、函数和节点 改动的VI的完整列表，请
参考改动的VI、函数和节点。

.NET支持的改进
LabVIEW 2011的.NET支持进行了下列改进。

在LabVIEW中调试.NET程序集的非预期行为
LabVIEW内存中的程序集和.NET对象的版本不同时，.NET对象可能会不按预期执行。使用内存
中的.NET程序集对话框，检查区别并调试程序集调用。如LabVIEW加载的程序集版本不正确，
可使用该对话框修改程序集的磁盘路径、创建配置文件，或重新加载程序集，以保证LabVIEW
加载正确的程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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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内存中的.NET程序集对话框调试.NET程序集调用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
栏中的基础»Windows互连接口»详解».NET»调试.NET程序集调用。

在LabVIEW中加载.NET 4.0程序集
.NET程序集的最新编程环境默认将新建的程序集在最新的CLR 4.0上运行。 LabVIEW大多与CLR
2.0兼容，可强制LabVIEW使用CLR 4.0加载.NET 4.0程序集。

关于特定配置文件的内容，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的基础»Windows互连接口»详解».NET»
在LabVIEW中加载.NET 4.0程序集。

远程配置I/O变量
在前期版本LabVIEW中，只能从变量所在的计算机上配置I/O变量。在LabVIEW 2011中，可从
远程计算机配置I/O变量。

关于配置I/O变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的基础»访问扫描I/O数据»概念»使用
I/O变量。

判断硬件是否支持编译器优化

LabVIEW 2011新增了编译器优化选项，使支持SSE2指令集的处理器在运行VI或应用程序时具有
更高的速度。在LabVIEW开发环境中编译VI时，LabVIEW自动检测处理器是否支持SSE2指令集，
并相应地开启或关闭编译器优化。但是，在LabVIEW环境中生成应用程序时，必须判断要运行
应用程序的终端是否支持SSE2指令集。如要运行程序的终端不支持SSE2指令集，必须禁用编译
器优化。

关于支持SSE2指令的处理器和硬件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的基础»生成和
发布应用程序»配置程序生成规范»判断硬件是否支持SSE2指令集。

不使用许可证远程查看和控制前面板

在前期版本LabVIEW中，必须使用许可证才能从远程计算机查看和控制前面板。远程连接前面
板的许可证允许的连接数量是有限的。在LabVIEW2011中，无需许可证即可远程查看和控制前
面板，而且连接数量不受限制。

关于远程查看和控制前面板的详细信息，请参考LabVIEW帮助目录栏的基础»通过网络传输数
据»通过Web服务器远程查看和控制前面板。

LabVIEW运行引擎丢失时的通知改进
如在没有安装LabVIEW运行引擎的计算机上运行LabVIEW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显示的错误消息
新增了NI网站的链接。通过链接，可下载LabVIEW运行引擎以进行调试，无需联系应用程序的
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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