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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功能

新功能

TI-SmartView™ CE Software v5.4.0的新功能

TI-SmartView™ CE 84 Plus CE的新功能

• 更新了TI-84 Plus CE默认模拟器状态。

- OS v5.4.0
- 数据采集(EasyData) v5.3.6( 小修正 )
- 图形变换程序(Transformation Graphing App) v5.3.1( 小修正 )
- TI创新者系统应用程序(TI-Innovator™ Hub App) v5.4.0( 菜单更新)

有关新功能和更新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education.ti.com/84ceupdate上的
《TI-84 Plus CE参考指南》。

适用于TI-84 Plus系列的TI-SmartView CE

请到education.ti.com/84update，获取最新模拟软件及最新功能，拥有适用于此
版本的最新计算器文档。

https://education.ti.com/84ceupdate
https://education.ti.com/84ceupdate


TI-SmartView™ CE软件简介

通过 TI-SmartView™ CE 软件可以为整个教室显示 TI 绘图计算器。包括了两个
工作区，有助于增强课堂展示效果。

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使您可以：

• 显示完整模拟器视图或带大显示屏幕视图的
键盘。拥有可打开或关闭的可选视图。

• 按键历史记录

– 显示按键图像，这样学生就可以模仿按
键。

• View3™
– 教师可以为多个展示控制最多三个其他

模拟屏，例如图形、表格和方程式。

• 计算和图形

– 体验与物理绘图计算器上的体验相同。

• 将任意模拟屏拖放至您的课堂展示软件。**
– 使用您在课堂创建的屏幕创建课程。

• 使用远程键盘按模拟器上的按键！

– 运行通过 USB 线连接至您计算机的 TI-84
Plus CE 上的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
当 TI-SmartView™ CE 窗口位于您的计算机
焦点时，您的计算器就成为远程键盘。

• 启动单独的截屏窗口

– TI Connect™ CE“截屏从绘图计算器中截
屏，请捕获模拟器屏幕，并将其另存为与
TI Connect™ CE“截屏”类似的计算机文件。

**支持使用 Microsoft™ Office 或其他展示软件。

***用于 TI-84 Plus CE 的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已预加载至计算器上。如果您
的 TI-84 Plus CE 上没有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可以从
education.ti.com/84ceupdate 将其加载到您的计算器上。

注意：未启用大显示屏幕触控。使用与计算器上类似的模拟器按键。

TI-SmartView™ CE软件简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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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器模拟器屏幕



模拟器资源管理器工作区

使您可以：

• 向模拟器添加单个或多个文件，从而为课堂进行设置：

– 从您的计算机向模拟器拖动选定计算器文件和/或图像( jpg、
png 等) ，即使在课堂教学时也可快速设置模拟器。

• 保存模拟器中的文件，以将文件保存至学生计算器或与之共享：

– 将选定计算器文件拖动到您的计算机，以保存课堂展示中的
文件。

– 提示：一旦将文件保存到您的计算机，即可将这些文件拖动至
使用 TI Connect™ CE 计算器资源管理器的多个连接的学生计算
器，以进行课堂共享。可在 https://education.ti.com/zh-
CN/software/details/en/CA9C74CAD02440A69FDC7189D7E1B6C2/sw
ticonnectcesoftware 免费下载 TI Connect™ CE。

模拟器资源管理器默认屏幕

TI-SmartView™ CE软件简介 4



5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TI-SmartView™ CE 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包含可以用于输入计算、绘制变量以及
显示图形、表格和列表的工具。



TI-SmartView™ CE软件工作区的各部分

菜单栏 - 使用这些菜单执行全部模拟器功能，包括：

• 文件 - 文件管理 • 操作 - 例如截屏

• 编辑 - 包括作为字体的复
制键

• 帮助 - 帮助和链接

• 视图 - 更改显示

注意：您可以单击工具栏上的图标，完成这些菜单中的大部分操作。

工具栏 - 使用这些工具栏图标可：

• 选择不同的计算器机型

• 切换大显示屏、按键历史记录打开/关闭、View3™ 的显示

• 对当前模拟器截屏

工作区面板 - 使用此面板可在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与模拟器浏览器工
作区之间进行导航。

选择模拟器和工具栏位置

• 模拟器位置左 /右 - 用于在绘图计算器屏幕的左侧和右侧显示
之间进行切换。在投影交互式白板时，这会十分方便。

• 工具栏顶部 /底部 - 用于在屏幕顶部与底部之间切换工具栏。在
使用交互式白板投影时，这一功能十分便利。

注意：可以更改各项的可视布局和/或位置以优化访问，尤其是在使用交
互式白板时。

模拟器面板 - 用此面板可使用完整模拟器或仅模拟器键盘视图。

大显示屏面板 /按键历史记录面板 - 使用此面板可显示计算器屏幕的大
型版本和/或显式按键历史记录。

您具有以下显示选项：

• 仅限大显示屏 • 仅限按键历史记录

• 大显示屏 + 按键历史记录 • 隐藏面板

View3™面板 - 使用此面板可同时显示三个附加屏幕。( 此面板在默认情

况下会隐藏。单击 可显示 View3™ 面板。)
可以选择以下屏幕中的任意三个：

• 方程
( Y= 编辑器)

• 列表
( 统计列表编辑器)

• 窗口

• 表格 • 统计图 • [空白]
• 绘图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6



7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重新调整面板大小 - 单击并拖动面板侧边的垂直条可重新调整其大小。

使用 TI-SmartView™ CE模拟器键盘

鼠标代替了按计算机键盘上按键的手指。

单击 TI-SmartView™ CE 模拟器上的按键如同按绘图计算器上的按键一样。

1. 单击模拟器键盘上的箭头键 可将光标移动到所需设置。

2. 单击 可选择它。

必须先将键盘置于其字母键入模式，才能使用计算机键盘键入文本。

默认情况下，绘图计算器键盘处于其正常模式，在该模式下，按键只是绘图
计算器按键的快捷方式。

例如，按计算机键盘上的 [ A ] 与单击绘图计算器上的 相同。在此模式
下，无法通过在计算机键盘上键入相应字母，在绘图计算器屏幕上输入字母
A 到 Z。

要输入字母或其他字母字符，请首先单击绘图计算器键盘上的 ( 或按计
算机键盘上的 [ F7 ]) ，将绘图计算器置于字母模式。例如，在计算机键盘上键
入 [ F7 ] [ A ] 会在绘图计算器屏幕上输入 A。键入字符之后，键盘会恢复为正
常模式。

可以锁定字母按键以连续键入多个字符。

锁定字母按键：

▶ 单击绘图计算器键盘上的 ，或按计算机键盘上的 [ F6 ] [ F7
]。

恢复为正常模式：

▶ 单击或按 [ F7 ]。

在字母键入模式下，计算机键盘上的 [ 0 ] 到 [ 9 ] 可做为绘图计算器键盘上对
应按键功能的快捷方式使用。按 [ 1 ] 会在绘图计算器屏幕上输入 Y( 与 À关
联的字母字符) 。要键入数字，请确保键盘处于非字母键入模式。这些按键在
正常模式下会输入数字 0 到 9。



可以按住箭头键以连续滚动光标。

使用箭头键移动光标时，可以按住该键以连续滚动光标，而不是反复按该

键。在按键历史记录和脚本中，用于重复箭头键的图标附加有锁定符号
。

连续按箭头键多次会显示带有重复计算器的箭头。

连续多次按箭头键时，一个箭头键会显示在按键历史记录中；此箭头键
附加有一个数字，用于显示按箭头键的次数。

提示：跟踪图形轨迹或使用 Cabri™ Jr 应用程序绘制几何形状时，与使用鼠标
单击模拟器箭头相比，计算机键盘箭头可能会提供更加平滑的连续操作。

将屏幕拖放到其他应用程序

可以将任何 TI-SmartView™ CE 屏幕拖放并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

可以拖动并粘贴的 TI-SmartView™ CE 屏幕包括以下这些：

• 模拟器面板中键盘上方的屏幕

• 大屏幕

• View3™ 面板屏幕

注意：可以将 View3™ 屏幕拖动到截屏中，并在授课时段期间使用截屏作
为重要屏幕的历史记录。

• 已保存或未保存的截屏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8



9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将计算器作为远程键盘进行连接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可用于 TI-84 Plus CE。将
TI-84 Plus CE 作为远程键盘用于 TI-SmartView™ CE：

1. 用于 TI-84 Plus CE 的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已预加载至计算器上。如果您
的 TI-84 Plus CE 上没有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可以从
education.ti.com/84ceupdate 将其加载到您的计算器上。

2. 使用随计算器附带的 USB 计算机线缆将 TI-84 Plus CE 连接到计算机。

3. 启动 TI-SmartView™ CE。通过在 TI-SmartView™ CE 窗口上单击，来确保 TI-
SmartView™ CE 为关注的窗口。

4. 在 TI-84 Plus CE 上运行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按“[应用程序]”并从“应用
程序”菜单中选择 SmartPad™ CE。阅读初始屏幕上的信息。

5. 按计算器键盘上的按键，远程按 TI-SmartView™ CE 中的模拟器键盘。

6. 断开从计算器 USB 线缆连接，可以停止应用程序的使用和远程键盘功能。

7. 如果远程键盘连接不再响应，则可能需要重新连接 USB 线缆并再次运行
应用程序。

注意：

• 运行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的 TI-84 Plus CE 不会显示计算或图形。计算器
仅做为模拟器的远程 USB 键盘。

• 当 TI-SmartView™ CE 窗口为关注的窗口时，TI-84 Plus CE 会保留远程键盘。
在按计算器上的按键之前，在 TI-SmartView 窗口上单击。

• TI-SmartView™ CE 不支持 TI SilverLink 线缆。

USB 计算机线缆

必须使用随 TI-84 Plus CE 绘图计算器附带的 USB 计算机线缆才能使用
SmartPad™ CE 应用程序。不支持其他 TI 连接线缆。

有关连接的其他信息

• 模拟器链接菜单 -无发送 /接收

https://education.ti.com/84ceupdate


模拟器上的链接功能y8处于禁用状态。要在已连接计算器与模拟器
之间链接文件，请使用 TI Connect™ CE 中的计算器浏览器和 TI-SmartView™
CE 中的模拟器浏览器。

在 TI-SmartView™ CE 中的模拟器浏览器与 TI Connect™ CE 中的计算器浏览
器之间进行传输时，首先将计算器或模拟器文件拖动到计算机。

• TI-SilverLink线缆

TI-SmartView™ CE 中不支持 TI SilverLink 线缆。

• 使计算器退出测试模式设置

TI-SmartView™ CE 不会将文件传输到已连接的计算器。

要退出TEST MODE( 测验模式) ( EXAM MODE[考试模式]) 设置，请使用以下
方法之一。

- 将CE连接到TI Connect CE v5.4.0或更高版本

- 在连接的CE计算器上，选择Actions > Quit Exam Mode( 操作 > 退出考试模
式) 。

- 在两个计算器之间发送文件

- 连接到TI Connect CE v5.4.0或更高版本并将一个文件发送到连接的一个
或多个计算器上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10



11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重置模拟器

重置模拟器：

1. 单击操作。

2. 单击重置模拟器。

3. 单击 Reset (重置 ) 。

重置模拟器：

• 覆盖当前模拟器状态

• 将 TI-SmartView™ CE 软件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 清除按键历史记录

更新模拟器 OS

今后，如果更新了 CE 计算器 OS，但 TI-SmartView CE 模拟器还未更新，那么可
以通过 操作 > 更新模拟器 OS…来更新模拟器。
TI-SmartView CE 需要特殊模拟器状态文件更新模拟器 OS，可从
education.ti.com/china 获取。此文件与您更新计算器 OS 所用文件不同。



保存和加载 CE模拟器状态

当您保存 CE 模拟器状态时，将创建一个文件，该文件存储模拟器设置和您进
行的所有更改。

例如，您可能想要通过在 Y= 编辑器中输入函数并更改窗口和缩放设置来设
置课堂展示。如果您在模拟器状态文件中保存更改，只需加载文件即可显示
您的展示。如果您想为其他课堂创建其他展示，可以创建多个模拟器状态文
件。

注意：模拟器状态文件中不保存按键历史记录、截屏照片、模拟器视图和模拟
器大小。请注意：CE 模拟器状态文件可能较大。如果出现存储容量问题，请联
系贵方的 IT 部门。

保存 CE 模拟器状态

只可在 CE 模拟器中管理、保存和加载模拟器状态文件。TI-84 Plus CE 模拟器状
态文件只能在 TI-84 Plus CE 模拟器上进行加载。

1. 单击操作 > 保存模拟器状态 ...。

2. 在对话框中：

a) 导航至您要存储 CE 模拟器状态文件的文件夹。

b) 键入文件名称。使用可以描述 CE 模拟器状态的名称。

CE 模拟器状态文件有预置的文件名 TI84PCE Emulator State_OS x-x-x_
date.s84，其中文件扩展名 *.s84 表示该文件是由 TISmartView™ CE 软件创
建的 TI-84 Plus CE 模拟器状态。

c) 单击保存。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12



13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加载 CE 模拟器状态

由于 CE 模拟器状态文件特定于每个计算器机型，因此您只能为活动计算器
机型加载模拟器状态文件。每个计算器机型都有其特定的 CE 模拟器状态文
件，因此您只能加载正在使用的计算器模拟器状态文件。

1. 单击操作 > 加载模拟器状态。

2. 在对话框中：

a) 浏览至包含模拟器状态文件的文件夹。

注意：将只显示活动计算器机型的 CE 模拟器状态文件。

b) 单击 CE 模拟器状态名称以突出显示。

c) 单击打开。



选择显示选项

可以自定义显示以便显示或隐藏可选面板以及更改每个面板中显示的信息
类型。默认情况下，TI-SmartView™ CE 软件在大显示屏中显示计算器模拟器工
作区。

显示计算器屏幕

1. 单击 可在模拟器面
板中的键盘上方查看计算
器屏幕。

2. 再次单击 可显示键盘 + 大显示屏。

选择模拟器类型

单击 上的向下箭头，选择模拟器类型。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14



15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每种模拟器类型都显示其相关计算器机型。

更改计算器面板

改变面板：

1. 单击查看。

2. 将鼠标指针悬停在计算器面板上方。

3. 单击某个计算器面板名称。

照明 略图 深色

显示或隐藏按键历史记录

单击 可显示或隐藏按键历史记录。
在面板中单击按键历史记录旁的“清除 ”可清除历史记录。



单击此处并拖动可重新调整
按键历史记录面板大小。

单击此处可清除
按键历史记录。

按“清除”时，会看到此信息框：

将按键历史记录复制到其他应用程序

可以将所有或所选部分的按键历史记录复制到其他应用程序( 如文字处理

器) 。可以按照按键图形在按键历史记录面板中的显示来复制它们 ，也
可将按键复制为字体文本字符 ·j¸.。

注意：将按键复制为字体文本字符时，这些字符使用 TI84PlusCEKeys 字体。安
装 TI- SmartView™ CE 软件时，此字体会自动安装在计算机上。

将按键复制为图形或字体字符

1. 选择要复制的按键。
要在按键历史记录面板中选择按键，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按键 方法

– 单个按键： 单击某个按键。

– 多个按键： 单击某个按键。
按住计算机键盘上的 Ctrl。
单击其他按键以选择多个按键。

– 按顺序的多个按键： 单击某个按键。
按住计算机键盘上的 Shift。
按另一个按键。
注意：这使您可以选择这两个按键
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按键。

– 所有按键： 单击某个按键。
右键单击。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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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方法

单击全选。

注意：这是按键在您选择它之前和之后的外观。

之前： 之后：

2. 右键单击所选按键。

3. 单击复制 ( 用于将按键复制为图形) 。

-或者-

单击复制为字体 ( 用于将按键复制为字体字符) 。·j¸

4. 切换到其他应用程序。

5. 在合适位置处粘贴按键。

注意：

• 还可以将所选按键作为图形拖动到其他应用程序。

• 可以在将按键图形粘贴到新应用程序之后重新调整其大小。

• 在某些应用程序中，作为字体粘贴的字符可能会采用在该位置生效的字
体、在前方进行显示，因此它们可能看上去不像绘图计算器按键。如果需
要，请将 TI84PlusCEKeys 字体应用于字符。有关如何将字体应用于字符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所使用的目标应用程序的帮助文件。

显示 View3™ 面板

1. 单击 可显示 View3™ 面板。

2. 单击每个屏幕的标题栏可在这些显示选项中进行选择：

– 方程
( Y=
编辑
器)

– 列表
( 统计列表编辑器)

– 窗
口

– 表格 – 统计图 – [空
白]

– 绘图

3. 在 View3™ 面板中单击绿色的教师控制更新按钮可刷新 View3™ 屏幕，方便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为学生更新视图。



检测到更新 正在更新或取消 未检测到更新

4. 查看所选屏幕中的内容，或重复步骤 2 以更改屏幕类型。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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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TI SmartView™ CE屏幕的大小

单击并拖动面板的边缘可以改变模拟器面板、大屏幕显示屏或View3™ 面板的
大小。

注意 : 除按键历史使用上/下键操作外，其他均为左/右键操作

模拟器和工具栏位置

模拟器位置左 /右 - 用于切换绘图计算器屏幕的左侧和右侧显示。
用交互式白板投影时，这一特性十分便利。

工具栏顶部 /底部 - 用于切换屏幕顶部与底部的工具栏。用交互式
白板投影时，这一特性十分便利。



固定在最前面

在“查看”菜单中选择此选项可将 TI-SmartView™ CE 窗口设置并固定在任何其
他计算机软件窗口的最前面。这就如同把计算器放在桌上的一叠纸张之上！
请将计算机桌面上的窗口置于最适合保持“固定在最前面”的位置处。

要关闭“固定在最前面”状态，请在“查看”菜单中取消选择该菜单项。此功能没
有工具栏图标。除选取菜单的标记外，没有其他标记。

注意：

TI-SmartView™ CE 模拟器工作区窗口和截屏窗口都会“固定在最前面”，并且会
根据其位置在最前面进行切换。

处于全屏时不建议使用“固定在最前面”，因为所有其他窗口都会位于 TI-
SmartView™ CE 的全屏后面。

使用 TI-SmartView™ CE计算器模拟器工作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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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截屏”
您可以使用 TI-SmartView™ CE 截屏工具捕获当前绘图计算器屏幕。

要使用“截屏”：

▶ 单击工具栏上的 。

将出现此窗口：



截屏工作区的各部分

捕获 单击此处进行模拟器截屏。
操作 > 捕获屏幕

注意：当您捕获截图时将为每个图像自动添加边界，但
您可以单击视图 > 隐藏截屏边界，移除边界。( 如果您
有多个图像，此操作会将每个图像的边界移除。)
通过截屏您可以：

• 同时捕获最多 44 个屏幕( 要捕获更多图像，请从
“截屏”窗口删除图像)

• 将截屏自动存储于内存中，直到您关闭 TI-
SmartView™ CE 主窗口为止。

如果关闭“截屏”，系统会提示您保存截屏。在 TI-
SmartView™ CE 会话期间，您可以开始新的截屏会话。

保存 单击此处保存选定截屏。
文件 > 另存为

复制 单击此处将选定截屏复制到剪贴板。
编辑 > 复制

删除 单击此处删除选定截屏。
编辑 > 删除

调整大小 沿滑杆滑动圆点，调节当前截屏预览的大小。
视图 > 缩放截屏
注意：屏幕在视图中以百分比保存。

重命名 突出显示标题并键入新名称即可为截屏重命名。

查看 在此处查看截屏。

将屏幕拖放到其他应用程序

可以将任何 TI-SmartView™ CE 屏幕拖放并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

可以拖动并粘贴的 TI-SmartView™ CE 屏幕包括以下这些：

• 模拟器面板中键盘上方的屏幕

• 大屏幕

• View3™ 面板屏幕

注意：可以将 View3™ 屏幕拖动到截屏中，并在授课时段期间使用截屏作
为重要屏幕的历史记录。

• 已保存或未保存的截屏

使用 “截屏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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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I-SmartView™ CE模拟器资源管理器工作区

模拟器资源管理器工作区允许您管理模拟器文件、从计算机向模拟器中添加
内容和将选定内容发送至计算机。



TI-SmartView™ 模拟器资源管理器主工作区部分

从计算机向模拟器添加计算器文件。

将选定计算器文件发送至计算机。

删除选定计算器文件。

刷新模拟器内容的视图。

注意：将工作区更改为模拟器资源管理器时，刷新模拟器文件的
视图，以更新模拟器中进行的任何更改。

将模拟器文件复制到计算机

您可以从模拟器向计算机复制大多数数据、文件和程序，用于备份、发送给
他人或释放模拟器内存。

要将文件从模拟器复制到计算机

1. 单击文件名选择文件。

2. 单击

-或者-

将文件拖放到计算机上的文件夹中或桌面上。

要将文件从计算机复制到模拟器

1. 单击 。

2. 导航至计算机上所需的计算器文件。

注意：您还可以拖动图像( .jpg、.png 等) 以转换为模拟器/计算器背景图
片。

3. 单击以选择该文件。

4. 单击打开。

使用 TI-SmartView™ CE模拟器资源管理器工作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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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拟器档案

您可以从模拟器删除资料、档案和程式。

从模拟器删除档案

1. 按一下以选取档案名称。

2. 按下 。

计算机键盘快捷键

您可以使用计算机键盘进行按键，而无须按 TI-SmartView™ CE 键盘图像上的
该按键。

例如：

如果您想在模拟器键盘上输入“log”函数，请使用下表找出您需要在计算机键
盘上按的按键。

▶ 在计算机键盘上按 [N]( 请注意模拟器键盘左上是开始字母 N。)

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按计算机键盘键将会在模拟器上显示该键。在下一
次按键之前，将不会显示Key Press History( 按键记录)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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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绘图计算器的兼容性

有关与绘图计算器的兼容性，请参阅《TI-84 Plus CE 入门指南》。

注意：一般而言，TI-84 Plus CE 绘图计算器文件与其他 TI-84 Plus 和 TI-83 Plus 型
号兼容。

机型之间不共享应用程序、操作系统和某些带不受支持数字类型的数据文
件。

TI-Basic 程序可能需要修改，才能在高分辨率彩色屏幕机型上正确显示。



使用 TI-84 Plus CE模拟器上的 Vernier EasyData®应
用程序收集数据

Vernier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允许您使用 TI-84 Plus CE 模拟器上的数据收集功
能。用于 TI-84 Plus CE 的 Vernier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预加载至 TI-SmartView™
CE 的模拟器上。该应用程序允许您收集单传感器数据，这与使用计算器上的
应用程序类似。

提示：

• 使用 TI-SmartView™ CE 收集数据之前，请确保您熟悉如何使用计算器上的
EasyData® 应用程序进行数据收集。

• 确保您熟悉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的菜单( 文件>新建 ) 或扫描快捷键功
能。如果传感器已连接至计算机，您将使用模拟器中的这些功能将传感器
连接至模拟器。

与 TI-SmartView™ CE和 EasyData® CE应用程序一同使用
Vernier 传感器

如果您已将 Vernier 传感器与 TI-84 Plus CE 或带迷你 USB 端口的 Ti-8x 系列计算
器一同使用，则传感器将连接至计算器的迷你 USB 端口。

与 Ti-8x 系列( 迷你 USB) 一同使用的 Vernier 传感器，需要合适的适配器连接
(USB) 到计算机才能进行数据收集展示。

适配器

将传感器类型连接至计算机

名称 适配器 说明

操作简
便！

使用该适配器将 EasyTemp 或 EasyLink™ 适
配器连接到计算机进行数据收集。参阅更
多信息

Go!Link 使用此单通道接口适配器将大多数
Vernier 传感器连接至您的计算机。参阅更
多信息

Go!Motion
到计算机
线缆

使用该线缆将 Go!Motion 或 CBR 2连接至
计算机。线缆包含在 Go!Motion 中。参阅
更多信息

使用 TI-84 Plus CE模拟器上的 Vernier EasyData®应用程序收集数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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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感器类型连接至计算器

名称 适配器 说明

EasyLink™ 使用此适配器将 Vernier 传感器链接至您
的 TI-84 Plus CE绘图计算器。EasyLink™ 是单
通道接口，能够插入 TI-84 Plus绘图计算器
或 TI-Nspire™ 手持设备的 USB 端口。参阅
更多信息

Go!to 简易
适配器

( 迷你 USB)

使用此适配器将 Go!Temp 或 Go!Link™*连
接至 TI-Nspire™ 手持设备或 TI-84绘图计算
器的 USB 端口。参阅更多信息

Go!Motion
至计算器
迷你 USB
端口

使用此 72"电缆将 Go!Motion 或 CBR 2连接
至 TI-Nspire™ 手持设备或 TI-84绘图计算器
的 USB 端口。电缆有一个 USB 迷你插头和
一个标准 B USB 插头，USB 迷你插头能连
接至计算器，标准 B USB 插头能连接至
Go!Motion 或 CBR 2。电缆包含在 CBR 2中。
参阅更多信息

如果用于课堂展示

只有在 TI-84 Plus CE 模拟器用于课堂展示目的时，才支持使用 EasyData® 应用
程序进行数据收集。如果您的课堂正在使用任意一款 TI-8x 系列计算器，并运
行最新的 Vernier EasyData® 应用程序，那么使用 TI-SmartView™ CE 和 TI-84 Plus
CE 进行的数据收集展示，将与 TI-8x 系列计算器上的计算器体验并行。

单传感器数据收集

TI-84 Plus CE 模拟器中支持单传感器数据收集( 与 TI-84 Plus CE 计算器类似) 。

如果在计算器上通过迷你 USB 接口使用 EasyData® 应用程序时支持使用传感
器，则 TI-SmartView™ CE 中的模拟器将为数据收集提供展示工具，与计算器上
的体验类似。

• 使用 USB 电缆时支持 CBR 2™( 基于计算器的 Ranger™) 。

• 不支持 CBL 2™( 基于计算器的 Laboratory™ 系统) 。

• 用于 TI-84 Plus CE 的最新 Vernier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已预加载至模拟
器。

• 为了优化数据收集体验，模拟器资源管理器已阻止旧版本的应用程序。

http://www.vernier.com/products/interfaces/ez-link/
http://www.vernier.com/products/interfaces/ez-link/
http://www.vernier.com/products/accessories/usb-mini/
http://www.vernier.com/products/accessories/ti-gmusb/


使用 TI-SmartView™ CE展示数据收集

1. 启动 TI-SmartView™ CE。

提示：如果您正在运行任何其他计算机软件，而该软件也使用 Vernier USB
传感器收集数据，我们建议您关闭其他所有数据收集软件，以便 TI-
SmartView™ CE 可以为您的数据收集进程识别单传感器。否则，您的计算
机操作系统会“判定”识别哪个传感器。关闭其他软件之前，传感器可能无
法连接至 TI-SmartView™ CE。

2. 单击 上的向下箭头，选择模拟器类型。

3. 通过标准 USB 将一个传感器连接至计算机。

高级功能：您可以将多个传感器连接至您的计算机端口。您可以使用 TI-
SmartView™ CE 的操作菜单( 操作>选择数据收集传感器 ) 在传感器之间切
换。使用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菜单( 文件>新建 ) 将新传感器连接至模拟
器。

4. 在 TI-84 Plus CE 模拟器上运行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

注意：用于 TI-84 Plus CE 模拟器的最新 Vernier EasyData 应用程序( v 5.2 或更
高版本) 已预加载至 TI-SmartView™ CE( v 5.2 或更高版本) 中。

5. EasyData® 在模拟器中启动。您应该在启动画面中看到传感器的名称( 或链
接连接) 。传感器名称随后将出现在计量屏幕，这与计算器体验类似。

如果 EasyData® 应用程序未能识别连接至计算机的传感器，请使用模拟器
上 EasyData® 应用程序的扫描或文件>新建连接传感器。

6. 使用 EasyData® 应用程序上与 CE 模拟器类似的功能收集并分析数据。

7. 当数据收集完成后，退出模拟器中的 EasyData® 应用程序，继续使用 TI-
SmartView™ CE。

• 退出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后，数据收集实验所得数据存储于模拟器
的列表中。

• 如有需要，您可以让传感器继续插在计算机上。

当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在 CE 模拟器上运行时，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切换模拟
器工作区

在 EasyData® 运行时，您可以切换模拟器，但是，数
据实验将停止，传感器将与运行 EasyData® 应用程序
的 CE 模拟器断开连接。当您返回 CE 模拟器时，需要
使用 EasyData® 应用程序中的文件>新建或“扫描 ”快
捷键重新将传感器连接至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然
后开始新的数据收集实验。之前的实验数据可能已

使用 TI-84 Plus CE模拟器上的 Vernier EasyData®应用程序收集数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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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也可能未保存。请务必“退出 ”EasyData® CE 应
用程序，以将实验数据保存在模拟器列表中。

View3™ 和
应用程序

除 Inequality 绘图应用程序外，其他应用程序均不提
供 View3™( 已禁用) 。
View3™ 只显示来自 ™ 操作系统的屏幕，不显示应用
程序屏幕。我们建议您在不使用此功能或功能禁用
时( 如大多数应用程序在模拟器上运行时) 保持
View3™ 关闭。

切换至模
拟器资源
管理器工
作区

如果 EasyData® 正在 CE 模拟器上运行，并且您需要
使用模拟器资源管理器，请退出 EasyData® 应用程
序，然后再使用模拟器资源浏览器。

捕获屏幕 您可以在实验运行时使用“截屏”功能捕获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的屏幕。

关闭后重
新打开
TI-
SmartView™
CE

在 EasyData® 运行时，您可以关闭 TI-SmartView™ CE，
但是，数据实验将停止，传感器将与运行 EasyData®
应用程序的 CE 模拟器断开连接。当您返回 CE 模拟
器时，需要使用 EasyData® 应用程序中的文件>新建
或“扫描 ”快捷键重新将传感器连接至 EasyData® CE 应
用程序，然后开始新的数据收集实验。之前的实验数
据可能已保存，也可能未保存。请务必“退
出 ”EasyData® CE 应用程序，以将实验数据保存在模拟
器列表中。

其他帮助

如果您在使用计算器的 EasyData® 应用程序收集数据时需要其他帮助，请参
见 http://www2.vernier.com/manuals/easydata_guidebook.pdf 了解详细信息。

http://www2.vernier.com/manuals/easydata_guidebook.pdf


一般信息

在线帮助

education.ti.com/eguide

选择您所在的国家/地区以获取更多产品信息。

联系TI支持中心

education.ti.com/ti-cares

选择您所在的国家/地区以获取技术和其他支持资源。

服务和保修信息

education.ti.com/warranty

选择您所在的国家/地区，以获取有关保修期限、条款或产品服务的信息。

有限保修，保修期内不会影响您的法定权利。

更新

education.ti.com/84ce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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