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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用途 

 该手册叙述了如何使用 Truhigh P700 系列 DCS 系统的组态软件。 

 用户根据本手册可以使用 Truhigh P700 系列 DCS 系统编写用户程序。 

 

基础知识要求 

 用户要熟悉本手册，需要具有自动化技术的一般知识，熟悉 windows 操作。 

 

 Truhigh P700 编程软件的特点 

Truhigh P700 软件系统采用德国科

维软件有限公司的控制器运行引擎

ProConOS 和 IEC 61131-3 编程工具

Multiprog。  ProConOS 基于 Microsft

的.NET 技术，采用预编译器(AOT)，直

接生成机器代码，从而保证控制器的实

时性， 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程序所占用的存储空间。编程系统 Multiprog 采用简单

易用的用户界面，提供大量的成熟功能，可进行便捷的工程创建、快速的应用开

发以及程序仿真、下载、监控和试运行。 

  

系统包含以下功能：  

 包含库管理的工程浏览器 

 工程向导和编辑向导 

 方便图形 LD/FBD 代码开发的先进梯形图编辑器 

 带语法高亮显示和智能感知的文本编辑器 

 基于网格的变量编辑器，可方便、无误地对变量及 FB 实例声明 

 编辑和故障排除模式下均带有交叉引用窗口 

 经过优化的代码编译，只编译工程中被修改的部分 

 集成的 DCS/PLC 仿真带扩展仿真模式 

 逻辑分析器、断点、地址调试、单步模式、变量和配方覆盖和强制等故

障排除和调试功能 

 监视窗口连续监视实例信息 

 详尽的上下文帮助系统 

 用户界面语言：英语、德语、中文和日语 

 

MULTIPROG EXPRESS IEC 61131 程系统包含了下列编程语言： 

 指令表(IL) 

 结构化文本(ST) 

 梯形图(LD) 

 功能块图(FBD) 

 顺序功能图(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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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硬件要求 

 

处理器 推荐 Pentium 4 2 GHz 

存储器 Win XP: 512 MB 

Win 7 / Win Vista: 1GB 

硬盘存储 1GB 的空闲存储空间 

通信 TCP/IP 和/或 RS232 

操作系统 Win XP SP3, Win Vista SP2, Win7 (32 

Bit)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高版本 

 

系统限制 

 

工程树中的节点数目 8000 

工程树中的配置/资源数目 1 / 1 

每个资源中的程序实例数目 15 

每个资源的任务数 5 

每个任务中的程序实例数目 15 

每个 POU 的全局变量/局部变量数 5000 / 1500 

包含的库数目 32 

每个工程中 POU（包括库的 POU）的

数目 

256 

每个工程支持的 I/O 数量 128 Kbytes 

I/O 组数目 20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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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如何开始 

 

 

 

本章分为以下八节： 

 

 1.1  软件安装 

 1.2  Truhigh P700 系统组态软件 

 1.3  连接 Truhigh P700 控制器 

 1.4  修改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 IP 地址 

 1.5  创建一个工程 

 1.6  下载用户程序 

 1.7  在线监视用户程序 

本章叙述软件安装步骤，如何连接 Truhigh P700 控制器，如何利用编程软

件创建一个程序，如何下载并运行这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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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软件安装 

 

1. 双击 Truhigh P700 安装软件包，进入安装欢迎界面，点击下一步。 

 

 

 

2. 进入版权提示界面，如果接收授权协议，点击“我接收”按钮，否则点

击“取消”。 

 

 

3. 进入安装目录选择界面，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然后点击“安装”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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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正在安装”程序。 

 

 

5. 程序安装完成，点击“完成”按钮，退出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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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ruhigh P700 组态软件 

软件安装完成后，在“开始”->“所有程序”->“TruHigh”菜单中生成的

快速菜单，如图。 

 

 ：Multiprog Express 是集成开发环境，用于控制程

序的编写、仿真、下载等。 

 

 ：OPC Server 配置程序，用于配置 OPC 服务器与

TIFS700 控制器数据交换的参数。 

 

  ：OPC Server 用于组态软件和硬件平台的数据交

互。 

 

   ：OPC 客户端，用于连接 OPC 服务器。 

 

   ：Truhigh P700 管理器用于管理组态软件、调试工

具。 

 

  ：用于卸载 TIFS 组态软件。 

 

  ：用于扫描 Truhigh P700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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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连接 Truhigh P700 控制器 

连接 Truhigh P700 控制器需要做两个工作： 

 一是连接电源到 Truhigh P700 控制器； 

 二是用过网线连接计算机与 Truhigh P700 控制器。 

 

连接电源： 

DCS/PLC 供电是 24VDC 供电，接线是主要电源的正负。 

 

连接网线： 

用直连网线连接计算机和 Truhigh P700 控制器。 

 

1.4 修改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 IP 地址 

1.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默认 IP 地址是：192.168.0.100。 

2. 设置计算机 IP 地址为：192.168.0.X。 

3. 连接 Truhigh P700 控制器后，在 Truhigh P700 管理器中打开设备扫描工

具，扫描 Truhigh P700 设备，显示搜索到的 Truhigh P700 CPU 信息。可

以查看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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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主备机显示，处于运行模式的站为主机，处于停止模式的站为备机。 

 

增加 CI 从站配置升级选项，如下图： 

 

点击“上载配置”会生成 DAT 格式的文件 CI_Config.DAT，里面包含运行

模式（TCP/RTU/DP），IP 信息，485 总线信息，组态信息； 

当需要把配置信息导入到新的CI模块时，点击下载配置加载DAT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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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切换功能：当有主备机模块时，右击主机模块弹出菜单中有“切换状态”

选项，点击此选项后可以实现软件主动切换主备机状态，备机模块不能执行该

选项。 

 

4. 双击 IP 地址，可以修改 IP 地址。IP 修改成功后，重新扫描设备，可以

显示修改后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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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创建一个工程 

1.5.1 启动 MULTIPROG 编程软件 

启动 Multiprog 编程软件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开始菜单”启动 Multiprog 编程软件。 

 

打开 “开始菜单” -> “所有程序” -> “TruHigh” -> “Multiprog 编

程”，运行 Multiprog 编程软件。 

 
 

 二是通过“Truhigh P700 管理器”启动 Multiprog 编程软件。 

 

打开 “开始菜单” -> “所有程序” -> “TruHigh” -> “Truhigh P700

管理软件”，启动 Truhigh P700 管理软件，任务栏右下角出现 Truhigh P700 管

理器的图标 ，右击图标打开 Truhigh P700 管理器菜单。 

 

 

在 Truhigh P700 管理器中点击 MULTIPROG ，打开

Multiprog 编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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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rog 编程软件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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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工程向导 

1. 在工程浏览器中点击“文件>新建工程”，如图。 

 

 

2. 点击“工程向导”图标，然后点击确定，弹出工程向导第 1 步，填写工

程名称，修改工程的存储位置。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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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第一个 POU 名称，选择需要的编程语言。 

 

 

4. 点击下一步，出现工程向导第 4 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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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下一步，出现工程向导第 5 步，如图。 

 

 

6. 点击下一步，出现工程向导第 6 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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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这里，描述了将要创建的工程文件，即前几步中所选的内容。点击完

成，就创建了一个初步的工程了，如图。 

 

 

在工程树中也出现工程选项卡和硬件选项卡，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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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配置 

在工程树目录下选择“硬件”选项卡，在“资源”目录上点击右键，选择

“设置”在“PLC/处理器”选项卡下选择“TIFS700_ARM9”，然后点击确定,

如下图。 

 

 

在工程树目录下选择“硬件”选项卡，在“资源”目录上点击右键，选择

“设置”，修改通讯参数为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 IP 地址，如：192.168.0.100，

如下图。 

 
设置的 IP 地址要与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 IP 地址一致，否则无法下载用户

程序。修改控制器 IP 地址见 1.3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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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创建一个程序 

1. 创建一个工程后，点击 MULTIPROG 编程软件的编辑区域，然后点击编

辑区域左侧的网络图标 ，在编辑区域出现一个梯形图的简单网

络，左侧是一个常开触点，变量名是 C000，右侧是一个线圈，变量名

是 C001，如图。 

 

 

2. 双击常开触点 C000，出现触点/线圈属性对话框，在 I/O 地址（S）栏，

输入%IX6000.0，表示 DCS 的第一个数字量输入通道，点击确定，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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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梯形图中线圈 C001，出现触点/线圈属性对话框，在 I/O 地址（S）

栏，输入%QX6000.0，表示 DCS 的第一个数字量输出通道，点击确定，

如图。 

 
 

4. 然后在 MULTIPROG 编程软件的工具栏中点击 制作按

钮，编译程序。 

 

 

5. 编译过程中，在左下角的消息窗口显示编译过程，编译通过后，显示编

译结果。如果出现“0 个错误, 0 个警告”，说明编译成功，否则再根据

错误提示修改程序，直到没有错误和警告（警告不影响程序下载），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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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载用户程序 

1. 程序编译成功之后，就可以下载控制器了。在 MULTIPROG 编程软件的

工具栏中点击工程控制对话框 ，出现“资源”对话框，

如下图。 

 

 

2. 点击“更多（M）”按钮，弹出对话框中，如下图。 

 

 

在下载选项中，勾选上作为引导工程永久驻留（P），如果需要上传程

序，则下载时必须勾选上“包括源代码（S）”，然后点击关闭，回到资源

对话框。 

 

 

3. 点击“下装（D）”，程序下载完成后，点击“冷启（O）”，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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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时，DCS/PLC 开始运行用户程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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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线监视用户程序 

MULTIPROG 支持在线监视调试用户程序，可以在 MULTIPROG 编程软件

的工具栏中点击 调试开/关 。 

 

1. 如果触点 C000 和线圈 C001 断开，则梯形图中为蓝色，如图。 

 

 

双击梯形图中的 C000，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强制（O），可以强制

DCS/PLC 的数字量 C000 为 1，继而驱动数字量输出 C001，如图。 

 

 

如果 C000 不是 IO 点，而是中间变量，则强制功能不可用，可以使用 覆

盖（W）。 

触点或者线圈导通之后，显示红色，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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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Truhigh P700 系统的工作原理 

 

 

 

 

本章节分为一下四节： 

 

 2.1  Truhigh P700 系统如何执行用户编写的程序 

 2.2  Truhigh P700 系统的数据存取 

 2.3  Truhigh P700 系统的保存数据 

 2.4  数据类型 

 

Truhigh P700 系统根据用户编写的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

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

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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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ruhigh P700 系统如何执行用户编写的程序 

Truhigh P700 系统是采用“顺序扫描，不断循环”的方式进行工作的。即在

Truhigh P700 系统运行时，CPU 根据用户按控制要求编制好并存于用户存储器

中的程序，按指令步序号（或地址号）作周期性循环扫描，如无跳转指令，则

从第一条指令开始逐条顺序执行用户程序，直至程序结束。然后重新返回第一

条指令，开始下一轮新的扫描。在每次扫描过程中，还要完成对输入信号的采

样和对输出状态的刷新等工作。 

Truhigh P700 系统的一个扫描周期必经输入采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

阶段。 

 

 输入采样阶段：首先以扫描方式按顺序将所有暂存在输入锁存器中的输

入端子的通断状态或输入数据读入，并将其写入各对应的输入状态寄存

器中，即刷新输入。随即关闭输入端口，进入程序执行阶段。 

 

 程序执行阶段：按用户程序指令存放的先后顺序扫描执行每条指令，经

相应的运算和处理后，其结果再写入输出状态寄存器中，输出状态寄存

器中所有的内容随着程序的执行而改变。 

 

 输出刷新阶段：当所有指令执行完毕，输出状态寄存器的通断状态在输

出刷新阶段送至输出锁存器中，并通过一定的方式（继电器、晶体管或

晶闸管）输出，驱动相应输出设备工作。 

 

2.2 Truhigh P700 系统的数据存取 

对于 IO 数据的存取必须指定地址，地址以 IEC61131-3 规定的“%”开头，

后续是位置前缀，大小前缀，然后用整数表示字节地址，如%IX0.0 表示输入映

射区第 1 个字节的第 1 个位。 

中间变量可以不指定地址，也可以指定 M 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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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ruhigh P700 系统的保存数据 

 

 Truhigh P700 系统具有 2M 程序存储空间。 

 Truhigh P700 系统具有 2M 数据存储空间。 

 Truhigh P700 系统具有 2000 字节的数据保存空间。 

 

 

2.4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决定了变量的格式、位数、可能值的范围和初始值。 

 

IEC 61131-3 区分下面的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  

 类属数据类型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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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基本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是不可以再分解为其它类型的数据类型，常用的数据类型如

下表所示。 

 

 

数据类

型 

描述 大

小 

范围 默认初始

值 

BOOL 布尔 1 0...1 0 

SINT 短整数 8 -128...127 0 

INT 整数 16 -32,768...32,767 0 

DINT 双整数 32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0 

USINT 无符号短整数 8 0 至 255 0 

UINT 无符号整数 16 0 至 65,535 0 

UDINT 无符号双整数 32 0 至 4,294,967,295 0 

REAL 实数 32 -3.402823466 E+38（约 7 位数字） 

至 

-1.175494351 E-38（约 7 位数字） 

以及 +1.175494351 E-38（约 7 位数

字） 

至 

+3.402823466 E+38（约 7 位数字） 

0.0 

LREAL 长实数 64 ~ -1.798 E+308（约 15 位数字） 

至 

~ -2.225 E-308 (约 15 位数字) 

以及 ~ +2.225 E-308 (约 15 位数字) 

至 

~ +1.798 E+308（约 15 位数字） 

0.0 

TIME 持续时间 32 0... 4,294,967,295 毫秒 t#0s 

BYTE 长度为 8 的位

串 

8 0...255 

(16#00...16#FF) 

0 

WORD 长度为 16 的位

串 

16 0...65,535 

(16#00...16#FFFF) 

0 

DWORD 长度为 32 的位

串 

32 0...4,294,967,295 

(16#00....16#FFFFFFF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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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类属数据类型 

 

类属数据类型是包括了基本数据类型的分级组的数据类型。 

如 ANY_INT 包括 DINT、INT、SINT、UDINT、UINT 和 USINT 等基本数

据类型。 

 

类属数据类型如图。 

 

 

2.4.3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必须在某个数据类型工作单中声明，可以通过使用

一个“TYPE ...END_TYPE ”声明块来完成。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是一种衍生

数据类型。 

衍生数据类型可以是结构，或者是数组。 

 

 数组： 

数组是一个单一的数据类型对象的集合，同基本的数据一样具有唯一的

名字，对单个的对象并没有被命名，但是用户可以通过它在数组的位置对

它进行访问。 

 

声明数组的例子如下： 

 

 

 结构： 

结构是多个不同的数据类型对象的集合，同基本数据一样它有唯一

的名字，结构的成员是基本数据类型或数组类型，也可以是另一个结构，

或者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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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一个结构的例子如下： 

 

 字符串数据类型： 

用户自定义的字符串数据类型是具有可变数目的字符的字符串。声明一

个用户自定义的字符串时，其长度被放在该数据类型后面的括号内。 

 

用户定义字符串数据类型声明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字符串的长度是 10 个字符。 

限制：最短的合理字符串长度为 1，最长的合理字符串长度为 32766。 

2.4.4 常量数据的表示 

 



第 3 章  MULTIPROG 软件 

 26 

 

第3章   MULTIPROG 软件 

 

 

 

 

 

 

本章分为以下三节： 

 

 3.1  用户界面 

 3.2  工程树——硬件 

 3.3  工程树——工程 

MULTIPROG 编程软件模型用分层结构表示，软件模型描述了各个部分之

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配置、资源、任务、程序组织单元、全局变量、IO 配置

等。编程工程中可将一个复杂的程序分解成为若干个小程序或者模块，也可

以讲多个独立的程序同时下载、运行，或者将程序分成多个任务去执行，提

高了程序的模块化和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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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用户界面 

本程序用户界面由多个控件组成，这些控件可被显示或隐藏(通过‘查看’

菜单和工具栏图标)，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安排，如：解锁、移动和重新锁定它

们。 

 

 

(1) 菜单 

(2) 工具栏 

(3) 工程树 

(4) 交叉参考窗口  

(5) 消息窗口 

(6) 状态栏 

(7) 工作区 

(8) 编辑向导 

 

没有出现在下面的屏幕拷贝中的控件包括“监视窗口”和“逻辑分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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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菜单栏 

 

菜单栏里面包含了 Multiprog 几乎所有的命令，说明如下。 

注意，取决于正在处理的程序部分或编辑器，某些特定的菜单项可能无法

访问。 

 

3.1.1.1 文件 

 

‘文件’菜单可用于创建、保存 和 压缩/解压缩工程。它也包含用于打印、

打印设置和打印预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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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新建工程 

此菜单命令使用工程向导，创建新的工程。点击“新建工程”后，弹出 

“新建工程向导”对话框，默认视图类型为“大符号” ，如下

图。 

 

 

可以点击按钮 ，改变为“小符号”视图类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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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击按钮 ，改变为“列表”视图类型，如下图。 

 

 

 选择 ，点击确定，可以按照 MULTIPROG 提供的工程向

导进行创建一个工程，具体详见 1.4 章节《创建一个工程》。 

 选择 ，点击确定，可以通过模板创建一个带仿真控制器

的工程。 

 选择 ，点击确定，可以通过模板创建一个控制器类型为

TIFS700_ARM9 的工程。 

 选择 ，点击确定，可以通过模板创建一个控制器类型

为 TIFS700_WIN32 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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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打开工程/解压缩工程 

“打开工程/解压缩工程”菜单命令可以打开一个工程或者解压缩一个

工程。 

 

 打开一个工程： 

点击“打开工程/解压缩工程”菜单命令，弹出“打开/解压缩工程”

对话框。 

 

浏览查找所需的工程或归档文件(*.mwe 或 *.zwe)，并点击‘打开’。 

每个工程都由一个 *.mwe 文件和一个相应文件夹(包含了与工程

有关的各种文件)组成。 

 

 解压缩归档文件： 

选择菜单项‘文件 > 打开工程/解压工程...’， 出现‘打开/解压缩

工程’。 在‘文件类型’列表框中选择‘压缩了的工程文件( *.zwe)’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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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开’按钮来启动解压缩。出现'解压工程'对话框。 

 

 

在‘解压工程’对话框中，按： 

 ‘是’：将工程(归档文件)解压到(对话框中列出的)一个 zwe 文

件的子目录中，其名称等同于 zwe 文件。另外，解压过程完成

之后，带有 zwe 文件的目录将包含工程文件(*.mwe)和一个相应

的文件夹，该文件夹包含工程相关文件(见下面的注释)。例如，

如果您解压归档文件"Archive.zwe"，那么将创建工程文件

"Archive.mwe"和文件夹"Archive"。 

 ‘否’：选择另一个位置用于解压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带有默认工程目录的文件选择对话框。可以确定默认工程名称

(与 zwe 文件同名)和默认目录，也可以浏览您计算机上其它目

录，输入一个新的工程名称(*.mwe)，并确定对话框。 

 ‘取消’：忽略解压过程。 

如果这个含有要被解压 zwt 文件的目录已经包含了一个具有相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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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的工程，那么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询问您是否想要以压缩的

工程来覆盖现有工程。点击‘是’，用压缩的归档文件工程数据来覆盖已

有工程，或者点击‘否’。在第二种情况下，出现‘工程解压为’对话框，

在此，如有需要，您必须选择解压工程的其它工程名称和其它目录。 

 

 

如果该归档文件包含了一个已存在于你的计算机上的压缩了的固件库，

则会出现一个消息窗口，询问你是要用压缩的 FW 库覆盖现存 FW 库，还

是要为将被解压的 FW 库定义一个新名称。 

 

在消息对话框中： 

 

 - 输入一个新的 FW 库名称，并点击‘确定’，会将该库解压

缩到一个新名称下。 

 - 点击‘跳过’，如果您不想解压缩这个固件库。 

 - 点击‘跳过全部’，如果您不想解压缩任何 FW 库。 

 

 

 
 

 

 文件/工程另存为/压缩为 

“工程另存为/压缩为”文件菜单命令可以将当前工程保存到一个不同

的文件名以及/或者一个不同的目录，或者将当前工程压缩为归档文件。 

 工程另存为： 

1. 点击“工程另存为/压缩为”文件菜单命令，弹出“工程另存为

/压缩为”对话框； 

 

 提示： 
在解压缩了工程的一个固件库之后，您必须重新连接该工程与

所解压缩的库。 

解压缩归档文件之后，必须使用‘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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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一个目录，输入一个文件名，并点击‘保存’。 

 压缩为： 

要想创建工程备份，可以将工程压缩为归档文件。这个压缩了的归

档文件包含了属于该工程的所有文件，即：工程文件‘projectname.mwe’

本身、代码本体文件、变量声明以及一些用于将工程从归档文件恢复正

常所需的内部文件。 

1. 点击“工程另存为/压缩为”文件菜单命令，弹出“工程另存为

/压缩为”对话框。为激活可用的压缩选项，首先要在‘文件类

型’列表框中选择‘压缩了的工程文件（*.zwe）’一项。 



 第 3 章  MULTIPROG 软件 

 35 

 

 

 

2. 点击‘压缩’按钮。压缩过程完成的消息会显示在一个消息框

内。 

 

 

 文件/关闭工程 

点击“关闭工程”菜单命令，可以关闭当前编辑的工程。 

如果工程为保存，会弹出提示保存的对话框。 

 提示： 
基本的压缩操作能将下列文件压缩为归档文件：所有的 POU、数据

类型工作单和所有的配置数据。结果是一个很小的归档文件。 

当压缩工程时，可以将库、前端的代码(独立于硬件的编译输出)和页

面布局，连同您的工程文件，一起压缩到同一个归档文件中。为此，‘工

程另存为/压缩为’对话框提供了几个选项，可以结合压缩操作来选择它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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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删除工程 

可以删除一个保存的工程。 

 点击“删除工程”菜单命令，弹出“删除工程”对话框。 

 

 

 

 点击删除按钮。 

 文件/保存 

点击“保存”菜单命令，可以保存当前编辑的已修改工作单。 

 文件/保存全部 

点击“保存全部”菜单命令，可以全部的已修改工作单。 

 文件/关闭 

点击“关闭”菜单命令，可以关闭当前编辑的工作单。 

 文件/打印 

 提示： 
如图要删除工程文件，在文件类型中选择：工程文件（*.mwe）。 

如果要选择压缩工程，在文件类型中选择：已压缩工程文件(*.z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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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印”菜单命令，可以打开“打印”对话框，可以设置打印机，

打印范围和打印页数。 

 
 文件/打印预览 

点击“打印预览”菜单命令，可以打开预览打印的内容，样式。 

 文件/打印设置 

点击“打印设置”菜单命令，可以打开“打印设置”对话框，在对话框

可以选择打印机，设置纸张类型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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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打印工程 

点击“打印工程”菜单命令，可以打开“打印工程”对话框。 

 

 

对话框元素 含义 

范围 

 

‘全部’或‘选定的’ 

指定将被打印的部分： 

‘全部’- 如果激活了这个单选按钮，则要打印工程树中的整

个工程(包括所有子树)。 

‘所选择的’- 如果激活了这个单选按钮，则只打印那些在调

用此对话框之前所标记的工程树中的节点。  

页码范围 

 

‘全部’或‘页码范

围’ 

指定将要打印的页码： 

'全部' - 如果激活该单选按钮，那么将打印工作单的全部页

面。  

'页码范围' - 输入您想要打印工作单的页码。 

 

‘打印’区域中的复

选框 

指定将要打印工程中的哪些部分。 

变量显示模式

(LD) 

如果您的编程系统中安装了固定格式梯形图编辑器，那么

才可以使用该对话框区域。 

打印 使用该对话框中所作的设置，开始打印处理。 

保存设置 通过按下这个按钮，系统保存工程的打印设置。当下次打

开打印对话框时，当关闭工程时自动显示保存的这些设置。 

 

 文件/关闭 

关闭当前编辑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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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编辑 

‘编辑’菜单包含了编辑所必需的全部命令，如标记、选择不同工作模式或剪

切和粘贴。另外，它提供了在文本工作单和图形工作单中搜索和替换文本串的

功能。依赖于活动的编辑器，该菜单也包括用于处理对象（例如选择、移动、

使能分支模式、创建图片等等）的命令。 

 

 

 

 编辑/撤销 

点击“撤销”菜单命令，撤销在编辑器中进行的最后的编辑步骤。 

 

 编辑/恢复 

点击“恢复”菜单命令，恢复在撤销的操作。 

 

 编辑/剪切 

点击“剪切”菜单命令，将选择的内容移动到剪贴板。 

 

 编辑/复制 

点击“复制”菜单命令，将选择的内容复制到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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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粘贴 

点击“粘贴”菜单命令，将剪贴板的内容复制到指定位置。 

 编辑/插入 

在工程树中选择不同的目录，点击“插入”菜单命令弹出不同的“插入

对话框”。例如在“逻辑 POU”上点击“插入”命令弹出插入 POU 的对话

框。 

 

 

 编辑/查找 

点击“查找”菜单命令，打开“查找/替换”对话框。 

 

 



 第 3 章  MULTIPROG 软件 

 41 

 

 编辑/替换 

点击“替换”菜单命令，打开“查找/替换”对话框。 

 

 

 编辑/查找上一个（局部） 

 编辑/查找下一个（局部） 

如果想再次搜索相同的文本元素(搜索方向既可以是‘向上’，也可以

是‘向下’)，但是‘查找/替换’对话框已关闭，不必重新打开此对话框。

只需在‘编辑’菜单中，选择‘(局部)查找上一个’或‘(局部)查找下一个’

菜单项之一。在‘查找内容’对话框区域中所键入的搜索字符串被再次搜

索，并在活动的工作单内被标记了出来。 

 

 编辑/全局查找 

点击“全局查找查找”菜单命令，打开“查找/替换”对话框。查找可

以选择查找的类型、变量、代码工作单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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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全局替换 

点击“全局替换”菜单命令，打开“查找/替换”对话框。可以替换类

型、变量、代码工作单和描述。 

 

 

 

 编辑/查找上一个（全局） 

 编辑/查找下一个（全局） 

如果想再次搜索相同的文本元素(搜索方向既可以是‘向上’，也可以

是‘向下’)，但是‘查找/替换’对话框已关闭，不必重新打开此对话框。

只需在‘编辑’菜单中，选择‘(局部)查找上一个’或‘(局部)查找下一个’

菜单项之一。在‘查找内容’对话框区域中所键入的搜索字符串被再次搜

索，并在活动的工作单内被标记了出来。 

 

 编辑/更新 FB/FU 

修改了 FB/FU 之后，必须在调用工作单之后更新这个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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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视图 

‘视图’菜单用于隐藏或显示用户界面的不同窗口和控件（工程树窗口、消息

窗口、交叉参考窗口、监视窗口、逻辑分析器、编辑向导）以及状态栏，并用

于切换工作区(如果已经实施)。而且，还有一些命令可用于打开变量表格工作

单(它们与当前活动的代码工作单相关)，并用于打开全局变量表格工作单。 

 

 视图/工程树窗口 

用于显示或隐藏“工程树窗口”。 

 

 

 视图/消息窗口 

用于显示或隐藏“消息窗口”。 

 

 

 视图/编辑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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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显示或隐藏编辑向导。 

 

 

 视图/交叉参考窗口 

用于显示或隐藏“交叉参考窗口”。 

 
 

 视图/监视窗口 

用于显示或隐藏“监视窗口”。 

 

 

 视图/逻辑分析器 

用于显示或隐藏“逻辑分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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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图/状态栏 

用于显示或隐藏“状态栏”。 

 

 

 视图/硬件组态 

用于显示或隐藏“硬件组态”。 

 

 

 

 视图/打开变量工作单 

用于在程序代码区打开变量工作单。 

 

 视图/全局变量声明 

用于打开全局变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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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工程 

‘ 工程’菜单用于插入(多个)新的 POU 以及一个数据类型工作单，并用于声明

库。 

 

 

 工程/添加库 

‘库’子树含有您的工程中所包含的所有库。它们既可以是用户自定义

库，也可以是固件库。 

固件库是那些包含了由 DCS/PLC 制造商所提供的 POU 的库。固件库的

文件扩展名为*.fwl。 

 打开“添加库”->“固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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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库是"普通的"工程，其 POU 将被重复使用。作为用户库而包括进

来的工程中的程序、功能块、功能和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都可以在当前工

程中重复使用。 

 打开“添加库”->“用户库” 

 

 

 

用户库的扩展名为*.mwe（通过 Express 版本创建工程）和*.mwt（通过

完全版编程系统创建工程）。 

 

 工程/添加数据类型 

点击“添加数据类型”，弹出插入数据类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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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添加 POU 

点击“添加 POU/功能块 或者 功能 或者 程序”，弹出插入对话框。 

 

 

 工程/项目翻译和管理 

可以添加语言、删除语言、对翻译文件进行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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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更改项目语言 

添加语言之后，可以更改项目语言。 

 

3.1.1.5 建立 

‘建立’菜单由不同的命令组成，用于启动编辑之后的编译，用于显示编

译过程中检测出的错误，用于建立交叉参考，以及用于去除未使用的局部变量

和 FB 实例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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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制作 

点击“制作”命令，已更改的工作单会被编译、连接，并将产生更改后

的 DCS/PLC 代码。在成功地执行完这几步之后，所修改的工程就具备了下

装到 DCS/PLC 的条件。 

 

 建立/修补 POU 

修补 POU 意味着：在一步之内，编译你在工程中所做的修改、产生相

关的代码、并自动下装到 DCS/PLC。修补过程中，DCS/PLC 继续运行，即

当编译和下装所修改内容时，不中止 DCS/PLC 上的代码执行。 

 

 建立/编译工作单 

‘编译工作单’菜单项命令编译一个工作单，以便在编辑过程中检查语

法。使用‘编译工作单’不产生代码。 

 

 建立/重建工程 

使用‘重建工程’命令，将编译和连接所有工作单。检查出的错误和警

告显示在消息窗口。在通过语法检查之后，会自动产生 IEC 代码和专用于

具体 DCS/PLC 的代码。这样，工程就具备了下装到 DCS/PLC 上的条件。 

仅当‘制作’产生了编译错误，或者解压缩了没有前端代码的工程，才

应该使用‘重建工程’命令。 

 

 建立/停止编译 

建立/终止编译命令。 

 

 建立/转到下一个错误 

转到下一个错误。 

 

 建立/转到上一个错误 

转到上一个错误。 

 

 建立/建立交叉参考 

点击“建立交叉参考”菜单命令，在“交叉参考列表”中显示当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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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用的所有变量、功能块、动作、转换、步、跳转、标号以及连接符。

这对于调试和错误隔离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建立/去除未使用的变量和 FB 实例 

使用“去除未使用的变量和 FB 实例”菜单命令可以删除未使用的变量

和 FB 实例。 

 

 

3.1.1.6 联机 

‘联机’菜单提供了用于调试工程和调用资源控制对话框的命令。  

 

 

 

 联机/调试 

点击“调试”菜单命令，可以打开或者关闭在线调试功能。 

 

 

 联机/工程控制 

点击“工程控制”菜单命令，可以打开控制 DCS/PLC 下载、启动、停

止等功能的对话框。 

 

 

 联机/下装修改部分 

点击“下载修改部分”菜单命令， DCS/PLC 会保持其状态的情况下修

改 DCS/PLC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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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机/取消下载 

点击“取消下载”菜单命令，可以取消 DCS/PLC 的下载。 

 

 联机/显示活动步 

在联机调试 SFC 程序时，点击“显示活动步”菜单命令，可以显示当

前活动步。 

 

 联机/逻辑分析器 

‘逻辑分析器’含有一些用于控制逻辑分析器的命令。 

 

3.1.1.7 附加 

在‘附加’菜单中，可以启动可选的已经实现的工具，例如：页面布局编

辑器，‘选项’菜单项允许您定制编程系统的外观。 

 

 

 

 附加/页面布局编辑器 

页面布局编辑器是用于创建和编辑页面布局的工具，页面布局用于打印

工程文档。 一个页面布局代表一个工作单内容打印模板。 

 

 附加/选项 

可以根据您的个人需要，整理或隐藏(自动隐藏功能)窗口和控制(编辑向

导、工程树窗口、交叉参考窗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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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帮助 

‘？’菜单包含了用于调用帮助的所有命令。 

 

 ?/内容 

可以打开帮助系统。 

 

 ?/关于 IEC61131 

查看 IEC 61131 基础说明和标准。 

 

 ?/标准 FB/FU 帮助 

可以查看 IEC 61131 标准所提供的函数和功能块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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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C 帮助 

这个帮助部分提供了对所有 DCS/PLC 类型都有效的通用信息。 

 

3.1.2 工具栏 

通过工具栏图标快速地访问频繁使用的功能，这些功能也可以通过菜单或

者通过预定义的快捷键来调用。 

 

 

 

将光标悬浮在一个符号上的同时，那个符号的简短描述就马上出现状态栏

中。该描述也以工具提示的形式显示。 

 

            
 

 

每个工具栏都可以被拉出来，放到别处，以及移动，如下面的图所显示：

双击点状线，将工具栏从界面拉出来。 

要更改窗口的尺寸，请将光标放在窗口边框上，按住鼠标按钮，并拖拽窗

口边框。您可以将窗口移动到屏幕上您喜欢的任何位置，这要通过将光标放到

标题栏上，按住鼠标按钮，并移动窗口来完成。 

 

工具栏样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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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工作区 

工作单是通过双击工程树中的相关工作单图标打开工作区。 

这些工作单既可以使用图形编辑器来编辑，也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来编辑。

声明包含在变量表格工作单中。 

 

 

 

 

 
 

 

要整理多个工作单窗口，可以使用‘窗口’菜单中的多个命令，例如：‘窗口 > 

层叠’或‘窗口 > 平铺’。 

要最大化工作区(当使用小显示器时很有用)，您可以隐藏窗口，这既可以通

过点击适当的工具栏按钮，也可以通过激活自动隐藏功能，如调整窗口主题中

所述。 

 提示： 
默认情况下，工作区视图被设置为‘工作簿样式’：如果打开了

多个工作单，则每个已打开工作单都被分配了一个页面标签。要激

活一个特定工作单，请点击相应标签，或者通过反复按动 <CTRL> 

+<TAB>去浏览已经打开的工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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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交叉参考窗口 

 

交叉参考列表包含了当前工程内使用的所有变量、功能块、动作、转换、

步、跳转、标号以及连接符。这对于调试和错误查找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每个 POU 包含了它自己的局部数据。这意味着，如果您打开某一特定工作

单，交叉参考列表内的局部变量随之更新。 

 

 打开“交叉参考” 

如果交叉参考窗口不可见，请点击‘交叉参考’图标 。 

 

交 叉 参

考 窗 口

的列 (栏

目) 

栏目内容的含义 

变量 显示变量、FB、SFC 步、转换等的相应符号和名称。如果某

个过滤器是活动的，则这一点会在列标题栏中由下面的符号

显示出来： 

列标题还指明交叉参考列表当前是否最新。这或者由一

个红手符号来表示，或者由一个绿手符号来表示。 

意味着交叉参考是最新的。 

表示自从上次建立了交叉参考之后，已经在某个工作单

中做了修改。 

对于结构和数组分别显示每个单一元素。 

‘POU/工

作单’ 

声明和使用了该变量/FB 的 POU 名称。 

‘访问’ 对该变量的访问是‘读’或者是‘写’。 

‘I/O 地

址’ 

物理地址。 

 

可以直接访问使用或声明了某个特定变量的相应工作单。而且，如果你

在一个编辑器中或者在变量工作单中标记了一个变量，该变量也会在交叉

参考窗口中被标记出来。 

可以按字母顺序将列表款目分类。每一列都可被用作分类准则。条目可

以按升序和降序来分类。 

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来修改列的顺序。修改操作可以通过拖拽来完成：

点击将被移动的列头。在将列头拖拽到目标位置的过程中，要保持鼠标键

处于按下状态。释放鼠标键，以便将该列放置在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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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快速浏览所显示的对象，每一项都用一个代表其类型的符号来

显示。下面的列表列出了‘变量’列中所显示的各个项及其相应符号： 

 

 

 

 

     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的声明 

    全局变量 

     使用了‘VAR_GLOBAL’的全局变量声明 

     输入型变量 (VAR_IN) 

     输出型变量 (VAR_OUT) 

     输入/输出型变量 (VAR_IN_OUT) 

     功能块 

    未引用过的变量 

     跳转 

     标号 

   连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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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建立交叉参考 

 

 右键点击交叉参考窗口，并选择上下文菜单项‘建立交叉参考’。

就自动地创建了交叉参考列表。  

 或者通过按<F12>，创建了交叉参考列表。 

 或者在‘建立’菜单或编辑器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建立交叉参

考’。 

 

 

 

 使用交叉参考 

 

利用交叉参考列表，既可以访问使用了某个变量的代码工作单，也可以

访问声明该变量的相应变量工作单。 

 

可以按字母顺序来分类诸列表条目。每一列都可被用作分类准则。条目

可以按升序和降序来分类。 

 

有几种可能来访问代码工作单并标记变量： 

 

 在交叉参考窗口中双击所需的行。 

 在交叉参考窗口中右键点击所需的行，并选择上下文菜单项‘转到

位置’。 

3.1.5 定制用户界面 

 

要定制用户界面，请在‘附加’子菜单中选择‘选项’菜单项。出现‘选

项’对话框，它被分成多个页面。 

 

对话框页面... 目的 

‘常规’ 使用该列表框，您可以设置用户界面启动时的默认语言。 

标记"隐藏外部变量"复选框意味着：使用 IEC 变量声明关键字 

VAR_EXTERNAL 声明的外部变量是不可见的。  

通过按‘复位工作空间’按钮，可以将用户界面中的打开的窗口、

可见菜单和工具栏的布置复位到交付状态。 

在组合框"‘题目"中，您可以选择一个预定义的用户界面外观。 

工具栏 “大按钮”：通过复选/不复选“大按钮”复选框，在大按钮和小按

钮间切换。 

交叉参考 用于定义交叉参考窗口中的哪些列可见、哪些列将随着工程打

印出来。 

网格线： 如果该复选框已被标记，则交叉参考窗口中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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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网格线。  

在打印过程中，使能整词自动换行： 如果已经激活，则使能

了交叉参考窗口内容的多行打印： 区域中的内容将被折成多

行。 

页面布局 用于定义不同的默认页面布局。  

图形编辑器 用于定义图形工作单的默认尺寸、图形编辑器中的网络布局的

默认设置，以及规定是否应该在插入 FU/FB 时，其内部要有一

个图片。 

逻辑分析器颜

色 

这个标签用于指定逻辑分析器窗口中所显示的不同曲线的颜

色。 因为逻辑分析器可以同时显示多达 10 个变量的曲线，所

以，对于所定制颜色的使用，会对所测量结果的阅读提供便利。  

变量表格 用于定义变量表格工作单中哪些列可见、哪些列将被打印。 要

显示/打印某一特定的列，请用鼠标左键点击相关的复选框来标

记之。  

在打印过程中，使能整词自动换行： 如果激活了这个选项，

则会使能变量表格工作单的单元格内部的多行打印： 必要时，

单元内容将被自动截断，并在下一行中写出。这样，一个单独

的单元可以展开到整个页面。 

 

3.2 工程树——硬件 

 

打开已经建立的工程，在左侧的工程树中点击硬件，出现硬件目录树。展开

硬件目录树，可以显示工程的模型结构。用户可以分层自的设置、查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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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物理硬件 

‘物理硬件’树包含了配置元素，反映了符合 IEC 61131-3 的配置元素的结

构。‘物理硬件’可以插入‘配置’，并且只能有一个配置存在。 

 

3.2.2 配置 

‘配置’是‘物理硬件’下一层，负责管理他的下一层‘资源’，目前

MULTIPROG Express 版本仅支持一个‘资源’。可以删除‘资源’，也可以从

其他工程拷贝一个‘资源’。 

在‘配置’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可以查看‘配置’的信息。此选

择不可以修改。 

3.2.3 资源 

‘资源’是硬件树中‘配置’的下一层。负责管理 Truhigh P700 系统的控

制器，包括处理器类型，处理器的通讯地址等信息。 

 

 选择控制器类型 

在‘资源’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选择‘DCS/PLC/处理器’选项卡，

可以查看修改处理器类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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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IP 地址 

在资源目录上点击右键，选择设置，修改通讯参数为 Truhigh P700 控制

器的 IP 地址，如：192.168.0.100，如下图。这里设置的 IP 地址要和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 IP 地址一致，否则无法下载用户程序。修改 IP 地址见 1.3

章节。 

 

如果选择 eCLR_Simulation 控制器进行仿真，在通讯参数中选择：‘仿

真 1’，版本-建立设置：eCLR_Simulation（Core：3.0.0）。点击确定，如

图。 

 提示： 
处理器类型有 TIFS700_ARM9、eCLR_Simulation 和 TIFS700_WIN32 三种

类型。 

TIFS700_ARM9：适用于 Truhigh P700 系列 CPU 

eCLR_Simulation：当没有 Truhigh P700 系列硬件是，可以选择次选项进

行仿真测试。 

TIFS700_WIN32：适用于 Truhigh P700 软控制器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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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Tasks 

‘Tasks’是‘资源’的下一层，‘Tasks’下可以插入多个任务（最多 16

个），可以是循环扫描任务，也可以是周期扫描任务。 

 

创建一个工程后，MULTIPROG 自动生成了一个‘Tasks’和这个目录下的

一个任务。用户可以插入一个新的任务。 

 

任务类型分为：DEFAULT 和 CYCLIC，即默认任务和循环任务。 

 

 

 

当使用一个循环任务时，必须要定义执行任务的时间间隔以及所关联的程

序。固定的程序调用时间间隔很重要，例如当程序是控制循环中的一部分时。

 提示： 
 默认任务：默认任务执行完成之后，系统等待一个所定义的空闲

时间，如果接下来还是没有具有更高优先级的事件要处理，则该

默认任务被自动再次执行。  

 循环任务：以固定的时间间隔执行它所关联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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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时间间隔会影响控制器特性。 

如果设置了 CYCLIC 循环任务，则需要设置时间间隔、优先权和监视定时

时间，右击‘任务’，选择设置，如图。 

 

 

 间隔: 以毫秒为单位，指定执行循环扫描型任务要用的时间间隔。 时

间间隔值也可以作为一个浮点值插入。 这允许定义 1 毫秒以下的时间

间隔。该时间值应该是目标设备的定时器分辨率的倍数。 仅可用于循

环扫描型任务。 

 

 优先级: 指定调用任务的优先权。 0 代表最高优先权，而 31 代表最低

优先权。 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任务首先被调用。  

 

 监视定时器时间: 指定一个任务执行一个周期（或被调用一次）所允许

的时间。 如果超出此监视定时器时间，则会产生一个监视定时器错误。 

通过这种方法，监视定时器监控着任务的执行以及任务在指定时间内的

完成情况。 监视定时器(watchdog)在每个系统周期内都执行。 

 

对于循环扫描型任务，其监视定时器时间通常应该比系统周期时间短。监

视定时器时间的有效范围: 1 - 5000 ms 。 

激活监视定时器 选中该选项，激活任务监视定时器，并在“任务监视定时

器时间”输入时间设置。 如果未选中，任务监视定时器不会对当前的任务进行

监视。 

插入新的任务后，右击新插入的任务名，选择‘程序实例’，指定程序实

例名和实例类型。实例类型是在 POU 中插入的程序（PROGRAM）。 

一个工程中，只允许有一个 DEFAULT 类型的任务，可以有多个 CYCLIC

任务。在一个任务中，可以插入多个程序实例，多个程序实例按照顺序执行。 

 

3.2.5 Global_Variables——全局变量 

 

‘Global_Variables’在‘资源’下一层，与‘Tasks’并列，‘Global_Variables’

是一个全局变量表。 

 

全局变量包括：IO 变量表、系统变量、用户自定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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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变量表是添加硬件之后自动添加 IO 的变量。 

 

 系统变量是 MULTIPROG 软件提供的变量。 

 

 用户自定义变量是编写用户程序是定义的全局变量。 

 

双击‘Global_Variables’，可以打开全局变量表，查看、修改、添加全局

变量。 

 

 如何插入变量 

1. 添加变量组：先点击变量组，如‘System Variables’组，然后点击右键，

选择‘插入组’。双击名称，可以修改变量组名。如修改为“AI”。 

2. 添加变量：点击“AI”组，然后邮件选择‘插入变量’，如图。添加了

变量名为 NewVar1 的变量。 

 

 

3. 在新建的变量上点击右键，然后选择‘属性’。可以查看修改变量属性，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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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框

元素 

含义 

名称 显示变量/实例的名字。 

数 据 类

型 

在指定变量的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决定变量可以具有哪

种数值，并且它们定义初值、可能值的范围以及所占的

二进制位数。  

用法 全局变量为：VAR_GLOBAL。 

RETAIN 表示(将要)声明一个保持型变量。保持型变量是那些即

使在关掉电源的情况下仍保存值的变量。在进行一个暖

启动的情况下，将使用变量的最后值。  

初值 / 

默 认 的

隐藏值 

指定初值。 

在 DCS/PLC 程序中，第一次使用某个变量时，会使用

其初值。  

初值必须符合所选择的数据类型。  

I/O 地址 指定变量地址，也可以不指定地址。  

描述 用户定义的注释。 

PDD 指明变量已写入过程数据目录（PDD）中。 只有当您

想访问 DCS/PLC 上的某个地址对应的变量名称时，才

需要用到它。 

OPC 指明变量已写入*.csv 文件中。 只有当您想通过使用诸

如 OPC 服务器等来访问变量，以便运行某个可视化客

户机程序时，才需要用到它。  

隐藏 仅仅可用于功能或功能块 POU 的输入和输出变量(使用

VAR_INPUT 和 VAR_OUTPUT 关键字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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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标记了这个复选框，则在另一个图形工作单中调用

(插入)这个用户 POU 时，特定的输入/输出变量将不能

作为块的形式参数出现。  

对于隐藏的形式参数，可以指定一个默认的隐藏值(见表

的下一个行)。 

初 值 作

为 默 认

值 

仅 仅 可 用 于 隐 藏 的 形 式 参 数

(VAR_INPUT/VAR_OUTPUT 声明)，如上面的表行中所

述。  

如果这个复选框被标记，‘初值’域中所输入的值被用作

‘默认隐藏值’(即使该输入域相应地被重新命名 - 见上

面的‘初值’域的描述)。 

 

 创建变量集 

如果要新建的变量比较多，而且变量安装数字顺序排列，如 M_STA01、

M_STA02、M_STA03、M_STA04、M_STA05 等 5 个变量时，可以使用创

建变量集，如图。 

 

 

对 话 框

元素 

含义 

名称 指定了在变量表格中如何命名新变量。必须将新变量名称

前缀输入到'名称'输入区域中，且该前缀后跟随字符'#'(例

如，'NewVar#')。输入字符'#'，使能列表框'起始'和'结束'。  

范例： 名称前缀'NewVar#'以及起始号码'0'和结束号码'3'

创建了四个变量，名为 'NewVar0'、 'NewVar1'、 ... 、

'NewVar3'。 

如果您没有输入字符'#'，那么将仅有一个带有特定名称的

变量被插入到变量表格中。  

‘预览’框显示了在变量表格中如何命名变量。 

起始 /结

束 

指定要被插入到变量表格中的变量号码，以及如何给变量

编号。变量名称由名称前缀和一个号码组成，该号码范围

从'起始'号码至'结束'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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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名称前缀'NewVar#'以及起始号码'0'和结束号码'3'

创建了四个变量，名为 'NewVar0'、 'NewVar1'、 ... 、

'NewVar3'。  

只有在名称前缀含有‘#’字符的情况下，这个区域才能访

问。 

如 果 需

要，填充

前导'0' 

如果您要同时插入多于 10 个变量，那么使用前导零填补

变量名称(例如，用'NewVar01'、'NewVar02'代替'NewVar1'、

'NewVar2')。  

只有在名称前缀含有‘#’字符的情况下，这个复选框才能

访问。 

I/O 地址 指定要被分配给新变量的地址前缀。地址前缀必须以下面

的格式输入：'%位置前缀尺寸前缀地址' (例如，'%MX1')。

通过将字符'#'附加到地址前缀，起始号码和增量能够被相

应的列表框另外指定。  

如果您没有输入字符'#'，那么所有新变量将拥有相同 I/O

地址。  

'预览'框显示了哪个 I/O 地址将被指派到新变量。如果您

输入了一个错误的地质前缀，那么将显示<无效地址>。 

起始 /增

量 

指定地址值的起始号码和增量。  

范例： 地址前缀'%MX1#'，起始号码'1'和增量'2'会产生

I/O 地址'%MX11'、'%MX13'、'%MX15'、'%MX17'....  

‘起始’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被使能：如果地址前缀包含字

符‘#’，并且复选框‘使用名称的定义范围’没有被标记。只

有地址前缀和名称前缀都包含字符‘#’的情况下，‘增量’

才被使能。 

使 用 名

称 的 起

始值 

如果想要使用'名称'组框中指定的起始号码作为 I/O 地址

的起始号码，请标记该复选框。在这种情形下，'I/O 地址

'组框中的起始号码为不活动状态。 

用法 指定变量关键字(根据 IEC 61131-3 标准)。 

取决于(将被)声明的变量所在的 POU，列表框中包含了各

种变量声明关键字。  

在程序类 POU 中，只能选择 VAR, VAR_EXTERNAL 和 

VAR_EXTERNAL_PG。  

在功能块类 POU 中，该列表框包含了  VAR_INPUT, 

VAR_OUTPUT, VAR_IN_OUT 和 VAR_EXTERNAL 等

关键字。  

在功能类 POU 中，只能选择 VAR 和 VAR_INPUT 关键

字。  

如果在对话框‘选项 | 常规’内，标记了复选框‘隐藏外部

变量’，则无法在这里选择关键字 VAR_EXTERNAL 。而

是可以使用 VAR_GLOBAL。见这个表格上方的注解‘隐

藏的外部变量’。 

RETAIN 指明(将要)声明的保持型变量。保持型变量是那些即使在

关掉电源的情况下仍保存值的变量。在进行一个暖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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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将使用变量的最后值。  

RETAIN 关键字可以与 VAR 、 VAR_OUTPUT 、和

VAR_GLOBAL 等关键字组合使用。不能用 VAR_INPUT

和 VAR_EXTERNAL 等关键字来声明保持型变量。  

当声明保持型本地变量或直接表示的变量(%Q或%M)时，

您应该注意 I/O 配置中的保持设置！ 

  

在一个保持型输出变量(声明时带有位置前缀%Q...)的情

况下，您必须确保在 I/O 配置中对相应 OUTPUT 组的‘保

持’复选框也要进行设置。这就需要将输出组定义为保持

型区域。 

  

在(声明带有位置前缀%M...)保持型标志变量的情况下，

您必须在相关的 VARCONF 声明中相应地选择‘保持’

复选框。  

  

只有在两个‘保持’复选框(在变量声明和 I/O 配置中)都

被选择的情况下，该变量才会在断电情况下也会保持，并

且在热启动期间也不会被初始化。 

只有在两个‘保持’复选框(在变量声明和 I/O 配置中)都

被选择的情况下，该变量才会在断电情况下也会保持，并

且在热启动期间也不会被初始化。  

请注意观察那些关于途径的信息，编程系统在下装或修补

工程并执行一个 DCS/PLC 暖启动时，将处理变化了的或

者新插入的保持型变量。 

数 据 类

型 

指定变量的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决定变量可以具有哪种数

值，并且它们定义初值、可能值的范围以及所占的二进制

位数。 

初值 指定初值。在 DCS/PLC 程序中，第一次使用某个变量时，

会使用其初始值。  

初值必须符合所选择的数据类型。 

描述 用户定义的注释。将字符'#'输入到'描述'区域中，另外，

每个新变量的注释将包含新变量的当前号码，该号码在'

名称'组框中指定。 

PDD 指明变量已写入过程数据目录（PDD）中。 只有当您想

访问 DCS/PLC 上的某个地址对应的变量名称时，才需要

用到它。 

OPC 指明变量已写入*.csv 文件中。 只有当您想通过使用诸如

OPC 服务器等来访问变量，以便运行某个可视化客户机

程序时，才需要用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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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IO-Configuration——IO 配置 

‘IO-Configuration’在‘资源的下一层’，与‘Tasks’、‘Global_Variables’

并列。 

I/O 配置一般包含了对 I/O 模块的声明，例如：模块的逻辑地址(开始和结束

地址)，对设备的声明(驱动程序名称或存储器地址)，等等。当所连接的过程运

行时，DCS/PLC 通过 I/O 模块接收输入信号。依照 DCS/PLC 程序处理这些输

入信号。在一个工作周期之后，DCS/PLC 将输出信号传送到 I/O 模块。DCS/PLC

处理这些信号的方式，是通过 I/O 配置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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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程树——工程 

在工程树中选择工程选项卡，可以查看工程的程序结构。工程包含库、数据

类型、逻辑 POU 三部分，如图。 

 

 
 

在‘库’子树中，可以将库包括到工程中。  

在‘数据类型’文件夹中，可以添加一个工作单，以便声明用户自定义数据

类型。  

在‘逻辑 POU’子树中，保存了 POU，并且可以添加新的 POU。 

 

 

3.3.1 库 

库提供了功能块、功能、程序和数据类型。在包括一个库之后，您可以使

用当前正在编辑的工程中被包含的元素。 

 

3.3.1.1 库类型 

固件库是那些包含了由 DCS/PLC 制造商所提供的 POU 的库。固件库的文

件扩展名为*.fwl。 

Truhigh P700 系统提供了 2 个固件库：BIT_UTIL.FWL和 PROCONOS.FWL，

库文件说明详见《TIFS 功能块手册》。 

 

用户库是那些您以前已创建的、并想重新使用其中的 POU 的工程。用户库

的文件扩展名为*.mwt。 

Truhigh P700 系 统 提 供 了 3 个 固 件 库 ： TruHigh_Analog.mw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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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High_Logic.mwt 和 TruHigh_Motor.mwt，库中包含的功能块、功能说明见

《Truhigh P700 功能块手册》。 

 

3.3.1.2 库表示法 

在工程树的‘库’文件夹中，固件库由一个带有钥匙符号的书形图标 来

表示。这些图标不能被扩展。所包含的功能和功能块可以从编辑向导中的相应

库‘组’插入。 

用户库由一个(不带钥匙符号的)书形图标 来表示。它们可以被扩展(通过

双击该图标或者左键点击符号 '+')以显示所包含的 POU。可以查看所包含的

POU，但是不能改变它们。要想在工程中使用这些用户库 FU/FB，请从编辑向

导插入它们(类似于固件块)。 

3.3.1.3 插入固件库： 

1. 在“库”上点击右键，选择插入-固件库。 

 

 

2. 在打开的“包含库”对话框中选择要添加的库文件，然后点击包括。在

编辑向导中就可以看到添加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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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 插入用户库： 

在“库”上点击右键，选择插入-用户库。 

 

 

在打开的“包含库”对话框中选择要添加的库文件，然后点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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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向导中就可以看到添加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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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数据类型 

如果用户要使用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如：数组、结构，等等)，则这些数据

类型必须要在某个数据类型工作单中声明。这些工作单位于工程树的‘数据类

型’文件夹中。  

系统允许每个工程有一个数据类型工作单。这样，如果已经存在一个数据

类型工作单，则用于添加数据类型的所有命令和工具栏图标都处于不活动状态。 

插入一个自定义数据类型：鼠标右键点击‘数据类型’文件夹图标，并选择上

下文菜单项‘插入 > 数据类型’。在出现的对话框内输入一个工作单名称，例如

ARR1，并点击‘确定’，以将这个工作单插入到工程树中。 

 

编辑自定义数据类型：双击打开新建的工作单 ARR1，键入一下字符： 

 

 
 

 

以上代码定义了一个包含 100 个类型是 INT 的数组，数组名称是 DARA1 

 

 

3.3.3 逻辑 POU 

根据 IEC 61131-3，程序组织单元或 POU 是 DCS/PLC 程序的语言元素。它

们是包含了程序代码的小的、独立的软件单位。POU 的名称在工程内必须是唯

一的。 

三种不同的 POU 类型可用：程序 、功能块、功能 。 

每种 POU 都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变量声明部分和代码本体部分。两者都

被命名为'工作单'。 在声明部分，声明了所有局部变量。一个 POU 的指令或代

码部分包含指令，该指令是用所希望的编程语言编写的。 

 

3.3.3.1 功能 

 

功能是带有多个输入参数和恰好一个输出参数的 POU。调用带有相同值的

功能总是返回相同的结果。返回值可以是简单数据类型。在一个功能内，可以

调用另外的功能，但不能调用功能块或程序。不允许递归调用。功能的缩写为

FU。 

IEC 61131-3 表述了标准功能。依赖于所使用的硬件和 DCS/PLC 类型不可

TYPE 

DATA1:ARRAY [1..100] OF INT; 

END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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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所有的标准功能，也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固件功能。 

 

下面是一个标准 IEC 61131-3 功能列表： 

  

 类型转换功能，如 INT_TO_REAL  

 数值功能，如：ABS 和 LOG  

 标准算术运算功能，如：ADD 和 MUL  

 位串功能，如：AND 和 SHL  

 选择和比较功能，如：SEL 和 GE  

 字符串功能，如：RIGHT 和 INSERT  

 时间数据类型功能，如带有 TIME 数据类型的 SUB 

 

3.3.3.2 功能块 

 

功能块是带有多个输入/输出参数和内部存储单元的 POU。功能块的返回值

取决于其内部存储单元的值。功能块内可以调用另外的功能块或功能，但不能

调用程序。不允许递归调用。功能块的缩写为 FB。 

IEC 61131-3 表述了标准功能块。依赖于所使用的硬件和 DCS/PLC 类型不

可能使用所有的标准功能块，也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固件功能块。所有的 FB(IEC

定义的，库件 FB 和用户定义的 FB POU)可以很容易地被插入到一个正在使用

编辑向导调用的 POU 的代码体中。 

每个被调用的 FB 必须在调用 POU 的局部变量工作单中被声明。将调用其

它 POU 中的一个 FB 命名为实例化。 

 

下面是一个标准 IEC 61131-3 功能块列表： 

 

 双稳态元素，如 SR 和 RS  

 边沿检测功能块，如：R_TRIG 和 F_TRIG  

 计数器，如：CTU 和 CTD  

 定时器功能块，如：TON 和 TOF 

3.3.3.3 程序 

 

程序 POU 通常包含了功能/功能块调用的一个逻辑组合。程序的行为和用途

类似于功能块。程序具有输入和输出参数，而且可以具有内部存储区。不允许

递归调用。 

在创建一个工程时，MULTIPROG 自动声明了一个程序，用户声明一个新

的程序时，MULTIPROG 同事生成这个程序的变量工作单，并把它加载到

‘Tasks’目录下的第一个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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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一定要被关联到任务上。下图显示了一个带有两个程序的默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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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硬件组态 

 

 
 

 

本章分为下面四章： 

 

 

 4.1  系统概述 

 4.2  本地 IO 组态 

 4.3  ModBus 从站组态 

 4.4  DP 从站组态 

硬件组态用于在工程师站上定义应用系统的硬件配置。 

Truhigh P700 系列控制器支持本地 IO 模块、Modbus 从站、DP 从站、Profinet

从站和 HMI 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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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系统概述 

 Truhigh P700 PU710 控制器可以添加本地 IO，MODBUS 从站， HMI

人机界面等。 

 Truhigh P700 PU720 控制器可以添加本地 IO，MODBUS 从站，DP 从

站。HMI 人机界面等。 

 Truhigh P700 PU730 CPU 可以添加本地 IO，MODBUS 从站， 

PROFINET 从站、HMI 人机界面等。 

 

Truhigh P700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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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地 IO 组态 

 

如果 Truhigh P700 系统已经上电，可以通过在线扫描硬件的方式自动添加 IO

硬件组态。如果 Truhigh P700 系统未就位，也可以手动添加 IO 模块。 

 

4.2.1 自动添加本地 IO 

1. Truhigh P700 系统上电之后，把 CPU 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设置

电脑 IP 地址为 192.168.0.X，和 CPU 在一个 IP 段内。 

 

2. 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资源类型为 TIFS700_ARM9 的工程。选择菜单

栏-视图-总线配置，如图： 

 

 
 

3. 进入硬件组态界面，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网卡-本地连接，选择

本机可用的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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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后再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自动扫描，此时自动扫描有下一级

选项，为扫描到的 CPU，点击自动扫描－PU720（PU710、PU730）。 

 

 

 

5. 系统会自动添加扫描到的硬件，如图。 

 

 

 

此时检查硬件组态里的设备是否与现场实际设备数量、型号一致。硬件

组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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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手动添加本地 IO 

 

1. 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资源类型为 TIFS700_ARM9 的工程。选择菜单

栏-视图-总线配置 ，进入硬件组态界面，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

网卡-本地连接，选择本机可用的网卡。 

 

 

2. 然后再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手动添加，出现 CPU 选择对话框。 

 

 

3. 选择需要的 CPU，然后点击确定。CPU 出现在了硬件资源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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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开 PU720_0，点击本地 IO，右键点击鼠标，选择添加，弹出添加

IO 模块对话框。 

 

 

5.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添加 IO 模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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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后再根据现场时间的 CPU 的 IP 地址设置组态 IP 地址，查看修改

IP 地址详见 1.3 修改 Truhigh P700 控制器的 IP 地址章节。 

7. 在工程树中点击“硬件”，双击“Global_Variables”就可以打开变

量表，添加的硬件的通道变量自动添加到了全局变量表中，如图。 

 

4.2.3 CPU 编辑 

硬件资源PU710 右击弹出的菜单中选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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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CPU 编辑界面，如下图： 

 
名称：可修改 CPU 的显示名称； 

型号：可选型号； 

地址：从站使用，主站不可配置； 

IP 地址：可设 IP 地址； 

冗余：配置该工程或者该模块是否具备冗余功能，只有选中此项在工程

编译才会生成包含冗余信息的工程，下载到 CPU 后才能够根据冗余信息是

否执行冗余数据交互及冗余切换；如果选中此选项在编译工程的时候会检

测代码中是否使用了非冗余功能块（不能够实现冗余同步的功能块 TP、

TON、TOF、RS、SR、R_TRIG、F_TRIG、CTU、CTD、FPID），如果使

用了非冗余功能块则会弹出警告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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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站：可选 CPU 作为主站还是作为从站； 

组态方式：自动组态/手动组态； 

模式：作为从站时可选通讯方式是 RTU 还是 TCP； 

从站编辑：当主从站设为从站时，可配置和主站通讯的通道数量； 

 

保存后可在全局变量表里面看到对应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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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相应的变量所对应的地址： 

CPU_PU710_DR_CH00 为 离 散 输 入 寄 存 器 变 量 ， 对 应 的 PLC 地 址

是%QX12000.0； 

CPU_PU710_DRW_CH00 为线圈寄存器变量，对应的 PLC 地址是%IX12000.0； 

CPU_PU710_AR_CH00 为输入寄存器变量，对应的 PLC 地址是%QW12064; 

CPU_PU710_ARW_CH00 为保持寄存器变量，对应的 PLC 地址是%IW12064; 

从站 CPU 通信所使用的变量 PLC 地址是从 12000 开始的，此地址是系统生成

的地址禁止随意修改变动； 

主站同 CPU 从站通信时读写各个寄存器时所使用的地址都是从 0 开始的，例如

从机地址 0x01，寄存器地址为 0x0004，读 2 个保持寄存器：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起

始地址高

八位 

寄存器起

始地址低

八位 

寄存器数

量高八位 

寄存器数

量低八位 
CRCH CRCL 

0x01 0x03 0x00 0x04 0x00 0x02 0xXX 0xXX 

对应到上面全局变量表里面的变量就是 CPU_PU710_ARW_CH04。 

编辑完成后保存配置时，如果选择自动组态，当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会弹出下

面的窗口： 

 

点击确定或取消后还会弹出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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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点确定则组态会重新扫描组态并自动添加所连接的从站和 IO 模块，如果点

击取消则不会重新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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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ODBUS 从站组态 

如果 Truhigh P700 系统已经上电，可以通过在线扫描硬件的方式自动添加 IO

硬件组态。如果 Truhigh P700 系统未就位，也可以手动添加 IO 模块。 

4.3.1 自动添加 MODBUS 从站 

自动添加 MODBUS 从站是针对通讯模式配置为 Modbus RTU 模式的从站模

块，如果是 Modbus TCP 模式的不支持自动添加从站； 

1. Truhigh P700 系统上电之后，把 CPU 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设置

电脑 IP 地址为 192.168.0.X，和 CPU 在一个 IP 段内。 

2. 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资源类型为 TIFS700_ARM9 的工程。进入硬件

组态界面，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网卡-本地连接，选择本机可用

的网卡。 

 

 

3. 然后再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自动扫描，此时自动扫描有下一级

选项，为扫描到的 CPU，点击自动扫描－PU710（PU720、PU730）。 

 

 

4. 系统会自动扫描到所连接的硬件模块，包括 CPU、Modbus 从站和

IO 模块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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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动添加 MODBUS 从站 IO。 

从站通过扫描软件配置模式为 Modbus TCP，并且组态好 IO 模块，

如下图： 

 

先点击“描当前模块”，然后“保存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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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动添加完 MODBUS 从站后，右击从站，在弹出的菜单中有“自

动添加 IO”选项，点击该选项后从站下挂的 IO 模块能自动添加上； 

 

 
 

 

4.3.2 手动添加 MODBUS 从站 

1. 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资源类型为 TIFS700_ARM9 的工程。选择菜单

栏-视图-总线配置 ，进入硬件组态界面，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

网卡-本地连接，选择本机可用的网卡。 

 

 

2. 然后再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手动添加，出现 CPU 选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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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需要的 CPU，然后点击确定。CPU 出现在了硬件资源目录下。 

 

 

4. 展开 PU710_1，点击本地 IO，右键点击鼠标，选择添加，弹出添加

IO 模块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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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添加 IO 模块，如图。 

 

 

6. 右键点击 PU710_1，选择添加 Modbus 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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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弹出 NewCOM 的对话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从站类型，属性中‘位

置’为从站的地址，应和从站硬件上的拨码开关对应，然后点击确

定添加从站，如图。 

 

8. 然后在硬件组态目录下出现了 Modbus_Slave_1 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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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右键点击 Modbus_Slave_1 从站，选择添加，出现添加 IO 模块对话

框。 

 

 

10. 根据现场实际配置添加 IO 模块。 

 

 

此时硬件组态已经完成了。 

 

11. 点击“视图”下的”IEC 编程”，返回编程界面，然后在工程树中

点击“硬件”，双击“Global_Variables”就可以打开变量表，添加

的硬件的通道变量自动添加到了全局变量表中，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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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动添加标准 Modbus 从站，CPU 可通过标准的 Modbus 和标准的

Modbus 从设备进行通讯。添加标准的 Modbus 从站方法如图，右击

PU710 选择“添加标准 Modbus 从站”： 

 

 

在弹出的界面中配置好相应的通讯参数如下图： 

通信方式：TCP/RTU； 

如果配置成 TCP 的话还需要配置从站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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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寄存器配置注意事项： 

线圈寄存器和离散输入寄存器数据格式为固定 BOOL 类型； 

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每个寄存器占用两个字节（16bit），请根据所

选数据类型计算好寄存器地址，数据类型所占位数及取值范围请参考

MULTIPROG 帮助文档“基本数据类型”； 

寄存器地址能够连续起来的变量可以作为一个“IO 块”，例如上表中

的 C0、C1、C2 可以归为一个“IO 块”；每个从站最多可配置 30 个“IO

块”； 

上表配置完成后会在全局变量表自动生成相应的变量及对应的 PLC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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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13 个变量被分配成 6 个“IO 块”，并且自动在变量前面添加

了分站号前缀，防止变量名重复； 

在硬件资源中出现相应的组态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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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P 从站组态 

 

Truhigh P700 系列 PU720 CPU 可以配置 DP 主站，可以连接 DP 从站 CI720

来扩展远程 IO。 

Truhigh P700 系列 CPU 连接 DP 从站，需要先在 SYCON.net 软件下配置 DP

从站信息，然后导出配置文件，在从 MULTIPROG 软件的硬件目录中导入 DP

从站信息，完成硬件组态。下面介绍一下 PU720 连接 DP 从站 CI720 的组态。 

 

4.4.1 SYCONNET 安装 

 

1. 双击“SYCONnet netX setup.exe” 开

始安装。 

 

2. 选择语言界面。 

 

3. 然后进入准备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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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后进入欢迎安装界面，点击 Next，进入下一步安装界面。 

 

5. 选择‘I read the information’，然后选择‘Next’，进入安装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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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I accept the terms …’选项，然后选择‘Next’。 

 

7.  ‘User Name’和‘Organization’信息框中输入信息，选择‘Next’。 

 

8. 然后选择‘Complete’完整安装，然后选择‘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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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然后选择‘Install ’，进入安装安装界面。 

 

10. 在安装界面等待安装完成。 

 

11. 安装完成之后，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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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然后根据系统提示重启电脑，至此，从站配置软件 SYCON.net 安装

完成了。 

13. 打开 Truhigh P700 管理器，在“开始”->所有程序->SYCON.net 打

开软件。 

 

4.4.2 从站信息配置 

4.4.2.1 导入 Truhigh P700 从站的 GSD 

1. 在“开始”->所有程序->SYCON.net 打开软件，在选项中选择从站

配置软件 SYCON.net 的选项,打开 SYCON.net 软件。 

2. 第一次打开 SYCON.net 软件，需要设置一个管理员密码，密码也可

以设为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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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OK’后，进入 SYCONnet 软件。 

 

 

4. 点击菜单栏‘File’，选择‘New’，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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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后导入 Truhigh P700 从站的 GSD 文件。选择“Network”，然后

选择“ Import device Description”，在文件选择对话框中选择 

TIFS700.GSD 文件，然后点击打开。 

 

 

6. 在弹出 GSD 设备信息对话框中，显示了要导入的信息，然后点击

‘是’。 

 

 

7. GSD 文件开始导入。 



 第 4 章  硬件组态 

 105 

 

 

8. GSD 文件导入后，就开始进行 DP 组态配置了。 

4.4.2.2 DP 从站配置 

1. 在 SYCONnet 软件右边 FieldBus 目录中选择主站“Profibus DPV0”

→“Master” →“COMX 100XX-DP/DPM”,拖入编辑区内。 

 
 

2. 然后再把“Profibus DPV0”→“Slave” →“TF_CI720”或者需要

的 DP 从站，拖入编辑区，下挂在 DP 总线上，此处可以下挂 15 个

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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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编辑区内的 DP 从站“TF_CI720”，进入 TF_CI720 组态窗口。 

 

 

4. 首先插入通讯卡 CI720：选择“Modules”选项，在 Available Modules 

选项框中，选择“TIFS CI720”，然后点击‘Insert’，在“Configured 

Mudules”框中就出现了 CI720 通讯卡“TIFS_CI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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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Available Modules 选项框中，选择“DI710_DI16”，然后点击

‘Append’，在“Configured Mudules”框中就出现了 DI710_DI16。 

 

 

6. 同样的操作依次插入 IO 模块 DO710、AI740，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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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加完 IO 模块后，然后在点击“Congregation”-“Parameters”，

在“Mudules”下拉菜单中选择每个模块进行设置，主要是设置每

个模块的地址和信号类型，地址是按照模块实际安装序号从上往下

依次设置。 

 
 

8. 选择第一个 IO 模块 DI710，设置模块位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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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第二个 IO 模块 DO710，设置模块地址为 2。 

 

 

10. 选择第三个 IO 模块 AI740，设置模块地址为 3，通道值为热电偶类

型，选择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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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第四个 IO 模块 AI710，设置模块地址为 4，通道为信号类型，

选择为 4-20mA。 

 
 

12. 选择第五个 IO 模块 AI710，设置模块地址为 5，通道为信号类型，

选择为 4-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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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有参数设置完成之后，点击 OK，关闭组态对话框，返回

SYCON.net 编辑界面。 

4.4.2.3 导出 DP 的配置 

1. 所有设置完成后，下面要导出 DP 的配置文件了。在编辑区或者在

工程目录树“COMX 100XX-DP/DPM”主站上面右击，选择

“Additional Functions”→“Export” →“DBM/n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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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导出目录，并命名，如 DP_01,如图。 

 

3. 然后打开存放的目录，可以看到导出的从站配置文件文件。 

此时可以关闭 SYCON.net，从 MULTIPROG 中导入 DP 从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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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在 MULTIPROG 中导入从站配置文件 

1. 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资源类型为 TIFS700_ARM9 的工程。选择菜单

栏-视图-总线配置 ，进入硬件组态界面，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

网卡-本地连接，选择本机可用的网卡。 

 

2. 然后再右键点击硬件资源，选择手动添加，出现 CPU 选择对话框。 

 

 

3. 选择需要的 CPU，然后点击确定。CPU 出现在了硬件资源目录下。 

 

 

4. 右键点击硬件资源-PU720_0,选择‘添加 DP 从站’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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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出现的打开对话框中选择我们当初的 DP 从站信息文件

DP_01.nxd，然后点击打开。 

 

 

6. 在硬件目录下出现 TF_CI730_2 的 DP 从站，展开从站，可以看到

从站中所组态的模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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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DP 从站的硬件组态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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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用户程序编辑 

 

 

 

本章分为以下九节： 

 

 5.1  POU 编程 

 5.2  IL 指令表编程语言 

 5.3  ST 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 

 5.4  FBD 功能块图编程语言 

 5.5  LD 梯形图编程语言 

 5.6  SFC 顺序功能图编程语言 

 5.7  各类 POU 的调用 

 5.8  工程编译 

 5.9  工程仿真 

 

MULTIPROG 支持 IL、FBD、ST、LD 和 SFC 五种编程语言，其中 IL 和

ST 属于文本语言，FBD、LD 和 SFC 属于图形语言。一个完整的程序包括数

据变量和程序代码两部分，数据变量要在变量工作单中声明，代码要用 IL、

FBD、ST、LD、SFC 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的组合来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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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POU 编程 

Truhigh P700 系列 DCS/PLC 使用 MULTIPROG 编程软件，其编程语言和程

序结构符合 IEC61131-3 编程系统，在 IEC61131-3 中，程序和工程的建立是在

程序组织单元（POU）中完成的。 

POU 是程序组织单元（Program Organization Unit）的缩写，是 MULTIPROG

软件的基本构成元件，用户基于程序组织单元编写应用程序。 

POU 分为程序（Program）、功能块（Function Block）和函数（Function）

三种类型。其中程序是主体，程序可以调用功能块和函数，构成用户的应用程

序。 

5.1.1 变量工作单 

变量工作单是程序组织单元 POU 所对应的变量表。打开任意 POU 后，点

击工具栏上的变量工作单按钮 ，打开变量工作单，可以查看和编辑 POU 内

的变量，如图。 

 

右键点击变量，选择属性，可以查看修改变量的属性，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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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属性'也可以用来同时编辑几个声明中的属性。为此，首先您必须在

变量表格中选择要选的声明，然后调用对话框。在这种情况下，'名称'域包括未

被改变的入口'<<变量采集>>'。 

  如果已经用不同值(例如，使用'VAR'和'VAR_EXTERNAL'或者类型'CTD'和

'CTU')标记了声明, 那么适当的对话框域包括入口'<<不同值>>'。在改变这些值

之前，您应该早考虑到改变的结果。 

如果为已标记的声明(例如，为一个声明复选框'OPC'被设置和为其它声明不

被设置)复选框被设置不同，那么它们出现在亮灰色中。为了所有已选择的声明

激活或者不激活它们，多次点击相关的复选框，如图。 

 

 

 

下面介绍变量参数： 

对 话 框

元素 

含义 

名称 显示变量/实例的名字。 

当调用对话框'属性'时，在变量表格中，如果几个变量被标记，那

么'名称'域处于不活动状态并且显示入口'<<变量采集>>'。 

数 据 类

型 

在变量情况下：指定变量的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决定变量可以具

有哪种数值，并且它们定义初值、可能值的范围以及所占的二进

制位数。 

用法 在变量情况下：指定变量关键字。 

在程序类 POU 中，只能选择  VAR, VAR_EXTERNAL 和 

VAR_EXTERNAL_PG。  

在 功 能 块 类 POU 中 ， 该 列 表 框 包 含 了  VAR_INPUT, 

VAR_OUTPUT, VAR_IN_OUT 和 VAR_EXTERNAL 等关键字。  

在功能类 POU 中，只能选择 VAR 和 VAR_INPUT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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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N 在变量情况下： 

表示(将要)声明一个保持型变量。保持型变量是那些即使在关掉电

源的情况下仍保存值的变量。在进行一个暖启动的情况下，将使

用变量的最后值。 

初值 /默

认 的 隐

藏值 

在变量情况下： 指定初值。 

初值可以赋给那些具有 VAR、VAR_GLOBAL、VAR_INPUT 和 

VAR_OUTPUT 等用法的变量。初值不能用于 VAR_EXTERNAL 

声明。 

初值必须符合所选择的数据类型。  

在带有默认隐藏值的隐藏形式参数情况下(见下面对‘初值作为默

认值’复选框的描述)，这个对话框区域指定了默认使用的隐藏值，

它是在您将这个 POU 插入到另一个图形工作单时被默认地使用

的。 

在 FB 实例情况下： 不适用于 FB 实例。该域处于不活动状态。 

I/O 地址 在变量情况下： 指定变量地址，如果你想声明一个指定了地址的

变量。 

在 FB 实例情况下： 不适用于 FB 实例。该域处于不活动状态。 

描述 用户定义的注释。 

PDD 在变量情况下：指明变量已写入过程数据目录（PDD）中。 只有

当您想访问 DCS/PLC 上的某个地址对应的变量名称时，才需要用

到它。 

在 FB 实例情况下： 不适用于 FB 实例。该复选框处于不活动状

态。 

OPC 在变量情况下：指明变量已写入*.csv 文件中。 只有当您想通过

使用诸如 OPC 服务器等来访问变量，以便运行某个可视化客户机

程序时，才需要用到它。  

在 FB 实例情况下： 不适用于 FB 实例。该复选框处于不活动状

态。 

隐藏 仅仅可用于功能或功能块 POU 的输入和输出变量 (使用

VAR_INPUT 和 VAR_OUTPUT 关键字声明的)。 

如果标记了这个复选框，则在另一个图形工作单中调用(插入)这个

用户 POU 时，特定的输入/输出变量将不能作为块的形式参数出

现。 

初 值 作

为 默 认

值 

仅仅可用于隐藏的形式参数(VAR_INPUT/VAR_OUTPUT 声明)，

如上面的表行中所述。  

如果这个复选框被标记，‘初值’域中所输入的值被用作‘默认隐藏

值’(即使该输入域相应地被重新命名 - 见上面的‘初值’域的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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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新建逻辑 POU 

在工程树目录下单机工程，在“逻辑 POU”上点击右键，选择插入，点击

程序，如图，后者按下了‘INS’键。 

 

 

执行插入“程序”，弹出插入对话框。 

 

 

 

 

 



 第 5 章  用户程序编辑 

 121 

该对话框用于插入一个新的 POU，并指定其属性 

对话框元素 含义 

名称 指定对象名称。最多 24 个字符。 

类型 指定要插入对象的类型。取决于您想要插入新对象的位置，

一些单选按钮可能处于不活动状态。例如，您不能在 POU

内插入程序，或者在 FBD 功能块内插入动作工作单。 

语言 说明要插入对象的编程语言。如果您想在某个 POU 内插入

代码本体工作单，则可用编程语言已经由该 POU 语言所确

定。 

取决于您想要插入新对象的位置，当插入一个新的工作单

时，有些单选按钮可能是不活动的。例如，您不能在 POU

内插入数据类型工作单。 

返回值的数

据类型 

指定返回值的数据类型。只有在功能情况下才是有效的。  

当功能返回一个值时，该函数名称就是该输出值。 因此，

在功能POU中没有要声明的输出变量（使用VAR_OUTPUT

声明关键字）。 

使用保留 使用用于修补 POU 的 POU 保留存储区。‘使用保留’的值是

在‘数据区域’对话框中输入的，该对话框是通过点击您

DCS/PLC 的‘资源设置...’对话框中的‘数据区域...’按钮来调

用的。 

模式 指明新对象是在所标记的对象之前（单选按钮‘插入’）还是

之后（单选按钮‘追加’）插入。 

DCS/PLC 

类型 

指定 DCS/PLC 的类型。该列表框的默认表目（在打开对话

框时就被选定）是在工程属性对话框中设置的。 

处理器类型 指定处理器类型。使用默认值。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按钮，完成 POU 的创建，并在工作区域打开此

POU 的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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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逻辑 POU 的类型 

 

POU 有 3 种类型：程序（Program）、功能块（Function Block）、函数（Function）。 

 

 程序（Program） 

 

程序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编写的语句序列，或一组指令的集合。程序

是惟一可执行的应用程序的主体，程序可以调用功能块、函数和其他程序。

程序可以通过任务组态来激活，也可以通过其他程序来调用。 但是，这种

调用与函数以及功能块的调用是不同的，这种调用导致值被改变时，改变

的是被调用程序本身的值，而函数和功能块被调用时，改变的是调用它的

程序实例中的值。 

 

 功能块（Function Block） 

 

功能块是预先编好的、实现某种运算的程序。功能块本身不能单独执行，

可以由程序和功能块调用功能块执行。功能块的输入量可以是一个或多个，

输出量可以是一个或多个执行结果。和函数不同，功能块本身没有返回值。 

功能块声明以关键字 

 

 函数（Function） 

 

函数是预先编好的、实现某种运算的程序。函数本身不能单独执行，只

能由程序或功能块调用执行。函数的输入量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输出量只

有一个执行结果。 函数在被执行时，会对一系列特定的输入产生一个唯一

数据类型的输出结果，这个输出结果被赋给函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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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程序 

1. 新建程序 

在“插入”对话框中，选择类型为“程序(G)”，名称为 PRO1，语言为 ST，

编程语言详见《编程语言》章节，如图。 

 

 

2. 声明变量 

 
 

3. 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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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实例化 

程序可以在资源内部被实例化。程序实例的创建只需将一个程序关联到

一个任务，并在相应的对话框中输入实例名称即可。 

将一个新的程序 POU 插入到工程树的“逻辑 POU”文件夹中之后，系

统将自动创建相关的程序实例，并将其插入到硬件树的‘任务’文件夹中。 

通过这种方法，保证了您的工程中每个已经开发的程序都由 DCS/PLC 实际

执行。 然而，也可能您从‘任务’文件夹中删除了某个实例，那么必须要

手工地重新插入它，否则程序不执行。 

 
 

5.1.3.2 功能块 

1. 新建功能块 

在“插入”对话框中，选择类型为“功能块(U)”，名称为 FB1，语言

为 ST，编程语言详见《编程语言》章节，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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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块声明变量如下： 

 

 

3. 功能块编写程序如下： 

 

 

4. 功能块实例化： 

因为功能块总是具有一个内部存储区，所以，每当该功能块被用于一个

不同的存储区域时，有必要将它们的值保存起来。 

实例化意味着，一个功能块被定义一次而被使用多次。每当用编辑向导

插入一个功能块时，都会自动创建实例名称。 

通过 LD 语言编写的程序（例如程序名为：LD_PRO）调用功能块： 

程序 LD_PRO 变量声明如下： 

 

 

5. 在编辑向导中找到<My_Proj>中，找到自定义的功能块 F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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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后把功能块拖动到程序 LD_PRO 编辑区，然后出现变量属性对话框， 

 
 

7. 定义名称，然后点击确定，如图。 

 

 

 

下面是一个标准 IEC 61131-3 功能块列表： 

 

 双稳态元素，如 SR 和 RS  

 边沿检测功能块，如：R_TRIG 和 F_TRIG  

 计数器，如：CTU 和 CTD  

 定时器功能块，如：TON 和 TOF 

 

功能列表详见《Truhigh P700 功能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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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功能 

功能是不包括任何内部状态信息的 POU。对于带有相同输入参数功能的调

用，总会产生相同的输出值，功能只有一个输出。 

1. 新建功能 

在“插入”对话框中，选择类型为“功能 (B)”，名称为 FU1，语言为 ST，

编程语言详见《编程语言》章节，如图。 

 

 

 
 

 

2. 声明变量如下： 

 

 

3. 编写程序如下： 

 

 提示： 
函数不能选择 SFC 语言。 

功能的返回值，就是该功能的输出值。 因此，在功能 POU

中没有要声明的输出变量（使用 VAR_OUTPUT 声明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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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调用 

通过 LD 语言编写的程序（例如程序名为：LD_PRO）调用功能： 

程序 LD_PRO 变量声明如下： 

 

 

5. 在编辑向导中找到<My_Proj>中，找到自定义的功能 FU1。 

  

 

6. 把功能 FU1 拖到程序 LD_PRO。 

 

 

下面是一个标准 IEC 61131-3 功能列表：  

 

 类型转换功能，如 INT_TO_REAL  

 数值功能，如：ABS 和 LOG  

 标准算术运算功能，如：ADD 和 MUL  

 位串功能，如：AND 和 SHL  

 选择和比较功能，如：SEL 和 GE  

 字符串功能，如：RIGHT 和 INSERT  

 时间数据类型功能，如带有 TIME 数据类型的 SUB 

功能列表详见《TIFS 功能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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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L 指令表编程语言 

指令表编程语音的基本语句是指令表，它是一种底层语言，采用面向机器的

操作符，比较容易转换成可编程控制器的机器代码。但是指令表语言不适合阅

读，不适合做大型复杂的控制任务。 

5.2.1 创建一个 IL 程序 

使用 IL 编程，用户可在编程区键入代码，对于指令，可以直接键入或者从

‘编辑向导’中拖拽指令到编辑区。 

下面写一个加法运算的程序为例，说明 IL 的编程过程。 

1. 创建一个工程。 

2. 插入 IL 语言程序 

右键工程树中的‘逻辑 POU’，选择插入-程序，弹出的对话框中键入

程序名，如 IL_PRO，如图。点击确定，在逻辑 POU 中出现了建立的‘IL_PRO’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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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打开‘IL_PRO’程序，在编辑向导中选择‘<全部 FU 和 FB>’，

如图。 

 

 

4. 双击编辑向导中的‘ADD’函数，在编辑区域出现了加法运算符，然

后把程序补充完整，如图。 

 

 

 

5. 打开变量工作单，新建变量 IN1、IN2、OUT，类型为 REAL，用法为

VAR，如图。 

 

 

6. 点击制作，并下载程序，然后打开调试开关。分别在变量 IN1、IN2、

和 OUT 上右键点击‘添加到监视窗口’，然后在打开监视窗口，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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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别双击监视窗口中的 IN1、IN2 变量，写入 10.0 和 15.0，OUT 的值

则为 25.0，如图。 

 

 

 

 

至此一个完整用 IL 语言编写的程序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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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IL 的语句 

在 IL 语句中包含的元素有： 指令 、标号 、修饰符 、操作数 、算符运 、

注释。 

一个用文本语言 IL 编写的代码包括了一个指令序列。每条指令都从一个新

行开始。每一行的前面显示了一个行号。每一行从一个操作符开始，后面跟着

一个操作数。而且，可以用修饰符。IL 中的操作数可以是变量、直接量或功能

块实例名称。操作数是与指令中的操作符或功能一起来使用的。由于语法突出

显示，以不同颜色来显示变量元素：操作符及其修饰符为蓝色，变量和操作数

为黑色，注释为绿色，如图。 

 

5.2.3 IL 的操作符 

操作符  修饰符  操作数  描述  

LD N ANY 将当前结果设定为等于操作数 

ST N ANY 将当前结果保存到操作数位置 

S 1  BOOL 如果当前结果为 1，则将布尔操作数设

定为 1 

R 1  BOOL 如果当前结果为 1，则将布尔操作数设

定为 0 

AND N, (  ANY_BIT 布尔与 

OR N, (  ANY_BIT 布尔或 

XOR N, (  ANY_BIT 布尔异或 

ADD ( ANY_NUM 加法运算 

SUB ( ANY_NUM 减法运算 

MUL ( ANY_NUM 乘法运算 

DIV ( ANY_NUM 除法运算 

GT ( ANY_NUM 

+ ANY_BIT 

比较： > 

GE ( ANY_NUM 

+ ANY_BIT 

比较： >= 

EQ ( ANY_NUM 

+ ANY_BIT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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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 ANY_NUM 

+ ANY_BIT 

比较： <> 

LE ( ANY_NUM 

+ ANY_BIT 

比较： <= 

LT ( ANY_NUM 

+ ANY_BIT 

比较： < 

JMP  C, N  LABEL 跳转到标号 

CAL C, N  NAME 调用功能块 

RET C, N  1  从所调用的功能或功能块返回 

修饰符中 N 代表取反，C 代表只有在当前运算结果为真是才执行。 

5.3 ST 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 

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是高层语言编程语言，类似于 Pascal 编程语言。它用高

度压缩的方式提供大量抽象语言来描述复杂的控制系统。 

用文本语言 ST 编写的代码本体由语句和表达式组成。表达式是一个对语句

的执行返回一个值的结构。表达式由操作符和操作数组成。 

5.3.1 创建一个 ST 程序 

编辑 ST 语言代码本体工作单有两种方式：使用文本编辑器输入语句和表达

式，或使用编辑向导插入它们。推荐使用向导插入，因为它更方便且能防止错

误。使用 ST 语言时，编辑向导包含了许多标准关键字、功能和功能块可供插

入。 

下面创建一个小信号切除的程序：当输入信号 IN 小于 10.0 的时候，输出

OUT 等于 0.0，当输入 IN 大于或者等于 10.0 的时候，输出 OUT 等于输入 IN。 

1. 在工程树中逻辑 POU 上右键点击插入，创建一个 ST 语言的程序

ST_PRO，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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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新建的程序 ST_PRO，点击工具栏的变量工作单 ，创建变

量 IN 类型为：REAL，用法为 VAR。变量 OUT 类型为 REAL，用法为

VAR，如图。 

 

 

3. 打开编辑区，在编辑向导中，打开‘组’列表框，并选择‘关键字’，

如图。 

 
 

4. 将关键字 ELSE 拖动到编辑区，如图。标记绿色占位符，并用实际的运

算符(变量和值)替换它们。 

 

 

5. 然后补充语句，如图，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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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工具栏上的制作按钮 ，在没有错误和警告的情况下，点击工

具栏上的工程控制对话框按钮 ，然后在工程控制对话框中点击下

载。下载完成之后，打开工具栏上的调试开关 ，如图。 

 

 

7. 分别选择变量 IN 和 OUT，右击，选择添加到监视窗口，如图。 

 

 

8. 双击监视窗口中的变量 IN，写入 15.0，然后点击覆盖，如图 5.3.8。可

以在监视窗口查看 OUT 的值为 15.0，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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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双击监视窗口中的变量 IN，写入 5.0，然后点击覆盖，如图 5.3.10。可

以在监视窗口查看 OUT 的值为 0.0，如图。 

 

 

 
至此，一个完整的 ST 语言编写的程序就完成了。 

 

5.3.2 ST 的语句 

 

在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 ST 中，程序由语句组成，语句由表达式和关键字组

成。如一条赋值语句，它将位于右侧的表达式的值复制给位于左侧的变量，如

下面的范例所示： 

 

 
 

对于赋值语句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位于左侧的变量与位于右侧的表达式

值要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否则，必须使用类型转换。 

variableName :=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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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ST 语言编辑程序时，除了赋值语句，还可以用更多的语句（如选择语

句、循环语句或返回语句）。语句的关键字、语句的使用举例及其含义在下表

中。 

关键字  举例  描述  

RETURN RETURN；  返回语句:返回语句退出被调用的功能、

功能块或程序，并返回到调用 POU。 

IF IF a < b THEN c:=1; 

ELSIF a=b THEN c:=2; 

ELSE c:=3; 

END_IF;  

选择语句 :仅当所关联的布尔表达式

‘a<b’的值为 TRUE 时，才执行第一组语

句。如果该条件为 FALSE，则不执行任

何语句或执行跟在 ELSE 后面的那组语

句。 

CASE CASE f OF 

1: a:=3; 

2..5: a:=4; 

6: a:=2; 

b:=1; 

ELSE a:=0; 

END_CASE;  

选择语句:根据 CASE 关键字后面的表达

式的值，执行一组语句。变量或表达式‘f’

必须为 INT 数据类型。 

FOR FOR a:=1 TO 10 BY 3 DO 

f[a] :=b; 

END_FOR;  

循环语句:一组语句被反复执行，同时，

将变量‘a’从 1 开始，以 3 递增，到 10 结

束。起始点由赋给控制变量‘a’的值指明。

终值有跟在‘TO’后面的值指明，而递增

量由‘BY’后面的值表明。所有值必须具

有 ANY_INT 数据类型。  

注意：如果‘BY’没有出现，就使用默认

值‘1’。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值必须是 INT

数据类型。 

WHILE WHILE b > 1 DO 

b:= b/2; 

END_WHILE;  

循环语句:一组语句被反复执行，直到所

关联的布尔表达式‘b>1’的值为 FALSE。

语句的条件在循环的开始处执行。如果

条件值为 FALSE，则不执行循环体。 

REPEAT REPEAT 

a := a*b; 

UNTIL a <  10000 

END_REPEAT;  

循环语句.一组语句被反复执行，直到所

关联的布尔表达式 ‘a<10000’的值为

TRUE。语句的条件在循环的结束处执

行。如果条件值为 FALSE，则循环至少

被执行一次。 

EXIT FOR a:=1 TO 2 DO 

IF flag THEN EXIT; 

END_IF 

SUM:= SUM + a 

END_FOR  

退出语句。退出语句可被用于中止循环

语句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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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ST 的表达式 

表达式是一个对语句的执行返回一个值的结构，它由运算符和操作数组成。

在表达式里，运算符根据其优先级而被应用到操作数。在表达式里也可以调用

功能。操作数可以是直接量、变量或功能名称。 

 

在 ST 代码本体中，可以使用下列运算符： 

操作符  举例  例子的值  描述  优先级  

( ) (2+3)* (4+5)  45 括号 最高 

** 3.0**4 81.0 乘幂运算 1  

- -10 -10 求相反数 1  

NOT NOT TRUE false 按位取反 1  

* 10*3 30 乘法运算 1  

/ 6/2 3 除法运算 1  

MOD 17 MOD 10 7 模数运算 1  

+ 2+3 5 加法运算 1  

- 4-2 2 减法运算 1  

<,>, 

<=, >= 

4 > 12 false 比较 1  

= T#26h = T#1d2h true 相等 1  

<> 8 <>16 true 不相等 1  

&, AND TRUE & FALSE false 布尔与 1  

OR TRUE OR FALSE true 布尔或 1  

XOR TRUE XOR FALSE true 布尔异或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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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FBD 功能块图编程语言 

功能块图编程语言 FBD 是 IEC 标准的基础，一个功能块图编程语言的程序

是将各种功能块连接起来，编程语言的元素是函数、功能块和连接符号。 

下边用 FBD 编写一个用来计算一元二次方程 y=aX²+bX+c。 

5.4.1 创建一个 FBD 

1. 在工程树中逻辑 POU 上右键点击插入，创建一个 FBD 语言的程序

FBD_PRO，如图。 

 
 

2. 打开新建的程序 FBD_PRO，打开变量工作单，添加变量 y、x、a、b、

c，为 REAL 类型，用法为 VAR，如图。 

 

 

3. 在编辑向导中找到 ADD、MUL 和 EXPT 三个功能块，将他们拖拽到编

辑区，用线链接起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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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工具栏上的制作按钮 ，在没有错误和警告的情况下，点击工

具栏上的工程控制对话框按钮 ，然后在工程控制对话框中点击下

载。下载完成之后，打开工具栏上的调试开关 ，如图。 

 

 

 

5. 分别把变量 a、b、c、x、y 添加的监视窗口，然后打开监视窗口，如图。 

 

 

6. 给变量赋值 a=2，b=3，c=4，x=5，则可以看到结果 y=81，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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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D 编程语言和 LD 编程语言相似。 

至此，一个完整的 FBD 编写的程序就完成了。 

 

5.5 LD 梯形图编程语言 

梯形图编程语言 LD 是历史最久远的一种编程语言，梯形图源于电气系统的

逻辑控制图，逻辑图采用继电器、触点、线圈和逻辑关系图等表示它们之间逻

辑关系。梯形图编程语言采用的图形元素有梯形图网络，电源轨线、连接导线、

触点、线圈和功能等。 

LD 网络可以与 FBD 对象相结合。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调用功能和功能块，

并且可以将其连接到变量。另外，可以使用跳转、标号、连接符和返回。 

 

5.5.1 创建一个 LD 程序 

1. 在工程树中逻辑 POU 上右键点击插入，创建一个 LD 语言的程序

LD_PRO，如图。 

 

 

2. 点击编辑区域左侧的网络图标 ，在编辑区域出现一个梯形图的简单网

络，左侧是一个常开触点，变量名是 C000，右侧是一个线圈，变量名

是 C001，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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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常开触点 C000，出现触点/线圈属性对话框，在 I/O 地址（S）栏，

输入%IX0.0，表示 DCS/PLC 本机的第一个数字量输入通道，点击确定，

如图。 

       
 

4. 双击梯形图中线圈 C001，出现触点/线圈属性对话框，在 I/O 地址（S）

栏，输入%QX0.0，表示 DCS/PLC 本机的第一个数字量输出通道，点击

确定，如图。 

       
 

当变量 C000 接通闭合是，C001 也线圈也闭合。至此一个简单的 LD 梯

形图就编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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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在 LD 中插入一个 FB 

在使用 LD 编程时，有时会需要一个功能块，而编辑向导中没有，此时需要

自定义一个功能块，下面说明如何在 LD 中插入一个小信号切除的功能块 XXH。 

1. 首先插入一个名为 XXH、ST 语言编写的功能块，如图。 

 

 

2. 和编辑程序一样编辑功能块，打开新建的功能块 XXH 后，在变量工作

单中添加变量 IN 为 REAL，用法为 VAR_INPUT，变量 CQ 为 REAL，

用法为 VAR_INPUT，，变量 OUT 为 REAL，用法为 VAR_OUTPUT，

如图。 

 

 

3. 然后在编辑区键入代码如下： 

 

 

保存编辑之后的 XXH 功能块。 

 

 

4. 打开一个 LD 编写的程序，如之前建立的 LD_PRO，打开编辑相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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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组<MY_Proj>，可以看到自定义的功能块 XXH，如图。 

 

 

 

5. 把自定义的功能块 XXH 拖拽到编辑区，如图。 

 

 

 

6. 在程序编辑区分别给插入的功能块定义变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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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工具栏上的制作按钮 ，在没有错误和警告的情况下，点击工

具栏上的工程控制对话框按钮 ，然后在工程控制对话框中点击下

载。下载完成之后，打开工具栏上的调试开关 。把变量 V000、

V001、V002 分别添加到监视窗口，如图。 

 

 

在调试对话框可以赋值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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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SFC 顺序功能图编程语言 

 

图形语言 SFC 是由步和转换组成，这些步和转换是通过有方向的链接连接

在一起的。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动作块关联到一个 SFC 步。 

动作块由一个动作和相应的动作限定符组成。动作限定符说明动作是如何受

与其相关联的步的影响的。当 SFC 步变为活动状态时，所关联的动作会根据动

作限定符而被执行。动作既可以是一个布尔变量，也可以是一个 IL/ST/LD/FBD

代码体(被称为'明细')。 

转换代表了通过下一步继续处理的情况。如果一个转换变为 TRUE，则前一

个步被再执行一次，并且后一个的步成为活动状态。转换既可以是一个布尔变

量，也可以是使用 FBD 或 LD 编写的直接连接的布尔表达式。也可以在另一个

被称为明细的代码本体中，编辑将要执行的代码。 

所连接对象的集合被称为 SFC 网络。一个 SFC 网络必须具有一个初始步，

当调用该 SFC POU 时，这个初始步是第一个要被执行的步。可以在 SFC 网络

内插入并行分支(同步地执行)或选择分支(可选择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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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创建一个 SFC 程序 

 

创建一个红绿灯的控制程序为例，说明 SFC 编程语言的用法。 

 

5.6.1.1 创建一个 SFC 网络 

 

1. 插入一个工程，选 SCF 语言，程序名为 SFC_PRO。进入 SFC_PRO 的

编辑区，然后点击编辑区左侧的‘创建步转换序列’ ，

在编辑区就出现了一个 SCF 的‘步’S001，如图。 

 

 

2. 上图中，每个‘步’、‘转换’和‘动作’都有唯一的名称。接着点击

‘转换’T001，在点击‘创建步转换序列’，则在这个步的下面增加了

一个‘步’S002，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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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步’S002，再点击‘插入 SFC 分支’，则在‘步’S002 的右侧

插入了一个分支，分支带有一个‘步’S003，如图。 

 

 

4. 点击‘步’S003，然后点击‘创建步转换序列’，以此添加‘步’S004、

S005，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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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后点击‘转换’T002，点击‘插入步转换序列’，插入一个步 S006,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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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后点击‘步’S006，插入分支‘步’S007、S008、S009，如图。 

 

 

至此一个 SFC 网络建立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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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 编写程序 

 转换条件 

 

SFC 步的状态可以是活动的，也可以是不活动的。活动意味着该步实际

上正被 DCS/PLC 处理。关联到该步上的动作被执行。如果一个步变为不活

动的，则再执行一次该动作。一个没有相关动作块的步则等待后继的条件

变为真。 

 

 
 

 

1. 双击‘转换’T00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LD 语言，如图，然后点击

确定，进入 T001 的编辑状态。 

 
 

2. 在‘T001’转换中，编辑程序如下图。S001 是起始步，当全局变量 C000

为 1 的时候，T001 为 1，进入步 S002、S003。 

 

 

3. 打开 T003，编写程序如下，当‘步’S003 开始执行 8S 之后，开始执

SFC 步的状态由变量‘步骤名称.x’表示。如果该步是

活动的，则‘步骤名字.x’为 TRUE。这个变量也称为

步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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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步’S004。 

 

 

4. 打开 T004，编写程序如下，当‘步’S004 开始执行 3S 之后，转换 T004

置 1，进入‘步’S005。 

 

 

 

5. 双击打开 T002，编写程序如下，当‘步’S005 执行 2 秒之后，开始执

行‘步’S006、S007。 

 
 

6. 打开 T006，编写程序如下，当‘步’S007 开始执行 8S 之后，转换 T006

置 1，进入‘步’S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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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开 T007，编写程序如下，当‘步’S008 开始执行 3S 之后，转换 T007

置 1，进入‘步’S009。 

 

 

8. 打开 T005，编写程序如下，当‘步’S009 开始执行 2S 之后，转换 T005

置 1。 

 

 

至此，SCF 编程的转换条件编程完毕。 

 

 动作： 

 

1. 删除‘动作’A001。 

2. 将双击动作‘A002’名称更改为 NS_RED,(*南北红灯*)，选择动作类

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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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双击动作‘A003’名称更改为 EW_GREEN,(*东西绿灯*)，选择动作

类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 

4. 将双击动作‘A004’名称更改为 EW_GREEN_F,(*东西绿灯闪*)，选择

动作类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 

5. 将双击动作‘A005’名称更改为 EW_YELLOW,(*南北黄灯*)，选择动

作类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 

6. 将双击动作‘A006’名称更改为 EW_RED,(*东西红灯*)，选择动作类

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 

7. 将双击动作‘A007’名称更改为 NS_GREEN,(*南北绿灯*)，选择动作

类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 

8. 将双击动作‘A008’名称更改为 NS_GREEN_F,(*南北绿灯闪*)，选择

动作类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 

9. 将双击动作‘A009’名称更改为 NS_YELLOW,(*南北黄灯*)，选择动

作类型为明细，限定符为 N。 

10. 双击动作‘NS_RED’，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辑界

面。 

 

 

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其中，变量 NS_R 的地址为%QX6000.0，表示步 S002 激活时，NS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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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方向亮红灯。 

 

11. 双击动作‘EW_GREEN’，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辑

界面，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其中，变量 EW_G 的地址为%QX6000.5，表示步 S003 激活时，EW_G

东西方向的绿灯亮。 

 

12. 双击动作‘EW_GREEN_F’，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

辑界面，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表示当‘步’S004 激活时，EW_G 东西方向的绿灯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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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双击动作‘EW_YELLOW’，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

辑界面，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其中，线圈 EW_Y 地址为%QX6000.6，当‘步’S005 激活时，EW_Y

东西方向的黄灯亮。 

 

14. 双击动作‘EW_RED’，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辑界

面，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其中，线圈 EW_R 地址为%QX6000.4，当‘步’S006 激活时，EW_R

东西方向的红灯亮。 

 

15. 双击动作‘EW_GREEN’，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辑

界面，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其中，线圈 NS_G 地址为%QX6000.1，当‘步’S007 激活时，NS_G 南

边方向的绿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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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双击动作‘EW_GREEN_F’，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

辑界面，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其中，线圈 NS_G 地址为%QX6000.1，当‘步’S008 激活时，NS_G 南

边方向的绿灯闪亮。 

 

17. 双击动作‘NS_YELLOW’，选择语言为 LD，点击确定，进入动作编

辑界面，在编辑区编辑程序如下： 

 

 

其中，线圈 NS_Y 地址为%QX6000.2，当‘步’S009 激活时，NS_Y 南

边方向的黄灯亮。 

 

至此，一个完整的红绿灯程序就编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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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试程序 

点击工具栏上的制作按钮 ，在没有错误和警告的情况下，点击工

具栏上的工程控制对话框按钮 ，然后在工程控制对话框中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打开工具栏上的调试开关 。可以监视 SCF 程序。 

 

也可以打开全局数据库，查看信号灯变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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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SFC 的动作限定符 

 

限 定

符  

描述  功能  

N 不保存的 只要步是活动的，就执行动作代码本体或置位布尔变

量。 

R 超越复位 不再执行动作代码本体或者复位布尔变量。在使用‘S’

限定符之前，必须要置位动作。 

S 置位（保存

的） 

执行动作代码本体或者置位布尔变量。一旦(相关联

的)步变为活动状态，就保存这个(置位)状态。该置位

状态，仅能通过使用‘R’限定符，将该动作关联到另一

个不同的步上，来显式地复位。 

L 限时的 只要步是活动的，就执行动作代码本体或置位布尔变

量，但最多能持续所设定的时间间隔这样一段时间。 

D 延时的 在所设定的延迟时间流逝之后，再执行动作代码本体

或置位布尔变量。只要步是活动的，动作就保持活动

状态。如果步处于活动状态的时间比所设定的延迟时

间短，则动作不会变为活动状态。 

P 脉冲 步一变为活动状态，动作代码本体就执行一个操作周

期，或布尔变量就置位一个操作周期。 

SD 保存并延时 在步被激活之后，当又流逝了所设定的延迟时间之

时，就执行动作代码本体或保存并置位布尔变量，即

使步又变为不活动状态。该动作在被复位之前，将一

直保持活动状态。如果步处于活动状态的时间比所设

定的延迟时间还短，则该动作无论如何也会变为活动

状态的。 

DS 延迟并保存 在步被激活之后，当又流逝了所设定的延迟时间之

时，就执行动作代码本体或保存并置位布尔变量。该

动作在被复位之前，将一直保持活动状态。如果步处

于活动状态的时间比所设定的延迟时间短，则动作不

会变为活动状态。 

SL 保存并限时 只要步是活动的，就在一个固定时间间隔内，执行动

作代码本体或置位并保存布尔变量。如果步处于活动

状态的时间比该时间间隔短，则该动作也无论如何会

在整个时间间隔内处于活动状态。如果在该时间间隔

内，动作被复位，该动作马上就会变为不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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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各类 POU 的调用 

POU 的调用要遵循以下原则： 

 

 程序可以调用功能、功能块，程序通过任务配置来调用。 

 功能块可以调用功能和其他功能块。 

 功能可以调用功能。 

 POU 可以调用其他的 POU，但不允许递归调用。任何一个 POU 只有经

过触发才能够开始运算。 

 

 

5.8 编译工程  

在编辑了工程之后，您必须编译它。编译意味着将工作单中的内容翻译并转

换为可以被您的 DCS/PLC 执行的机器专用代码。编译过程由这样几个步骤完

成：  

 

1. 编译（即语法检查）不同工作单。 

2. 所编译的工作单被连接在一起，并且产生 IEC 中间代码。 

3. 产生必须要下装到 DCS/PLC 中的 DCS/PLC 代码。 

 

当编译时，消息窗口显示编译过程。任何检测到的错误和警告（例如，语法

错误、存储器或者文件问题）以及其它信息也被显示在适当的消息窗口页面中。

你可以利用消息窗口通过双击错误消息来访问可疑的代码本体工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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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编译器命令 

当完成编辑时，有几种可能来编译工程。在‘建立’子菜单中提供了相应

的菜单项，也可以在工具栏上选择。 

 ‘制作’ – 当完成编辑时，这是编译工程的标准模式。菜单项可被用

于编译所编辑的所有工作单。在工程树中，用星号标记这些工作单。在

使用‘制造’之后，产生 DCS/PLC 特定代码并且工程准备下载到

DCS/PLC。  

 修补 POU’ – 这个命令用于仅仅编译所更改的内容，例如调试了工

程之后可能会做一些修改。当 DCS/PLC 保持运行状态，即不中止

DCS/PLC 上的程序的执行的情况下，更改内容被自动下装到 DCS/PLC。

所以在将相应的工作单切换到联机模式之后，你能立即观察所做的更

改。在修补一个 POU 时，不必停止 DCS/PLC 上的程序执行。如果您的

DCS/PLC 支持，您也可以使用‘下装更改部分’特征，将程序中修改

的部分发送并应用到目标系统上。 

 ‘编译工作单’ – 此菜单项用于编译一个单一的编辑完的工作单。选

择这个菜单项意味着，当前代码本体工作单及相关的变量工作单内的语

法错误将被编译器检查。所有检查出来的错误和警告都会显示在消息窗

口。通过双击错误或警告能打开相关的工作单，在这里检查到错误。使

用‘编译工作单’不产生代码。 

当关闭或保存一个工作单时，系统会自动编译这个工作单。 

另外，变量工作单也会被编译。 

由于这个自动编译功能，每个用户自定义功能或功能块，都会在保存了

相应工作单之后，马上可以在编辑向导中使用。 

 ‘重建工程’ – 此菜单项用于第一次编译整个工程或者在用户库被更

改的情况下。它应该仅仅被用于这样几种情况：‘制作’产生了编译错

误、你已经对没有前端代码的工程进行了解压缩、或者在一个已被声明

的用户库中做了改动。 

使用‘重建工程’命令，将编译和连接所有工作单。检查出的错误和警

告显示在消息窗口。在通过语法检查之后，会自动产生 IEC 代码和专用

于具体 DCS/PLC 的代码。这样，工程就具备了下装到 DCS/PLC 上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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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制作”命令 

点击工具栏图标‘制作’ 或者<F9>快捷键，或选择菜单项‘建立 > 制

作’。 

 

编译过程被显示在消息窗口的‘建立’页面内。编译过程中所检测出的错

误和警告信息被记录在消息窗口的相应页面内。 

 

 

 

使用‘制作’菜单项/图标或者<F9>快捷键，已更改的工作单会被编译、连

接，并将产生更改后的 DCS/PLC 代码。在成功地执行完这几步之后，所修改的

工程就具备了下装到 DCS/PLC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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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工程仿真 

如果不连接 DCS/PLC，也可以通过仿真控制器进行仿真调试程序。 

1. 新建一个工程，在工程向导第 4步中选择资源类型为：eCLR_Simulation，

如图，直到完成。 

 
 

也可以在工程树 -硬件选择卡 -资源属性中修改控制器类型为：

eCLR_Simulation，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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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处理器类型后，选择工程树-硬件选择卡-资源-右键选择设置，设置

版本：eCLR_Simulation（Core：3.0.0），通讯类型选择为：仿真 1，如

图。 

 

 

3. 点击制作按钮 ，如果出现：0 错误，0 警告时，可以点

击工程控制按钮 ，激活 EasySim eCLR 1 。 

4. 点击工程控制对话框的下载、冷启，就可以对程序进行仿真测试了。 

5. 右键点击任务栏的 EasySim eCLR 1 ，选择 显示 I/O（I），打

开仿真控制软件。如果硬件中包括了 IO 模块，可以对 IO 模块进行模拟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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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OPC 通讯 

 

 
 

 

本章分为一下四节： 

 

 6.1  OPC 服务器设置 

 6.2  测试 OPC 服务器 

 6.3  上位机通过 OPC 连接 Truhigh P700 系统 

 6.4  IFIX 画面组态 

 

Truhigh P700 系列 DCS 系统提供了 OPC 数据接口，可以与多种上

位机组态软件进行通讯，方便工艺参数监控和设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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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OPC 服务器设置 

1. 全局变量数据库中的变量，选择有 OPC 属性的变量，都可以通过 OPC

与上位机通讯，如图。 

 

 

2. 在 Truhigh P700 管理器选择 OPC-OPC Configurator。 

 

 

3. 打开 OPC Configurator 窗口，在 OpcProject 上右击选择“New Resource”，

新建数据源。 

 
4. 在点击新建的数据源“NewResource”，在“Resource type”中选择 eC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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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可以对数据源重命名，例如命名为 PU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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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Setting…”按钮，打开 OPC 设置，如图，“Communication path”

选择为“TCP/IP”这里的 IP地址是指DCS/PLC的地址，超时时间Timeout

默认 2000ms。 

 

 

设置完毕后点击 OK，然后关闭 OPC Configurator。 

 

6.2 测试 OPC 服务器 

 

1. 在 Truhigh P700 管理器选择 OPC-OPC Test-Client，打开 OPC 测试客户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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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工具栏上的“connect to server”图标，连接 OPC 服务器。 

 

 

然后工具栏变为： 

 

 

3. 点击 Add all items”按钮，添加所以 OPC 数据。 

 

 

4. 这样就可以把用户在 MULTIPROG 数据库中设置为 OPC 变量的数据都

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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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可写的变量，我们可以通过工具栏上的“Write item”按钮进行修

改。 

 
 

我们给变量变量置 1，通过监视程序可以查看修改的变量。 

 
 

此时，Truhigh P700 系统的 OPC 服务器配置完成了。 

6.3 上位机通过 OPC 连接 Truhigh P700 系统 

以 IFIX5.0 上位机为例，说明上位机通过 OPC 连接 Truhigh P700 系统。 

CPU 运行程序为红绿灯控制，程序见 5.6 章节  《SFC 顺序功能图编程语

言》。 

6.3.1 IFIX 5.0 的 OPC 设置 

1. 首先运行 IFIX 5.0，然后在工程树中双击打开 系统配置-系统配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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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菜单栏-配置-SCADA 配置，在“I/O 驱动器名称”中选择可用的驱

动器“OPC-OPC Client v7.41a”，然后点击确定，再在 SCADA 配置对

话框中点击添加，然后点击确定关闭 SCADA 配置对话框。 

 

 

3. 然后双击驱动器 OPC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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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对话框中选择“Use Local OPC 

Client Driver”然后点击 “Connect”按钮。 

 

 

5. 然后出了 OPC 的配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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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后点击“add OPC server”按钮，在出现对对话框中选择“Use Local OPC 

Server”，然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7. 进入 Select an OPC Server 窗口，选择“OPC.OUT.PCOS.21”，然后单

击“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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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OPC 配置窗口出现了 Server1，然后点击“add Group”按钮。 

 
 

9. 然后点击“add Multiple Items”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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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弹出询问是否连接 OPC Server 对话框，点击“是”。  

 
11. 然后进入之后可以看到 OPC 服务器里的变量。 

 

 

12. 然后把变量全选后点击 OK，添加到 OPC 配置当中。 

13. 在配置中每个选项都把“Enable”勾选上，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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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然后点击把配置文件另存到 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PDB 目录下，命名为 OPC.OPC，点击工具栏中的“Setup”按钮

，选择第二个选项卡“Default Path”，设置如下。 

 

 

15. 然后点击启动按钮 ，配置完成之后关闭窗口。 

 

6.3.2 在 IFIX 5.0 数据库中添加变量 

 

1. 打开 IFIX 工作台，在工程树中选择 FIX-I/O 驱动器-发现与配置，然后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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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发现代理选择向导对话框中点击下一步。 

 

 

3. 选择 OPC Discovery Agent，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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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使用本地 OPC 服务器”，然后点击下一步。 

 

 

5. 选择 OPC 服务：OPC.OUT.PCOS.21，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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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完成。 

 
 

7. 然后在发现与配置软件总可以看到 OPC 服务器中的变量了，选择需要

导入数据库中的变量。 

 

 

8. 在选择的变量上右键，选择“IFIX-所有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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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弹出标签名和扫描向导对话框，默认所有参数，然后点击下一步。 

 

 

10. 示例中所以参数都是开关量，块类型中选择：DR-数字寄存器，然后点

击下一步。 

 

 



 第 6 章  OPC 通讯 

 181 

 

11. 点击下一步。 

 

 

12. 在 iFIX OPC 客户端选择中。展开 Server1，点击 Group1.然后点击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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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然后点击完成按钮。 

 

 

 

 
 

14. 然后再从变量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到 I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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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所选数据添加到数据库中。 

 

 

16. 打开 IFIX 数据库，通过向导添加的 OPC 服务器的变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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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IFIX 画面组态 

数据库变量添加完毕后，编辑画面。 

新建一个画面，保存名为：红绿灯。 

 

 

然后编辑运行画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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