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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以及本手册中所介绍的关联手册，同时在充分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正确的操作。 

为了安全使用产品，本手册以下述标识及图形符号来表示注意事项，并在此所示的注意事项中标识与安全相关的重要

内容，请务必遵守。 

 

!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
 

注意 
表示如果不注意相应提示，可能会出现不希望的结果或状态 

!
 

禁止 
表示禁止执行的相关指令、流程或拆卸动作，以确保产品的正确使用 

 

阅读后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便随时取阅。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TS 系列产品应特别注意回避在以下场所使用： 

 工作温度或湿度超出规格指定范围的场所 

 高湿度，易结成冷凝水的场所 

 温度变化剧烈的场所 

 受紫外线直接照射的场所 

 具有腐蚀性或可燃性气体的场所 

 具有高粉尘环境的场所 

 易受化学物质污染的场所 

 易受油性物质污染的场所 

 具有强烈冲击或振动的场所 

 阳光直射、暴露在风雨环境下的场所 

 HMI 主机与 PLC 等控制设备的通讯电缆、电源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电机等易产生干扰的设备。同时勿将控制



 

 

线与动力线、高压线在一个线槽或附近走线，否则易产生干扰造成设备误动作 

 在接通 HMI 主机电源前，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使用 HMI 控制 PLC 等控制设备前，必须使用组态编辑软件向 HMI 编写正确的组态控制画面程序 

 使用 USB 下载电缆对 HMI 进行数据传输前，务必在安装有组态编辑软件的 PC 上安装 USB 驱动程序 

 务必使用手指或专用触控笔操作 HMI 

 若快速、连续触控 HMI 可能会导致无法读取输入的内容。请在确认一个输入成功后，再进行下一个输入操作 

 背光灯熄灭或无显示时，避免无意触控 HMI。务必在确认系统安全后，方可触控 HMI 

 DIP 开关设定一经变更，必须按复位开关或断电重启 HMI 方可生效 

 安装电池时，务必使用规格规定的电池并正确安装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1 

前言 

首先感谢您选用 TS 系列产品！ 

在使用 TS 系列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正确使用产品以确保相关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主要是针对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后面简称“JuncAutoo DTools”）使用和设计方法的撰写。手册有

实体手册和电子版手册两种，电子版手册会附在 JuncAuto DTools 安装包中，软件安装完成后，可以在软件【帮助】

菜单中打开或通过元件属性的帮助按钮打开；或者在军创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jc-plc.com//免费下载。如需实体手

册的用户可与当地产品代理商联系购买。 

 

!
 

本手册涉及的内容可能会存在由于产品改进或其它原因，未能及时对手册部分内容进行更新，为保证

产品规格及附件等信息获取及时、正确，我们建议用户关注军创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手册更新和软

件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使用范围 

本手册为 JuncAuto DTools 提供操作指导，以配合相关产品的开发 

面向人员 

本手册可作为使用军创公司生产的 TS 系列产品，并具备自动化工程领域的基础知识，具有使用微软相关操作系统的

PC 经验。必要时，还应具备有 C 语言脚本编程知识和能力的用户、调试工程师、服务技术和维修技术等人员的参考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按照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顺序逐步介绍了使用 JuncAuto DTools 进行工程开发的流程、元件、组织方法、操

作细节和使用技巧等内容，手册分为入门篇、进阶篇、高级篇三大部分，初学者请从入门篇读起，对 JuncAuto DTools

有使用经验的人员可以浏览基础部分以扩充软件编程能力，资深人员可以直接进入第三部分进行高级编程学习 

手册符号和术语 

 安全符号和术语 

 

!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http://www.kinco.cn/Search.aspx?type=product&par1=1&par2=7&nodeid=168&l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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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
 

注意 
表示如果不注意相应提示，可能会出现不希望的结果或状态 

!
 

禁止 
表示禁止执行的相关指令、流程或拆卸动作，以确保产品的正确使用 

 
 一般信息符号和术语 

 

!
 

提供正确使用产品的提示或补充信息 

 表示链接到其他手册的相关信息 

※ 表示带有解释性，说明性，脚注的项目 

 表示提示性的内容 

☞ 表示链接到本手册的相关信息 

 
 术语 

 本手册使用的术语含义如下： 

本手册中使用的术语 含义 
JuncAuto DTools 表示用于军创公司生产的 TS 系列产品的工具软件：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HMI 表示军创公司生产的 TS 系列产品 
PLC 表示可编程控制器 
PC 表示个人电脑 
外部存储设备 表示军创公司生产的 TS 系列产品支持的标配 USB 存储设备或 SD 卡 

 以下术语有别于正式的商标名称和商标 

本手册中使用的术语 正式商标名称/商标 

Windows 98 Microsoft® Windows® 98 操作系统 
Windows Me Microsoft® Windows® Me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Microsoft®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Microsoft®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Windows Vista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操作系统 
Windows 7 Microsoft® Windows® 7 操作系统 
Windows 8 Microsoft® Windows® 8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Microsoft®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3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 

 以下术语为描述鼠标基本操作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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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操作步骤 图示 

单击 不移动鼠标，按一下鼠标左键，松开 

 

右击 不移动鼠标，按一下鼠标右键，松开 

 

双击 不移动鼠标，迅速按鼠标两下。该操作仅对鼠标左键有效 

 

拖曳 按住左键的同时移动鼠标，在目标位置放开左键 

 

悬停 移动鼠标至指定位置后停留 

 

输入 在输入框中按一下鼠标左键，松开，出现光标闪烁后，从键盘键入文本内容 A
 

操作 鼠标在空白处进行单击、右击或双击等操作 
 

使用本软件时的注意事项 

 根据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安装语言对应的 JuncAuto DTools。如在英文版操作系统中安装了中文版的 JuncAuto 

DTools，由于英文版操作系统的字库没有中文版 JuncAuto DTools 所需的字体，则会导致 JuncAuto DTools 软件部

分功能异常。 

 JuncAuto DTools 只能向下兼容不能向上兼容。即使用高版本的 JuncAuto DTools 编译过的工程不能使用低版本的

JuncAuto DTools 打开和编译；但使用低版本的 JuncAuto DTools 编译过的工程可以用高版本的 JuncAuto DTools

打开并编译。 

 使用工程密码保护、上传密码和反编译密码，请务必牢记该密码。军创公司不提供出厂恢复或万能密码服务。 

 JuncAuto DTools 与 HMI 的显示差别 

（1）在编辑组态时，为了方便用户做对齐参考，JuncAuto DTools 编辑画面有网格显示，但在 HMI 上的画面无

网格显示。 

在DTools上的显示 在HMI上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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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针元件使用刻度和表盘轴心时，在处理刻度和轴心大小上可能会存在以下显示差异： 

在HMI上的显示在DTools上的显示

 
（3）图形使用渐变色填充时，可能会存在以下显示差异： 

在HMI上的显示在DTools上的显示

 

产品支持 

 技术服务热线 

如果您在产品选型或使用过程中有疑问，可通过拨打我们的技术服务热线：0592-7168796 来联系我们的技术人员。 

 代理和办事处 

如果您对本手册中所描述的产品有任何疑问，请您与当地军创（厦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办事处和代理商联系。有

关用户培训等信息，请您登录公司网站获取相关内容，或直接联系当地代理商咨询培训计划。 

联系我们 

军创（厦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星路 96 号 建业楼 A705 室 

电 话：0592-7168796  

传 真：0592-7168726  

Email：jby@jc-plc.com  

修订说明 

手册编号 定稿日期 说明 

KO03CN01-1110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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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章主要介绍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的特点以及支持的功能。 

1.1 关于 JuncAuto DTools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以下简称“JuncAuto DTools”）是军创（厦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JuncAuto Automation 

(Shanghai) Ltd.（以下简称“军创”，“JuncAuto”）为 TS 系列开发的专用人机界面组态编辑软件。该软件为用户提供了

一个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化工、电力、印刷、纺织、食品、国防和工程机械，智能家居，高

速铁路等各领域。 

1.2 JuncAuto DTools 功能一览表 

 编辑操作功能 

功能 图示 备注 

批量修改字体属性 START STOP

SETTING

START STOP

SETTING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3.5
编辑字体属性】 

批量修改图形属性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2.3 
几何图形属性】 

批量复制窗口 Frame 0 Frame 10

Frame11

Frame12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3.3.3 
复制窗口/批量复制窗口】 

跨工程复制元件 

Project A Project B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5
窗口画面复制删除】 

批量设置元件对齐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2 
编辑菜单】 

批量设置元件同尺寸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2 
编辑菜单】 

批量设置元件等距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2 
编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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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叠加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2 
窗口画面显示方法】 

群组元件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8
群组功能】 

多重复制元件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7
多重复制】 

交换串口 

COM 0

COM 1

PLC 0

PLC 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9 交
换串口】 

交换设备 

HMI 0

HMI 1

PLC 0

PLC 1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0 
设备更换】 

 元件功能 

开关、指示灯 

功能 图示 备注 

指示灯显示设备地址
状态 

ONOFF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3 指
示灯元件】 

触控开关改变设备地
址状态 

ONOFF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 按
钮/开关元件】 

触控开关改变设备地
址的值 

D100:123à15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 按
钮/开关元件】 

数值/文本输入、显示 

功能 图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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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输入 
123

D100=123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4.1 
数值输入】 

数值显示 

D100=120
12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4.2 
数值显示】 

文本输入 

M H

I空格

D100

D101

HMI

4 D 4 8

2 0 4 9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5.1 
文本输入】 

文本显示 

M H

I空格

D100

D101

4 D 4 8

2 0 4 9

HMI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5.2 
文本显示】 

系统时间显示 15:22:54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4 
时间】 

文本注释 
PV
SV

100
12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3 文
字】 

数据传输 

功能 图示 备注 

定时传输数据 00:00:00

5
10
15

50

D100
D101
D102

D109

...

5
10
15

50

D0
D1
D2

D9

...

传输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2 
定时器】 

触控传输数据 

5
10
15

50

D100
D101
D102

D109

...

5
10
15

50

D0
D1
D2

D9

...

传输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4 
数据传输元件】 

触发传输数据 

M0:OFFàON 5
10
15

50

D100
D101
D102

D109

...

5
10
15

50

D0
D1
D2

D9

...

传输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4.2 
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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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数据传输 

5
10
15

50

RW0
RW1
RW2

RW9

...

5
10
15

50

D100
D101
D102

D109

...

传输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4.1 
配方数据】 

仪表、图表 

功能 图示 备注 

以仪表形式显示数据 

D100=15 0

10

20

3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4 
表针】 

以棒图形式显示数据 

D100=75

0

100

5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5 
棒图】 

以报表形式显示数据 

D100 0 27.4 30 20.4 25

D101 0 38.6 34.6 31.6 36

1st 2nd 3rd 4th 5th 

12/08/162

1

0

12/08/16

12/08/16

11:23:40

11:22:32

11:21:20

30

27.4

0

34.6

38.6

NO. DATE TIME CH 0 CH 1

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3.5 
数据报表】 

以曲线图形式显示数
据 

D100 0 27.4 30 20.4 25

D101 0 38.6 34.6 31.6 36

1st 2nd 3rd 4th 5th 

0

20

40

6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1 
趋势图】 

以散点图形式显示数
据 

D100 0 27.4 30 20.4 25

D101 0 38.6 34.6 31.6 36

1st 2nd 3rd 4th 5th 

0

20

40

6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1 
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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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影图形式显示数
据 

D100 0 27.4 30 20.4 25

D101 0 38.6 34.6 31.6 36

1st 2nd 3rd 4th 5th 

0

20

40

6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1 
趋势图】 

趋势图缩放 Normal

Zoom out

Zoom in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1 
趋势图】 

报警 

功能 图示 备注 

系统提示报警信息 PLC No Response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4 
触摸屏系统信息文本】 

系统报警信息显示自
定义 

PLC No Response PLC 没有响应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4 
触摸屏系统信息文本】 

发生报警时显示用户
登录的报警信息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2 2011/06/23 15:22:54                 15:25:13 Abnornal Temp.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44:23 Abnornal Temp.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54:20 Abnornal Temp.

！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
警元件】 

发生报警时以弹出窗
口形式显示报警信息 

！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Abnormal 

Temp.!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
警元件】 

发生报警时蜂鸣器鸣
响 

！ Beep...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
警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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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信息报警时间从
外部时钟获取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44:23 Abnornal Temp.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54:20 Abnornal Temp.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7.3 
系统时间与 PLC CPU 时间同
步】 

输入时间或文件号查
询历史事件记录 

Abnormal1 2011.06.23 14:01:00 0

Abnormal1 2011.06.23 14:44:20 1

Abnormal

N
O. Date Time State Conte

1 2011.06.23 14:44:23 220110623

Abnormal1 2011.06.2314:01:00 0
Abnormal1 2011.06.2314:44:20 1

Abnormal
NO. Date Time State Content

1 2011.06.2314:44:23 2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2 
外设历史事件显示】 

报警/事件登录信息导
入/导出 

CSV 
file

CSV 
file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
警元件】 

条件控制 

功能 图示 备注 

受限元件满足用户等
级条件时可进行操作 

Controlled by no security level 
Controlled by security level 3

Input level 3 passwor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7 
操作条件设置】 

受限元件满足用户权
限条件时可进行操作 

Controlled by access 2
Controlled by access 1

User access list

User1

User2

Access1 Access2 Access3

User1

Name

******
Log in

Name

Passwor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7 
操作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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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元件满足寄存器
状态条件时可进行操
作 

Operate condition

When...

Controlled by no condition 
Controlled by register state

ON OFF

ON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7 
操作条件设置】 

通知操作 

D100 100

Notify M0 turn on

Input:120 Input is 
accepted

100 120

ON

M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7 
操作条件设置】 

条件显示 

功能 图示 备注 

隐藏元件满足用户等
级条件时可显示 

Display by security level 3
Input level 3 password

Appear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8 
显示条件设置】 

隐藏元件满足用户权
限条件时可显示 

User access list

User1

User2

Access1 Access2 Access3Name

Display by access 1

User1

******
Log in

Name

Password

Display by access 2

AppearHide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8 
显示条件设置】 

隐藏元件满足寄存器
状态条件时可显示 

Display condition

When...

ON OFF

ON

Display by register state

Appear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8 
显示条件设置】 

 数据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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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图示 备注 
存储历史事件信息 

IC

SD

SAVE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7 
历史事件存储】 

存储趋势图采样数据 

IC

SD

SAVE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10 历史数据保存设置】 

存储操作记录 

设备停止3 2011.06.23 14:01:00

修改值（10）2 2011.06.23 14:44:20

设备运行

序号 日期 时间 用户名 日志

1 2011.06.23 14:44:23 Admin

Admin

Admin SD
SAVE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3 
触摸屏扩展属性】 

存储配方数据 

IC

SD
D100

D101

150
125

SAVE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4.1 配方数据】 

 数据清除功能 

功能 图示 备注 

清除历史事件记录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SRAM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警元件】 

清除趋势图历史采样
数据记录 

SRAM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3 
下载处理】 

清除历史配方数据 
D100

D101

150
125

SRAM

D100

D101

0
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3 
下载处理】 

 窗口切换功能 

功能 图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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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开关切换窗口画
面 

Frame 0 Frame 1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PLC 控制切换窗口 

Frame 0

Frame 10

D0:0à1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5 PLC 控制】 

在当前窗口上调用其
它窗口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8 
窗口元件】 

 密码保护功能 

功能 图示 备注 

工程密码保护 
******

确认

请输入密码

取消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1
工程保护】 

工程上传密码保护 

After inputing upload passwor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1
工程保护】 

工程下载密码保护 

After inputing download passwor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1
工程保护】 

工程反编译密码保护 
PKG 
file

WPJ 
file

After inputing decompile passwor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1
工程保护】 

用户等级密码保护 
Frame 0 Frame 10

Frame 10

Level 0 Level 3Input level 3 passwor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2 
窗口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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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密码保护 

Controlled by access 2
Controlled by access 1

User access list

User1

User2

Access1 Access2 Access3

user1

Name

******
Log in

Name

Passwor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3.2 元件用户权限保护】 

CSV 文件加密 
CSV 
file

CSV 
file

DecryptEncrypt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5 
数据加密】 

 外部输入输出 

功能 图示 备注 

获取条形码阅读器读
取的数据 

Bar-code Reader
135624

 

☞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
明】手册 

获取摄像头输入的画
面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0 
视频输入元件】 

将屏幕画面或数据打
印输出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 
打印】 

外接键盘鼠标输入 
123

 

 

 打印功能 

功能 图示 备注 

触发打印事件信息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15:25:54 Abnormal T
14:01:00 Abnormal T
10:50:01 Abnormal T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3 事件信息登录】 

触控打印屏幕画面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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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图曲线实时打印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1 
趋势图】 

PLC 控制打印屏幕画
面 

D0:0à10

Frame 0

Frame 1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5 PLC 控制】 

 上传/下载 

功能 图示 备注 

工程数据从PC机下载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7 编
译/模拟/下载/上载】 

将 HMI 上的工程数据
上传到 PC 机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7 编
译/模拟/下载/上载】 

工程数据从外部存储
器下载 S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将 HMI 上的工程数据
上传到外部存储器 SD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脚本功能 

宏指令 

功能 图示 备注 

通过宏指令执行数据
运算或控制触摸屏显
示 

1D100

M0

int MacroEntry()
{
  if(D100==1)
    { M0=1; }
       else
         { M0=0; }
return 0;
}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9 宏
指令】 

 其它功能 

功能 图示 备注 

开机画面定制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8 
开机画面（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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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语言切换 

English

中文日本語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6 
语言切换】 

时钟设置 

2011.06.23 09:52:50

2011.06.23 09:52:50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7 
时钟设置】 

保存屏幕截图功能 
SD

bmp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5 PLC 控制】 

寄存器地址索引（偏
置） 

D100

D101

100
10

D110=100
Initial address

Index address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1 
索引功能】 

PLC 站号索引（偏置） 

LW9416
1

Station：1 Station：2

LW9416
2

Station：1 Station：2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1 
索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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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次使用 

2.1 JuncAuto DTools 使用步骤 

JuncAuto DTools 使用步骤如图所示： 

安装
组态编辑软件

安装USB
驱动程序 启动组态软件 新建工程

保存，编译 编辑画面 新建画面 选择设备并配
置通讯参数

模拟 下载 退出组态软件
Kinco DTools

 
2.2 JuncAuto DTools 软件来源 

JuncAuto DTools 软件可在军创官网：http://www.jc-plc.com/ “下载中心”免费下载。 

2.3 JuncAuto DTools 安装和运行环境要求 

 

!  
使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操作系统时注意： 

 使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操作系统时，不要将 JuncAuto DTools 安装在系统盘 program 文件

夹（例如 C:） 

 登录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操作系统时，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在 JuncAuto DTools.exe 图

标上右击，选择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下图所示： 

 
 

2.4 安装/卸载 

JuncAuto DTools 集成了“简体中文”、“英文”、“韩文”和“俄文”四种语言的开发环境，请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语

言界面。 

2.4.1 JuncAuto DTools 的安装 

以简体中文安装界面过程为例，步骤如下： 

双击“Setup.exe”文件运行安装程序， 

进入欢迎界面 

选择安装界面语言，这里选择“简体中文” 

选择安装目录，软件默认安装到“的 C:\”根目录下，并在该目录下自动创建“JuncAuto”文件夹，如要定制目录安装，

请单击【浏览】更改安装目录。 

http://www.jc-p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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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安装 

软件将给出 JuncAuto DTools 安装状态的提示，单击【安装】则进入软件安装进程。 

安装成功 

如果软件安装成功，会给出一个安装完成的提示。单击【完成】，软件安装结束。 

安装结束后，JuncAuto DTools 会在【开始】菜单创建完整的启动目录，同时操作系统桌面会创建 JuncAuto DTools（集

成环境）和 TsManager 的快捷方式。 

在上述安装过程中，用户单击【取消】，可退出安装。 

2.4.2 JuncAuto DTools 的卸载 

执行卸载前，请先退出 JuncAuto DTools 程序。 

启动卸载程序 

方法 1：从【开始】菜单中卸载 

【开始】à【所有程序】à【JuncAuto】à【JuncAuto DTools】à【Uninstall】 

方法 2：从【控制面板】à【添加或删除程序】中卸载 

卸载过程 

选中“除去”，单击【下一步】即可进入卸载进程。其中： 

修改 高级用户，自定义要添加的新功能或选择要除去的已安装功能 

选择该选项可以进行软件的维护 

修复 重新安装 JuncAuto DTools 程序 

选择该选项可以进行软件的维护和更新 

除去 卸载 JuncAuto DTools 程序 

 

 如果在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下有增添文件或文件夹，请在软件卸载完毕后手动删除这些内容 

 

2.5 启动/退出 

2.5.1 JuncAuto DTools 的启动 

方法 1：从【开始】菜单中启动 

【开始】à【所有程序】à【JuncAuto】à【JuncAuto DTools】à【JuncAuto DTools】 

方法 2：双击桌面 JuncAuto DTools 快捷方式启动软件 

 首次启动 JuncAuto DTools 时，将显示如下窗口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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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首次启动 JuncAuto DTools 时，将自动打开上次操作的工程项目 

2.5.2 JuncAuto DTools 的退出 

启动 JuncAuto DTools 程序后，可按照下列任意一种方法退出程序： 

 单击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单击主窗口左上角的 JuncAuto DTools 图标，从显示的控制菜单栏中选择“关闭” 

 

 单击 JuncAuto DTools【文件】菜单，从下拉菜单中选中“退出” 

 同时按下键盘上的【Alt】键和【F4】键 

2.6 环境切换 

JuncAuto DTools 集成了“简体中文”、“英文”、 “韩文”和“繁体中文”四种语言的开发环境，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相

应的语言环境。 

用户可以通过软件菜单栏【选项】-【系统语言切换】将软件编辑环境切换到对应的语言界面。 

 将简体中文编辑环境切换成英文编辑环境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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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重启后即可进入英文编辑环境。 

 将英文编辑环境切换成简体中文编辑环境 

1

2

3  
软件重启后即可进入简体中文编辑环境。 

2.7 使用帮助 

用户在使用 JuncAuto DTools 软件时，可通过三种方式获取软件使用帮助。 

 在键盘上按【F1】键 

 通过元件属性对话框右下角的【帮助】按钮 

 通过软件【帮助】菜单 

2.8 升级/更新 

 

!
 

注意 

1.为确保产品的正确使用，禁止软件在未关闭的状态下进行更新、修复、卸载和重新安装 

2.软件升级前，为确保产品的正确使用，请完全卸载旧版本软件 

3.在使用新版本的软件更新旧版本软件做的工程前，请备份好旧版本做的工程 

 
最新的安装软件或升级包可以到军创公司网站“下载中心”下载：http://www.JuncAuto.cn/ 

2.9 工程兼容性 

2.9.1 JuncAuto DTools 制作的工程 

!
 

JuncAuto DTools 软件版本向上兼容，即老版本软件编的工程可以用新版本的软件打开，但新版本

软件编的工程无法用老版本软件打开 

2.9.2 非 JuncAuto DTools 制作的工程 

JuncAuto DTools 软件打开 JuncAuto HMIWare 或 JuncAuto HMIware_CZ 软件制作的工程，可点击【打开工程】图标，  

http://www.kinc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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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JuncAuto HMIWare 或 JuncAuto HMIware_CZ 软件制作的工程，会自动将原工程后缀改为.dpj 

提示是否

升级备份

是

否
退出打开工程

提示是否

另存工程

保存

取消

打开.wpj\.kcz
工程

低版本

高版本
直接打开工程，并在
原工程文件夹内生成

ProjWpjBK文件夹

打开工程，并在原工程文

件夹内生成ProjWpjBK，

ProjBK文件夹

打开工程，并在原工程文

件夹内生成ProjWpjBK，

ProjBK复制文件夹  
 

2.10 USB 驱动程序的安装 

 
 

!
 

USB 驱动程序必须手动安装，不能自动安装 

首次使用 JuncAuto DTools 时，需在 PC 中安装用于下载 HMI 程序的 USB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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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下述步骤手动安装 USB 驱动： 

用 USB 电缆连接 HMI 的 USB SLAVE 接口和 PC 的 USB HOST 口，正确连接 HMI 电源并打开电源开关，PC 操作

系统上将自动弹出【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后，单击【下一步】： 

选中“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然后选择“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并单击【浏览】： 

路径指向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下的“driver”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 

安装结束后，将显示“完成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单击【完成】后退出。 

如果用户在执行操作步骤 1 时，PC 未自动弹出【硬件更新向导】，而托盘区出现“发现新硬件”的气泡提示，此时打

开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器】à【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会有未知设备的检测图标出现，在该图标上右击，选择“更

新驱动程序”，如图所示： 

2
1

 

此时操作系统会自动弹出【找到新硬件向导】： 

 

选择“否，暂时不”后，单击【下一步】，然后继续根据前面的步骤安装 USB 驱动程序。 

安装完毕，操作系统托盘区会出现“新硬件已安装并可以使用了”的气泡提示，如图所示： 

 

同时打开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器】，可以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看到原未知设备已显示为“JuncAuto HMI USB”

的字样。此时设备驱动程序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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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能正确安装 USB 驱动，操作系统托盘区会有如下提示： 

 
同时，操作系统【设备管理器】中仍显示未知设备的图标，无“JuncAuto HMI USB”字样出现。遇此问题，请选择正

确的驱动程序目录重新安装 USB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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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工程 

本章以某火电厂中和池 PH 值控制系统为例来描述使用 JuncAuto DTools 制作组态工程的过程。 

3.1 工程需求 

工程现场要求中和池 PH 值控制系统具有自动控制模式和手动控制模式。 

M

M

M

初次中和池

二次中和池

储碱罐

储酸罐

循环泵
P01

酸计量泵
P02

碱计量泵
P03

电动阀
AV01

电动阀
AV02

电动阀
AV03

电动阀
AV04

外排

AIT01

AIT02

PH计

PH计

鼓风机
B01

LIT02

液位计

LIT01

液位计

LIT03

液位计

LIT04

液位计

 

 在全自动控制模式下，按“启动”按钮后，系统自动检测初次中和池中的水位，当液位计 LIT03 检测到水位达到

预定的高度时，则进入自动循环处理过程：关闭电动阀 AV01，打开电动阀 AV02，并启动鼓风机 B01 和循环泵

P01 进行曝气和循环搅拌。搅拌均匀后根据 PH 计 AIT01 的检测值来判断是启动酸计量泵 P02 还是启动碱计量泵

P03，当 AIT01 检测到 PH 值满足排放标准（6≤PH≤9）时，则停止 P02 或 P03，同时打开电动阀 AV01，并关闭

电动阀 AV02，将合格水排至二次中和池，此时二次中和池的液位计 LIT04 检测到的水位达到预定高度时则自动

检测 PH 计 AIT02 的 PH 值，若满足 6≤PH≤9，则关闭电动阀 AV04，并打开电动阀 AV03，将水排放到 LIT04

检测到的水位低于下限水位时关闭 AV03；若不满足排放要求，则关闭电动阀 AV03，打开电动阀 AV04，继续处

理。 

当检测到初次中和池水位低于下限水位时，则停止鼓风机 B01 和循环泵 P01，该次批处理完成；等到初次中和池

水位上升到预定高度时，则再进行下一批次处理。 

在循环处理过程中，液位计 LIT01 和 LIT02 实时监控储酸罐和储碱罐的液位，如低于下限液位则给出报警信息。 

 在手动控制模式下，每个批处理环节不是根据中和池的水位触发的，而是根据 AIT01 和 AIT02 的值单独对每个

批处理环节进行手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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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分析 

根据工程需求，可采用上位机、PLC 和检测仪表等构建该控制系统。 

PLC 主要完成数据（液位计和 PH 计）的采集、控制设备（鼓风机、循环泵、电动阀）启动/停止等任务；上位机则

使用 HMI 通过 RS-232C 通信方式与 PLC 进行通信，提供直观的人机交互界面，给予用户操作。 

根据以上系统分析，需配备以下设备和参数： 

 上位机系统配置： 

软件环境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硬件环境 运行 Windows XP/Vista/7 操作系统并安装有 JuncAuto DTools 软件的个人电脑一台 

TS 系列 HMI 一台（本例中选用 GL070） 

工业 PLC 一款（本例中选用 JuncAuto CPU306EX） 

DC24V 一个，为 HMI 供电 

AC220V 一个，为 PLC（JUNCAUTO-K306EX-24AR）供电 

USB 专用下载电缆一根（本例选用 USB 接口进行组态下载） 

HMI 和 PLC 通信用的 RS-232C 交叉电缆一根（本例中采用 RS-232C 通信方式） 

 PLC 地址分配 

设备 地址 设备 地址 

启动开关 SW01 I 0.0 液位计 LIT01 AIW 4 

紧急停止开关 SW02 I 0.1 液位计 LIT02 AIW 6 

鼓风机 B01 Q 0.0 液位计 LIT03 AIW 8 

循环泵 P01 Q 0.1 液位计 LIT04 AIW 10 

计量泵 P02 Q 0.2 电动阀 AV01 Q 1.0 

计量泵 P03 Q 0.3 电动阀 AV02 Q 1.1 

PH 计 AIT01 AIW 0 电动阀 AV03 Q 1.2 

PH 计 AIT02 AIW 2 电动阀 AV04 Q 1.3 

辅助继电器 AR01 M 0.0 (LIT01 液位值低于下限值时

接通) 

辅助继电器 AR05 M 0.4 (LIT03液位值低于下限值时

接通) 

辅助继电器 AR02 M 0.1 (LIT01 液位值高于上限值时

接通) 

辅助继电器 AR06 M 0.5 (LIT03液位值高于上限值时

接通) 

辅助继电器 AR03 M 0.2 (LIT02 液位值低于下限值时

接通) 

辅助继电器 AR07 M 0.6 (LIT04液位值低于下限值时

接通) 

辅助继电器 AR04 M 0.3 (LIT02 液位值高于上限值时

接通) 

辅助继电器 AR08 M 0.7 (LIT04液位值高于上限值时

接通) 

 HMI 画面规划 

自动控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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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初次中和池

二次中和池

储碱罐

储酸罐

P01

P02

P03

AV01

AV02

AV03

AV04

外排

B01

M

液位
2.5

液位
0.6

自动控制画面

手动画面
当前报警   

报警紧急停止

PH值
6.80

PH值
11.00

当前时间   2010.9.23  15:20

储碱罐液位低于下限
启动

a b b
b

c

d

d

d

d

e f g

h
h

h

hh

h

i

j

 

a. 棒图 

b. 位状态指示灯 

c. 多状态显示 

d. 数值显示 

e. 时间 

f. 事件滚动条 

g. 位状态切换开关 

h. 文本元件 

i. 功能键 

j. 定时器 

手动控制画面 

手动控制画面

自动画面

初次中和
池PH值

紧急停止

二次中和
池PH值

储酸罐

储碱罐

酸计量泵

碱计量泵

鼓风机

循环泵

电动阀
AV01

电动阀
AV02

电动阀
AV03

电动阀
AV04

6.80

11.00

2.5

0.6

报警当前报警   

当前时间   2010.9.23  15:20

储碱罐液位低于下限

a
cb e

d

b

f

 

a. 位状态切换开关 

b. 文本元件 

c. 数值显示 

d. 事件滚动条 

e. 时间 

f. 功能键 

报警显示画面 

报警显示画面

自动画面紧急停止 手动画面当前报警   

当前时间   2010.9.23  15:20

储碱罐液位低于下限

a

b cd

e

b

f

 

a. 事件显示 

b. 文本元件 

c. 位状态切换开关 

d. 时间 

e. 事件滚动条 

f. 功能键 

3.3 工程制作 

下面介绍使用 JuncAuto DTools 制作工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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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创建工程 

启动 JuncAuto DTools 

 
☞详情请参阅【入门篇 2.5.1 JuncAuto DTools 的启动】 

新建工程 

单击工具栏的 图标，建立工程 

输入工程名称；（本例设置工程名称为“中和池 PH 值控制系统”） 

选择工程文件夹保存路径； 

选择 HMI 型号、显示模式； 

单击【下一步】进行系统参数设置； 

 

3.3.2 设备选择、连接和参数设置 

设备选择——选择 PLC 型号（通讯协议） 

在系统参数设置窗口选择【串口 0 设置】，选择通讯协议“JuncAuto PLC Series”，单击【添加】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2  

1

 
如不需要通过导航来选择 PLC，可选择取消，然后直接到【元件库窗口】—【PLC】中拖动相应的 plc 到拓扑结构。 

参数设置——通信参数 

在对应序号的 plc 站号列设置站号 

根据实际 PLC 的通讯参数来配置串口 0 的参数，其他选项均采用默认设置 

可以在【系统参数设置】界面设置通信参数，也可以在拓扑结构窗口选中 HMI 双击，或鼠标右击，选择属性，在

弹出的【HMI 属性】框中设置。 

3.3.3 编辑组态画面 

打开组态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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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击 HMI 图标 

在弹出菜单中单击“编辑组态”，如图所示： 

2

1

 

系统将打开下图所示的组态编辑窗口工作区（系统默认打开为 Frame0 窗口） 

 

规划画面——新增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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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HMI 时，系统会自动建立编号 0~编号 9 的窗口，如左图所示。

其中，编号 1~编号 9 窗口为系统特殊用窗口，只有 Frame0 可为用

户使用，根据系统分析 HMI 画面规划，用户还需新增两个窗口 

添加窗口步骤如图所示： 

2

1

 

单击【画面】菜单，选择“添加组态窗口” 

系统弹出【新建窗口】属性框，其中“窗口名称”可自定义（本例使用系统默认名称“Frame10”），最后单击【新

建】按钮。同理，添加 Frame11 窗口 

 

窗口新增成功后，可在【工程结构窗口】中查看到，如左图所示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修改窗口背景色 

窗口初始背景色默认为黑色（RGB：0,0,0），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修改窗口背景色（本例设置窗口背景色为浅

灰色(RGB：182,18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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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背景色为RGB
(182,182,182)的效果

1

2

3

4

5A

6

操作步骤如下： 

在窗口空白区双击，弹出【窗口属性】对话框 

勾选“背景填充效果” 

单击“填充颜色” 

单击“自定义颜色”，系统弹出【颜色】属性框 
在颜色盘中选择所需的颜色或在红（R）、绿（G）、蓝（B）处填入 RGB 值 
最后单击【确定】按钮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制作画面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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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36

5

4

1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 图标，弹出【文本属性】属性框 

在【内容】栏内输入“自动控制画面”字样 

选中【使用矢量字体】 

在“字体属性”中设置： 

字体 微软雅黑 
大小 16 号 
对齐方式 居中 
颜色 黑色 

文本属性设置完毕，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属性框 

此时组态编辑窗口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方框，在合适的位置单击后可成功放置文本元件 
同理，创建“手动控制画面”和“报警显示画面”的窗口标题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绘制中和池 PH 值控制系统运行流程图 

分别用直线、矩形和多边形绘制中和池 PH 值控制系统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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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红色框选区域中的图形为例，绘制步骤如下： 

单击“绘图工具栏”的 图标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现“+”后，在规划位置上分别单击鼠标左键 7 次 

点击鼠标右键结束多边形绘制 

1 2
3

4

5 6

7
8

 
☞更多图形绘制方法请参阅【进阶篇 2.2 绘图】 
 

双击多边形，打开图形属性框 

设置多边形图形属性： 

线条颜色 黑色 
线条宽度 2 磅 
填充颜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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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绘制计量泵图形 

系统图库中没有所需的图形时可通过新建图形来实现。以计量泵图形为例， 

 新建图形 

单击数据库工具栏的 图标，弹出【新建图形】属性框 

按下图设置属性 

单击【建立】按钮进入向量图形编辑窗口 

1

3

2

 
 
 绘制图形 

在向量图编辑窗口，选中 state0，单击绘图工具栏的 图标 

~移动鼠标至下方黑色编辑区域，出现“+”字后按住鼠标左键往右下方拖拽，在合适的位置松开鼠标左键即
可绘制完成一个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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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同理，选中 state1，按绘制 state0 图形方式绘制 state1 的图形 

☞新建图形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 图库应用】 

 设置图形属性 

双击图形打开【图形】属性框，分别设置 state0 和 state1 的图形属性： 

 

state0 图形属性 state1 图形属性 

线条颜色 黑色 
线条宽度 2 磅 
填充颜色 白色 

 

线条颜色 黑色 
线条宽度 2 磅  
填充颜色 红色 

 

  
 

 保存图形 

计量泵图形绘制完成后，单击基本工具栏上的 图标，即可保存 pump.vg  

单击图形编辑窗口右上方的 图标，退出向量图形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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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同理，新建图形并绘制电磁阀图形 valve.vg，如左图所示：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添加位状态指示灯（计量泵、循环泵、电磁阀） 

分别添加 7 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用作计量泵、循环泵、电磁阀的工作状态指示。添加“位状态指示灯”元件步骤： 

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选中“位状态指示灯”元件并按住鼠标左键将其往组态编辑区域拖曳 

松开鼠标左键后弹出【位状态指示灯】属性框 

1
2

 

分别设定元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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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泵 P01/计量泵 P02/计量泵 P03 电磁阀 AV01/AV02/AV03/AV04 

读取地址 Q0.1 Q0.2 Q0.3 
功能 正常  
标签 使用；0：M；1：M 
字体类型 矢量字体 
字体属性 Arial，11 号，黑色，粗体 
图形 使用向量图：pump.vg 

 

读取地址 Q1.0 Q1.1 Q1.2 Q1.3 
功能 正常  
标签 不使用 
图形 使用向量图：valve.vg 

 

元件设置完毕，效果如图所示： 

 
最后添加文本注释，文本注释添加步骤同【制作画面标题】，效果如图：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添加位状态切换开关（启动、紧急停止） 

添加两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分别用作“启动”、“紧急停止”按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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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添加步骤同“位状态指示灯”。分别设定元件

属性为：启动/紧急停止 

读取/写入地址 I0.0 I0.1 
开关类型 复位开关 
标签 使用；0：启动/紧急停止；1：

启动/紧急停止 
图形 使用向量图； 

Button3-15.vg* 
Button3-12.vg* 

*Button3-12.vg/Button3-15.vg 从【系统图库】—

【向量图】—【按钮】中导入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添加功能键 

从【元件库窗口】—【功能元件】中分别拖出两个“功能键”元件用作切换画面至“报警显示画面”和“手动控制画面” 

 
元件添加步骤同“位状态指示灯”。分别设定元件属性为： 

手动画面 报警 

功能键 切换基本窗口[Frame10] 
标签 使用；0：手动画面；1：手动

画面 
图形 使用向量图：CONFIRM.vg 

 

功能键 切换基本窗口[Frame11] 
标签 使用；0：报警；1：报警 
图形 使用向量图：CONFIRM.vg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登录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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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单击数据库工具栏的 图标，打开【事件信息登录】属性框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事件】属性框 

登录第一条要报警的事件信息： 

地址 M0.0 
触发状态 开 
文字 储碱罐液位低于下限！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事件】属性框即完成一条事件信息登录 

同理，登录第二条要报警的事件信息： 

地址 M0.2 
触发状态 开 
文字 储酸罐液位低于下限！ 

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关闭【事件信息登录】属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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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自动控制画面——添加信息栏 

信息栏内容包括当前系统时间的显示和当前报警事件显示 

首先添加一个矩形图形和两条直线用作信息栏的背景效果。如图所示： 

 
图形属性分别设置为： 

矩形 直线 

线条颜色 白色 
填充颜色 黑色 

 

线条颜色 白色 
 

☞更多图形绘制方法请参阅【进阶篇 2.2 绘图】 

从【元件库窗口】—【功能元件】中拖出一个“时间”元件用作显示当前系统时间。元件添加步骤同“位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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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元件的属性设定为： 

日期 显示：YYYY.MM.DD 
时间 显示：HH:MM:SS 
字体类型 矢量字体 
字体属性 Arial，8 号，白色 
图形 不使用 
最后添加一个文本元件，输入“时间”字样用于标
注，如左图所示： 

  
 

从【元件库窗口】—【功能元件】中拖出一个“事件信息滚动条”元件用作滚动显示当前报警事件信息 

 

事件信息滚动条元件的属性设定为： 

格式(勾选) 事件触发时间 
标准时间格式 
扩展日期格式 
触发日期 

最后添加一个文本元件，输入“报警”字样用于标
注，如左图所示：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添加数值显示元件 

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分别拖出 4 个“数值显示”元件分别用作储碱（酸）罐的液位显示和初（二）

次中和池的 PH 值显示 

AIT02

AIT01

LIT02

LIT01

 
数值显示元件属性分别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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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计 AIT01/AIT02 液位计 LIT01/LIT02 

读取地址 AIW 0 AIW 5 
数据类型 无符号十进制数 
整数/小数位 2/2 
最小/大值 0/1400 
图形 不使用 

 

读取地址 AIW 4 AIW 6 
数据类型 无符号十进制数 
整数/小数位 1/1 
最小/大值 0/50 
图形 不使用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添加棒图元件 

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分别拖出 2 个“棒图”元件用作储酸（碱）罐的液位显示 

 

棒图元件属性分别设定为： 

储酸罐/储碱罐 

读取地址 AIW 4 AIW 6 
边框色 黑色 
正常色 绿色/蓝色 
下限/上限区 红色/黄色 
最小/大值 0/50 
报警下/上限 5/45 
图形 不使用 

 

 

编辑自动控制画面——添加多状态显示元件和定时器元件 

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拖出一个多状态显示元件用作鼓风机工作风叶转动的显示； 

 

多状态显示元件属性设定为： 

读取地址 LW 0 
状态数 3 
图形 使用位图：fan-05.bg* 

*fan-05.bg 从【系统图库】—【位图】—【风机】
中导入 

  
 

从【元件库窗口】—【功能元件】中拖出一个定时器元件用于控制多状态显示元件状态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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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元件属性设定为： 

触发方式 寄存器状态触发 
执行周期 1×100ms 
触发状态 ON 
触发地址 Q 0.0 
功能 设置状态 
数据类型 字 
地址 LW 0 
模式 周期递加（循环） 
递加/上限值 1/2 

 

 

编辑手动控制画面——添加位状态切换开关 

切换窗口至 Frame10。即单击【工程结构窗口】中的“10:Frame10”，按下图所示进行操作，组态编辑工作区的画

面即可切换到 Frame10 

窗口切换到
Frame10

 
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分别拖出 8 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用于控制电动阀、计量泵、循环泵、鼓

风机等设备的启动/停止 

 
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属性分别设定为： 

电动阀 AV01/AV02/AV03/AV04 鼓风机/循环泵/酸计量泵/碱计量泵 

读取/写入地址 Q1.0 Q1.1 Q1.2 Q1.3 
开关类型 切换开关 

读取/写入地址 Q0.0 Q0.1 Q0.2 Q0.3 
开关类型 切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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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使用 
图形 使用向量图:Button3-15.vg 

 

标签 使用 
图形 使用向量图:Button3-15.vg 

 

  
 

编辑手动控制画面——添加数值显示元件 

在添加“数值显示”元件之前先分别添加 4 个矩形用作“数值显示”元件的背景图形 

 

矩形图形的属性设定为： 

线条颜色 白色 
填充颜色 黑色 

 

 

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分别拖出 4 个“数值显示”元件用于显示储酸（碱）罐的液位和初（二）次中

和池的 PH 值 

 
数值显示元件属性分别设定为： 

初次中和池 PH 值/二次中和池 PH 值 储酸罐液位/储碱罐液位 

读取地址 AIW 0 AIW 2 
数据类型 无符号十进制数 
整数/小数位 2/2 
最小/大值 0/1400 
图形 不使用 

 

读取地址 AIW 4 AIW 6 
数据类型 无符号十进制数 
整数/小数位 1/1 
最小/大值 0/50 
图形 不使用 

  

编辑手动控制画面——添加信息栏 

手动控制画面的信息栏与自动控制画面的信息栏相同，因此可从自动控制画面将信息栏复制后粘贴到此画面 

在自动控制画面将信息栏全选后，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复制】 



入门篇 制作工程 

 41 

切换画面至手动控制画面，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粘贴】 

1

2

3

4

 

编辑手动控制画面——添加紧急停止按钮和切换画面按钮 

从自动控制画面将紧急停止按钮和切换画面按钮复制后粘贴到此画面 

 

双击“手动画面”按钮，打开【功能键】属性框后，

修改属性如下： 

功能键 切 换 基 本 窗 口
[Frame0] 

标签 使用 
0：自动画面 
1：自动画面 

 

 

编辑报警显示画面——添加事件显示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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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窗口至 Frame11。 

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拖出一个“事件显示”元件用于显示事件信息登录里登录过且被触发的报警信

息 

 

事件显示元件属性设定为： 

读取地址 LW1 
格式 序号 

事件触发时间 
确认时间 
恢复正常时间 
标准时间格式 
扩展日期格式 
触发日期 

 

 

编辑报警显示画面——添加信息栏 

添加步骤同【编辑手动控制画面——添加信息栏】 

编辑报警显示画面——添加紧急停止按钮和切换画面按钮 

从手动控制画面将紧急停止按钮和切换画面按钮复制后粘贴到此画面 

 

双击“报警”按钮，打开【功能键】属性框后，修

改属性如下： 

功能键 切换基本窗口[Frame10] 
标签 使用；0：手动画面；1：

手动画面 
 

 

3.3.4 工程保存 

单击基本工具栏的 图标，对编辑好的工程画面进行保存。 

3.3.5 工程模拟 

完成工程组态的编辑后，可通过“离线模拟”功能来仿真组态工程运行时的效果而不必每次下载工程到 HMI 中，可以

极大的提高编程效率。离线模拟前要先将组态工程进行编译。 

单击系统工具栏的 图标，对工程进行编译。 

编译成功后，单击系统工具栏的 图标，弹出【KHSimulator】对话框 

选中要编译的 HMI，然后单击【模拟】按钮 

开始模拟，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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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工程下载 

离线模拟只能够反映工程画面显示效果，由于涉及到 PLC 设备数据的采集和输入输出控制，组态工程需要下载到 HMI

里面运行，并与 PLC 设备建立通信才能看到实际的运行结果。工程下载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下载方式。单击系统工具的 图标，弹出【工程设置选项】对话框 

在【下载方式】中选择“USB”（本例使用 USB 下载方式）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工程设置选项】对话框 

单击工具栏的 图标，弹出【KHDownload】对话框 

选择要下载的 HMI，单击【下载】按钮，开始下载 

3.4 工程文件夹介绍 

工程项目文件夹指用于组态工程数据存储的专用文件夹，它在工程建立时自动生成，并在制作工程的过程中生成对应

操作的文件。下面简要介绍工程项目文件夹里的主要操作文件。 

名称 说明 
HMIn “n”为数字，工程中使用的所有 HMI 都会有独立的文件夹，该文件夹主要用于存放宏指

令文件，工程文件等 
image 存放工程中使用的位图原始图片 
ProjBK 存放软件升级后，打开旧版本软件建立的工程时对原工程进行备份后保存于此文件夹中 
sound 存放工程中使用的声音原始文件和转换文件 
tar 工程编译用数据文件 
temp 工程缓存文件夹，主要用于存储最后一次用户要求保存的数据 
vg 存放工程中使用的向量图和位图 
KHWindows.dat 系统文件 
PLCGEDefaultProperties 系统文件 
name.dpj 工程管理文件，可用 JuncAuto DTools 打开编辑的文件格式 
name.bak 系统自动备份数据文件 
name.pkg、name.pkgx 编译后生成的数据包文件，用于下载到 HMI 运行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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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界面 

1.1 界面布局 

当启动 JuncAuto DTools 后，显示的主界面如图所示： 

a

b

c

d

e

f

g
h

i
 
a. 软件菜单  b. 工具栏  c. 编辑工作区  d. 元件库窗口  e. 工程文件窗口  f. 工程结构窗  g. 编译信息窗口  h. 

元件列表窗口  i. 状态栏 

JuncAuto DTools 用户界面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 

 菜单 

 工具栏 

 软件窗口 

 编辑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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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菜单 

1.2.1 文件菜单 

 工程另存为：使用新的路径名称保存工程 

 工程密码保护：设置打开工程密码 

 最近打开过的 4 个工程：显示最近打开过的 4 个工程，方便用户直接打开工程 

 退出：关闭软件，软件会提示用户保存未保存的工程 

1.2.2 编辑菜单 

 撤销：取消这次编辑的操作回到上一次；恢复：恢复这次编辑的操作 

 

!
 

只能撤销和恢复一步，不支持多步撤销和恢复 

 

 查找/替换：查找/替换元件地址，元件标签 

 微调：左移/右移/上移/下移一格：将选中的元件往左/右/上/下移动一个像素点 

 对齐：左/右/上/下/垂直中线/水平中线对齐：将选中的元件对齐 

 尺寸：等宽/等高/相同尺寸：将选中的元件设置成相同的宽度/高度/相同尺寸 

 层次：置顶/置底/向前一层/向后一层：调整多个叠放在一起的元件的叠放顺序 

 组合/取消组合：将多个元件组合在一起，或者取消组合在一起 

 水平间距相同/垂直间距相同：将选中的多个元件设置为水平间距/垂直间距相同 

 水平居中/垂直居中：将选中的元件设置为水平居中/垂直居中 

 水平翻转/垂直翻转/旋转 90 度：将选中的元件水平翻转/垂直翻转/旋转 90 度 

 全选元件：将画面里所有元件全部选中 

 显示网格：画面显示网格；对齐网格：按网格方式对齐；定义网格间距：自定义网格的间距 

 锁定元件位置：将元件锁定，不能再移动 

 

 锁定的元件支持复制粘贴 

 
 重置工具栏：将工具栏恢复为默认状态 

1.2.3 查看菜单 

 语种：快速切换语种 1,2,3,4 

 状态：快速切换状态 0,1,2,3 

 画面缩放：25%~300%；正常尺寸：按照正常的 1:1 比例显示 

 显示元件名称：是否显示元件的名称 

 显示对齐线：移动元件过程是否显示对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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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元件尺寸：拉伸元件过程中是否显示当前元件尺寸 

 属性：窗口或元件的属性 

1.2.4 画面菜单 

 添加组态窗口：添加组态窗口 

 删除组态窗口：删除组态窗口 

 当前窗口属性：打开当前窗口属性页 

 复制删除窗口：复制删除窗口 

 编辑启动画面：编辑开机 logo 

1.2.5 绘图菜单 

 静态文字：添加静态文字 

 加载位图：单击【加载位图】进行图片浏览，导入图片到位图里 

 透明颜色：将位图做透明处理 

 彩色灰度转换：单击【彩色灰度转换】，将彩色图片转换成灰度图片 

1.2.6 元件菜单 

 群组元件：使用群组元件；保存群组元件：保存群组元件到系统图库 

☞关于元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 元件】 

1.2.7 库菜单 

 新建图形：添加新的图形；导入图库：导入系统默认图库里的图形 

☞关于元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 元件】 

1.2.8 工具菜单 

 下载方式选择：选择下载方式为：USB/串口/网口 

 配方编辑器：打开配方编辑器窗口 

1.2.9 选项菜单 

 工程默认路径：设置工程保存的默认路径 

 压缩大尺寸位图：工程中使用位图较多的时候，使用压缩大尺寸位图减少工程大小 

 系统语言切换：切换显示组态软件多语言界面 

 默认矢量字体设置：设置工程中当前默认矢量字体 

 系统参数设置：设置工程中的 HMI 通讯连接、参数、是否组网 

1.2.10 物联网菜单 

 阿里云 IIOT：设置物联网云相关参数 

1.2.11 窗口菜单 

 层叠窗口：将目前开启的窗口重叠排列 

 水平平铺窗口：将目前开启的窗口水平排列 

 垂直平铺窗口：将目前开启的窗口垂直排列拓扑结构窗口：HMI 和 PLC 连接以及通讯参数设置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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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态编辑窗口：用户编辑画面窗口 

 关闭全部窗口：关闭当前开启的程序 

1.2.12 帮助菜单 

 JuncAuto DTools 手册：JuncAuto DTools 使用手册 

 通讯连接说明：JuncAuto DTools 和各厂家 PLC 或控制器通讯连接说明 

 版本信息：软件版本信息 

1.3 工具栏 

1.3.1 基本工具栏 

删除

打开
保存

新建

剪切
复制

多重复制
粘贴

显示元件名称
属性

关于

打印
查找

恢复
撤销

 

1.3.2 绘图工具栏 

选择 几何图形绘制工具
静态文字

加载位图
对象颜色

填充颜色

对齐网格

透明颜色
彩色灰度转换

显示网格  
 选择：单击【选择】图标，可取消已经选中的对象 

1.3.3 画面切换工具栏 

添加组态窗口
删除当前窗口

当前窗口属性
上一个窗口

窗口列表
下一个窗口 放大

放大缩小倍数列表

1:1正常大小
缩小

 
1.3.4 位置调整工具栏 

a b c d e f g h i  
a：左移一格/右移一格/上移一格/下移一格 

b：左对齐/右对齐/上对齐/下对齐/垂直中线对齐/水平中线对齐 

c：等宽/等高/相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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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置顶/置底/向前一层/向后一层 

e：组合/取消组合 

f：水平间距相同/垂直间距相同 

g：水平居中/垂直居中 

h：水平翻转/垂直翻转/旋转 90 度 

i：锁定元件位置 

1.3.5 线宽工具栏 

设置线条宽度，1-8磅可设  
1.3.6 线条风格工具栏 

线条样式 箭头样式  
1.3.7 系统工具栏 

下载方式选择

编译 反编译
直接在线模拟

间接在线模拟
离线模拟下载

清除编译结果
全部编译

 

1.3.8 数据库工具栏 

新建图形
编辑启动画面

导入配方
加入宏代码

声音库
导入位图PLC控制

事件信息登录

文本库
地址标签
报警信息登录

 

1.3.9 代码编辑工具栏 

代码编辑工具栏：暂不支持 

1.3.10 填充效果工具栏 

填充样式0~26 不填充
 

 填充样式 0~26：当【窗口属性】勾选【背景填充效果】，则可选择窗口的 26 种填充样式，填充样式 0 表示无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5  

填充样式。 

 不填充：使用了【背景填充效果】以后，单击【不填充】图标则取消窗口填充颜色和填充效果。 

1.3.11 标签位置工具栏 

标签位于元件边框的位置
 

1.3.12 状态切换工具栏 

快速切换状态0~3 切换状态0~255 切换语种1~32  

1.3.13 字体工具栏 

点阵字体/矢量字体/图形模式 字体 字号

字体颜色
右对齐

加粗

居中
左对齐

斜体  
1.3.14 状态栏 

 

 【状态栏】：显示鼠标的 x，y 坐标和元件的宽度和高度。 

1.3.15 提示文字 

 

 【提示文字】：当鼠标悬停在【工具栏】图标上时，会显示相应的提示文字。 

1.3.16 按钮去哪儿了？ 

 
 【按钮去哪儿了？】：单击【按钮去哪儿了？】向下箭头，会显示【显示/隐藏面板】，供用户开启已经关闭的

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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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软件窗口 

JuncAuto DTools 软件窗口包括：元件库窗口，工程文件窗口，工程结构窗口，编译信息窗口，元件列表窗口。 

1.4.1 元件库窗口 

元件库窗口是编辑组态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窗口之一，它主要用于提供组态编辑中所需的设备、元件等设计元素。 

元件库窗口主要由六大元素库构成： 
通讯连接方式 触摸屏 PLC/控制器 

   

常用元件 功能元件 数据库元件 

   

 

 
1. 在元件库窗口上点击鼠标右键，可切换显示元件库图标为大图标或小图标： 

 

2. 将鼠标悬停于 HMI 或 PLC 元件库中的图标上，可查看对应设备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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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工程文件窗口 

工程文件窗口用于显示当前工程所包含的图库、宏代码文件、配方文件等信息。  

宏代码文件

配方文件

图库文件

 
 

 

1. 双击工程文件窗口中的宏代码文件，可打开宏代码编辑窗口，并可对相应的宏代码进行编辑 

2. 双击工程文件窗口图库中的图形文件，可打开图形编辑窗口，并可对相应的图形进行编辑 

1.4.3 工程结构窗口 

工程结构窗口是通过树形结构或预览图的方式来显示当前工程所包含的所有元素的信息。 

树形结构：将当前工程所包含的所有元素信息以目录树的形式显示出来。 

工程名

HMI

PLC

HMI0

HMI1

HMIn

PLC0

PLC1

PLCn

Frame n

Frame 1

Frame 0

元件 n

元件 1

元件 0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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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结构窗口中点击工程名，可打开显示拓扑结构窗口画面；点击 HMIn 或 Frame n，可打开显示

相应 HMI 的组态编辑窗口画面；点击元件，可打开该元件所在的组态编辑窗口画面 

 
预览图：将组态编辑窗口中的画面以缩略图的形式显示出来。 

 
1.4.4 编译信息窗口 

编译信息窗口主要显示工程载入和编译的结果，以便用户准确查找工程存在的错误问题。 

 
 

 

编译信息窗口中显示的编译信息可通过右键进行清除或导出 

 

清除信息：把当前的编译信息框里面的内容全部清除 

导出信息：把编译信息框里面的内容导出到当前工程所在的文件夹里面，文件名称为：log.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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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元件列表窗口 

元件列表窗口可用于查看当前工程所用到的所有元件的相关信息，包括所属 HMI/PLC、窗口画面编号、元件 ID 号、

涉及的地址类型以及地址等。 

 
 

 

1. 元件列表窗口可从【查看】菜单，下拉单中点击打开 

2. 在元件列表窗口中双击某元件信息条目，组态编辑窗口画面可切换至该元件所在画面 

3. 该列表支持导出功能，右击选择“导出”，会在对应工程的根目录生成 ElementInfo.csv 

 

1.5 编辑工作区 

在编辑工作区中可打开的工作窗口有： 

 拓扑结构窗口 

从【窗口】菜单中点击“拓扑结构窗口”或在工程结构窗口中点击工程名均可打开拓扑结构窗口。 

 组态编辑窗口 

在拓扑结构窗口中建立 HMI 设备后，且在 HMI 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组态”或在工程结构窗口点击 HMI n

或 Frame n 均可打开组态编辑窗口。 

 图形编辑窗口 

新建图形或在工程文件窗口中双击图库中某图形文件均可打开相应图形的编辑窗口。 

 宏代码编辑窗口 

新建宏代码或在工程文件窗口中双击宏代码文件均可打开相应宏代码的编辑窗口。 

 启动画面编辑窗口 

在拓扑结构窗口，选中相应的 HMI，并点击数据库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在组态编辑窗口，点击数据库工具栏上的

图标均可打开相应 HMI 启动画面的编辑窗口。 

 

 

当编辑工作区窗口被同时打开时，可通过【窗口】菜单中的“层叠窗口”/“水平平铺窗口”/“垂直平

铺窗口”选项对这些窗口进行排列布局 

 

1.5.1 拓扑结构窗口 

在拓扑结构窗口可进行设备间的通讯连接配置以及通讯参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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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连接配置 

分别从元件库窗口【通讯连接】/【HMI】/【PLC】中选择设备或电缆往拓扑结构窗口拖曳并放置，移动设备将其接

口与电缆两端进行连接，拖动无断开则表示连接成功。 

 通讯参数设置 

双击 HMI 或 PLC 的图标可打开【HMI 属性】或【PLC 属性】。 

 串口通讯 

在【HMI 属性】—【串口设置】中设置 HMI 的通讯参数；在【PLC 属性】中设置 PLC/控制器端的通讯参数。 

 以太网通讯 

在【HMI 属性】—【网络设备配置】中设置 HMI 或 PLC/控制器端的通讯参数。 

 现场总线通讯 

在【HMI 属性】—【现场总线配置】中设置 HMI 或 PLC/控制器端的通讯参数。 

☞关于通讯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3 HMI 通信】 

1.5.2 组态编辑窗口 

在组态编辑窗口用户可进行工程画面的设计和编辑。 

 

1.5.3 图形编辑窗口 

在图形编辑窗口用户可对向量图（.vg）或位图（.bg）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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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区

编辑区

 

☞关于图形编辑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 图库应用】 

1.5.4 宏代码编辑窗口 

在宏代码编辑窗口用户可使用标准 C 语言编写源代码以实现运算或逻辑等特定功能。 

宏代码编辑区

宏变量定义区

 
☞关于宏代码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9 宏指令】 

1.5.5 启动画面编辑窗口 

在启动画面编辑窗口用户可对默认的 HMI 的启动画面进行替换和编辑。 

 

☞关于启动画面编辑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8 开机画面（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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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设计方法 

2.1 窗口画面 

本节主要介绍 JuncAuto DTools 可创建的基本窗口画面规格以及几种画面显示和使用方法。 

2.1.1 窗口画面规格 

新创建的基本窗口画面规格如下： 

窗口尺寸（像素） 

（宽度×高度） 

允许最大尺寸（像素） 

（宽度×高度） 

允许最小尺寸（像素） 

（宽度×高度） 

允许创建窗口数量 

480×272 480×272 

10×10 1~32768 

640x480 640x480 

800×480 800×480 

800×600 800×600 

1024x600 1024x600 

1024×768 1024×768 

1280x1024 1280x1024 

2.1.2 窗口画面显示方法 

 画面切换 

画面切换是将当前基本窗口画面（包括已打开的子窗口）关闭，并打开另一个指定的基本窗口画面。 

切换基本窗口画面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使用功能键切换 

使用“功能键”元件的【切换基本窗口】功能并指定【窗口编号】，就可通过触控功能键切换基本窗口画面。 

 

☞关于功能键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使用 PLC 控制切换 

使用“PLC 控制”的【切换基本窗口】功能并指定控制字地址，就可通过改变该字地址的值切换到对应编号的

基本窗口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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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0

Frame 10
D0:0à10

 

☞关于 PLC 控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5 PLC 控制】 

 画面叠加   

画面叠加是将多个窗口的画面合成显示在一个基本窗口上。 

基本窗口

底层窗口1

公共窗口
 

基本窗口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画面叠加效果： 

 使用底层窗口 

在基本窗口编辑区域空白处双击，打开【窗口属性】框，可指定某一窗口作为【底层窗口】。指定的底层窗口

上放置的元件可在设置了使用该底层窗口的基本窗口上显示。 

 使用公共窗口 

系统默认[1：Common Window]为公共窗口，用户可自行指定公共窗口。在公共窗口上放置的元件可在所有基

本窗口上显示。 

☞关于窗口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3 窗口】 

 

 1. 一个基本窗口最多可指定 3 个底层窗口 

2. 最多只能设置 1 个公共窗口 

3. 基本窗口只显示底层窗口和公共窗口上放置的元件，不包括底层窗口和公共窗口的背景颜色和边

框颜色等属性设置 
 
 窗口叠加 

窗口叠加是将多个窗口以弹出窗口的方式同时显示在基本窗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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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画面

参数设置

弹出窗口

键盘窗口

快选窗口

运行画面

参数设置

基本窗口

******
请输入密码：

******

请输入密码：

 

基本窗口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窗口叠加显示： 

 使用直接窗口 

使用“直接窗口”元件可通过改变位地址状态来控制指定窗口的弹出和关闭。弹出窗口的显示尺寸取决于直

接窗口元件的尺寸。键盘窗口属于直接窗口。 

☞关于直接窗口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8.1 直接窗口】 

 使用间接窗口 

使用“间接窗口”元件可通过改变字地址的值来控制指定窗口的弹出和关闭。弹出窗口的显示尺寸取决于

“间接窗口”元件的尺寸。 

☞关于间接窗口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8.2 间接窗口】 

 使用功能键弹出窗口 

使用“功能键”元件【弹出窗口】功能可通过触控功能键来控制指定窗口的弹出；关闭此弹出窗口则需通过

“功能键”元件的“关闭窗口”功能。弹出窗口的显示尺寸取决于弹出窗口自身设定的尺寸。 

☞关于功能键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使用快选窗口 

        系统默认[2：Fast Selection]为快选窗口，用户可自行指定快选窗口。 

快选窗口通过点击 HMI 任务栏【菜单】选项后弹出；再次点击 HMI 任务栏【菜单】选项后关闭。 

弹出窗口的显示尺寸取决于快选窗口自身设定的尺寸。 

☞关于快选窗口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3 窗口】 

 

 1. 基本窗口上弹出的窗口数量无限制，但是弹出窗口越少越好，否则系统内存无法释放 

2. 最多只能设置一个快选窗口 

 
 窗口移动 

窗口移动是通过“功能键”元件的“窗口控制条”功能来移动弹出窗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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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输入密码：

******

请输入密码：

******

请输入密码：

窗口控制条

 

☞关于窗口控制条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窗口画面作为基本窗口显示时不能移动，窗口移动只对弹出窗口有效 

 

2.1.3 窗口画面显示位置 

不同类型的窗口画面设置显示位置的方式不同： 

 由“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元件弹出的窗口画面 

 根据元件放置的位置 

在编辑状态下“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元件放置的位置即为运行时弹出窗口的位置。 

******

请输入密码：

 

 根据变量值 

    设置“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元件属性使用【自定义显示坐标】，【自定义显示坐标】指定字寄存器的值即为

运行时弹出窗口的位置（左上角顶点）坐标。 

******

请输入密码：

******

请输入密码：

(80,10)

原点坐标(0,0)

X

Y

(0,0)

D100: 0  
D101: 0

D100: 80  
D101: 10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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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功能键”元件【弹出窗口】功能弹出的窗口画面 

在弹出窗口的【窗口属性】—【位置】中设置“起始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值即为该弹出窗口在基本窗口上显示的位

置坐标。 

******

请输入密码：

(80,10)
弹出窗口的窗口属性

 
 

 窗口画面作为基本窗口显示时只能全屏显示，不能设置显示位置 

 
2.1.4 窗口画面显示顺序 

不同类型的窗口画面在同一个基本窗口上有显示的优先顺序,如图所示： 

运行画面

参数设置

******

请输入密码：

******
请输入密码：

运行画面

参数设置

底层

前面

公共窗口

底层窗口

基本窗口
弹出窗口

键盘窗口

快选窗口

 

2.1.5 窗口画面复制删除 

（1）复制窗口画面 

窗口画面复制分为同工程复制和跨工程复制。 

 同工程复制 

同工程复制时又分为同 HMI 复制和跨 HMI 复制。 

 同 HMI 复制 

如将窗口 A 的画面内容复制到窗口 B，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实现： 

 通过右键【复制】选项 

在窗口 A 画面上选中要复制的元件，从右键中选择【复制】，然后粘贴到窗口 B 画面上。通过此方法复制的窗口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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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只能复制元件不包括窗口属性。 

 通过【复制删除窗口】菜单功能 

点击【画面】菜单—【复制删除窗口】，打开【复制删除窗口】属性框后，设置复制数量、源窗口以及目标窗口，确

定后即可实现将源窗口的内容复制到目标窗口上。通过此方法复制的窗口画面被复制的内容包括元件以及窗口属性。 

 跨 HMI 复制 

跨 HMI 复制只能通过右键【复制】选项实现窗口间画面的复制。 

 

!
 

【画面】菜单—【复制删除窗口】的窗口复制功能不适用跨 HMI 窗口画面复制 

 
  跨工程复制 

两个工程间要实现窗口画面复制，需同时打开两个 JuncAuto DTools 软件，并分别打开需要复制画面的工程，然后通

过右键【复制】选项进行两工程间的画面复制。 

（2）删除窗口画面 

删除窗口画面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实现： 

  通过右键【删除】选项 

在【工程结构窗口】选中要删除的窗口，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即可。 

 

 此方式只能逐一删除窗口，不支持一次删除多个窗口 

 
  通过【复制删除窗口】菜单功能 

在【工程结构窗口】选中要操作的 HMI，然后点击软件【画面】菜单—【复制删除窗口】—【删除窗口】，选中【删

除单个窗口】可删除指定的一个窗口；选中【删除多个窗口】可删除指定的连续多个窗口。 

☞关于窗口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3.3 编辑窗口】 

2.2 绘图 

本节介绍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图形格式以及图形绘制和使用方法。 

2.2.1 图形规格 

JuncAuto DTools 主要支持.vg 和.bg 两种格式的图形类型。vg 格式是创建为向量图形时系统自动转换生成的图形格式，

bg 格式是创建为位图图形时系统自动转换生成的图形格式。 

而向量图和位图的区别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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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创建的图形规格如下表所示： 

图形类型 允许创建 

最大尺寸（像素） 

（宽度×高度） 

允许创建 

最小尺寸（像素） 

（宽度×高度） 

允许绘制或导入的图片

类型 

允许创建 

的状态数 

向量图（vg） 

320×240 2×2 

可绘制直线、矩形、圆角

矩形、椭圆、扇形、折线、

曲线、多边形等几何图形 
1~256 

位图（bg） 

可导入 jpg、bmp、gif、png

等数据格式的图片 

2.2.2 向量图 

向量图[vector]，也叫做矢量图，简单的说，就是缩放不失真的图像格式。向量图以几何图形居多，图形可以无限放

大，不变色、不模糊。 

在 JuncAuto DTools 中，向量图形主要通过下面两种途径获得： 

 从系统图库中导入 

直接从【系统图库】—【向量图】中导入所需的向量图形。 

☞关于向量图导入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1 图形的导入/导出】 

 使用绘图工具栏提供的绘图工具绘制 

 在图形编辑窗口中绘制 

绘制前需新建向量图形，打开图形编辑窗口后，在编辑区域上使用绘图工具进行绘制。绘制完成后保存，退出图形编

辑窗口后生成向量图形。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2 图形的建立】 

 在组态编辑窗口中绘制 

直接在组态编辑窗口的编辑区域上使用绘图工具进行绘制，绘制完成后选中绘制好的几何图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保存为 VG 图”后生成向量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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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2 图形的建立】 
下面介绍绘图工具栏中每个几何图形的绘制方法： 

绘图工具
 

选中绘图工具栏中相应图形后，将鼠标移至编辑区域： 

直线  

图示 绘制步骤 

1 2 3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

现“+”后，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 

在所需长度的位置松开鼠标左键即

可完成直线绘制 

曲线     

图示 绘制步骤 

1

5

2

4

3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现

“+”后，点击鼠标左键确定圆的圆心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曳，将图形拉伸

至所需大小的位置 

松开鼠标，可出现一个封闭的圆形 

在起始角位置单击鼠标 

在终止角位置单击鼠标即可完成曲

线绘制 

矩形  

图示 绘制步骤 

1

2
3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现

“+”后，点击鼠标左键确定矩形起始位

置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曳，将图形拉伸

至所需大小的位置 

松开鼠标，即可完成矩形绘制。 

圆角矩形   

图示 绘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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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4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现

“+”后，点击鼠标左键确定矩形起始位

置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曳，将图形拉伸

至所需大小的位置 

松开鼠标，即可完成圆角矩形绘制 

将鼠标移至右下角上方的绿色方块

处，光标变为双向箭头后，按住鼠标左

键拖曳，可改变圆角半径 

折线  

图示 绘制步骤 

1
2

3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现

“+”后，点击鼠标左键确定折线起始位

置 

在规划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 

点击鼠标右键结束折线绘制 

多边形   

图示 绘制步骤 

1 2
3

4

5 6

7
8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

现“+”后，在规划位置上分别单击鼠标

左键 7 次 

点击鼠标右键结束多边形绘制 

 

椭圆  

图示 绘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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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现

“+”后，点击鼠标左键确定椭圆起始位

置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曳，将图形拉伸

至所需大小的位置 

松开鼠标，即可完成椭圆绘制。 

当椭圆的宽和高相等时即为一个圆形 

扇形  

图示 绘制步骤 

1

5

2

4

3

 

移动鼠标至组态编辑区域，出现

“+”后，点击鼠标左键确定圆的圆心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曳，将图形拉伸

至所需大小的位置 

松开鼠标，可出现一个封闭的圆形 

在起始角位置单击鼠标 

在终止角位置单击鼠标即可完成扇

形绘制 

2.2.3 几何图形属性 

几何图形支持设置的图形属性见下表： 

图形 图形样例 可设属性 

直线  

 

线条颜色、线型、线宽、箭头样式 

曲线    

 

 

线条颜色、线型、线宽 

矩形  

 

线条颜色、背景填充色、前景填充色、

图案填充、渐变填充、线宽、线型 

圆角矩形 

 

线条颜色、背景填充色、前景填充色、

图案填充、渐变填充、线宽、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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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  

 

线条颜色、线型、线宽 

多边形  

 

线条颜色、背景填充色、前景填充色、

图案填充、渐变填充、线宽、线型 

椭圆  

 

线条颜色、背景填充色、前景填充色、

图案填充、渐变填充、线宽、线型 

扇形  

 

线条颜色、背景填充色、前景填充色、

图案填充、渐变填充、线宽、线型 

用户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修改几何图形的属性： 

 通过图形属性对话框修改 

双击几何图形，在【图形属性】中修改图形属性。 

 通过工具栏修改 

在组态编辑窗口或图形编辑窗口中选中几何图形，通过【绘图工具栏】/【线宽工具栏】/【线条风格工具栏】修改几

何图形的属性。此方式只能设置线条颜色、填充色、线宽和线型等属性，并支持批量修改功能。 

2.2.4 关于渐变色 

封闭的几何图形，可设置填充渐变色。 

双击几何图形，打开【图形属性】，勾选【渐变填充】后，设置前景填充颜色、背景填充颜色、边框色以及底纹样式。 

样例效果如下： 

底纹样式 前景色 背景色 边框色 变形效果 

水平 ■ □ ■ 
 

垂直 ■ □ ■ 
 

斜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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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下 ■ □ ■ 
 

角部辐射 ■ □ ■ 
 

中心辐射 ■ □ ■ 
 

2.2.5 位图 

位图[bitmap]，也叫做点阵图，像素图，简单的说，就是最小单位由像素构成的图，缩放会失真。构成位图的最小单

位是像素，位图就是由像素阵列的排列来实现其显示效果的，每个像素有自己的颜色信息，在对位图图像进行编辑操

作的时候，可操作的对象是每个像素，我们可以改变图像的色相、饱和度、明度，从而改变图像的显示效果。 

在 JuncAuto DTools 中，位图图形主要通过下面两种途径获得： 

 从系统图库中导入 

直接从【系统图库】—【位图】中导入所需的位图图形。 

☞关于位图导入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1 图形的导入/导出】 

 从外部导入 jpg、bmp、gif、png 等数据格式的图片 

新建位图图形，打开图形编辑窗口后，在编辑区域中从软件外部加载 jpg、bmp、gif、png 等数据格式的图片。完成后

保存，退出图形编辑窗口后生成位图图形。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2 图形的建立】 

2.2.6 关于透明色 

导入的位图图片如果包含有纯色背景，并且这些背景会影响工程构图的美观的话，可以通过绘图工具栏上“透明颜色”

工具 对该图片进行简单的透明处理，设置方法如下图所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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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颜色”工具在处理图片透明上只能做简单粗略的处理，一般不建议用户使用。 

另外，位图支持导入 PNG 格式的图片，所以用户可以使用第三方图片编辑软件将图片背景处理成带透明通道的图片

形式后另存为 PNG 格式，再导入到位图中。 

 

!
 

GIF 和 PNG 格式以及含透明通道的图片不支持 透明工具来作透明色处理 

 
2.3 文字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通过以下方式为元件添加文字注释： 

 通过绘图工具栏的【文字】 

 
单击绘图工具栏的 A 图标，并在【文本属性】—【内容】中输入相应的文本内容即可。 

通过此方式添加的文字注释可自由选择文字在画面上放置的位置。 

 通过元件属性设置【使用标签】或【使用文本库】 

 

在元件属性【标签】属性页中勾选【使用标签】并在【标签内容】中输入相应的文本内容；或者，如果有文本库，则

勾选【使用文本库】即可。 

通过此方式添加的文字注释只能显示于元件上方。 

2.3.1 字体类型 

在 JuncAuto DTools 中，文字可使用的字体类型有：点阵字体，矢量字体和图形模式字体。下面分别介绍这三种字体

类型的优缺点，用户可根据其特点选择工程适合的字体类型。 

2.3.2 点阵字体 

点阵字体是保存了所需汉字字符集的每个文字的位图，在使用时将每个图元（小图片），拼接在一起形成字符串。 

 点阵字体的缺点： 

 字体单一，仅支持宋体字型 

 缩放效果较差 

每个文字只提供了(高×宽)8×8,16×8,24×16 三种位图，因此在显示较大字体时，显示效果会稍差，如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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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非 ASCII 码字符只能按全角字符固定宽度处理 

JuncAuto DTools 通常在处理 ASCII 码时是当作半角字符来显示的，但非 ASCII 码字符只能以全角字符方式

处理，如果每个字符的宽度不一，显示上可能会造成间隔不一的效果。例如俄文： 

 
 点阵字体的优点： 

 点阵字体的字体数据占用内存容量最少。 

2.3.3 矢量字体 

矢量字体是根据检查用户字体属性设置情况，将用户用到的文字从相应字体字库中拣出，并处理成 TrueType 字体文

件（ttf 格式）来供 HMI 使用。 

 矢量字体的缺点： 

 仅支持当前操作系统安装的 TrueType 类型字体（ttf 格式） 

 不使用“矢量字体边缘模糊处理”时字体显示会有些许毛刺，对比效果如下图所示： 

 
 

 “矢量字体边缘模糊处理”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 

 
 矢量字体的优点： 

 占用内存容量较小。通过在字体文件中截取字模的方法，可以充分减少字体文件的大小。同一文字的在同

字体中不论大小、颜色、粗斜体只用截取一个字模信息。 

 字号齐全且可自由设置不变形 

 支持多行文本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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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库支持使用矢量字体 

 默认矢量字体设置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组态软件默认的矢量字体，在软件菜单栏【选项】-【默认矢量字体设置】将软件默认矢量字体

设置成需要的字体。 

2.3.4 图形模式字体 

图形模式字体是将整个字符串当做一个整体，然后截取成为一个位图，保存到工程中。 

 图形模式字体的缺点： 

 占用内存容量大。由于字符串使用位图来保存，因此会占用较大的空间。例如用初号宋体显示“组态软件”

四个字需要占用 1824 个字节。如图所示： 

 
如果文字的内容、大小、颜色等一旦发生变动就要重新截取保存，从而导致占用的内存容量呈线性增加。 

 文本库不支持使用图形模式字体 

 图形模式字体的优点： 

 支持使用当前操作系统安装的所有字体 

 显示效果佳 

2.3.5 编辑字体属性 

用户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修改字体属性： 

 通过对象属性对话框修改 

双击元件/文字对象，在【元件属性】—【标签】或【文本属性】中设置字体属性。 

 通过字体工具栏修改 

选中元件/文字对象，在【字体工具栏】上修改对象的字体属性。此方式可批量修改字体属性。 

不同字体类型允许修改的字体属性不同，具体见下表： 

 支持此功能；-- 不支持此功能 

字体属性 图示 点阵字体 矢量字体 图形模式字体 

常规 A    

粗体 A --   

斜体 A --   

下划线 A -- --  

删除线 A -- --  

字号 A A A    

颜色 A A A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7  

2.3.6 使用注意 

基于矢量字体特殊的处理方式，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情况: 

1. 有些字体类型不支持某种字符，或者对某种字符显示效果不好。 

例如不能用 Arial 字体来显示汉字，因为 Arial 字体库中没有相应的汉字字符，否则会出现下图所示的效果： 

 
2.点阵字体、图形字体在存储空间、缩放方面有诸多不足，因此在可以满足工程需求的情况下，要尽量使用矢量字体。 

3. 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字体。 

使用字体过多，如几十种以上，会导致字体文件个数增多并影响工程编译速度、下载速度以及画面切换速度。 

4. 尽量使用操作系统常见字体。 

例如某工程在某 PC 机上编辑时使用“微软雅黑”字体，但换一台 PC 机编辑该工程，如果该 PC 机的操作系统没有“微

软雅黑”字体，则工程中所有用了“微软雅黑”字体的都会被自动替换成“宋体”字体。 

2.4 键盘 

本节介绍 JuncAuto DTools 的键盘类型以及键盘调用方法。 

2.4.1 键盘类型 

JuncAuto DTools 主要提供 NUMERAL Keyboard、ASCII Keyboard 和 HEX Keyboard 三种虚拟键盘类型供用户调用，同

时用户也可以自制虚拟键盘或使用外接 USB 实体键盘。 

 数字虚拟键盘（NUMERAL Keyboard）：用于数值输入元件输入十进制数的键盘 

M a x :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M i n :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AAAAAAAAAA

允许输入最大值*

允许输入最小值* 输入显示区

清除键

退格键

确定键

窗口控制条

关闭键

负号

 

※ 1.此处显示的值分别为【数值输入元件属性】—【数字】中设置的上下限，键盘允许输入的数值范围受该值限制 

2.如果设置了【使用比例转换】，则此处显示的值分别为比例转换后的上下限值范围 

 文本虚拟键盘（ASCII Keyboard）：用于文本输入元件输入文本或数值的键盘 

小写状态： 



进阶篇 基本设计方法 

 75 

输入显示区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BACK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Caps
确定键

退格键

后翻

前翻中英文输入切换空格键

大小写切换

清除键

退出键

窗口控制条 关闭键

输入显示区

 

  大写状态： 

v

ESC ! @ # $ % ^ & * ( ) BACK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Caps

 

中文输入状态： 

我握窝卧挝 沃蜗涡

汉字输入框*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BACK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EN Page
Up

Page
Down

ENT

wo

Caps

 
※ 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可设置汉字输入框高度，高度在 24~99（像素）范围内可调 

 十六进制虚拟键盘（HEX Keyboard）：用于数值输入元件输入十六进制数的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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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A B C

E F 9

7 6 5

ENTER

D

AAAAAAAAAA

3 2 1

8

4

0

CLR BS 确定键

输入显示区

允许输入最大值*

允许输入最小值*

关闭键

窗口控制条

退格键

清除键

 
※ 1.此处显示的值分别为【数值输入元件属性】—【数字】中设置的上下限，键盘允许输入的数值范围受该值限制。 

2.如果设置了【使用比例转换】，则此处显示的值分别为比例转换后的上下限值范围。 

☞关于用户自制虚拟键盘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2.4.2 数字键盘 

在 JuncAuto DTools 中，数值输入元件可通过下面三种方式弹出数字键盘： 

 使用公共窗口键盘 

此方式为系统默认方式。 

打开【数值输入元件属性】—【键盘设置】页，选中【公共窗口键盘】，如图所示： 

 

使用公共窗口键盘即在公共窗口[Frame 1：Common Window]左右两侧分别放置有两个“直接窗口”元件，窗口编

号都指向[Frame 3：NUM Keyboard]。 

以屏幕中心为分界线，当位于屏幕中线偏左位置的数值输入元件被触发时，则弹出右侧直接窗口对应的数字键

盘；反之则弹出左侧直接窗口对应的数字键盘。 

 使用指定键盘 

此方式可指定弹出用户自制虚拟键盘。 

使用指定键盘，用户需先将自制虚拟键盘所在窗口的【窗口属性】—【特殊属性】设为“键盘页”，然后才能在【数值

输入元件属性】—【键盘设置】—【指定使用键盘】选项中找到该键盘页，最后设置键盘弹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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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窗口属性
为“键盘页”

设置窗口尺
寸与键盘大
小一致

指向自定
义键盘页

 

 使用外部键盘 

此方式需外接 USB 接口的实体键盘。 

打开【数值输入元件属性】—【键盘设置】页，选中【不使用弹出键盘】，如图所示： 

 

在触发数值输入元件时屏幕不会弹出虚拟键盘，用户可在数值输入元件光标闪动后通过外接键盘输入数值。 

 

 
使用外部键盘方式仅适用于带 USB HOST 接口的 HMI 

 
2.4.3 文本键盘 

在 JuncAuto DTools 中，文本输入/记事本等输入元件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弹出文本键盘： 

 使用指定键盘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7  

此方式为系统默认方式。 

系统默认[Frame 4：ASCII Keyboard]为指定弹出的文本键盘。 

 
 

 
如要使用非系统提供的键盘时，将自制键盘所在窗口的【窗口属性】—【特殊属性】设置为“键盘页”

后，再在元件属性【键盘设置】—【指定使用键盘】中选择自制键盘所在窗口编号 

 
 使用外部键盘 

设置同数字键盘。 

在触发文本输入或记事本元件时屏幕不会弹出虚拟键盘，用户可在文本输入或记事本元件光标闪动后通过外接键盘输

入文本或数值。 

2.4.4 十六进制键盘 

在 JuncAuto DTools 中，数值输入元件如需输入十六进制数时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弹出十六进制键盘： 

 使用指定键盘 

打开【数值输入元件属性】—【键盘设置】，选中【指定使用键盘】并选择系统提供的[Frame 8：HEX Keyboard]为

指定弹出的十六进制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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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使用非系统提供的键盘时，将自制键盘所在窗口的【窗口属性】—【特殊属性】设置为“键盘页”

后，再在元件属性【键盘设置】—【指定使用键盘】中选择自制键盘所在窗口编号 

 
 使用外部键盘 

设置同数字键盘。 

在触发数值输入元件时屏幕不会弹出虚拟键盘，用户可在数值输入元件光标闪动后通过外接键盘输入数值。 

2.4.5 自制数字键盘 

要求键盘上有 0~9 的数字键，回车键、清除键以及退格键。 

首先规划数字键盘的键盘布局： 

窗口控制区

显示区

键盘区

 
创建键盘：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功能键元件，用来移动键盘窗口，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切换窗口：窗口控制条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来关闭键盘，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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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文本显示元件，用来显示输入的字符，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9070*1（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字数 6 

功能键元件，用作清除键，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清除 

标签 使用；0：CLR；1：CLR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作退格键，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退格 

标签 使用；0：à；1：à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作回车键，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回车 

标签 使用；0：ENTER；1：ENTER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作字符输入键，以
1

为例，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Unicode（在文本框中输入1字符） 

标签 使用；0：1；1：1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其它字符属性设置同上。 

数值显示元件，用作允许输入最小值显示，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9190*2（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字数 6 

数值显示元件，用作允许输入最大值显示，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9180*3（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字数 6 

※ 1.LW9060 ~ LW9075 为系统特殊寄存器，缓存数值输入或文本输入最近一次输入的数据 
2. LW9190 ~ LW9197 为系统特殊寄存器，用作数值输入最小值显示 
3. LW9180 ~ LW9187 为系统特殊寄存器，用作数值输入最大值显示 

2.4.6 自制 Unicode 键盘 

Unicode 是用两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字符，多用于显示不能用 ASCII 码表示的字符，例如汉字。 

下面介绍如何制作一个 Unicode 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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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文键盘为例： 

ЭЬЫ

1 2 3 4 5 6 7 8 9 0

А Б В Г Д Е Ё Ж З И

Й К Л М Н О П РЮ Я

С Т У Ф Ц Ч Ш ЩХ Ъ

вВОДСБРBS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1 2

3

4

5

678
 

功能键元件，用来移动键盘窗口，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切换窗口：窗口控制条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来关闭键盘，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取消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文本显示元件，用来显示输入的字符，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9060（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字数 16 
使用 Unicode 编码 勾选 

功能键元件，用作字符输入键，以
И

为例，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Unicode（在文本框中输入И字符） 

标签 使用；0：И；1：И 
字体 使用矢量字体：Arial Unicode MS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其它字符属性设置同上。 

功能键元件，用作回车键，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回车 

标签 使用；0：вВОД；1：вВОД 
字体 使用矢量字体：Arial Unicode MS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作清除键，其属性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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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键盘功能：清除 

标签 使用；0：СБР；1：СБР 
字体 使用矢量字体：Arial Unicode MS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作退格键，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退格 

标签 使用；0：BS；1：BS 
字体 使用矢量字体：Arial Unicode MS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作空格键，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Unicode（文本框内留空）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2.4.7 调用群组库键盘 

在群组库中系统提供了 21 种不同规格的键盘供用户调用，调用群组库键盘方法如下： 

【举例】以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调用群组库键盘为例（文本输入元件/记事本元件类似）。 

新建 Frame10，窗口属性勾选【特殊属性】，选择【键盘页】 

215 2223242526272829210211212213214 21 20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在 Frame10 窗口空白处右击，选择【群组】—【使用群组元件】，将弹出【群组元件库编辑框】，在群组元件库
列表选择【keyboard】，在【群组库预览】中选择合适的键盘，然后点击【放置群组元件】，键盘会添加到 Fram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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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Frame10 窗口尺寸和键盘大小尺寸相同。 

Frame0 拖放一个数值输入元件 LW0。在【数值输入元件属性】—【键盘设置】勾选【指定使用键盘】，选择
【10:Frame10】。 

215 2223242526272829210211212213214 21 20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保存编译，运行工程。点击数值输入元件 LW0，HMI 屏幕中间会弹出刚才自定义的数字键盘。 

2.5 编码类型 

JuncAuto DTools 可支持处理的数据编码类型有：BIN、BCD 和 LSB。用户需根据所接设备数据处理的实际编码方式来

选择正确的编码类型。 

2.5.1 BIN 

BIN（Binary）即二进制编码，大多数数字系统都是以 BIN 码来处理数据。 

数据格式 16 位数据范围 32 位数据范围 

有符号 BIN -32768~32767 -2147483648~2147483647 

无符号 BIN 0~65535 0~4294967295 

【举例】  

215 2223242526272829210211212213214 21 20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将二进制 1001 0100 转换为十进制数 

1001 0100 = 1×27+0×26+0×25+1×24+0×23+1×22+0×21+0×20 = 148 

2.5.2 BCD 

BCD(Binary Coded Decimal)即二－十进制代码，就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 0~9 的编码方式。例如 9（十

进制）=1001（二进制）。 

由于处理简易，因此，可用于 BCD 输出型的数字开关或 7 段 BCD 数码管的显示。 

数据格式 16 位数据范围 32 位数据范围 

BCD 0~9999 0~99999999 

【举例】 

十进制数+123，其二进制数为 0000 0000 0111 1011（64+32+16+8+2+1=123）；而 BCD 码#123，可简单的表示为 0000 

0001 0010 0011 

十进制数-413，其二进制数为 1111 1110 0110 0011（负数需用补码，取反加 1），而用 BCD 码#F413，可简单的表示

为 1111 0100 0001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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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LSB 

LSB(Least Significant Bit)即最低有效位。此编码类型是将缓存器内的数据先转换为二进制，然后根据二进制低位连续

零的数目决定元件目前的状态。【举例】以某字地址的数据为例： 

十进制 二进制 显示的状态 

0 0000 0000 0000 0000 全部 bit 皆为 0，则显示状态 16 

1 0000 0000 0000 0001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0，此时显示状态 0 

2 0000 0000 0000 0010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1，此时显示状态 1 

3 0000 0000 0000 0011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0，此时显示状态 0 

4 0000 0000 0000 0100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2，此时显示状态 2 

5 0000 0000 0000 0101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0，此时显示状态 0 

6 0000 0000 0000 0110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1，此时显示状态 1 

7 0000 0000 0000 0111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0，此时显示状态 0 

8 0000 0000 0000 1000 低位连续零数目为 3，此时显示状态 3 

2.6 语言切换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将用多种语言编写的内容预先登录到文本库里，运行时通过改变 JuncAuto DTools 提供

的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130 的值来切换显示各语种对应的内容。 

RUN运行 運転STOP停止 停止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运行
运行
停止

RUN
STOP

運転
停止

0
1

在文本库登录
多语言内容

LW9130 0 LW9130 1 LW9130 2

状态0 状态1 状态0 状态1 状态0 状态1

 

☞关于文本库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1 文本库应用】 

下面介绍两种 LW9130 切换多语言显示的用法： 

 使用多状态设定和多状态显示元件 

中文
English
日本語

设备运行异常

多状态显示元件

多状态设定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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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多状态显示元件，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9130（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状态数 3 
标签 不使用 
图形 使用向量图，新建一个具有 3 种状态的向量图形 

状态0 状态1 状态2

 
建立三个多状态设定元件，分别叠放在多状态显示元件上方，并按多状态显示元件每个状态图形对应的位置排列，其

属性设置为： 

写入地址 LW9130（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设定方式 设置常数 
设置值 0/1/2 
标签 不使用 
图形 不使用 

☞关于元件属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 元件】 

运行时，效果如图所示： 

中文
English
日本語

中文
English
日本語

设备运行异常

中文
English
日本語

中文
English
日本語

中文
English
日本語

中文
English
日本語

Equipment operate 
abnormally

不具合ままの稼動

 

 使用多状态切换开关 

设备运行异常

语言选择

English

中文
中文

多状态切换开关
 

建立一个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130（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控制方式 下拉菜单 
状态数 3 
选择/背景/边框颜色 亮绿色/灰色/黑色 
标签 使用；0：中文；1：English；2：日本語 
图形 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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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效果如图所示： 

设备运行异常

语言选择

English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English

Equipment operate 
abnormally

语言选择 English

中文

English

English

中文

English

不具合ままの稼動

语言选择

English

日本語

日本語

English

日本語

日本語

 

2.7 时钟设置 

TS 系列 HMI 支持实时时钟（RTC）功能，采用 BIN 编码格式，并提供实时的时间和日历显示。HMI 断电时，实时时

钟使用后备电池供电。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到实时时钟功能的元件或功能有：时间显示；事件显示；事件信息滚动条；外设历史事件

显示；历史数据显示；操作日志；趋势图；XY 图 

因此如果使用到以上元件或功能时，则需将系统时间调整为当前实际时间，以确保系统运行状态信息的准确性。下面

介绍 HMI 实时时钟调整的方法。 

2.7.1 通过特殊寄存器校准系统时间 

JuncAuto DTools 提供了系统特殊寄存器 LW10000~LW10006 用于调整系统实时时钟，具体说明如下： 

特殊寄存器地址 地址类型 编码类型 描述 

LW10000 

WORD BIN 

秒    有效范围：0~59 

LW10001 分    有效范围：0~59 

LW10002 时    有效范围：0~23 

LW10003 日    有效范围：1~31 

LW10004 月    有效范围：1~12 

LW10005 年    有效范围：2000~2037 

LW10006 星期  有效范围：0[日]~6[六] 

【范例】例如设置年，月，日，时，分，秒，则分别建立 6 个数值输入元件，如图所示： 

#### 年 ##月##日 ##：## ##：

2

1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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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分别设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10005（HMI 系统
特殊寄存器） 

LW10004（HMI 系统
特殊寄存器） 

LW10003（HMI 系统
特殊寄存器） 

整数位 4 2 2 
最小值/最大值 2000/2037 1/12 1/31 
对齐方式 左对齐 前导 0 前导 0 
字体颜色 黑色 
图形 不使用 

属性分别设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10002（HMI 系统

特殊寄存器） 
LW10001（HMI 系统
特殊寄存器） 

LW10000（HMI 系统
特殊寄存器） 

整数位 2 2 2 
最小值/最大值 0/23 0/59 0/59 
对齐方式 前导 0 
字体颜色 黑色 
图形 不使用 

运行时，触发数值输入元件弹出键盘后输入当前实际时间即可调整系统实时时钟： 

2011 年10 月18 日 19： 01：57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57

2011年10月18日 19： 01：57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20

1

2
 

2.7.2 在系统设置模式校准系统时间 

将 HMI 系统切换至系统设置模式，在 SETUP 界面下可直接调整系统时间。 

以某型号 HMI 为例： 

 

☞关于系统设置模式显示方法的更多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3.1 系统设置模式的显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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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系统时间与 PLC CPU 时间同步 

系统时间与带时钟功能的 PLC CPU 时间同步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实现： 

 通过定时器数据传输 

此方式是将 PLC CPU 的实时时钟数据通过定时器元件的数据传输功能传输给 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LW10000 ~ 

LW10006。 

☞关于定时器元件数据传输功能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2 定时器】 

 

!
 

定时器元件可设置的最小执行周期为 100ms，每间隔一个执行周期才执行一次数据传输，因此 HMI

系统时间与 PLC CPU 实时时钟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偏差 

 

 事件使用外部时钟功能 

此方式仅适用于设置事件显示和事件信息滚动条元件中事件信息的触发时间和恢复正常时间的来源(确认时间调用的

是 HMI 本地时钟)。 

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勾选“事件使用外部时钟”选项，事件显示和事件信息滚动条元件中事件信

息的触发时间和恢复正常时间则自动从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010~LW9017 中获取。此时通过定时器数据传输功能将

PLC CPU 的实时时钟数据传输给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010~LW9017，事件触发时间和恢复正常时间即为 PLC CPU 实

时时钟时间。 

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010~9017 地址具体说明见下表： 

地址类型 编码类型 地址 描述 地址 描述 

WORD BIN 

LW9010 秒 有效范围：0~59 LW9014 月 有效范围：1~12 
LW9011 分 有效范围：0~59 LW9015 年 有效范围：0~2099 
LW9012 时 有效范围：0~23 LW9016 星期 有效范围：0[日]~6[六] 
LW9013 日 有效范围：1~31 LW9017 毫秒 有效范围：0~999 

 

!
 

定时器元件可设置的最小执行周期为 100ms，每间隔一个执行周期才执行一次数据传输，因此 HMI

系统时间与 PLC CPU 实时时钟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偏差 

 

【范例】以三菱 FX2N PLC 为例 

FX2N CPU 实时时钟用的特殊数据寄存器分配见下表： 

软元件地址 描述 软元件地址 描述 

D8013 秒    有效范围：0~59 D8017 月    有效范围：1~12 
D8014 分    有效范围：0~59 D8018 年    有效范围：1980~2079 
D8015 时    有效范围：0~23 D8019 星期  有效范围：0[日]~6[六] 
D8016 日    有效范围：1~31   

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勾选“事件使用外部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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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信息登录里登录所需的事件信息 

编号 类别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地址

0

触发状态 触发条件 内容

0 1 HMI0:PLC0: D:0 >100 Abnormal Temp.

在事件信息登录里登录所需事件信息
 

☞关于事件信息登录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3 事件信息登录】 

建立一个事件显示元件用于显示事件信息登录里已登录且满足触发条件的事件信息 

事件显示元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格式 序号 

事件触发时间 
确认时间 
恢复正常时间 
标准时间格式（时：分：秒） 
扩展日期格式（年/月/日） 

建立一个定时器元件用于 PLC CPU 和 HMI 时钟数据的传输 

定时器元件属性设置为： 

执行周期 1×100ms 
数据传输 源地址 目标地址 

SD 8013*（PLC 寄存器） LW 9010（HMI 系统特殊
寄存器） 

数据类型 字 
数据长度 6(字) 

※ 三菱 FX2N PLC 特殊数据寄存器 D8000~D8255 在 HMI 中对应的地址类型为 SD8000~SD8255。 
运行后，当 PLC D0 寄存器的值大于 10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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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11/10/20 10:50:01 11:40:10 10:54:20 Abnornal Temp.

来自PLC CPU时钟
事件触发的日期和时间

事件确认时间
来自HMI 系统时钟

事件恢复正常时间
来自PLC CPU时钟

 
 数据采样使用外部时钟功能 

此方式仅适用于设置数据采样库和数据报表的显示时间。 

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勾选“数据采集使用外部时钟”选项，数据采样库和数据报表显示时间则自

动从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010~LW9017 中获取。此时通过定时器数据传输功能将 PLC CPU 的实时时钟数据传输给系

统特殊寄存器 LW9010~LW9017，数据采样库和数据报表显示时间即为 PLC CPU 实时时钟时间，具体操作可参考事件

使用外部时钟。 

2.8 开机画面（Logo） 

开机画面是指 HMI 上电启动后所显示的画面（Logo），用户可自行定制。 

2.8.1 开机画面规格 

允许创建的开机画面规格如表所示： 

HMI 型号 
允许缩放最大尺寸（像素） 

（宽度×高度） 
允许导入的图片类型 

TS 系列 全屏 可导入 jpg、bmp、gif 数据格式的图片 

2.8.2 开机画面设置 

 更改开机画面的步骤如下： 

图示 步骤 

 

在拓扑结构窗口选中要设置开机画

面的 HMI 

点击工具栏 图标 

1

2

 

进入开机画面设置窗口后，在编辑

区域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加载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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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弹出【打开】对话框，找到要导入

的图片所在路径后，选中图片 

点击【打开】按钮 

 

开机画面设置完成 

1
2

 

点击工具栏的 图标，弹出

【KHDownload】对话框，选择要下载

开机画面的 HMI 

勾选【启动画面数据文件】，最后

点击【下载】即可将开机画面下载到

HMI 

设置禁止使用开机画面的方法： 

打开【TsManager】—【下载处理】，选中“禁止显示启动画面”，点击【设置】选项。弹出“成功”提示框后表示

设置成功，HMI 则在下次断电重启后不会显示开机画面。 

☞关于 TsManager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 TsManager】 

2.8.3 使用注意 

开机画面使用的 bmp、jpg 或 gif 图片尺寸应严格按照开机画面规格来执行，不应使用超过允许最大尺寸的图片。 

2.9 串口交换 

串口交换是指在 JuncAuto DTools拓扑结构窗口通过“串口 0 与串口 1 交换”选项将 COM0 和 COM1 设置的串口通讯参

数以及连接在这两个串口上的设备进行相互交换，从而避免组态时因断开串口线重新分配端口而导致串口通讯参数重

新设置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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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uncAuto DTools 拓扑结构窗口中选中要交换串口的 HMI，点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串口 0 与串

口 1 交换”。 
 

!
 

串口交换功能只适用于 COM0 与 COM1 的交换，不适用于 COM2\COM3 

 

2.10 设备更换 

在实际的工程现场应用中，常常会由于设备型号的更换，从而也要相应地更改 HMI 组态工程中连接的设备型号或通

讯协议。为此，JuncAuto DTools 提供了更换 HMI 型号和更换 PLC 型号功能便于用户快捷地更换设备。 

 

!
 

注意 

必须通过【更换 HMI 型号】选项来实现 HMI 替换，如果通过删除原 HMI 后重新建立所需 HMI 型号

会导致原工程画面丢失 

!
 

注意 

必须通过【更换 PLC 型号】选项来实现 PLC 替换，如果通过删除原 PLC 后重新建立所需 PLC 型号

会导致原工程中设置的 PLC 地址类型被替换成 HMI 本地地址 

 

2.10.1 更换 HMI 

在 JuncAuto DTools 拓扑结构窗口中，在要更换型号的 HMI 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更换 HMI 型号”，此时，

弹出【更换 HMI 型号】属性框： 

从【目标 HMI】的【HMI 型号】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替换的 HMI 型号；如果源 HMI 和目标 HMI 分辨率差别很大，建

议将系统默认的特殊窗口勾选，否则将会沿用源 HMI 的特殊窗口；最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 HMI 型号的替换。 

 

!
 

1. 具有 3个串口的HMI型号要替换成只有 2个串口的HMI型号时，如果COM1端口连接有设备（PLC

或打印机），则需先将设备（PLC 或打印机）改至 COM0 或 COM2 端口，才允许替换 

2. 具有以太网端口的 HMI，如果以太网端口连接有设备，必须只能替换成带以太网端口的 HMI  

3. 源 HMI 型号支持的某元件而目标 HMI 型号不支持时，替换后该元件将会被删除 

4. 分辨率不同的 HMI 进行替换时，元件尺寸会按比例缩放，但文字字号用户需自行调整 

 

2.10.2 更换 PLC 

在 JuncAuto DTools 拓扑结构窗口中，右击要更换型号或通讯协议的 PLC 图标上，选择“更换 PLC 类型” ，此时，弹

出【更换 PLC 类型】属性框： 

从【目标 PLC 型号】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替换的 PLC 型号或通讯协议；然后根据源 PLC 型号和目标 PLC 型号的地址

类型对应关系在地址类型映射列表中做相应的映射。 

如替换的 plc 之间有相同寄存器名，会自动对应寄存器；如没有相同寄存器，那么要手动在下拉式功能表中选择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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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之间的对应关系。 

2.11 索引功能 

2.11.1 索引寄存器 

通过改变寄存器的值，从而可改变对象的操作地址，这个寄存器称为索引寄存器，而实际操作地址=原操作地址+索

引寄存器的值。如果对使用了索引寄存器的地址进行操作，操作的结果只对实际操作地址有效，而不会影响原操作地

址的状态。 

 

!
 

部分后台元件或功能不支持使用索引寄存器。这些元件或功能包括：事件信息登录、报警信息登录、

PLC 控制、宏指令、趋势图、XY 图、示波器等 

 

【范例】通过切换索引寄存器来显示不同生产线上对应的生产指标数据 

生产线

生产周期

生产数量

####

####

####

2

1

3

 

数值输入元件，其属性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数值显示元件，其属性为： 

读取地址 D 100（PLC 寄存器） 
索引寄存器 勾选：LW 0 

数值显示元件，其属性为： 

读取地址 D 200（PLC 寄存器） 
索引寄存器 勾选：LW 0 

运行时，通过输入生产线编号，即可读取相应生产线上相关的生产指标数据。 

生产线
生产周期
生产数量

1

150

210

生产线
生产周期
生产数量

2

200

320

生产周期:D101
D101=D100+1(LW0)
生产数量：D201
D201=D200+1(LW0)

生产周期:D102
D102=D100+2(LW0)
生产数量：D202
D202=D200+2(LW0)

D101：
D102：

D201：
D202：

...
...

150
200

210
320

 

2.11.2 索引站号 

在 JuncAuto DTools 中，HMI 同一个端口连接多个 PLC 通讯时，如果按传统方式编辑组态，通常是有多少个 PLC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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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就要从【元件库窗口】—【PLC】中往拓扑结构窗口拖出多少个 PLC，如果通讯的 PLC 个数过多的话，不仅要

反复地建立 PLC 并设置 PLC 站号而且拓扑结构窗口画面也会变得很拥挤，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用户可以通过

元件属性【改变站号】功能来直接切换 PLC 站点。 

编辑组态工程时，只需在拓扑结构窗口建立一个 PLC，如要控制不同站点的 PLC，只需在设置元件属性时，勾选【改

变站号】并选择对应的 PLC 站号即可： 

JuncAuto DTools 不仅提供 0 ~ 255 个站号供用户选择，同时也提供 16 个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416 ~ LW9431 作为变量

站号索引供用户选择，指定的系统特殊寄存器的值即为 PLC 的站号。 

 
 

!
 

使用系统特殊寄存器索引站号，同一画面上最多只能同时访问 16 台不同站点的设备 

 

【范例】通过切换站点来显示不同生产线上对应的生产指标数据 

生产线

生产周期

生产数量

####

####

####

2

1

3

 

数值输入元件，其属性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 9416（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数值显示元件，其属性为： 

读取地址 D 100（PLC 寄存器） 
改变站号 勾选：Index0：LW9416 

数值显示元件，其属性为： 

读取地址 D 101（PLC 寄存器） 
改变站号 勾选：Index0：LW9416 

运行时，通过输入生产线编号，即可读取相应生产线上相关的生产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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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
生产周期
生产数量

1

150

210

生产线
生产周期
生产数量

2

200

320

站号 1 站号 3

站号 2

站号 1

站号 2

站号 3

D100：
D101：

200
320

D100：
D101：

150
210

 

2.12 蜂鸣器 

蜂鸣器是指 HMI 本体自带的可以发出“滴”声音的器件。蜂鸣器通常用于触控和报警的鸣响。 

2.12.1 触控蜂鸣 

触控蜂鸣指的是当触控 HMI 屏幕上的元件时，HMI 上的蜂鸣器会发出“滴”的声音。 

Beep...

 

触控蜂鸣的启用和关闭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 

勾选“使用蜂鸣器”时表示启用蜂音鸣响，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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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编译后下载到 HMI 上设置可生效。 

 在 HMI 系统设置模式下设置 

将 HMI 系统切换至系统设置模式，在 SETUP 界面下可直接设置蜂鸣器的启用和关闭。 

☞关于系统设置模式显示方法的更多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3.1 系统设置模式的显示方法】 

 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 LW10012 设置蜂鸣器的启用和关闭 

LW10012 具体说明如表所示： 

特殊寄存器地址 说明 

LW 10012 值为 0 时：关闭蜂音；值为 1 时：启用蜂音 

2.12.2 报警蜂鸣 

报警蜂鸣指的是当在报警信息登录或事件信息登录里登录的报警条目或事件条目被触发时，HMI 上的蜂鸣器会发出

“滴”的报警声音。 

！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Abnormal 

Temp.!
Beep...

 
启用报警蜂鸣需在报警信息登录或事件信息登录中登录报警条目或事件条目时设置勾选“触发蜂鸣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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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信息登录 报警信息登录
 

用户可自行设定当前报警蜂鸣器鸣响时间，1~65535 范围可设，单位为秒。 

如要关闭当前报警正在鸣响的蜂音，需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 LB9141 来设置，LB9141 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特殊寄存器地址 说明 

LB 9141 置 ON 时：关闭当前报警的蜂鸣声，并自动清零 

2.13 屏幕保护 

使用屏幕保护功能可以有效防止屏幕处在重要画面时因不经意触碰屏幕等原因而导致的误操作。 

屏幕保护功能的启用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 

 

当 HMI 屏幕在所设置的时间内没有触控，屏幕画面会切换到指定的窗口即屏保窗口。 

如果屏幕保护的窗口为一个不固定的值，可以改变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532 的值来改变屏保窗口编号。 

 

 
1. 屏保时间 1~65535 范围可设，最小单位为分钟；如果设置为 0，则表示不使用屏幕保护功能 

2. 勾选“屏保结束时返回原窗口”，表示当系统进入屏幕保护后，此时屏幕上如果有触控操作，系

统则会将画面切回进入屏保前的画面窗口；不勾选则表示继续停留在屏保窗口，需另置窗口切换元件

才能切换画面 

 

2.14 密码设置 

JuncAuto DTools 提供的密码保护功能主要分为工程保护、画面保护以及元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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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 工程保护 

 工程密码保护：打开工程文件即.wpj 文件时要求输入预置密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从而保护用户的工程设

计成果。 

 工程上传保护：从 HMI 上传画面数据即.pkg、.pkgx 文件时要求输入预置密码，以限制用户上传操作，从而保护

用户的工程设计成果。 

After input upload password  
 工程反编译保护：将从 HMI 上传上来的画面数据.pkg、pkgx 文件转换成 JuncAuto DTools 可打开编辑的.wpj 文件

时要求输入预置密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从而保护用户的工程设计成果。 

WPJ 
file

After input decompile 
password

PKG 
file

 

2.14.2 画面保护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以通过设置系统等级密码或用户权限密码来限制操作者访问某些重要画面。 

Frame 0

Frame 10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Frame 10

 
 通过用户等级设置画面保护 

使用用户等级功能前，首先要在【HMI 属性】—【用户等级设置】中设置要用到的等级数和各等级对应的密码。 

通过用户等级来设置画面保护有两种方法： 

以窗口 A 切换到窗口 B 为例， 

 设置窗口属性的安全级别 

设置窗口 A 窗口属性的安全级别为 0（默认），窗口 B 窗口属性的安全级别为 1，此时，只有当系统的用户等级大

于或等于 1 时，方可从窗口 A 切换到窗口 B。因此，切换窗口前需输入等级 1 或高于等级 1 任意等级的密码。 

关于密码输入窗口： 

用户可通过直接窗口元件来弹出密码输入窗口，直接窗口控制位的状态可由用来切换基本窗口的功能键通知。 

用户可自行新建窗口用作密码输入窗口或直接调用系统窗口[Frame9：Login Window]。 

 设置元件的控制权限 

设置用于切换窗口画面的元件受用户等级控制，即在【元件属性】—【控制设置】—【触控使能控制】中选中“触



进阶篇 基本设计方法 

 99 

控条件使能”，并勾选“用户等级控制”，设置“最低使能等级”为 1（或高于等级 1 的任意等级）。此时，只有当系

统的用户等级大于或等于 1 时，方可对该元件进行操作。 

因此，当在密码输入窗口输入的密码与设置的最低使能等级对应的密码相匹配后，即可对元件进行操作。 

 通过用户权限设置画面保护 

使用用户权限功能前需在【HMI 属性】—【用户权限设置】中给启用的用户设置用户名并分配权限。 

通过用户权限设置画面保护需通过设置元件的控制权限来实现。 

在【元件属性】—【控制设置】—【触控使能控制】中选中“触控条件使能”，并勾选“用户权限控制”，设置“权限选

择”例如权限 1。 

此时，只有当拥有权限 1 的用户才可以对该元件进行操作。用户可在用户登录窗口输入该用户对应的用户名以及相应

的密码和确认密码后进行操作。 

关于用户登录窗口： 

用户可自行新建窗口用作用户登录窗口或直接调用系统窗口【Frame9：Login Window】。 

2.14.3 元件保护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以通过设置系统等级密码或用户权限密码来限制操作者操作某些重要的元件。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实现元件保护功能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 

 通过用户等级设置元件保护 

 通过用户权限设置元件保护 

 ☞关于密码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 安全/密码】 
 

2.15 数据加密 

存储在外部存储器 U 盘/SD 卡里的数据，可通过数据加密功能来限制用户对 CSV 数据文件进行修改、编辑等操作。 

 

 
1. 使用【数据加密】的元件，生成的 CSV 文件如果没有经过【数据解密】，则打开后显示的是乱码 

2. 如果通过 TsManager 进行【数据解密】后，只能打开查看，不能修改编辑此 CSV 文件或 PDF 文

件 

3. 若加密文件被人为更改，则通过 TsManager【数据解密】时会提示错误，告知用户源文件被破坏 

4. 支持【数据加密】功能的元件：趋势图元件，XY 图元件，历史数据显示元件 
 
【举例】趋势图采样数据文件设置【数据加密】方法： 

（1）趋势图元件属性—【历史数据保存】—勾选【保存到外部设备】—勾选【数据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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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打开加密后生成的 CSV 文件显示的是乱码。 

使用【数据加密】功能

不使用【数据加密】功能

 
（3）通过 TsManager 的【数据解密】：解密为 CSV 文件或 PDF 格式。 

2.16 动画效果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通过下面三种方式来实现动画效果，以使 HMI 画面更加生动形象： 

  通过多状态显示元件 

用多状态显示元件实现动画效果的原理是将多张静态的图像连续快速切换显示以达到连贯效果。 

【范例】用多状态显示元件实现风机运转的动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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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多状态显示元件，用来显示风机运转效果，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0 (HMI 本地寄存器) 
状态数 3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状态2

  

定时器元件，用来切换多状态显示元件的状态值，其属性设置为： 

执行周期 1×100ms 
设置状态 设置模式 周期递加（循环） 

数据类型 字 
递加值 1 
上限值 2 
写入地址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运行时，效果如下图所示： 

 
 ☞关于多状态显示元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3.2 多状态显示】 

 通过动画元件 

动画元件是通过改变值，从而使元件在该值对应的预设路径中移动，快速切换时可形成连贯的动作效果。 

【范例】用动画元件实现传送带传送效果 

0 1 2 3

2

1

 

动画元件，其属性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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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地址 LW 0 (HMI 本地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定时器元件，用来切换动画元件的预设路径值，其属性设置为： 

执行周期 1×100ms 
设置状态 设置模式 周期递加（循环） 

数据类型 字 
递加值 1 
上限值 3 
写入地址 LW 1（HMI 本地寄存器） 

运行时，效果如下图所示： 

 
 ☞关于动画元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2.1 动画】 

 通过移动元件 

移动元件是通过改变值，从而使元件在该值对应的坐标位置移动，快速切换时可形成连贯的动作效果。 

【范例】用移动元件实现屏幕弹球的效果 

2

1

50px

50px

320px

240px

3

 

移动元件，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0 (HMI 本地寄存器) 
移动方式 沿 X 和 Y 方向移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定时器元件，用来改变移动元件 X 方向坐标值，其属性设置为： 

执行周期 2×100ms 
设置状态 设置模式 周期循环（到限转向） 

数据类型 字 
步长 1 
下限值 0 



进阶篇 基本设计方法 

 10  

上限值 270（320-50） 
写入地址 LW 1（HMI 本地寄存器） 

定时器元件，用来改变移动元件 Y 方向坐标值，其属性设置为： 

执行周期 3×100ms 
设置状态 设置模式 周期循环（到限转向） 

数据类型 字 
步长 1 
下限值 0 
上限值 190（240-50） 
写入地址 LW 2（HMI 本地寄存器） 

运行时，效果如图所示： 

 
 

2.17 多重复制 

 
多重复制的方法： 

选中元件，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多重复制】，弹出多重复制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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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e f

d

 
a：间隔型是以元件的右边外框为起点，开始复制。间距型是以元件的左上角第一个点为起点，开始复制。 

间隔型

间距型

 

b：复制数量：复制的元件数量 

c：间距：复制出来的元件之间的间距，单位为像素 

d：递加/递减：按地址增加来复制/按地址减少来复制 

e：前位数地址自动变化：寄存器的地址按照整数递加/递减 

f：后位数地址自动变化：寄存器的地址按照小数点后面递加/递减 

2.18 群组功能 
群组是指将多个元件或者图形组合在一起并保存到软件规划出来的群组库里，以便其它工程调出使用。 

保存在群组元件库的文件格式为 .pgl 

 进入【群组元件库编辑框】的方法 

 单击【绘图】菜单—【群组元件】—【使用群组元件】 

 在窗口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群组】—【使用群组元件】，弹出【群组元件库编辑框】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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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导出库 将当前的【群组元件库】保存到用户自定义路径中，方便导入 

导入库 默认群组元件库的路径为 JuncAuto DTools 软件安装路径下的 UserLib 目录，也可以从自定义

群组图库的路径去导入。单击【导入库】，可以打开相应路径中保存的群组库，选择需要打开

的群组图库，然后单击【打开】，则可将该群组图库添加到目前工程的群组图库中 

新增库 单击【新增库】按钮，将会弹出输入该新建群组图库的名称。默认群组图库的保存路径为软件

安装路径下的 UserLib 目录 

删除库 将当前打开的群组图库删除 

删除所有群组 将当前打开的群组图库中所有群组图片删除 

删除群组元件 将当前打开的群组图库中选中的群组图片删除 

放置群组元件 将把当前打开的群组图库上选择的群组图，放置在当前编辑的画面上 

 

【举例】下面介绍如何将群组图添加到一个新建的群组图库中。  

（1）单击【绘图】菜单—【群组元件】—【使用群组元件】，弹出群组图库对话框，然后单击【新增库】，并输入

群组元件库的名称：group，如图所示： 

 

单击【确定】，就会新建一个空的群组图库。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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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画面上放3个矩形，如图所示：  

 

全选这 3 个矩形，右击单击【群组】—【保存群组元件】，在群组元件库编辑框中点击【保存群组元件】按钮，则会

出现如图所示对话框： 

 
（3）在群组元件名称里输入：图 1，单击【确定】那么这 3 个矩形就以【图 1】的名称添加到了新建的名称为【group】

的群组元件库中。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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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再向【group】群组元件库中添加群组元件，方法同上，只要保存的时候选中群组元件库列表下的【group】

就可以添加了。 

2.19 查找/替换 
 单击【编辑】菜单—【查找/替换】 

 单击工具栏上的查找 图标 

 按下 PC 键盘上的快捷键 CTRL+F 

将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名称 描述 

查找内容 查找地址和

文本使用 

查找工程中地址和文本使用情况 

查找宏使用 查找工程中对应宏所在位置 

查找范围 当前工程 查找全部触摸屏画面、宏、后台元件 

后台元件 只查找后台元件，如事件信息登录、报警信息登录、趋势图等 

全部触摸屏 画面和宏 查找当前工程中全部画面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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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画面 查找当前工程中全部画面的元件 

全部宏 查找当前工程中全部宏 

当前触摸屏 画面和宏 查找当前选中的触摸屏内全部画面和宏 

全部画面 查找当前选中的触摸屏内全部画面的元件 

当前画面 查找当前选中的触摸屏的当前画面的元件 

全部宏 只查找当前触摸屏内全部宏 

查找 寄存器 寄存器类型 查找位地址（bit型）或者是字地址（word型）设备类型 

地址类型 设定查找的控制器中的设备类型和设备地址。勾选“范围”，则

表示在设定的地址范围内查找 

文本 不勾选【大小写匹

配】/【全文匹配】 

查找过程不判断字母大小写和全文一致 

大小写匹配 查找的文本字母大小写要匹配 

全文匹配 查找的文本要全文匹配 

替换 设定将符合寻找条件找到的设备类型和地址，替换为指定的设备类型和地址。 一旦查找处选择“范

围”，则替换处“按对应关系地址自动偏移”有效。未选中“按对应关系地址自动偏移”，替换的地

址是相同；如选中“按对应关系地址自动偏移”，替换的地址是以设定的替换地址为初始地址开始自

动偏移的连续地址。当设定好以上参数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查找】按钮，则在符合查找范围的窗口

内寻找符合条件的地址。若找到后，会在底部的白色框内显示找到的编号、位置、名称和对应数据。

当找到符合条件的元件时，双击该找到的元件，画面则会自动的跳转到该元件所在的位置并弹出该元

件的属性框。 单击【替换】或者【全部替换】时，表示将符合条件找到的元件，替换为【替换】参

数设定中的地址类型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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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窗口 

窗口是 HMI 程序的基本元素，每个画面都是由一些窗口组成。有了窗口，才能放置各种元件，图形，文字显示在 HMI

界面上。 

3.1 窗口类型 

根据功能或使用方式的不同，窗口可分为 3 种类型：基本窗口，公共窗口和快选窗口。改变大小后的基本窗口还可作

为弹出窗口使用，所有窗口都可作为底层窗口。具体说明如表所示： 

窗口类型 描述 

基本窗口 基本窗口是最常用的窗口。当用【功能键】—【切换基本窗口】或【PLC 控制】—【切换基本窗口】

来切换基本窗口时，当前屏幕会清除（除公共窗口和快选窗口以外的窗口都会被清掉），而要切换

的基本窗口会显示在当前屏幕上。当基本窗口上的元件调用弹出窗口时，基本窗口一直处于打开状

态，窗口上的原始信息会保留，而调用的弹出窗口会附加在当前基本窗口上，所有弹出窗口与基本

窗口是父子窗口的关系。当从基本窗口 N 切换到基本窗口 M 时，所有窗口 N 上的子窗口都将关闭，

只显示窗口 M 及其子窗口 

快选窗口 该窗口是由工作按钮调用的窗口，一般被用来放置常用按钮。会一直显示在屏幕上，除非工作按钮

把它隐藏。窗口 2 默认为快选窗口，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快选窗口名称】

修改别的窗口为快选窗口 

公共窗口 该窗口的元件会显示在其它窗口上，但不包括弹出窗口。通常将各窗口共用的或相同的元件放在公

共窗口。窗口 1 默认为公共窗口，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公共窗口名称】修

改别的窗口为公共窗口 

底层窗口 该窗口一般用来放置多个窗口需要调用的公共元件。使用底层窗口省去重复编辑相同的元件。如：

背景图形、图表、标题等。运行时底层窗口的元件插入到一般窗口，而实际上该窗口并不显示 

弹出窗口 弹出窗口都是附加在当前基本窗口之上的。功能键里面的【关闭窗口】只能关闭弹出窗口，直接窗

口或间接窗口，不能关闭基本窗口。直接窗口，间接窗口，【事件信息登录】—【弹出窗口】，【功

能键】—【弹出窗口】都属于弹出窗口 

一个屏幕可以同时包含基本窗口、快选窗口、公共窗口，而每个基本窗口/公共窗口都可以包含多个底层窗口和弹出

窗口。屏幕和窗口的关系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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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事件信息登录和功能键元件设置弹出的窗口 
每个工程中窗口数量都有一定限制，具体如下表所示： 

窗口类型 默认窗口编号 最大支持的窗口数量 

基本窗口 0 窗口编号范围：基本窗口 0,10~32767 

公共窗口 1 1 

快选窗口 2 1 

底层窗口 -- 单个窗口最多可设 3 个底层窗口 

弹出窗口 -- 无限制，直到内存用完 

 

!
 

1.由于弹出窗口一旦打开，不关闭就不会释放内存，所以尽量使用基本窗口，少使用弹出窗口 

2.同一窗口只能同时打开一次。因此不能在同一基本窗口用两个或以上的直接/间接窗口打开同一窗口 

3.弹出窗口是附加在当前基本窗口之上的，因此当基本窗口切换到别的基本窗口，弹出窗口也将不显

示，如果又切换到该基本窗口，原附加在该窗口上的弹出窗口仍然还在，除非用功能键的【关闭窗口】 

4.在公共窗口中的弹出窗口将始终存在，只有在该弹出窗口中用功能键的【关闭窗口】 

5.快选窗口支持弹出窗口  

6.工程中不要大量使用弹出窗口、间接窗口及直接窗口，会影响通讯速度。 尽量使用基本窗口 

7.基本窗口和弹出窗口支持的实际数量还跟屏的内存有关                                                                                                                                                                                                                                                                                                                                                
 

3.2 系统自带窗口 
当新建一个工程后，工程自带了 10 个默认的窗口。在工程结构窗口中可以看到，如下图所示： 

 
默认窗口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窗口编号 窗口名称 描述 

0 Frame0 基本窗口，默认为初始窗口 

1 Common Window 

公共窗口，公共窗口里的 2 个直接窗口是弹出默认键盘的，这 2 个元件不

可删除，一旦删除将不能弹出键盘。注意：每个窗口都需执行的公共元件

可放到公共窗口 

2 Fast Selection 快选窗口，该窗口需和【HMI 属性】—【任务栏】配合使用 

3 NUM Keyboard 数字键盘，默认弹出数字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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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SCII Keyboard ASCII 键盘，供用户备用 

5 File List Window 文件列表窗口，该窗口需和【功能键】元件—【导入/导出】配合使用 

6 Password Window 密码窗口，该窗口和窗口 5 【File List Window】配合使用 

7 Confirm Action Window 
确认操作窗口，当元件勾选了【控制设置】—【操作员确认】时的弹出窗

口☞关于操作员确认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7 操作条件设置】 
8 HEX Keyboard 十六进制键盘，供用户备用 

9 Login Window 

密码登录窗口，当元件勾选了【控制设置】—【触控条件使能】—【用户
等级控制】/【用户权限控制】—【自动弹出密码窗口】时的弹出窗口 

☞关于密码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 安全/密码】 

 

!
 

1. 默认的窗口 0～９不可删除 

2. 默认窗口 1～９中的元件地址和属性不能轻易更改和删除，改动可能影响正常使用，文字可以更改 

 

3.3 编辑窗口 

3.3.1 添加窗口 

新建工程默认有 10 个窗口，用户可添加若干新窗口，添加有 3 种方式。 

 点击【画面】菜单—【添加组态窗口】 

 
 点击【画面切换工具栏】中【添加窗口】 图标 

 在工程结构窗口，选中 HMI0 右击，选择【添加组态窗口】，如下图所示： 

 
单击【添加组态窗口】会自动弹出【新建窗口】属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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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如下表所示： 

名称 描述 

编号方式 置于空缺位 当现有窗口编号不连续时，可插入新窗口于系统自动识别的第一个空缺位置 

置于最后 新建窗口，系统会自动将窗口的编号设置为当前最后一个窗口编号的下一个编号。默

认选中【置于最后】 

自定义 新建窗口于任意位置，窗口编号可自定义，范围从 10~32767，但不能是已存在的窗

口编号 

窗口编号 显示新建窗口的编号。当编号方式选中【置于空缺位】或【置于最后】时，窗口编号

灰掉，只有选中【自定义】才可修改 

窗口名称 用户自定义或系统默认 

【新建窗口】属性页设置完毕，点击【新建】，即可新建一个窗口。 

3.3.2 打开窗口 

窗口创建后，可通过以下 4 种方式打开窗口 

 在【画面切换工具栏】的窗口列表中选择所要打开的窗口 

 
 在【画面切换工具栏】点击【上一页】/【下一页】翻页图标，打开窗口。点击 图标来显示前一个窗口，点击

图标显示后一个窗口。 

 在【工程结构窗口】—【树形结构】列表，单击所要打开的窗口编号。 

 
 在【工程结构窗口】—【预览图】列表，双击所要打开的窗口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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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复制窗口/批量复制窗口 

窗口支持复制及批量复制的功能，选择【画面】菜单—【复制删除窗口】可实现窗口的复制。 

 
单击【复制删除窗口】打开【复制删除窗口】属性页，如图所示： 

 
具体描述如表所示： 

名称 描述 

操作方式 复制窗口：复制数量 选择复制窗口功能并设置欲复制的窗口数量 

源窗口参

数设置 

复制单个窗口 选择要复制的单个窗口编号 

复制多个窗口 选择要复制的连续窗口编号，从窗口 M~窗口 N，这几个窗口将被同时复制 

目标窗口 ID 设置 设置复制到的起始窗口编号。目标结束窗口编号为系统自动生成，不可更改 

 

 目标起始窗口编号不能是已存在的窗口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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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删除窗口/批量删除窗口 

 删除当前窗口 

删除当前窗口有 4 种方式： 

 点击【画面】菜单—【删除当前窗口】 

 
 点击【画面切换工具栏】中【删除当前窗口】 图标 

 在【工程结构窗口】—【树形结构】选中所要删除的窗口右击，选择【删除】 

 
 在【工程结构窗口】—【树形结构】选中所要删除的窗口，并按下 PC 键盘的【Delete】键。 

 删除自定义窗口 

 点击【画面】菜单—【复制删除窗口】可实现窗口的删除。 

 
 单击【复制删除窗口】打开【复制删除窗口】属性页，选择【删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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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如表所示： 

名称 描述 

操作方式 删除窗口 选择删除窗口功能 

删除窗口

操作设置 

删除单个窗口 选择要删除的窗口编号 

删除多个窗口 选择要删除的窗口编号，从窗口 M 到窗口 N，这几个连续窗口将被删除 

 

!
 

1. 一旦删除窗口，其窗口中的元件都将被删除且无法恢复，慎用此功能 

2. 窗口 0~9 是系统默认窗口，不能删除                                                                                                                                                                                                                                                                                                                                           

 

3.4 窗口属性 

3.4.1 打开窗口属性页 

JuncAuto DTools 软件提供 5 种方式设置窗口属性。 

 点击【画面】菜单—【当前窗口属性】。 

 
 
 点击【画面切换工具栏】中【当前窗口属性】 图标 
 直接点击 图标 

 在当前窗口空白处双击 

 在【工程结构窗口】—【树形结构】选中所要设置的窗口右击，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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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窗口属性说明 

 
关于窗口属性说明如表所示： 

窗口属性说明 

名称 可以给每个窗口命名，方便区分 

编号 窗口编号范围为 0~32767。编号在新建窗口时可设置，创建完毕不能再修改 

安全级别 设定当前窗口的安全级别☞关于安全等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 安全/密码】 

窗口关闭时切换

到最低安全级别 

此功能和安全等级一起配合使用 

☞关于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 安全/密码】 

位置  起始横坐标/

纵坐标  

此功能只对功能键的弹出窗口有效，且在弹出的窗口属性页做此设置，则窗口

的左上角顶点会显示在起始横/纵坐标位置 

宽度/高度 设置窗口的宽度和高度。当特殊属性勾选【打印页】，宽度高度均可大于实际

屏幕大小，但不超过 1024☞关于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 打印】 
底层窗口 给当前窗口设置相应的底层窗口。底层窗口以背景图方式置于编辑窗口的最底层。底层窗口必

须是已经创建的基本窗口，一般把多个窗口公用的元件放在底层窗口上 

边框 设置边框的宽度和颜色。边框的宽度范围为 0~16，当边框宽度不为 0 时，边框颜色选择有效 

屏蔽公共窗口键

盘映射 

双击当前编辑的窗口，勾选【屏蔽公共窗口键盘映射】用来屏蔽公共窗口里的按键。此功能仅

适用于自带按键的 HMI 有效 

特殊属性 键盘页：设置当前窗口为键盘窗口，配合元件【键盘属性】的指定键盘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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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键盘页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4 键盘】 

打印页：设置当前窗口为打印窗口☞关于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 打印】 
视频页：设置当前窗口为视频窗口。用于视频元件使用弹出窗口方式显示时设置 

背景填充效果 【填充颜色】为窗口背景色，【背景颜色】为填充样式颜色。使用填充样式 0 时，窗口只显示

填充颜色 

透明度 只对弹出窗口、快选窗口有效，透明度为 0%、20%、50%、80%、100% 

弹出窗口类型 弹出窗口类型是指一个弹出窗口和相邻窗口之间的关系 

垄断 如果一个窗口勾选了【垄断】，那么此窗口弹出时，其父窗口将被锁定，而此弹出窗

口始终显示在父窗口的最上层 

截除 如果一个窗口勾选了【截除】，此窗口的边界会受其父窗口限制，也就是显示在其父

窗口边界外的部分将被砍掉 

跟随 如果一个窗口勾选了【跟随】，当此窗口的父窗口移动时，它也将跟着移动 

紧贴 窗口 A 和 B 都附在基本窗口上。一般触控窗口 A，A 窗口将会显示到最上层来，若窗
口 A 勾选“紧贴”属性，则窗口 A 即使被触控也不会到最上层，而始终附在其父窗口

上☞关于紧贴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3 窗口】 
注意：如果勾选截除，则必须同时选中跟随 

定时器使用属性说明 

定时器列表 显示当前窗口所有定时器的显示情况。如没有定时器，窗口属性中不显示 

特定属性元件列表 

特定属性元件列

表 

显示当前窗口添加的定时器、含窗口属性相关的设定元件。如没有跟窗口属性有关的设定元件，

窗口属性中不显示 

 

【范例】要求在窗口 0 弹出窗口 10、11、12，这三个弹出窗口的透明度分别为 0%、20%、80%，且起始横坐标分别

为（0,0）；（110,0）；（220,0） 

 
窗口 0 放置 3 个功能键元件，分别弹出窗口 10、11、12，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切换窗口：弹出窗口 10 弹出窗口 11 弹出窗口 12 

标签 使用；0：弹出窗口 10 使用；0：弹出窗口 11 使用；0：弹出窗口 12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窗口 10，11，12 属性分别设置为： 
起始横坐标 0 110 220 

透明度 0% 2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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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填充颜色 勾选，填充颜色：¢黄色 

保存编译并下载工程。运行时，触控功能键弹出窗口效果如图所示： 
 

2

1

 
 

3.5 和窗口有关的元件 
和窗口直接相关的元件有：直接窗口、间接窗口、功能键（切换基本窗口、返回前一窗口、切换公共窗口、切换快选

窗口、弹出窗口、关闭窗口、窗口控制条和最小化窗口）。 
和窗口直接相关的功能有：PLC 控制的切换基本窗口、输出到 PLC（当前基本窗口编号）、切换基本窗口（窗口 0
不切换）。 

☞关于和窗口相关的元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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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件 

元件是用户与之交互以输入或操作数据的对象，用户通过操作该对象来执行某一个特定的行为。用户在使用元件时需

根据实际需求对元件属性进行设置。不同的属性可直接影响元件操作和执行的结果。本章将详细介绍每个元件的属性。 

4.1 元件公共设置 

4.1.1 元件的创建和删除 

（1）创建元件 

用户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来创建元件： 

 从【元件库窗口】创建 

在【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功能元件】/【工程数据库】中用鼠标选中所需元件往组态编辑工作区拖曳，此

时自动弹出该元件的属性框，单击属性对话框的【确定】按钮后出现“+”光标，移动鼠标至合适位置，点击鼠标左

键即可创建并放置，点击鼠标右键则取消创建。如图所示： 

2

1

 
 从菜单栏创建 

单击【元件】菜单，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元件，此时会弹出元件的属性框，单击属性对话框的【确定】按钮后在组

态编辑工作区左上角位置出现“+”光标，移动鼠标至到合适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即可创建并放置，点击鼠标右键则

取消创建。 

1
2

3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1  

 文本库、地址标签库和声音库位于【选项】菜单中 

 

（2）删除元件 

已创建的元件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进行删除： 

 通过右键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元件，点击鼠标右键，然后点击右键【删除】即可删除选中元件。 

 通过键盘 Delete 键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元件，然后按键盘上的【Delete】键即可删除选中元件。 

4.1.2 元件执行顺序 

在组态设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要求只触控一次就可触发多个元件执行相应操作命令的情况，通常用户会将要执行操

作的多个元件叠加在一起，以达到多元件触发的目的。 

此时一旦有触控动作，叠加的元件并不是同时执行操作命令，而是按元件的叠放顺序来依次执行操作命令。 

放置在最上层的元件最先执行操作命令，然后依次往下执行，如下图所示： 

执行顺序
最上层

底层

 
另外，用户可通过右键查看叠加元件所在图层位置。 

在叠加元件上方点击鼠标右键，如下图所示： 

SWD1

SWD0

SW0

SB0
 

通过位置调整工具栏 （置顶/置底/向前一层/向后一层）调整元件所在图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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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D1

SWD0

SW0

SB0

1

2

SWD0

SWD1

SW0

SB0

3

 
 

!
 

1. 当遇到执行切换基本窗口命令的元件时，则在执行切换基本窗口命令后，放置在该元件下方的所

有元件的命令不再继续执行 

先执行

然后执行（切换基本窗口命令）

不执行

 

2. 叠加元件的数目不能超过 32 个 
 

4.1.3 属性打开方式 

元件属性对话框除了在创建时会自动弹出外，已创建好的元件还可以通过下面三种方式打开其属性对话框： 

 直接双击元件打开 

 选中元件，点击鼠标右键，从右键选择【属性】后打开 

 选中元件，单击基本工具栏的 图标后打开 

叠加元件属性框打开方法： 

多个元件叠加时，下层元件可通过右键选中后，再通过上述方法打开其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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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不能同时打开多个元件的属性框；不支持元件属性批量修改 

 

4.1.4 基本设置 

在元件属性【基本属性】页中可以设置元件操作的对象以及地址类型等相关属性。 

基本属性
 

基本属性具体说明 

 

优先级 功能暂不支持 

写入地址 状态值或数据写入的控制设备寄存器地址。不可设时表示该元件为只读元件，显示状态只能根据读

取地址的状态值或数据来显示 

触摸屏 对应控制的 HMI 编号；编号根据触摸屏建立的先后顺序自动分配 

PLC 编号 对应控制的 PLC/控制器编号；编号按 PLC/控制器建立的先后顺序自动分配 

改变站号 与多个 PLC/控制器通讯时可通过该选项来访问相应的 PLC/控制器。此选项

适用于一屏多机或多屏多机时只组态一个 PLC/控制器的情况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1.2 站号索引】 
地址类型 选择要操作的 PLC/控制器寄存器或 HMI 内部寄存器类型 

HMI 内部位寄存器类型包括：LB、LW.B、RB、RBI、FRB、FR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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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 内部字寄存器类型包括：LW、RW、RWI、ERW0~2、ERWI0~2、FRW、

FRWI 

☞关于 HMI 内部寄存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4.1 HMI 内部寄存器】 
PLC/控制器寄存器类型会根据所连接的 PLC/控制器设备不同而异 

☞关于 PLC/控制器寄存器更多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手册】 
地址 设定操作命令或数据要写入的寄存器地址 

编码类型 BIN 或 BCD，LSB☞关于编码类型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5 编码类型】 
字数 所占寄存器个数。一般默认字数为 1，根据不同的元件或地址类型而变化 
系统寄存器 HMI 提供用来做特殊用途的内部保留寄存器 

☞具体说明请参阅【进阶篇 14.2 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格式 所选 PLC/控制器寄存器或 HMI 内部寄存器地址类型的格式 

使用地址标签 是否使用地址标签里已登录的地址 

☞关于地址标签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2 地址标签库应用】 
使用索引寄存器 是否使用指定寄存器作为当前元件控制寄存器的索引寄存器 

☞关于索引寄存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1.1 索引寄存器】 
读取地址 状态值或数据读取的控制设备寄存器地址。不可设时表示该元件为只写元件，显示状态不能根据读

取地址的状态值或数据来显示 

描述 分配给当前元件的参考名称 

 

4.1.5 标签设置 

在元件【标签】属性页中可设置元件各个状态对应显示的注释文字。 

标签
 

标签属性具体说明 

 
使用标签 使用标签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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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形字体 注释文字使用图形模式字体 

☞关于图形模式字体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3.4 图形模式字体】 
标签越界判断 勾选 根据标签内容来自动调整元件尺寸。如图所示： 

手动运行
 

不勾选 不会根据标签内容来自动调整元件尺寸，标签内容超出部分则被截除。如图所

示： 

手动运行
 

使用文本库 使用文本库已登记的内容作为标签注释 

☞关于文本库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1 文本库应用】 
状态列表 各个状态对应显示的注释文字 

标签内容 在此输入各个状态对应的注释文字 

复制当前标签内容到

所有状态 
选中某个状态后点击该选项可将指定状态的标签内容复制到所有状态对应的标签内容中 

字体类型 注释文字使用矢量字体或点阵字体 

☞关于矢量字体和点阵字体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3 文字】 
字体属性 设置标签内容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颜色等属性。可将当前设置的字体属性选择复制

给每个状态或每个语种对应的标签内容 
 元件标签设置步骤： 

添加状态 0 的标签内容  

1

2 3A
 

勾选“使用标签” 
在标签列表选中状态 0 

在标签内容中输入要注释的
文字 

 

添加状态 1 的标签内容  

1
2A

 

在标签列表选中状态 1 
在标签内容中输入要注释的
文字 

 

4.1.6 使用图形设置 

在元件【图形】属性页中可设置元件状态对应显示的图形，可以是向量图或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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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图形属性具体说明 

 
使用向量图 使用向量图形显示 使用位图 使用位图图形显示 

使用图片原尺寸 仅当使用位图时，此选项有效。勾选后，元件将按图片实际尺寸显示 

保存当前图形到

系统图库 
将选中图形或某状态图形保存至系统图库 UserSelPath 文件夹中 

导入图像 从系统图库或外部路径导入 vg 或 bg 格式的图形 

图形状态 根据选择的状态预览显示此状态的图形 

但对于向量图和位图这些无状态控制的元件来说，向量图和位图元件显示的图形为此处选择的

状态对应的图片 

☞关于向量图和位图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 图库应用】 

4.1.7 操作条件设置 

在元件【控制设置】属性页中可设置元件的操作条件以及操作时间，同时还可设置通知触发宏执行或寄存器动作的功

能。 

控制设置
 

控制设置属性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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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使能

设置 

触控始终有效 勾选表示在当前元件触控有效区域触控即可将状态值或数据有效写入指定寄存器 

触控始终无效 勾选表示即使在当前元件触控有效区域触控也不能将状态值或数据有效写入指定

寄存器 

触控条件使能 用户等级控制：勾选表示操作者的用户等级需高于所设的最低用户等级时，才能触

控当前元件并将状态值或数据写入指定寄存器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Controlled by no security level 
Controlled by security level 3

Input level 3 password

 
☞关于用户等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3.1 元件用户等级保护】 
用户权限控制：勾选表示操作者需拥有所设的权限时，才能触控当前元件并将状态

值或数据写入指定寄存器 

Controlled by access 2
Controlled by access 1

User access list

User1

User2

Access1 Access2 Access3

user1

Name

******
Log in

Name

Password

 

☞关于用户权限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3.2 元件用户权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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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控制：勾选表示当指定位寄存器或字寄存器的状态满足所设条件后，才能触

控当前元件并将状态值或数据写入指定寄存器 

Operate condition

When...

Controlled by no condition 
Controlled by register state

ON OFF

ON

 

自动弹出密码

窗口 

勾选表示当当前用户等级或用户权限不满足设定的等级或权限

时，自动弹出系统提供的密码输入窗口[Frame9:Login window]供

用户输入密码以便登录 

 显示触控无效

标记 
勾选表示当前元件处于触控无效状态时，元件则显示无效标记。该功能仅当勾选【触

控始终无效】或【触控条件使能】时可选；触控无效标记颜色可在【HMI 属性】

—【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 

触控安全

设置 

最小按压时间 需持续按压当前元件不小于该设置时间后，方可将状态值或数据有效写入指定寄存

器。最小单位为 100 毫秒，为 0 时表示不设置最小按压时间 

操作员确认 勾选表示触控当前元件时 HMI 会自动弹出操作确认窗口[Frame7：Confirm Action 

Window]，点击“YES”则才将状态值或数据写入指定寄存器，点击“Cancel”或

超过设置的【等待时间】而用户未进行“YES”确认时，则自动取消该操作 

记录操作员操

作 

勾选此选项，表示该操作事件会被记录，可通过操作日志元件显示记录的操作事件,

并以 CSV 的文件格式存档在外部存储器设备中 

操作最小时间

间隔 

同一个元件或不同元件间两次操作的最小时间间隔 

最小单位为秒，为 0 时表示不设置操作最小时间间隔 

通知功能 触发宏操作 操作此元件时，在当前操作成功执行前触发运行指定的宏代码 

触发寄存器操

作 

字 

写入前通知 

在当前操作成功执行前将“写入值”写入到指定的字寄存器 

写入值支持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

等数据类型 

写入后通知 

在当前操作成功执行后将“写入值”写入到指定的字寄存器 

写入值支持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

等数据类型 

位 写入前通知 在当前操作成功执行前将开/关信号写入到指定的位寄存器 

写入后通知 在当前操作成功执行后将开/关信号写入到指定的位寄存器 

写入值 设 1 设 0 设 0 脉冲 设 1 脉冲 

4.1.8 显示条件设置 

在元件【显示设置】属性页中可设置元件的显示条件以及元件的大小、位置。 

显示设置
 

显示设置属性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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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 勾选表示元件被锁定，一旦锁定则不能通过鼠标或键盘移动键移动此元件位置 

X/Y 元件左上角顶点坐标值 

宽/高 元件的宽度和高度（单位为像素点） 

一直显示 勾选表示当前元件一直保持显示状态 

不显示 勾选表示当前元件一直保持隐藏状态，元件隐藏时触控无效 

条件显示 用户等级控制：勾选表示操作者的用户等级需高于所设的最低用户等级时，才能显示当前元件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Display by security level 3
Input level 3 password

Appear  
☞关于用户等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3.1 元件用户等级保护】 
用户权限控制：勾选表示操作者需拥有所设的权限，才能显示当前元件 

User access list

User1

User2

Access1 Access2 Access3Name

Display by access 1

User1

******
Log in

Name

Password

Display by access 2

AppearHide
 

☞关于用户权限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3.2 元件用户权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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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控制：勾选表示当指定位寄存器或字寄存器的状态满足所设条件后，才能显示当前元件 

Display condition

When...

ON OFF

ON

Display by register state

Appear  

 

4.1.9 触控声音设置 

在元件【声音】属性页中可以设置元件触控时播放的声音效果。 

声音
 

声音属性具体说明 

 
使用声音 设置元件触控时播放声音 
声音库 打开声音库编辑属性框 

☞关于声音库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6 声音库】 
播放 试听当前选择的音频文件 停止 停止试听当前选择的音频文件 

☞关于声音使用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4 声音库应用】 
 

!  “声音”功能仅适用于带音频输出接口的 HMI 

 

4.1.10 历史数据保存设置 

历史数据保存
 

历史数据保存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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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存

到 配

方 数

据区 

将采样数据保存在 HMI 的配方寄存器地址即 RW 寄存器中 

结束地址计算公式：结束地址=起始地址+20+采样页数×每页采样点数×（4+通道数）。(超出已设采样数

据量之后,再采样过来的数据会覆盖最初采样的数据) 

保存数据到

CSV 

将保存到配方数据区的采样数据保存至外部存储设备，并生成 CSV 文件。该 CSV 文件的存

储路径为 /export/子目录名/文件名。CSV 文件名则以导出的当前时间命名。 

 

注意：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保存到配方区数据到 CSV 的文件带表头，表头同元件的标题；但

是趋势图、XY 图导出生成的 CSV 文件不带表头。 

数据加密 对采样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可设置解密为.csv、.PDF 两种格式。注意：TsManager 工具中

【反编译处理】可解密此加密.csv 文件 

使用密码 设置密码，解密过程中需输入密码 

使用动态密

码 

密码可通过指定寄存器设定 

保存毫秒值 将数据的采样时间精确到毫秒值并记录到 CSV 文件中 

保存的外部

设备 

SD 卡、USB DISK1、USB DISK2、HMI 可选 

注意：保存到 HMI 中的文件最大为 80M 

子目录名 设置 CSV 文件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得子目录名，用户可自行修改 

触发参数 当指定的寄存器满足触发方式中的设定时，就触发保存配方数据到 CSV 

触

发

方

式 

OFFàON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保存配方数据到 CSV 

ONàOFF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保存配方数据到 CSV 

OFFßàON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发生变化时保存配方数据到 CSV 

OFFàON（自

动复位）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保存配方数据到 CSV，同时指定

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FF 

ONàOFF（自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保存配方数据到 CSV，同时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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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复位） 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N 

时间升序排

列 

勾选后，保存的 CSV 数据以时间升序格式排列。未勾选，保存到 CSV 数据以时间降序格式

排列。 

保 存

到 外

部 设

备 

将采样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设备中 

存储设备 HMI、SD 卡、USB DISK1*、USB DISK2*可选 

断电保持 断电重启后，可恢复断电之前的事件信息 

输出至 CSV

文件 
将采样的数据信息以 CSV 格式文件保存在外部设备中。该 CSV 文件的存储路径是/trend/子

目录名/文件名 
数据加密 对采样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可设置解密为.csv、.PDF 两种格式。注意：TsManager 工具中

【反编译处理】可解密此加密.csv 文件 

☞关于数据加密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15 数据加密】 
使用密码 设置密码后，解密需输入密码 

保存毫秒值 将数据的采样时间精确到毫秒值并记录到 CSV 文件中 

仅保存数据 只保存采样数据，不保存采样日期和时间 

子目录名 设置 CSV 文件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的子目录名，用户可自行修改 

历史数据显示元件默认子目录名为 History Data；趋势图默认子目录名为 History Trend；XY

图默认子目录名为 XY_CHART 

存储方式 分天存储 将采样数据按天存储并记录在以“yyyy mmdd”形式命名的 CSV 文件中 

单一文件 将采样数据按条数存储并只记录在以“子目录名”命名的 CSV 文件中 

批量存储 提供一种缓冲存储机制，当写入 SD 卡或 U 盘的数据量达到设定的缓冲区大小后，才执行一

次写入操作；“Default”则表示不缓冲，一有数据就执行写入操作 

最大存储限

制 
设置存储量的上限；分天存储的单位为天；单一文件存储的单位为条。 

若选择【分天存储】，文件则以“yyyymmdd”的形式命名，最大存储限制表示该路径下的 CSV

文件上限数，若超过则将较早的文件删除；若选择【单一文件】的存储方式，文件则以“子

目录名”的形式命名，最大存储限制表示该文件存储的条目上限数，达到后将不再继续存储。

（yyyymmdd 指执行日期）  

变量子目录

名 
设置子目录名称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字数最多可设为 16 

※ 带两个 USB HOST 设备的 HMI，USB DISK 的编号规则与 USB DISK 插入插槽的先后顺序有关，即先插上 USB 插
槽的 DISK 为 USB DISK1, 后插的为 USB DISK2, 与插槽的位置无关 

 
外部存储设备生成文件夹介绍 

文件夹 外部存储设备 名称 说明 

Disk 

Hmi 

Sd 

Usb1 

Usb2 

database 存放采样数据库文件 

event 存放事件 CSV 文件 

exmem 存放 ERW 数据文件 

export 存放导出的 CSV 文件 

historystore 存放断电保持数据的文件 

log 存放操作日志 CSV 文件 

scr 存放屏幕截图文件 

trend 存放趋势图/历史数据 CSV 文件 

※ 1. 离线模拟会在 DTools 软件安装根目录生成 disk\hmi(sd\usb1\usb2)文件夹。下载到屏，历史数据保存生成的文
件夹直接在外设的根目录，不会生成 disk\hmi(sd\usb1\usb2)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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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存到 HMI 的外设数据，可以通过 KHManager 软件上传，【上传处理】-【上传指定文件】。 

 

!  

采样数据正在往外部存储设备存储时，如要从 HMI 上移除外部存储设备，必须先将系统特殊寄存器

LB9153（SD 卡）、LB9154（USB disk1）、LB9155（USB disk2）置为 OFF 状态后再移除，以避免直

接拔除而导致数据损坏或丢失 

 

4.2 开关元件 

按钮/开关元件包括位状态设定、位状态切换开关、多状态设定、多状态切换开关、组合操作以及功能键等。 

4.2.1 位状态设定 

 

位状态设定元件定义了一块触控区域，当激活这块区域时可以切换 HMI 内部或 PLC/控制器的位地

址为开或关状态。元件显示的状态不会根据写入的状态值而发生改变 

ON OFF

 
 

位状态设定
 

位状态设定类型具体说明 
类型 设定功能说明 

设 1 

按一次，指定的地址为开，松开按钮或再按仍为开 

Press again still ONPress and ON

ON ON

 

设 0 

按一次，指定的地址为关，松开按钮或再按仍为关 

Press again still OFFPress and OFF

OFFOFF

 

切换开关 

按一次，指定的地址为开，松开按钮仍为开；再按一次为关，松开按钮仍为关，直到

下一次按压 

Press and ON Press and OFF

ON OFF

 

复位开关 仅当按下此元件时，指定的地址才置为开。松开后变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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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and ON OFF when released

ON OFF

 

打开窗口时置为开状态 

当打开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开 

When window opened
M0:ON

M0
 

打开窗口时置为关状态 

当打开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关 

When window opened
M0:OFF

M0
 

关闭窗口时置为开状态 

当关闭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开 

When window closed
M0:ON

M0
 

关闭窗口时置为关状态 

当关闭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关 

When window closed

M0:OFF

M0
 

窗口最大化时置为开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最大化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开 

When window maximized

M0:ON

M0
 

窗口最大化时置为关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最大化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关 

When window maximized

M0:OFF

M0
 

窗口最小化时置为开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最小化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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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indow minimized

M0:ON

M0
 

窗口最小化时置为关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最小化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关 

When window minimized

M0:OFF

M0
 

背光灯关闭时置为开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背光灯灭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开 

When backlight turned OFF

M0:ON

M0
 

背光灯关闭时置为关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背光灯灭时，指定的地址置为关 

When backlight turned OFF

M0:OFF

M0
 

输入成功时置为开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有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输入成功时，指定的位地址置为开 

####

120

123

123

Input is 
accepted

M0:ON

M0
 

输入成功时置为关状态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有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输入成功时，指定的位地址置为关 

####

120

123

123

Input is 
accepted M0:OFF

M0
 

设 0 脉冲 

当触压按钮时，设位为 0，同时产生指定脉冲宽的负脉冲，脉冲时间结束然后设为位 1。

可设脉冲宽，按压时会产生设定的脉冲宽度，以利 PLC 控制器接收 0 信号，最小为

100ms，如果设太短可能 PLC 因为通讯或本身扫描时间太长，无法可靠接收到时，脉

冲宽度要增加到接收的时间。 

设 1 脉冲 

当触压按钮时，设位为 1，同时产生指定脉冲宽的正脉冲，脉冲时间结束然后设为位 0。

可设脉冲宽，按压时会产生设定的脉冲宽度，以利 PLC 控制器接收 1 信号，最小为

100ms，如果设太短可能 PLC 因为通讯或本身扫描时间太长，无法可靠接收到时，脉

冲宽度要增加到接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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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按钮松开时执行 
当选择开关功能时，按钮按下，元件不作任何反应，按钮松开，元件才执行定义的开

关功能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或映射到 HMI 自带按键 F1~F8

上。此功能仅对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4.2.2 位状态切换开关 

 

位状态切换开关是指示灯和位状态设定元件的组合。它定义了一块触控区域，当激活这块区域时可

以切换 HMI 内部或 PLC/控制器上的位地址为开或关状态，同时开关显示的状态会根据读取地址的

状态显示 

ON OFF

 

位状态切换开关
 
位状态切换开关类型具体说明 

开关类型 设定功能说明 

设 1 

按一次，指定地址状态为开，松开按钮或再按仍为开 

Press again still ONPress and ON

ON ON

 

设 0 

按一次，指定地址状态为关，松开按钮或再按仍为关 

Press again still OFFPress and OFF

OFF OFF

 

切换开关 

按一次，指定的地址为开，松开按钮仍为开；再按一次为关，松开按钮仍为关，直到下一次

按压 

Press and ON Press and OFF

OFFON

 

复位开关 

仅当按下此元件时，指定地址状态为开。松开后变为关 

Press and ON OFF when released

OFFON

 

设 0 脉冲 当触压按钮时，设位为 0，同时产生指定脉冲宽的负脉冲，脉冲时间结束然后设为位 1。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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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脉冲宽，按压时会产生设定的脉冲宽度，以利 PLC 控制器接收 0 信号，最小为 100ms，如

果设太短可能 PLC 因为通讯或本身扫描时间太长，无法可靠接收到时，脉冲宽度要增加到

接收的时间。 

设 1 脉冲 

当触压按钮时，设位为 1，同时产生指定脉冲宽的正脉冲，脉冲时间结束然后设为位 0。可

设脉冲宽，按压时会产生设定的脉冲宽度，以利 PLC 控制器接收 1 信号，最小为 100ms，如

果设太短可能 PLC 因为通讯或本身扫描时间太长，无法可靠接收到时，脉冲宽度要增加到

接收的时间。 

当按钮松开时执行 当选择开关功能时，按钮按下，元件不作任何反应，按钮松开，元件才执行定义的开关功能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或映射到 HMI 自带按键 F1~F8 上。此

功能仅对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4.2.3 多状态设定 

 
多状态设定元件定义了一块触控区域，当激活这块区域时，可以将设定的值写入指定的 HMI 内部字

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地址中。元件显示的状态不会根据写入的值发生改变 

Write data“125”
to D100

D100=125

 

多状态设定
 

位状态切换开关类型具体说明 
设定方式 设置常数 设置常数功能。触控元件，可将设置值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D100=125Default :125

 
窗口打开

时设置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打开时，将设置值自动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D100=125When window opened

D100
 

窗口关闭

时设置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关闭时，将设置值自动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When window closed D100=125

D100
 

窗口最大

化时设置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最大化时，将设置值自动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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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indow maximized D100=125

D100
 

窗口最小

化时设置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最小化时，将设置值自动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When window minimized
D100=125

D100
 

背光关闭

时设置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背光由开启状态变为关闭时，将设置值自动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When backlight 
turned OFF D100=125

D100
 

输入成功

时设置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中的输入元件输入成功时，会将设置值自动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

120

123

123

Input is 
accepted

D100=125

D100
 

输入失败

时设置 

当包含此元件的窗口中的输入元件输入失败时，将设置值自动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

120

123

120

Input is not 
accepted

D100=125

D100
 

加 每按一次此按钮，会将所指定的地址的值加上“加数”值，其结果不会超过上限值 

0
D100: 1

2

Beep...Beep...Beep

100
...

addend：1

upper：100

value

 
减 每按一次此按钮，会将所指定的地址的值减去“减数”值，其结果不会低于下限值 

100
D100: 99

98

0
...

subtrahend：1

lower：0

valueBeep...Beep...Beep

 
递加 当长按此按钮超过“迟滞时间”时，每过一个“执行速度”时间，会将指定的地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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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加上“递加值”，其结果不会超过上限值 

0
D100: 1

2

Beeeep...

100
... addend：1

Upper：100
Press continuously for 

a delay tim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valu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当选中【按下后立即执行递加/递减操作】，每点击一次，就会立即将所指定的地址的

值加上“递加值”；若长按此按钮，则每间隔一个执行速度时间后，指定地址的值会

加上“递加值”，直至达到“上限值” 

递减 当长按此按钮超过“迟滞时间”时，每过一个“执行速度”时间，会将指定的地址的

值减去“递减值”，其结果不会超过下限值 

100
D100: 99

98

0
... subtrahend：1

lower：0

valu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Press continuously for 
a delay time...

Beeeep...

 
当选中【按下后立即执行递加/递减操作】，每点击一次，就会立即将所指定的地址的

值减去“递减值”；若长按此按钮，则每间隔一个执行速度时间后，指定地址的值会

减去“递减值”，直至达到“下限值” 

递加（循

环） 

当长按此按钮超过“迟滞时间”时，每过一个“执行速度”时间，会将指定的地址的

值加上“递加值”，直至达到“上限值”，又从“下限值”开始递加 

0
D100: 1

2

Beeeep...

100
... addend：1

Upper：100
Press continuously for 

a delay tim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valu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lower：0

 
当选中【按下后立即执行递加/递减操作】，每点击一次，就会立即将所指定的地址的

值加上“递加值”；若长按此按钮，则每间隔一个执行速度时间后，指定地址的值会

加上“递加值”，直至达到“上限值”，又从“下限值”开始递加 

递减（循

环） 

当长按此按钮超过“迟滞时间”时，每过一个“执行速度”时间，会将指定的地址的

值减去“递减值”，直至达到“下限值”，又从“上限值”开始递减 

100
D100: 99

98

0
... subtrahend：1

lower：0

valu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After a JOG speed time...

Press continuously for 
a delay time...

Beeeep... Upper:100

 
当选中【按下后立即执行递加/递减操作】，每点击一次，就会立即将所指定的地址的

值减去“递减值”；若长按此按钮，则每间隔一个执行速度时间后，指定地址的值会

减去“递减值”，直至达到“下限值”，又开始从“上限值”开始递减 

变量参数 根据设定方式不同使设置值、加数或减数、上下限值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当按钮松开

时执行 

当选择设置常数、加、减开关功能时，按钮按下，元件不作任何反应，按钮松开，元件才执行定义

的开关功能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或映射到 HMI 自带按键 F1~F8 上。此功能仅对

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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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值的数

据类型 

选择设定方式设置值的数据类型，支持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

浮点数 

4.2.4 多状态切换开关 

 

多状态切换开关是多状态显示元件和多状态设定元件的组合。它可根据指定的读取地址的数值来显

示映射的状态（最多可映射 768 种状态）；同时它也定义了一块触控区域，当被触控时，可将相应

状态映射的数据写入指定的写入地址中。写入地址可以和读取地址不同或相同 

Mapping（For example）
Value State

0
2
4

0
1

...

2...

Display

...

Beep...Beep...
Beep State0 State1 State2

...

 
 

多状态切换开关
 
多状态切换开关类型具体说明 

控制方式 加 每按一次此元件，状态号加 1，指定的写入地址会写入对应状态映射的值，同时根据

指定的读取地址的值显示对应状态的图形 

循环方式： 

state0
state1

state2

Beep...Beep... state5

state3
state4

Maximum State：6

 

不循环方式： 

state0
state1

state2

state5

state3
state4

Beep...Beep...
Maximum State：6

 

减 每按一次此元件，状态号减 1，指定的写入地址会写入对应状态映射的值，同时根据

指定的读取地址的值显示对应状态的图形 

循环方式： 

state5
state4

state3

state0

state2
state1

Beep...Beep...
Maximum State：6

 

不循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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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5
state4

state3

state0

state2
state1

Beep...Beep... Maximum State：6

 

清单 将设定的状态数以清单的形式显示出来，并将当前所选择的状态由选择颜色标示出来 

Option2
Option3

Option1
Option2
Option3

Option1

 
下拉清单 将设定的状态数以下拉清单的形式显示出来，但只显示当前所选择的状态，只有当使

用者点选下拉清单时，才会列出所有设定的状态 

Option1

Option2

Option3

Option1 Option3

 

状态数 最多可以设置 768 个状态（使用 BIN 或 BCD 编码最多可显示 768 种状态，LSB 编码最多可显示 17

种状态） 

设置数据类

型 

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 

当按钮松开

时执行 

当选择加、减功能时，按钮按下，元件不作任何反应，按钮松开，元件才执行定义的开关功能 

数据映射 当[读取地址]读到的数值等于对应值内的某一值时，多状态控制元件将显示此值的状态号对应的标

签和图形。当切换到某一状态号时，此状态的对应值将被写入【写入地址】中 

行距 控制方式为清单或下拉清单时，用来设置每个状态对应标签的行间距，单位为像素 

Option2
Option3

Option1

}行距
 

使用多状态

图形 

仅对控制方式“清单”、“下拉清单”有效，勾选“使用多状态图形”，切换状态时，背景图片也

跟着状态变化；不勾选“使用多状态图形”，切换状态时，背景图片只显示状态 0 的图片 

选择颜色 选中条目的选择色 

前景颜色 仅当控制方式选择“下拉清单”，且图形属性不勾选才有效 

背景颜色 仅当控制方式选择“清单”、“下拉清单”，且图形属性不勾选才有效 

边框颜色 仅当控制方式选择“清单”、“下拉清单”，且图形属性不勾选才有效 

项目资料来

源 

预设 显示在多状态切换开关标签中设置的文字，注意：此处文字是设置好不可变动的 

项目地

址 

当屏运行时，显示指定字符地址内的文字，注意：此处文字是可变的 

每个项目

的字数 

设置每个项目的字数 

Unicode 若勾选，将以 Unicode 形式显示数据；不勾，将以 ASCII 格

式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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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字节转换 若勾选，ASCII 数据将是高低位字节互换 

控制地址 更新项目地址数据的来源。字数为 2 

控制地址 当设置值为 1 时，项目清单内可刷新显示项目地址内指定地

址的数据内容，执行完毕自动复位。 

控制地址+1 设置欲读取项目地址的数量 

项目地址 设置欲存放项目数据来源的起始地址 

用户名 用户权限功能中设置的用户名。如需设置用户名，可用 LW9514 设置需要登录的用户名。 

历史日

期 

删除历史

数据文件 

勾选启用删除历史数据功能 

控制地址 该地址写入 1 时，当前查询出来的历史数据会被删除，写入后自动复位 

项目地址 用来查询历史数据的地址 

历史数据

日期 

可显示来自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外设历史事件显示、操作日志的日期数据； 

注意：这三个元件的存储方式必须选择分天存储才有效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或映射到 HMI 自带按键 F1~F8 上。此功能仅

对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4.2.5 组合操作 

 

组合操作元件是将多个位状态设定元件和多状态设定元件的功能整合成一个元件，用于满足用户一

键执行位状态设定和多状态设定功能的操作 

(1)Write data”123”to D100
(2)Turn M0 ON
(3)Make  value of D101 plus 1 
up to 100+

位状态设定
多状态设定

 

基本属性
 

组合操作元件基本属性具体说明 
元件列表 可在元件列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来添加或删除多个位状态设定和多状态设定元件、切换基

本窗口 

写入地址属性 在【元件列表】中添加的元件属性可在此处进行单独设置 

设定方式 位状态设定元件支持设 1、设 0、切换开关、设 0 脉冲、设 1 脉冲类型 

☞关于位状态设定元件开关类型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1 位状态设定】 
多状态设定元件只支持设置常数、加、减类型 

☞关于多状态设定元件开关类型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3 多状态设定】 
有元件执行失败则 勾选时表示组合操作元件在按元件添加的先后顺序执行元件功能时如遇不能成功执行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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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执行 就结束执行，不继续执行下一个元件的功能；不勾选则表示组合操作元件在按从上到下顺序

执行元件功能时如遇不能成功执行的元件可跳过该元件继续执行下一个元件的功能 
延迟执行 勾选后，对应的设定方式会延迟执行，延迟时间范围（1~255）*100ms 

 

 1. 添加元件前可通过鼠标右键【插入前】、【插入后】来改变元件的执行顺序 

2. 已添加的元件可通过鼠标右键【上移元件】、【下移元件】来改变元件的执行顺序，切换基本窗

口功能只能处于最下层，且只能添加一个切换基本窗口功能 

3. 已添加的元件可通过鼠标右键【删除】来删除 
 

4.2.6 功能键 

 
功能键提供切换窗口、键盘映射、清除事件、校准触控、保存屏幕截屏、执行宏代码、打印等功能，

并可用来设计键盘按键；功能键没有寄存器地址控制，需通过触控此元件来触发执行指定的功能 

功能键
 

 切换窗口 

选择切换窗口
的类型

指定切换/弹出
窗口的编号

 
 

切换窗口功能说明 

切换基本窗口 

按下功能键，将会关闭当前基本窗口（包括当前基本窗口的所有子窗口也会关闭），切换到有窗

口编号指定的基本窗口 

Frame 0 Frame 10

 

返回前一窗口 

按下功能键，可以关闭当前基本窗口并返回到最近打开的那个基本窗口。此功能只对基本窗口有

效。如当“窗口 0”切换到“窗口 10”后，在“窗口 10”中按下功能键，将关闭“窗口 10”再返

回到“窗口 0”  

Frame 10 Frame 0Frame 0

 
切换公共窗口 按下功能键，公共窗口（系统默认窗口 1）会被指定的窗口所取代而成为新的公共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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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0 Frame 0

Frame 1 Frame 10Frame 0

+

Frame 0

+

Common 
Window

Common 
Window

 

切换快选窗口 

按下功能键，快选窗口（系统默认窗口 2）会被指定的窗口所取代成新的快选窗口 

Menu TaskMenu Task

Frame 0
Frame2

Fast Selection Frame 0
Frame10

Fast Selection

 

弹出窗口 

按下功能键，指定的窗口将会弹出并显示在当前基本窗口的上层且当前窗口不会关闭 

Frame 0 Frame 0
Popup

 Window

 

关闭窗口 

用来关闭它所在的弹出窗口。但不可以用来关闭直接或间接窗口。这是由于直接(间接)窗口的开

启或关闭是由控制它们的位(或字)地址来控制的，而功能键的“关闭窗口”功能只能关闭弹出窗

口，并不能控制寄存器地址的数据 

Frame 0
Popup 

Window Frame 0

 

窗口控制条 

按下功能键可以移动弹出窗口到屏幕的指定位置。此功能对弹出窗口、间接窗口和直接窗口均有

效 

Frame 0
Control Bar

Frame 0 Fra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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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窗口 

按下功能键，弹出窗口会最小化到任务栏上。在任务栏按下这个窗口的图标，可以将窗口恢复到

原来的位置。此功能对弹出窗口、间接窗口和直接窗口均有效 

注意：最小化窗口功能必须和窗口控制条同时使用方有效！ 

Frame 0

Menu Task

Frame 0

Menu Task

Frame 0

Menu Task

Frame 0

Menu Task

 
 键盘功能 

选择此功能，用户可通过功能键制作虚拟键盘。 

键盘功能说明 
回车 与键盘的输入(Enter)功能相同 

退格 与键盘的后退删除(Backspace)功能相同 

清除 清除目前对“数值输入”与“文字输入”元件已输入的内容 

取消 取消输入操作，与键盘的 Esc 功能相同 

Unicode 
设定对“数值输入”与“文字输入”元件的输入字符，可选择 0，1，2，……数字键或 a，b，c，……

等 ASCII 码或 Unicode 字符 

移动光标 
按设定方式移动光标，包括上移、下移、左移、右移、行首、行尾、首位、尾位。该功能只对记

事本元件有效 

选定文本 设置文本内容选定的操作，包括开始选定、结束选定。此功能只对记事本元件有效 

文本操作 设置对文本内容的操作，包括复制、剪切、粘贴。此功能只对记事本元件有效 

 执行宏代码 

指定要执行的宏代码  
选择此项功能，当按下功能键时，可执行指定的已建立的宏代码。 
 映射键盘 

映射键

映射键对应操作
 

选择此功能，可为 HMI 自带按键 F1~F8 映射对应的功能，包括向前、向后、ESC、Enter 等。 
 校准触控 

选择此功能，当按下功能键时，系统可进入屏幕触控校准画面，用户可对 HMI 进行屏幕触控校准。 

 

 通过功能键“校准触控”功能来校准 HMI 屏幕触控的精准度，无需设置 HMI 拨码开关 

 
 清除事件 

选择此功能，当按下功能键时，可整体清除事件显示元件上显示的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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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屏幕截图到扩展内存 

当按下功能键时，可将当前画面的内容以.bmp 的图片格式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中，以便于打印或查看 HMI 的运行画

面情况。 

☞关于 “保存屏幕截图到扩展内存”更多详情请参阅【4.15.5 PLC 控制】 
 导入导出 

选择此功能，当按下功能键时，可实现工程或配方数据的导入导出。 

 

!  此功能需配合文件列表框元件一起使用，且仅支持带 USB HOST 或 SD 卡槽的 HMI 

 
导入导出功能说明 

导入工程到 HMI 将外部存储器中的工程（.pkg、pkgx）导入到 HMI 中。执行导入工程操作后，系统会自动重

启并运行导入的工程 

PKG LOAD OK

Pop up Frame 5

PKG LOAD OK

Project download

..\
event\
exmem\
historystore\
log\
scr\
trend\

Test.pkg

HMI0:

C u r r e n t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

Tree

OK

/disk/usb1/

Test.pkg

Project download

..\
sd\
usb1\
usb2\

C u r r e n t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

Tree

OK

/disk/

 

从 HMI 导出工程 将 HMI 中的工程（.pkg、pkgx）导出到外部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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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up Frame 6
Project upload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

Project upload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

Input upload 
password

Project upload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Project upload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Pop up Frame 5 and 
select save path

Input file name

After press”OK”

Project upload

..\
event\
exmem\
historystore\
log\
scr\
trend\

Test.pkg

HMI0:

C u r r e n t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

Tree

OK

/disk/usb1/

Test.pkg

Project upload

..\
event\
exmem\
historystore\
log\
scr\
trend\

Test.pkg

HMI0:

C u r r e n t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

Tree

OK

/disk/usb1/

Test.pkg

Project upload

..\
event\
exmem\
historystore\
log\
scr\
trend\

Test.pkg

HMI0:

C u r r e n t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

Tree

OK

/disk/usb1/

Project

Project

Project upload

..\
event\
exmem\
historystore\
log\
scr\
trend\

Test.pkg

HMI0:

C u r r e n t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

Tree

OK

/disk/usb1/

project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BACK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project

Caps

 

导入配方到 HMI 将外部存储器中的配方文件（.rcp）导入到 HMI 中，操作步骤见【导入工程到 HMI】 

从 HMI 导出配方 将 HMI 中的配方文件（.rcp）导出到外部存储器中，操作步骤见【从 HMI 导出工程】 

 留言板 

选择此功能，配合留言板元件使用，可用作留言板的辅助工具。 

留言板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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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笔 按下功能键时，表示当前工具为留言板画笔 

橡皮擦 按下功能键时，表示当前工具为留言板橡皮擦 

块清除 按下功能键时，可将留言板上鼠标选中的区域内容清除 

画笔颜色 设置画笔的颜色 

画笔宽度 设置画笔宽度，1~8 个像素宽可选 

清除屏幕 按下功能键时，可将留言板上整屏内容清除 

 打印 

选择此功能，当按下功能键时，可实现当前屏幕内容打印输出。 

☞关于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5 PLC 控制】 
 映射键 

映射键盘的F1~F12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此功能仅对支持 USB HOST 的 HMI 有效。 

4.3 指示灯元件 

4.3.1 位状态指示灯 

 
位状态指示灯用来显示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位寄存器的 0 和 1 两种状态，显示的内

容可同时为标签文字和图形 

ONOFF

 

位状态指示灯
 

位状态指示灯功能具体说明 
功能 说明 

正常 

只显示对应状态的图形，该图形不闪烁 

ONOFF

 

值为 1 时闪烁 0 状态图形，值

为 0 时显示 0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ONOFF 闪烁

 

值为 1 时闪烁 1 状态图形，值

为 0 时显示 0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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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 闪烁

 

值为 1 时切换显示 0 状态和 1

状态，值为 0 时显示 0 状态图

形 

ONOFF 切换

 

值为 0 时闪烁 0 状态图形，值

为 1 时显示 0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ONOFF 闪烁

 

值为 0 时闪烁 1 状态图形，值

为 1 时显示 0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ONOFF 闪烁

 

值为 0 时切换显示 0 状态和 1

状态，值为 1 时显示 0 状态图

形 

ONOFF 切换

 

值为 1 时闪烁 0 状态图形，值

为 0 时显示 1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ONOFF 闪烁

 

值为 1 时闪烁 1 状态图形，值

为 0 时显示 1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ONOFF 闪烁

 

值为 1 时切换显示 0 状态和 1

状态，值为 0 时显示 1 状态图

形 

ONOFF 切换

 
值为 0 时闪烁 0 状态图形，值

为 1 时显示 1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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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 闪烁

 

值为 0 时闪烁 1 状态图形，值

为 1 时显示 1 状态图形 

用户可设定闪烁频率 

ONOFF 闪烁

 

值为 0 时切换显示 0 状态和 1

状态，值为 1 时显示 1 状态图

形 

ONOFF 切换

 

4.3.2 多状态显示 

 
多状态显示元件会根据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的数值来显示映射的状态。最

多支持 256 个状态的映射 

D100 mapping(For example)
Value State

0
2
4

0
1

...

2...

Display

...

D100=4

 
 

多状态显示
 

多状态显示属性说明 

状态数 
设置多状态显示元件的状态数。最多可设 256 种状态（使用 BIN 或 BCD 编码最多可显示 256

种状态，LSB 编码最多可显示 17 种状态） 

设置数据类型 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 

数据映射 设置每个状态映射的数值。当指定寄存器里的值等于设定值时，将显示与该值对应的状态 

4.4 数值元件 

 
数值元件包括数值输入和数值显示元件，通常用于将数据以数值的形式写入到指定寄存器地址或从

指定寄存器地址读取并以数值的形式显示出来。 
 
 数值元件公共属性设置 

数字
 

数字属性说明 
数据类型 有符号十 数据显示为带符号的 10 进制(0～9)格式；16 位数据范围：-32768~32767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1  

进制数 32 位数据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 

无符号十

进制数 

数据显示为不带符号的 10 进制(0～9)格式；16 位数据范围：0~65535；32 位数据范

围：0~4294967295 

十六进制 
数据显示为 16 进制(0～F)格式。整数位可自行调节。此时小数位选项被忽略；16

位数据范围：0~65535；32 位数据范围：0~4294967295 

二进制 
数据显示为 2 进制(0，1)格式。整数位可自行调节。此时小数位选项被忽略；16 位

数据范围：0~65535；32 位数据范围：0~4294967295 

密码 显示的数据用“*”来代替。此时数据类型和数据宽度可设，其它选项均被忽略 

单精度浮

点数 

控制器中的数据从 32 位 IEEE 浮点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据并显示出来。数据宽度默

认是 DWORD 

双精度浮

点数 

控制器中的数据从 64 位 IEEE 浮点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据并显示出来。数据宽度默

认是 4-WORD 

数据宽度 设置指定寄存器的数据宽度为 16 位或 32 位即 WORD 或 DWORD 

密码输入 若勾选，则以*符号取代所有数值的显示 

整数位/小数位* 设置小数点前显示的位数和小数点后显示的位数 

显示正号 当数据类型为有符号十进制数时，勾选此项，正数前显示“+”符号 

上下限设置 

为数值输入/显示元件设置允许输入/显示的数据范围。勾选“变量最小值/最大值”：设置数值

输入/显示元件数据输入/显示的范围为变量，并指定变量读取的寄存器地址。寄存器的字数与元

件设置的数据宽度有关。【举例】例如变量最小值/最大值指定的寄存器地址为 LW0，则最小值

/最大值的存放地址分配如下：A. 数据宽度为 WORD 时，则最小值：LW0；最大值：LW1；B. 数

据宽度为 DWORD 时，则最小值：LW0，LW1；最大值：LW2，LW3 

上/下限区越限 
当指定寄存器的数值小于下限值或大于上限值时，元件会以此处设定的颜色显示数值 

闪烁报警 当指定寄存器的数值大于上限或小于下限时，元件数值闪烁以突出越限警示效果 

左右标签 勾选，可在数值左右显示标签单位 

比例转换 

表示显示的数据为原始数据按比例运算后获得的数据。选择此项功能必须设定【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假设原始数据使用 A 来表示，所显示的数据使用 B 来表示，则数据 B 可以

使用下列的换算公式获得：B = [比例最小值] + (A - [原始数据最小值]) × 比例 

其中，比例= ([比例最大值] - [比例最小值]) / ([原始数据最大值] - [原始数据最小值]) 

【举例】以下图的设定为例，当原始数据为 20 时，经过换算得到的数值为 15 + (20-0)×(55-15)/ 

(100-0) = 23，元件上将显示 23 

 

※ 对于有符号/无符号十进制、十六进制数而言，设置小数位数后，是将原始数据左移相应的小数点位置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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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写入到寄存器的数据仍为原始数据 
 

字体
 

字体属性说明 

对齐方式 

设置数值的显示位置，提供左对齐、右对齐、前导 0 以及居中四种方式。 

例如，设置“整数位”为 5，“小数位”为 0，输入数值为 123，各个对齐方式如图所示： 

左对齐

右对齐

前导0

居中

123

123

00123

123
 

字体微调 

向右增加字体显示区域的宽度，单位为像素 

字体微调：0像素

字体微调：60像素

60px

#####

#####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或映射到 HMI 自带按键 F1~F8 上。此功能

仅对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数值元件相关属性设置 

其它相关属性 

光标颜色 

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数值输入元件在触发时，光标闪烁的颜色： 

 

4.4.1 数值输入 

数值输入元件是将数据以数值的形式从 HMI 写入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同时也可以在 HMI

上以数值的形式显示写入的数据。数值元件【基本属性】勾选“启用输入功能”，数值元件实现数值输入功能。 

123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123

120 123

D100

D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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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设置
 

键盘设置属性说明 

公共窗口键盘 
使用公共窗口的键盘 

系统默认方式，并调用[Frame3：NUM Keyboard]窗口键盘 

指定使用键盘 
调用指定窗口的键盘。指定使用自制键盘，需设置键盘所在窗口的窗口属性为“键盘页”，方

可在【指定使用键盘】下拉菜单中显示指定键盘所在的窗口编号。 

键盘弹出位置 设定弹出键盘在 HMI 屏幕上的位置 

不使用弹出键盘 在触发数值输入元件时不弹出键盘。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型号可通过外接 USB 键盘输入。 

输入次序功能属性说明 

使用输入次序功

能 

弹出键盘后可对输入元件按次序编号连续输入，在输入过程中，按 ENTER 键，键盘不会关闭，

而输入光标会一直在使用了输入次序功能的输入元件间循环闪烁，直到点击键盘上的关闭按钮

才会关闭键盘 

0

0

123
D100

D101

D102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123

0

D100

D101

D102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150
123

150

D100

D101

D102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200
123

150

200

 

输入次序 为元件分配输入次序编号 

输入完成后不再

按次序输入 
如果勾选，输入完成后会自动关闭键盘 

群组 

对多组需要连续输入的元件进行分类，最先触发的元件决定光标会在与其相同群组编号的元件

内循环 

Group 1

123
D100 D101

150
D102
200

Group 2

100
D200 D201

50
D202
180

 

☞关于键盘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4 键盘】 

4.4.2 数值显示 

数值显示元件是将指定的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内的数据以数值的形式显示在 HMI 上。数值元件

【基本属性】不勾选启用输入功能”，数值元件实现数值显示功能。 

D100:120

120

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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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文本元件 

 

文本元件包括文本输入、记事本和文本显示元件，主要用于将数据按 ASCII 码解析后以字符串的形

式写入指定寄存器地址中，或从指定寄存器地址中读取的数据按 ASCII 码解析后以字符串的形式显

示。 
 文本元件公共属性设置 

基本属性
 

文本元件公共属性说明 

高字节/低字节互换 

选择交换字节序，可将高位字符码显示在左边，低位字符码显示在右边 

交换字节序

不交换字节序

HMI

4 8 4 D

4 9 2 0
H M

I 空格

D100

D101

4 D 4 8

2 0 4 9
M H

I空格

D100

D101

 

使用 Unicode 编码 勾选表示显示的文本内容使用 Unicode 编码解析，一般用于显示多国语言文字内容 

使用扩展 ASCII 编码 
可显示 ASCII 码中 0X80~0XFF 之间的扩展 ASCII 字符。勾选此选项，则不能显示中文；不

能同时设置【使用 Unicode 编码】 

字数 字数可选 1~16。每个字包含 2 个 ASCII 字符 

 

字体
 

字体属性说明 

字

体

类

型 

设置字符串使用矢量字体或点阵字体显示 

注意：通常情况下，非ASCII字符不能使用矢量字体显示。但通过带同字符标签的Unicode键盘输入的Unicode

字符可使用矢量字体显示。例如： 

И

功能键（带同字符标签）

И 使用矢量字体：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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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齐

方

式 

设置字符串的显示位置。提供左对齐、右对齐两种

方式 

左对齐

右对齐

HMI

HMI
 

 

字

体

微

调 

 

向右增加字体显示区域的宽度，单位为像素 

字体微调：0像素

字体微调：60像素

60px

AAAA

AAAA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按键上或映射到HMI自带按键 F1~F8上。此功能仅对支持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键盘设置
 

键盘设置属性说明 
公共窗口键盘 表示使用公共窗口的键盘。系统默认调用[Frame3：NUM Keyboard]键盘 

指定使用键盘 

表示调用指定窗口的键盘。系统默认方式，并调用[Frame 4：ASCII Keyboard]窗口键盘 

指定使用自制键盘，需设置键盘所在窗口的窗口属性为“键盘页”，方可在【指定使用键盘】

下拉菜单中显示指定键盘所在的窗口编号 

键盘弹出位置 设定弹出键盘在 HMI 屏幕上的位置 

不使用弹出键盘 
表示在触发文本输入或记事本元件时不弹出键盘。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型号可通过外接

USB 键盘输入 

使用输入次序功能 

弹出键盘后可对输入元件按次序编号连续输入，在输入过程中，按 ENTER 键，键盘不会关闭，

而输入光标会一直在使用了输入次序功能的输入元件间循环闪烁，直到点击键盘上的关闭按

钮才会关闭键盘 

HMI
D100

D102

D104

HMI
D100

D102

D104
PLC

HMI
D100

D102

D104
PLC

OK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PLC

Caps

BACK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OK

Caps

BACK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HMI

Caps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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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次序 为元件分配输入次序编号 

群组 

对多组需要连续输入的元件进行分类，最先触发的元件决定光标会在与其相同群组编号的元

件内循环 

Group 1

HMI
D100 D102

PLC
D104
OK

Group 2

100
D200 D202

50
D204
180

 

☞关于键盘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4 键盘】 
 文本元件相关属性设置 

其它相关属性说明 

光标颜色 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文本输入或记事本元件触发时光标闪烁的颜色☞更
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3 触摸屏扩展属性】 

光标移动 
通过功能键的【键盘功能】可对记事本元件的光标进行移动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文本操作 通过功能键的【键盘功能】可对记事本元件的文本内容进行选定、复制、剪切和粘贴等操作☞更多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4.5.1 文本输入 

文本输入元件是将数据按ASCII字符解析后以字符串的形式从HMI写入指定HMI内部寄存器或PLC/控制器字寄存器

中，同时也可以在 HMI 上以字符串的形式显示写入的数据。写入的数据将保存到以“读取地址”为首地址的连续寄

存器内。显示时，低字节字符码显示在左边，高字节字符码显示在右边。文本元件【基本属性】勾选“启用输入功能”，

文本元件实现文本输入功能。 

HMI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BACK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HMI

Caps

D100(字数:2)

HMI

4 D 4 8

2 0 4 9
M H

I空格

D100

D101

 

 

 文本输入元件不支持多行文本内容显示 

 

4.5.2 文本显示 

文本显示元件是将指定的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内的数据按 ASCII 码解析后，以字符串的形式显示

在 HMI 上。文本元件【基本属性】不勾选“启用输入功能”，文本元件实现文本显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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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

4 D 4 8

2 0 4 9
M H

I空格

D100

D101 D100(字数:2)

 
 

 文本显示元件不支持多行文本内容显示 

 

4.5.3 记事本 

 

记事本元件和文本输入元件一样，都是将数据按 ASCII 字符解析后以字符串的形式从 HMI 写入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中，同时也可以在 HMI 上以字符串的形式显示写入的数据。
写入的数据将保存到以“读取地址”为首地址的连续寄存器内。显示时，低字节字符码显示在左边，
高字节字符码显示在右边 

HMI

4 D 4 8 4 9

M H I
D102 D103

ABCD
HMI
ABCD

4 2 4 1 4 4 4 3

B A
D100 D101

D C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BACK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ABCDHMI

Caps

D100(字数：4)

 
 

 记事本元件支持多行文本内容显示 

 

记事本
 

记事本属性说明 
总行数 可输入的文本总行数 显示行数 显示区的行数 

每行字寄存器个数 每行最多可显示的数据长度，单位为 word。每个 ASCII 字符长度为一个 byte，1word=2byte 

4.6 图表/仪表元件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根据设定的上下限值将相对值通过图表或仪表的形式体现出来。JuncAuto DTools 提供

的图表或仪表元件有：趋势图、XY 图、示波器、棒图和表针等。 

趋势图、XY 图、示波器元件都属于曲线图，通常用于将单个寄存器或一块连续寄存器的数据绘制成曲线的形式显示

在 HMI 上。用户应根据这些元件的功能并按实际需求来选择使用。 

 曲线图的公共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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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属性
 

基本属性具体说明 
元件 趋势图 XY 图 示波器 

读取地址 
指定第一个通道数据对应的取

样寄存器地址 

指定第一个通道数据对应的取

样寄存器地址。地址分配根据

XY 图类型的不同而异 

指定第一个通道数据对应的取

样寄存器地址 

字数 

根据采样的通道数来决定，如

果通道数为 m（其中 0<m<67），

字数显示为 m 

字数由通道数、取样点数、XY

图类型以及读取寄存器类型决

定，用户不能改变 

根据采用的通道数和取样倍率

决定，如果通道数为 m（其中

0<m<67），取样倍率为 n（其

中 0<n<256）字数为 m×n 

 

通道
 

通道属性具体说明 
线宽 显示曲线绘制的宽度 

数据类型 
设置曲线图采样数据的数据格式。包括 16 位有符号十进制、16 位无符号十进制、32 位有符号十进

制、32 位无符号十进制、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 

上限/下限 

设置曲线图中采样数据在 X 轴或 Y 轴上显示的范围值 

上限值：80

下限值：20

D100: 90

D100: 10  
颜色 设置曲线的颜色 

使用变量上

下限 

设置曲线图中采样数据显示的范围值从指定寄存器中获取。多通道时，可单独为每个通道上下限值

指定寄存器地址。趋势图：[指定地址]为 Y 轴下限；[指定地址+1]为 Y 轴上限。XY 图：[指定地址]

为 Y 下限；[指定地址+1]为 Y 轴上限；[指定地址+2]为 X 轴下限；[指定地址+3]为 X 轴上限。示

波器：[指定地址]为 Y 轴下限；[指定地址+1]为 Y 轴上限 

 
 

扩展属性
 

扩展属性具体说明 

通道属性 
选择要编辑的通道。可选的通道取决于【趋势图】或【XY 曲线图】或【示波器图】属性页设置的通

道数。并设置相应通道轨迹线的线型及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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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式 

点 

 

直线型 

 

X 轴投影 

 

Y 轴投影 

 
节点图形 选择节点图形，提供●▲■○△□×六种图形可选 

节点大小 设置节点的大小 节点颜色 设置节点的颜色 

使用网格 
曲线图使用系统提供的背景及网格效果，并可分别设置要显示的网格行数和列数。以及网格线颜色、

宽度及线型等 

变量周期 
使用周期采样时，采样时间从指定寄存器中读

取。注意：示波器不支持变量周期 
变量显示点数 采样点数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  
采样周期和采样点数使用变量时，优先使用变量值；若通讯连接失败导致变量值获取不了，则会使

用预设值 

 

历史数据保存
 

☞关于历史数据保存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10 历史数据保存设置】 
 

!  
趋势图元件可以和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一起使用，但是当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和趋势图元件采样寄存器

相同且设置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器时，需设置保存的子目录名不同，或者选其一进行历史数据保存

设置即可 

 
 关于曲线图的显示 

趋势图和 XY 图元件可在后台运行，切换画面不会影响趋势图和 XY 图元件的数据采集和曲线绘制。而示波器元件不

支持后台运行，切换画面后会中断数据的采集和曲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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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

100

0

生产线
生产周期
生产数量

1

150

210

切换画面

0

100
切回趋势图或XY图画面

0

100

元件在后台运
行，继续采样

0

100
切回示波器画面

0

100

 
 
下面分别对这些图表、仪表元件特有的属性进行介绍。 

4.6.1 趋势图 

 

趋势图元件从指定的 HMI 内部字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中按周期时间读取一堆连续寄存器
的数据并且以单轴曲线的方式绘制出来。当每个取样周期结束时，新的数据会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出
来并显示在趋势图的右侧/左侧/上侧/下侧，其显示具有实时性 

D100 27.4 30 20.4 25
1st 2nd 3rd 4th 

0

20

40

60

当前值：
D100= 27.4

当前值：
D100= 30

当前值：
D100= 20.4

当前值：
D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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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图
 

趋势图属性具体说明 

类型 

单页 只显示采样值在当前页的数据变化信息，不允许趋势图延伸 

多页 
允许趋势图延伸。当趋势图向前滚动时，先前的采样数据不会丢失。历史数据存放

在缓存区中以备查询 

属性 

从左开始 

Y

XO
 

从右开始 

Y

X O
 

从上开始 

X

YO

 

从下开始 

X

YO
 

按点分布 两个相邻数据点之间是一个固定的距离（以采样点为单位），而不是由两个时间点决定的距离。 

时间分布 两个相邻点之间是以【时间】作为单位。范围指当前页上采样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的范围 

采样方式 

周期采样 定时采集数据 

OFFàON 触

发采样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触发采样 

ONàOFF 触

发采样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触发采样 

OFFßàON

触发采样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变化时，触发采样 

OFFàON 触

发采样，自动

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触发采样，触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

器状态置为 OFF 

ONàOFF 触

发采样，自动

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触发采样，触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

器状态置为 ON 

周期 每 2 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可以是秒或百毫秒 

取样方式 
持续取样 当采样点全部采样结束后，依旧持续采样 

一次取样 当采样点全部采样结束后，就自动停止采样，只执行一次采样 

采样点 每页画面显示的采样点数目 

页数 选择多页，此选项才有效 

通道 要显示的曲线的数目。最多可设 64 个通道 

触发寄存器

设置 

当采样方式选择触发采样时有效。以下图为例，指定 LB100（HMI 本地寄存器）为触发寄存器，当

LB100 的状态满足采样方式中的设定时，就触发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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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清除 

指定控制曲线暂停和清除的寄存器地址，默认字数为 2，则[指定地址]控制曲线暂停，[指定地址+1]

控制曲线清除。“暂停”功能不仅暂停刷新曲线变化，同时暂停取样动作。“清除”功能则会清除

趋势图元件上显示的曲线。【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 LB0（HMI 本地寄存器）控制曲线暂停和清

除。则当 LB0 的状态为 ON 时，曲线将暂停刷新。为 OFF 时，将继续根据采样数据绘制曲线变化。

当 LB1 的状态为 ON 时，则趋势图元件上显示的曲线被清除 

 

滚动* 

用户自定义水平滚动条，需配合滚动条元件使用。勾选后指定用于多页趋势图前后翻页的控制寄存
器，默认字数为 3。选择多页，此选项才有效。使用滚动可以浏览多页趋势图 

☞关于滚动条元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3 滚动条】 
【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寄存器为 LW0（HMI 本地地址），则 LW0 为滚动条当前浏览索引值，

LW1 为起始浏览索引值，LW2 为最大浏览索引值 

 

时间 

用来保存当前页采样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当选中“保存时间”时，控制地址处的“时间”选项才

有效。默认字数为 12。【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时间保存地址为 LW70（HMI 本地地址），当前

页起始点的“秒，分，时，日，月，年”分别是“LW70， LW71， LW72， LW73， LW74， LW75”，

则当前页结束点的“秒，分，时，日，月，年”分别是“LW76， LW77， LW78， LW79， LW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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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81” 

 

 

!
 

当在【趋势图元件属性】-【刻度属性】中勾选了“使用水平滚动条”功能时，请不要勾选【趋

势图元件属性】-【趋势图】中的“滚动”功能。 

 

刻度属性
 

刻度属性具体说明 
使用水平滚动条* 勾选表示使用系统提供的水平滚动条。滚动条宽度可自行设定，20~120 范围可设，单位

为像素点 

使用纵坐标刻度 勾选表示显示纵坐标刻度 

刻度颜色 设置纵坐标刻度颜色 

显示刻度外框 是否显示刻度外框 

显示 不显示

Y

XO

Y

XO
 

主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主刻度数 

主刻度长度 设置主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次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次刻度数 

次刻度长度 设置次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纵坐标使用刻度标签 

0

100

50

刻度标签

O  

标签字体 设置刻度字体属性 

整数位 刻度显示的整数位，（用户不可自行更改） 

小数位 刻度显示的小数位，（用户可自行更改） 

使用横坐标时间刻度 勾选表示显示横坐标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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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颜色 设置纵坐标刻度颜色 

显示刻度外框 是否显示刻度外框 

显示 不显示

Y

XO

Y

XO

 

显示相对时间 横坐标从第一个采样点开始标识，且第一个采样点的显示时间为

0 

时间刻度间隔 表示每 2 个时间刻度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采样周期；即当

“时间刻度间隔”设置为 3，则 2 个刻度之间，间隔了 3 个采样

周期，最终实际显示的刻度数则根据“采样点数”和“时间刻度

间隔”自动计算得出 

长度 设置时间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标示每个采样点刻度 是否将每个采样点都标记刻度 

长度 设置每个采样点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横坐标使用刻度标签 Y

XO

10:00

刻度标签

10:05 10:10

 

标签字体 设置刻度字体属性 

时间格式 勾选则显示时间，时间格式分别为：HH:MM:SS、HH:MM、

HH:MM:SS:MS 

日期格式 勾选则显示日期，日期格式分别为：DD*MM*YY、MM*DD*YY、

YY*MM*DD。日期分隔符：/、—、. 

纵坐标轴刻度基准通道 通道 纵坐标刻度标签最大最小值以选择的基准通道的最大最小值来

显示 

 

!
 

当在【趋势图元件属性】-【刻度属性】中勾选了“使用水平滚动条”功能时，请不要勾选【趋

势图元件属性】-【趋势图】中的“滚动”功能。 

 

历史数据查询
 

勾选【历史数据查询】，即可实现趋势图历史数据查询。 
 

历史数据查询具体属性说明 
历史查询地址 数据查询的字地址，字数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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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起始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2，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结束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4，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结束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6，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 14 日，9:30:40 至 2012

年 8 月 15 日，14:16:30 时间段所采集的数据曲线 

 
则查询寄存器的格式为： 

起始日期：LW200=20120814 

起始时间：LW202=93040 

结束日期：LW204=20120815 

结束时间：LW206=141630 

历史数据查询触发 当位寄存器满足条件时，触发查询功能。OFF 表示普通状态；ON 表示查询状态 

 

打印
 

勾选【开启实时打印功能】，即可实现趋势图本地实时打印功能，如勾选【网络打印】可实现趋势图网络实时打印功

能。 
 

!
 

1. 勾选网络打印后，本地打印则无效。即使用户开启了本地打印功能，并连接好了硬件设施，也无

法通过本地打印进行实时打印趋势图。 

2. 趋势图本地实时打印仅适用于使用微型打印机打印 

 
打印属性说明 

打印相对时间 和显示相对时间配合使用，当横坐标以相对时间标识时，打印的横坐标为相对时间 

模式 

逐点打印 每采集到一个点就触发打印 

逐页打印 一页上采样点都采集完毕就触发打印 

整体打印 多页上的采样点全部都采集完毕才出发打印 

寄存器触发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满足设定条件时就触发打印 

纸宽 根据指定的打印机型号支持的纸宽设置 

步长 一小格之间的像素点 

坐标刻度基准通道 设置纵坐标刻度的基准通道，即上下限值 

时间模式 设置横坐标的时间显示模式。两种模式可选：HH:MM、HH:MM:SS 

触发方式 

OFFàON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打印 

ONàOFF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打印 

OFFßàON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发生改变时打印 

OFFàON( 自 动

复位)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打印，

同时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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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àOFF( 自 动

复位)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触发打

印，同时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N 

打印坐标轴 打印横坐标轴和纵坐标轴。坐标轴可设置线型、线宽和颜色 

打印横坐标（时间） 
可设置时间显示间隔、字号、颜色。时间显示间隔：指打印出来的前一个时间与下一个时

间之间的显示间隔，单位为采样点 

打印纵坐标（刻度） 
打印纵坐标（刻度）。纵坐标刻度值表示形式有百分比、刻度值两种。纵坐标文字可以修

改字号、颜色 

打印基线 
基线是水平方向的基准线条，最多可打印两条基线。可设置基线值、线型、线宽、颜色。

基线值建议不要超过基准通道的上下限值 

 
☞关于趋势图网络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3.2 网络打印】 
 

打印触发线
 

 

!
 

当勾选【开启打印功能】时，【打印触发线】功能才有效 

 
打印触发线属性具体说明 

触发寄存器 

当指定寄存器的值发生改变时可打印一条触发线 

 

触发线(D100: 1à0)
触发线(D100: 0à1)

0

100

 

触发线线型/线宽/颜色 设置触发线的线型、宽度以及颜色 

打印触发线刻度/时间 

设置打印触发线的时间和刻度 

 

15:32:45
46

0

100
时间

刻度

 

字号 设置打印触发线时间和刻度的字体大小 

颜色 设置打印触发线时间和刻度的字体颜色 

打印触发状态描述 

添加打印触发线的注释信息 

触发状态数 设置触发状态描述可用的状态数及对应的值，1~256 可设。【举例】

设置触发状态数为 3，即对应值分别为 0、1、2。值 0 对应描述为：温

度上升；值 1 对应描述为：温度保持；值 2 对应描述为：温度下降。

当指定触发寄存器的值变化为 3 时，则会打印触发线及值为 3 对应的

触发状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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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线(D100: 10à3)

0

100 描述温度下降

 

描述位置 

顶部： 

15:32:45
46

0

100

描述
温度下降

 
底部： 

15:32:45
46

0

100

描述
温度下降  

 

【趋势图的扩展应用】 

 查看与缩放功能 

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 LB9110 用于开启关闭缩放功能，即当 LB9110 置 ON 时，趋势图缩放功能打开。 

缩小查看：使用缩小功能需设趋势图【类型】为“多页”，并设置页数>1。当 LB9110 置 ON 时，在趋势图画面上双

击即可查看曲线缩小的状态。 

放大查看：当 LB9110 置 ON 时，在要查看的某段曲线起始处单击并拖曳到结束处后松开即可查看选择部分曲线的放

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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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Zoom out

Zoom in

 Double Click

ClickàDragàLoosen

 

 滑动游标功能 

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 LB9111 用于开启关闭滑动游标功能，即当 LB9111 置 ON 时，趋势图游标滑动功能打开。 

!
 

LB9111 的优先级高于 LB9110，当 LB9111 置 ON，缩放功能无效。 

 采样时间和采样坐标查询 

当 LB9110 置 ON 即缩放功能开启时可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查询趋势图的采样时间和采样坐标。 

相关的系统特殊寄存器地址分配见下表： 

相关系统特殊寄存器说明 

特殊寄存器地址 功能 说明 

LW9200~LW9205 显示趋势图浏览点采样时间 分别对应显示秒分时日月年，编码格式为 BIN 

LW9210~LW9210+N 
显示各通道浏览点的采样纵

坐标 

N 表示通道数，根据趋势图通道数依次显示各通道浏览点的

采样纵坐标。例如通道数为 2，则 LW9210 显示通道 1 当前浏

览点的采样纵坐标，LW9211 显示通道 2 当前浏览点的采样纵

坐标 

【举例】以下图为例： 

2 0 1 1 年1 1 月 2 日 1 6 : 2 8 : 5 2

Current value

CH1

CH2

25

35

2 0 1 1 年1 1 月 2 日 1 6 : 5 9 : 1 1

Current value

CH1

CH2

55

65

a b c d e f

g
h

 
a. 数值显示元件，LW9205  b. 数值显示元件，LW9204  c. 数值显示元件，LW9203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1  

d. 数值显示元件，LW9202  e. 数值显示元件，LW9201  f. 数值显示元件，LW9200 

g. 数值显示元件，LW9210  h. 数值显示元件，LW9211 

【范例】以 GH070 与 SIEMENS S7-200 串口通讯为例，要求对 PLC 寄存器 VW0、VW2、VW4 里的数据进行实时采样

并以曲线的形式绘制出来，同时可查询曲线采样点刻度。 

查看

当前采样点坐标

CH1 ####

CH2 ####

CH3 ####

模拟PLC数据采样

VW0 #### VW2 #### VW4 ####

1

2

3

4

 
新建工程[Trend]，添加一个趋势图元件，元件属性设置为： 
基本属性 
读取地址 VW 0（PLC 寄存器） 
趋势图 
类型 多页 
页数 10 
通道 3 
滚动 勾选，地址：LW 0（HMI 本地寄存器） 
通道 
编号 0 Y 下限/上限：0/500  颜色：■（红色） 
编号 1 Y 下限/上限：0/500  颜色：■（黄色） 
编号 2 Y 下限/上限：0/500  颜色：■（绿色） 
扩展属性 
使用网格 勾选，行数/列数：3/3，背景色：■（蓝-灰），网格颜色：□（白

色），网格线型：- - -  
历史数据保存 
保存到配方数据区 勾选，起始地址：0 

添加一个滚动条元件，用于翻页查看历史曲线，其属性设置为： 
基本属性 
写入地址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滚动条 
背景图像 向量图，CONFIRM.vg 
调节钮图像 向量图，CTRL_BAR001.vg 
滚动条扩展属性 
最小值/最大值 0/100 
使用变量上下限 不勾选 

添加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用于缩放查看曲线，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B 9110（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开关类型 切换开关 
标签 使用；0：查看；1：取消 
字体 使用矢量字体：宋体，12 号，居中，蓝色 
图形 使用向量图，CONFIRM.vg 

分别添加三个数值显示元件，用于获取当前采样点的坐标值。其属性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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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地址 LW 9210/LW 9211/LW 9212（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运行效果如下： 

取消

当前采样点坐标

CH1 300

CH2 239

CH3 240

模拟PLC数据采样

VW0 300 VW2 239 VW4 300

取消

当前采样点坐标

CH1

CH2

CH3

模拟PLC数据采样

VW0 VW2 VW4300 239 300

300

239

240

1

Normal Zoom inZoom out

2

 

4.6.2 XY 图 

 
XY图元件从指定的HMI内部字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中按周期时间读取一堆连续寄存器的
数据并且以双轴曲线的方式绘制出来，是可直观反映两个变量相互关系的曲线图 

(X-axis)
D100

5

10

15

20

25

(Y-axis)
D101

30

40

50

40

30

1st

2nd

3rd

4th

5th

100

80

60

40

20

0
0 10 20 30  

 

XY曲线图
 

XY 曲线图属性具体说明 

类型 

单页 只显示采样值在当前页的数据变化信息，不允许 XY 图曲线延伸 

多页 
允许 XY 图曲线延伸，每条通道可以保存：页数×取样点数。当 XY 图曲线向前滚动时，

先前的采样数据不会丢失。历史数据存放在缓存区中以备查询 

属性 标准型 无效 轨迹型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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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型 水平方向 

Y

XO
 

垂直方向 

X

YO
 

柱状型 水平方向 

Y

XO
 

垂直方向 

X

YO
 

采 样

方式 

周期采样 定时采集数据 

OFFàON 触

发采样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采样 

ONàOFF 触

发采样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采样 

OFFßàON

触发采样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变化时，才触发采样 

OFFàON 触

发采样，自动

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采样，触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

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 触

发采样，自动

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采样，触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

存器状态复位 

周期 每 2 页或每 2 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可以是秒或百毫秒 

XY 图

类型 

标准型 每次或每个周期采样多个点，有 X、Y 两个分量。寄存器个数与通道数、取样点数有关，

如 m 个通道，n 个取样点数，则寄存器个数为 m×n×2 个 

D100
5

10

15

20

25

D101
30

40

50

40

30

1st

2nd

3rd

4th

5th

D102 D103

D104 D105

D106 D107

D108 D109

(X-axis) (Y-axis)

100

80

60

40

20

0
0 10 20 30

一个周期
 

【举例】假设读取地址为 D100，1 个通道，每页 5 个采样点的 XY 图元件，则占用 10 个

寄存器即 D100，D101，…，D109 分别对应 X11，Y11，X12，Y12，…，X15，Y15 

轨迹型 
每次采样一个点，有 X、Y 两个分量。寄存器个数与通道数有关，如 m 个通道，n 个取样

点数，则寄存器个数为 m×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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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xis)
D100

5

10

15

20

25

(Y-axis)
D101

30

40

50

40

30

1st

2nd

3rd

4th

5th

100

80

60

40

20

0
0 10 20 30

1
2 3

4 5

一个周期
 

【举例】假设读取地址为 D100，1 个通道，每页 5 个采样点的 XY 图元件，占用 2 个寄存

器即：D100，D101 分别对应 X1，Y1 

趋势型 

每次或每个周期采样多个点，只有 Y 分量，无 X 分量。寄存器个数与通道数、取样点数

有关，如 m 个通道，n 个取样点数，则寄存器个数为 m×n 个。 

D100
30

40

50

40

30

1st

2nd

3rd

4th

5th

D101

D102

D103

D104

(Y-axis)

100

80

60

40

20

0

D100
D101

D102

D103
D104

一个周期
 

【举例】假设读取地址为 D100，1 个通道，每页 5 个采样点的 XY 图元件，占用 5 个寄存

器即：D100，D101，…，D104 分别对应 Y11，Y12，…，Y15 

柱状型 

每次或每个周期采样多个点，只有 Y 分量，无 X 分量。寄存器个数与通道数、取样点数

有关，如 m 个通道，n 个取样点数，则寄存器个数为 m×n 个。 

D100
30

40

50

40

30

1st

2nd

3rd

4th

5th

D101

D102

D103

D104

(Y-axis)

100

80

60

40

20

0

D100
D101

D102
D103

D104

一个周期
 

【举例】假设读取地址为 D100，1 个通道，每页 5 个采样点的 XY 图元件，占用 5 个寄存

器即：D100，D101，…，D104 分别对应 Y11，Y12，…，Y15 

采 样

点 
每页画面显示的采样点数目 

页数 选择多页，此选项才有效 

通道 要显示的曲线数目，通道类型可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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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发

地址 

当采样方式选择触发采样时有效。以下图为例，指定 LB100（HMI 本地寄存器）为触发寄存器，当 LB100

的状态满足采样方式中的设定时，就触发采样 

 

暂 停

清除 

指定控制曲线暂停和清除的寄存器地址，默认字数为 2，则[指定地址]控制曲线暂停，[指定地址+1]控制

曲线清除。“暂停”功能不仅暂停刷新曲线变化，同时暂停取样动作。“清除”功能则会清除趋势图元件

上显示的曲线。【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 LB0（HMI 本地寄存器）控制曲线暂停和清除。则当 LB0 的

状态为 ON 时，曲线将暂停刷新。为 OFF 时，将继续根据采样数据绘制曲线变化。当 LB1 的状态为 ON

时，则 XY 图元件上显示的曲线被清除 

 

滚动 

指定用于多页 XY 图前后翻页的控制寄存器，默认字数为 3。选择多页，此选项才有效。使用滚动可以浏

览多页 XY 图，可配合滚动条使用。☞关于滚动条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3 滚动条】 
【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寄存器为 LW0（HMI 本地地址），则 LW0 为滚动条当前浏览索引值，LW1 为

起始浏览索引值，LW2 为最大浏览索引值。 

 

时间 

用来保存当前页采样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当选中“保存时间”时，控制地址处的“时间”选项才有效。

默认字数为 12。【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时间保存地址为 LW70（HMI 本地地址），当前页起始点的“秒，

分，时，日，月，年”分别是“LW70， LW71， LW72， LW73， LW74， LW75”，则当前页结束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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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分，时，日，月，年”分别是“LW76， LW77， LW78， LW79， LW80， LW81” 

 

刻度属性
 

刻度属性具体说明 
使用纵坐标刻度 勾选表示显示纵坐标刻度 

刻度颜色 设置纵坐标刻度颜色 

显示刻度外框 是否显示刻度外框 

显示 不显示

Y

XO

Y

XO
 

主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主刻度数 

主刻度长度 设置主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次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次刻度数 

次刻度长度 设置次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刻度显示位置 可选择刻度显示在 XY 图的左侧、右侧 

纵坐标使用刻度标签 

0

100

50

刻度标签

O  

标签字体 设置刻度字体属性 

整数位 刻度显示的整数位，（用户不可自行更改） 

小数位 刻度显示的小数位，（用户可自行更改） 

使用横坐标时间刻度 勾选表示显示横坐标刻度 

刻度颜色 设置纵坐标刻度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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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刻度外框 是否显示刻度外框 

显示 不显示

Y

XO

Y

XO

 

主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主刻度数 

主刻度长度 设置主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次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次刻度数 

次刻度长度 设置次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刻度显示位置 可选择刻度显示在 XY 图的上侧、下侧 

横坐标使用刻度标签 Y

XO

0

刻度标签

10 20

 

标签字体 设置刻度字体属性 

坐标轴刻度基准通道 通道 纵坐标刻度标签最大最小值以选择的基准通道的最大最小值来显示 

4.6.3 示波器 

 
示波器元件功能与趋势图类似，都是从指定的 HMI 内部字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中按周期
时间读取一堆连续寄存器的数据并且以单轴曲线的方式绘制出来 

D100
0

40

60

40

0

1st

2nd

3rd

4th

5th

100

80

60

40

20

0

(Y-axis)

 
 

示波器图
 

示波器属性具体说明 

类型 
单页 只显示采样值在当前页的数据变化信息，不允许示波器曲线延伸 

多页 允许示波器曲线延伸。当曲线向前滚动时，先前的采样数据不会丢失 

属性 示波器曲线移动的起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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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开始 

Y

XO
 

从右开始 

Y

X O
 

从上开始 

X

YO

 

从下开始 

X

YO
 

周期 每 2 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可以是秒或百毫秒 

倍率取样 

选择倍率取样时，示波器元件一次读取倍率组数据进行显示。【举例】例如读取地址为 LW10（HMI

本地寄存器），采样倍率为 2，通道数为 3，则每次读取的地址是 LW10~LW15。其地址分配如下：

第一组三个通道数据分别存放于 LW10，LW11，LW12；第二组三个通道数据分别存放于 LW13，LW14，

LW15。采样时间为 1 秒时，每秒将读入这两组数据。使用倍率取样，图形更精确更平滑 

采样点 每页画面显示的采样点数目 

页数 选择多页，此选项才有效 

通道 要显示的曲线的数目 

暂停清除 

指定控制曲线暂停和清除的寄存器地址，默认字数为 2，则[指定地址]控制曲线暂停，[指定地址+1]

控制曲线清除。“暂停”功能不仅暂停刷新曲线变化，同时暂停取样动作。“清除”功能则会清除

趋势图元件上显示的曲线。【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 LB0（HMI 本地寄存器）控制曲线暂停和清

除。则当 LB0 的状态为 ON 时，曲线将暂停刷新。为 OFF 时，将继续根据采样数据绘制曲线变化。

当 LB1 的状态为 ON 时，则示波器元件上显示的曲线被清除 

 

滚动 

指定用于多页曲线图前后翻页的控制寄存器，默认字数为 3。选择多页，此选项才有效。使用滚动

可以浏览多页曲线图，可配合滚动条使用☞关于滚动条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3 滚动条】 
【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寄存器为 LW0（HMI 本地地址），则 LW0 为滚动条当前浏览索引值，LW1

为起始浏览索引值，LW2 为最大浏览索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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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用来保存当前页采样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当选中“保存时间”时，控制地址处的“时间”选项才

有效。默认字数为 12。【举例】以下图为例，指定时间保存地址为 LW70（HMI 本地地址），当前

页起始点的“秒，分，时，日，月，年”分别是“LW70， LW71， LW72， LW73， LW74， LW75”，

则当前页结束点的“秒，分，时，日，月，年”分别是“LW76， LW77， LW78， LW79， LW80， 

LW81” 

 

 

4.6.4 表针 

 表针元件可以将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寄存器的数据以仪表图的方式显示出来 

D100=15 0

10

20

30

 

表针元件
 

表针元件属性说明 

数据类型 
设定表针元件读取数据的数据类型，支持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

双精度浮点数等数据类型 

角度 顺时针、逆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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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盘样式 

扇形、圆形（指针向上）、圆形（指针向下）、圆形（指针向左）、圆形（指针向右） 

 

指针颜色 选择表针元件指针的颜色 

指针长度 设置表针元件指针的长度。最大长度不能超过表针实际圆周的半径值 

指针宽度 设置表针元件指针的宽度 

表针样式 设置表针元件的表针样式 

刻度颜色 选择表针元件显示刻度的颜色 

显示刻度外框 

设置刻度外框显示与否 

0

10

20

30

0

10

20

30

显示刻度外框 不显示刻度外框  
主刻度数 设置表针元件主刻度的数目，0~50 可设 

主刻度长度 设置表针元件主刻度的长度。最大长度不能超过表针实际圆周的半径值 

次刻度数 设置表针元件次刻度的数目，0~10 可设 

次刻度长度 设置表针元件次刻度的长度。最大长度不能超过表针实际圆周的半径值 

使用刻度标签 设置刻度标注显示与否 

标签字体 点击【标签字体】可设置刻度标注的字体 

整数位 表针元件刻度标注的整数位数。（不可设，但会根据表针元件最大值的位数自动调整） 

小数位 设置表针元件刻度标注的小数位数，0~8 可设 

使用表盘轴心 勾选表示需要设置表针元件表盘的轴心大小及颜色 

轴心宽度 设置表针元件表盘轴心的大小。最大宽度不能超过表针实际圆周的半径值 

轴心颜色 设置表针元件表盘轴心的颜色 

 

表针元件扩展属性
 
表针元件扩展属性说明 

最大最小值 设置表针元件显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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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
50

75

100
D100:125

上限值0

25
50

75

100
D100:-25

下限值

 

变量最大最小值 设置表针元件显示范围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下限/上限报警 

勾选表示表针元件使用指定的色块标注报警上下限值 

0

25
50

75

100

报警上限报警下限

 

扇环厚度 
设置环形色块的厚度。最大厚度不能超过表针元件实际圆周的半径值，且要等于或小于扇

环外半径值 

扇环外半径 

设置环形色块的半径。最大半径值不能超过表针元件实际圆周的半径值，且要等于或大于

扇环厚度 

0

25
50

75

①

②

①扇环厚度
②扇环外半径100

 
下限值/上限值 设置表针元件报警显示范围 

变量下限/上限 设置表针元件报警显示范围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4.6.5 棒图 

 
棒图是以柱状图百分比的方式显示指定的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寄存器的数据，即读取的
实际值与设定的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百分比关系用柱状图形式显示 

D100= 75

0

100

50

 
 

棒图
 

棒图属性具体说明 
棒图类型 标准型 以柱状图的形式显示实际值与设定范围间的百分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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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

50

D100=70

标准型

 

偏差型 

以柱状图的形式显示实际值与原始数据之间的偏移量 

0

100

50
40

0

100

50 40

D100=20 D100=70

偏差型
(偏差原始数据:40)

 

棒图形状 绘图方向 

矩形 

朝上 朝下 朝左 朝右 

0

100

50

 

0

100

50

 

0100 50

 

0 10050

 

扇形 

顺时针 逆时针 

  

目标值 

当指定寄存器的值在设定的目标值允许浮动范围内时，棒图填充区域的颜色显示为指定颜色 

0

100

50

0

100

50

0

100

50

0

100

50
60

40

60

40

60

40

60

40

D100=30 D100=40 D100=60 D100=70

目标值：50    允许误差：10    颜色：¢
上限值

下限值

目标值

 
扇环直径 当棒图形状为扇形时，设置扇环的直径大小，单位为像素点 

起始角 当棒图形状为扇形时，设置扇环的起始角度 

终止角 当棒图形状为扇形时，设置扇环的终止角度 

颜色 设置棒图正常状态、上下限、边框色、背景颜色 

超上限闪烁 

当指定寄存器的值超过设定的报警上限值时，棒图填充区域闪烁 

0

100

50

80

D100=80

报警上限值 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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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下限闪烁 

当指定寄存器的值低于设定的报警下限值时，棒图填充区域闪烁 

0

100

50

20

D100=10

报警下限值
闪烁

 

数据类型 
设定棒图属性中各参数值的数据类型，支持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

数、双精度浮点数等数据类型 

最小值/最大值 

设置棒图显示区域的上下限值 

0

100

50

D100= -10
下限值

上限值

0

100

50

D100=120  
棒图填充的百分比可以利用下列的公式换算而得： 

棒图填充区域百分比 = (寄存器读取数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100% 

变量最大/最小值 设置棒图显示区域的上下限值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报警上限/下限 

设置报警区域的范围值。当指定寄存器的数值低于报警下限或高于上限值时，棒图填充区域

会显示为报警指定的颜色 

0

100

50

80

20

D100=10
0

100

50

80

20

D100=40
0

100

50

80

20

D100=80

正常色：¢ 下限区：¢ 上限区：¢

下限值

报警下限值

报警上限值

上限值

 
变量报警下限 /上

限 
设置棒图显示区域的报警区域上下限值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刻度
 

刻度属性具体说明 

使用刻度属性 

刻度颜色 设置棒图刻度颜色 

显示刻度外框 

是否显示刻度外框 

显示 不显示  
主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主刻度数 

主刻度长度 设置主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次刻度数 设置要显示的次刻度数 

次刻度长度 设置次刻度的长度，单位为像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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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显示位置 

左 右 上 下 

  

  

使用刻度标签 0

100

50
刻度标签

 
标签字体 设置刻度字体属性 

整数位 刻度显示的整数位，用户不可自行更改 

小数位 刻度显示的小数位，用户可自行更改 

4.6.6 饼图 

 通过输入数据于指定的地址后，以饼图的方式来显示各通道所占的比例。 

 
 

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属性说明 
基础设置 圆环内外径比 设置饼图的内径和外径，可以显示成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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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边框颜色 

勾选后表示每个通道有边框，颜色可选 

勾选边框（边框颜色黑色） 不勾选 

  

起始角度、结束角度 

设置饼图的起始角度和结束角度，范围 0-360 度；软件默认 3 点钟方向是 0°，

逆时针计算，如下图所示 

起始角度：0    结束角度：90 起始角度：90   结束角度：270 

 
 

读取地址 饼图元件的读取首地址 

数据显示 

数据类型 16 位无符号十进制数、32 位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 

样式 无样式、数据、百分比 

小数位 范围 0-8，可设置样式为数据时的小数位 

显示方向 

设置通道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显示 

顺时针显示 逆时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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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通道属性说明 
通道数 设置饼图元件显示的通道数，范围 2-32 

设置所有字体 一键设置所有通道的字体 

颜色 设置每个通道显示的颜色 

所在列字体设置 设置每个通道的字体 

 

举例说明 

1. 饼图的通道数 3，显示 2 位小数位，逆时针显示，属性设置如下： 

 
2. 离线模拟效果图，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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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报警元件 

报警元件是用来显示用户报警或用户事件信息的元件。JuncAuto DTools 提供的显示报警的元件有事件显示、外设历

史事件显示、事件信息滚动条、报警显示和报警条等。用户应根据这些元件的功能并按实际需求来选择使用。 

 

!
 

1.在事件显示、外设历史事件显示、事件信息滚动条等元件上显示的事件信息都要预先在工程数据

库的【事件信息登录】中登记 

2.在报警显示、报警条等元件中显示的报警信息都要预先在工程数据库的【报警信息登录】中登记 

3.报警信息不能保存历史信息，而且报警显示元件只显示未恢复的报警信息，报警恢复后则消失 

4.事件信息可以保存历史信息，事件显示元件不仅可以显示未恢复事件信息，还可以显示已恢复事

件信息 
 

 与事件信息相关的属性设置 

 事件信息保存 

在【HMI 属性】—【历史事件存储】属性页中可设置事件信息保存位置。 

 
（1）保存到配方数据区 

将事件信息保存到 HMI 配方寄存器即 RW 寄存器中。 

 

 1.必须设置保存条数>0，如保存条数为 0 的话则系统自动认为事件信息不保存到配方数据区 

2.起始地址可自行设置，每条事件信息长度为 16 words，系统会根据保存条数自动设置结束地址 

3.保存到配方数据区的事件信息不能在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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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存到外部设备 

将事件信息保存到外部存储器设备中。 

输出的 CSV 文件如果存储方式为“分天存储”，则存储路径为 event/子目录名/yyyymmdd.csv；如果存储方式为

“单一文件”，则存储路径为 event/子目录名/子目录名.csv。（其中，yyyymmdd 是事件执行日期如 20110101） 

 

 1.保存到外部设备功能适用于带有 USB HOST 或 SD 卡槽的 HMI 

2.只有保存到外部设备的事件信息可在 HMI 上按日期或文件顺序号来查询并在“外设历史事件显示”

元件中显示相应的历史事件信息 

3.事件信息可同时保存到配方数据区和外部设备中 

 
☞关于历史事件存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7 历史事件存储】 
 事件信息清除 

用户可通过下面四种方式来整体清除事件显示元件中显示的事件信息。 

（1）通过将系统特殊寄存器 LW10015 的值设为 0，重启 HMI 后清除。 

此方式可清除保存在配方数据区的事件信息数据。 

（2）下载工程时在【KHDownload】中勾选【清除事件信息】，下载后清除。 

此方式可同时清除保存在配方数据区的事件信息数据和外部存储设备上的事件信息文件。 

（3）通过功能键的【清除事件】功能清除。 

此方式可清除保存在配方数据区的事件信息数据。 

（4）通过【TsManager】的【清除历史事件数据】清除。 

此方式可同时清除保存在配方数据区的事件信息数据和外部存储设备上的事件信息文件。 

 系统滚动条宽度设置 

当事件显示元件横向信息不能完全显示时，系统会自动提供信息滚动条便于用户前后翻滚查看事件信息。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系统滚动条  
系统滚动条的宽度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范围在 20~120（像素）可设。 

4.7.1 事件显示 

 
事件显示元件用于显示已在“事件信息登录”中登记，且当前状态满足触发条件的事件信息。事件
显示元件会根据事件触发的时间先后，依序显示这些触发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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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类别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地址

0

触发状态 触发条件 内容

0 1 HMI0:PLC0: D:0 >100 Abnormal Temp.

登记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显示

 
 

!
 

事件显示元件的【读取地址】用于控制事件显示元件中显示的事件信息滚动（向上或向下） 

 

事件信息
 

事件信息相关设置说明 

边框
水平分隔线

垂直分隔线

序号 事件内容字
符间距

行间距

 

显示类别范围 满足此项设定范围类别的事件才会被显示，事件类别在“事件信息登录”中设定 

序号占用位数 

序号所占用的字符个数（1~5 范围可设），默认为 3。 

举例：当用户设置 3 时，则序号自动设置宽度为 3 个字符。当序号为 1-999 时，宽度均

为 3，当序号从 999 变为 1000 时，后续事件的序号宽度自动变化为 4，序号从 9999 变

为 10000 依此类推。 

行间距 每行之间的距离。单位为像素点 

事件内容字符间距 事件内容每个字符之间的距离。单位为像素点 

确认方式 设置对触发事件确认的触控方式，单击或双击可选 

确认颜色 事件信息被确认后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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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正常颜色 恢复正常后事件信息的颜色 

选择颜色 指示用户信息选择虚线的颜色 

边框宽度/边框颜色 设置事件显示元件的边框宽度（0~8 范围可设，宽度为 0 时表示无边框）和边框颜色 

背景色/背景颜色 勾选表示事件显示元件使用背景色，然后选择元件的背景颜色 

分 隔

线 属

性 

水平线 勾选表示显示水平分割线 

垂直线 勾选表示显示垂直分割线 

线型/线宽/颜色 设置水平/垂直分割线的线型、线宽和颜色 

标题栏设置 勾选显示事件显示元件的标题内容，可设标题栏颜色、字体、内容 

逐条清除选中事件 

勾选表示使用逐条清除选中事件功能。运行时，选中事件显示窗口中的某一条事件,当

指定寄存器满足所设定的触发方式条件时,该条事件即可被清除。 

五种触发方式可选：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删除选中的事件信息 

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删除选中的事件信息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删除选中的事件信息 

OFFàON(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删除选中的事件信息，

执行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删除选中的事件信息，

执行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格式 

 

事件信息显示的格式，所有选择的格式信息都将显示在事件信息前面 

2  2011/06/23  15:22:54            15:25:13  Abnornal Temp.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44:23  Abnornal Temp.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54:20  Abnornal Temp.

序号
触发日期

触发时间
确认时间

恢复正常时间
事件信息

 

序号 事件的编号，该编号从 0 开始计算 

事件触发时间 事件被触发时的时间 

确认时间 事件信息认时的时间 

恢复正常时间 事件恢复正常时的时间 

扩展时间格式（日/时:分） 显示时间格式为日/时:分 

精简时间格式（时:分） 显示时间格式为时:分 

标准时间格式（时:分:秒） 显示时间格式为时：分:秒 

精确时间格式（时:分:秒:毫秒） 显示时间格式为时：分:秒:毫秒 

扩展日期格式（年/月/日） 显示日期格式为年/月/日 

触发日期（月/日） 显示日期格式为月/日 

按时间升序显示 

勾选表示事件显示按序号和时间从小到大排序，即最新发生的事件显示

在最下面；不勾选表示事件显示按序号和时间从大到小排序，即最新发

生的事件显示在最上面 

只显示未恢复事件 
勾选表示只显示被触发且没有恢复的事件；不勾选则表示会显示曾经发

生过且已经恢复的事件 

显示累计时间 

显示当前报警从编译下载工程到本次运行过程中累计发生的报警时间 

注意：该累计时间断电保存，如要清除可将 LB9211=ON,执行完毕自动

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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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累计次数 

显示当前报警从编译下载工程到本次运行过程中累计发生的报警次数 

注意：该累计次数断电保存，如要清除可将 LB9212=ON,执行完毕自动

为 off； 

显示当前次数 
显示当前报警在本次上电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报警次数。 

注意：该当前次数，屏断电不保存 

按类别升序显示 

事件按类别从小到大排序显示，同类别的事件再按时间排序。如未勾选

按事件升序显示，同类别的事件按时间降序显示；勾选后，同类别的事

件按时间升序显示 

按类别降序显示 

事件按类别从大到小排序显示，同类别的事件再按时间排序。如未勾选

按事件升序显示，同类别的事件按时间降序显示；勾选后，同类别的事

件按时间升序显示 

显示事件等级 显示当前报警的事件等级 

显示事件类别 显示当前报警的事件类别 

事件扩展信息
 

事件扩展信息相关设置说明 
使用总条目数 勾选，可显示事件显示元件中当前显示事件的总条目数 

一键确认属性 

勾选后，可通过指定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来一键确认所有事件报警，不需单独选中某一条事

件来逐条确认。五种触发方式可选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确认所有事件报警 

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确认所有事件报警息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确认所有事件报警 

OFFàON(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确认所有事件报警，执

行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确认所有事件报警，执

行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清除选中事件累计时

间 

勾选后，可通过指定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来一键清除选中事件的累计时间。五种触发方式可

选：OFFàON、ONàOFF、OFFßàON、OFFàON(自动复位)、ONàOFF(自动复位) 

清除选中事件累计次

数 

勾选后，可通过指定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来一键清除选中事件累计次数。五种触发方式可选：

OFFàON、ONàOFF、OFFßàON、OFFàON(自动复位)、ONàOFF(自动复位) 

选择恢复且确认颜色 勾选后，当事件确认且恢复后的颜色可显示为设置颜色 

使用垂直滚动条 勾选后，事件显示元件自带垂直滚动条，滚动条宽度可设范围 20~120，默认 20 

使用事件等级映射图

文 

设置事件报警的等级和类别以图片、文字标签在事件显示元件中显示。 

注意：使用事件等级映射图文、使用事件类别映射图文该功能，必须先在【事件信息】属

性格式中勾选“显示事件等级”、“显示事件类别”； 

该功能使用具体请参考[范例 2] 

使用事件类别映射图

文 

事件详情输出
 

事件详情输出设置说明 
使用事件详

情输出 

 

事件详情输

若勾选，选中当前事件报警，可详细显示该报警信息。包括该事件在事件信息登录

序号、等级、类别、触发时间、确认时间、恢复时间、累计时间、累计次数、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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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寄存器 次数。默认占用 28 个字 

详情依次： 

①事件信息登录编号，等于详情输出控制地址，占用 1 字； 

    ②事件等级，等于详情输出控制地址+1，占用 1 字； 

    ③事件类别，等于详情输出控制地址+2，占用 1 字； 

    ④事件触发时间，触发时间：年=控制地址+8，月=控制地址+7，日=控制地

址+6，时=控制地址+5，分=控制地址+4，秒=控制地址+3，共占用 6 字； 

    ⑤事件确认时间，确认时间：年=控制地址+14，月=控制地址+13，日=控制

地址+12，时=控制地址+11，分=控制地址+10，秒=控制地址+9，共占用 6 字； 

    ⑥事件恢复时间，恢复时间：年=控制地址+20，月=控制地址+19，日=控制

地址+18，时=控制地址+17，分=控制地址+16，秒=控制地址+15，共占用 6 字； 

    ⑦事件累计时间，累计时间：时=控制地址+21，分=控制地址+22，秒=控制

地址+23，共占用 3 字； 

    ⑧累计次数，控制地址+24，占用 2 字； 

    ⑨当前触发次数，控制地址+26，占用 2 字； 

写入后通知 选中事件显示元件中某条事件，会自动通知控制位为 ON 

 

【范例 1】以 GH070 与 SIEMENS S7-200 串口通讯为例，要求当温度监测值超过 80 摄氏度或压力监测值超过 120Mpa

时在 HMI 上显示报警提示并发出蜂鸣报警，同时可在 HMI 上显示并查询历史发生过的报警事件记录。 

NO. 触发时间 确认时间 恢复时间 事件信息

VW0 #### VW2 ####
模拟温度/压力监测值

事件显示

多状态设定

静态文本

 
新建工程[Event]，分别添加两个窗口 Frame10 和 Frame11 分别用作温度报警和压力报警提示窗口，窗口属性分别
设置为： 
名称 Alarm window_1/Alarm window_2 
起始横/纵坐标 80/80 
宽度/高度 200/100 
背景填充效果 勾选，填充颜色：■（黄色） 
边框 宽度：2  边框颜色：■（灰色-50） 
弹出窗口类型 垄断：勾选 

在 Frame10 和 Frame11 分别建立两个静态文本，两个功能键，并通过绘图工具栏的绘图工具绘制一个警示符号。
其中静态文本属性设置为： 
内容 Abnormal Temp./Abnormal Pressure 
字体类型 使用矢量字体 
字体属性 字体：Arial Black  大小：12  颜色：■（红色） 
功能键属性设置为： 
切换窗口 选中，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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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不使用 
将功能键尺寸拉伸至窗口大小。 

效果如图所示： 

 

Abnormal Temp.! Abnormal Pressure!

Alarm window_1 Alarm window_2

 
在【工程数据库】—【事件信息登录】中登记要触发报警的用户事件。本例要求温度监测值和压力监测值分别从
VW0 和 VW2 中读取，事件登录信息分别设置如下： 

温度报警 
数据类型 字 
地址 VW 0(PLC 寄存器) 
条件 >80 
弹出窗口 勾选，[10：Alarm window_1] 
触发蜂鸣器 勾选，1 秒 
文字 Abnormal Temp.！ 
压力报警 
数据类型 字 
地址 VW 2(PLC 寄存器) 
条件 >120 
弹出窗口 勾选，[10：Alarm window_2] 
触发蜂鸣器 勾选，1 秒 
文字 Abnormal Pressure！ 

在 Frame0 窗口建立一个事件显示元件用于显示事件信息登录里面登记的并被触发的用户事件，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0（HMI 内部寄存器） 
格式 勾选序号、事件触发时间、确认时间、恢复正常时间、标准时间格式 

在 Frame0 窗口建立两个多状态设定元件用于上下翻页查看历史事件信息，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写入地址 LW 0（HMI 内部寄存器） 
设定方式 减/加 
减数/加数 1/1 
下限/上限 0/100 
图形 使用向量图，Button6-27.vg/Button6-28.vg 

设置保存历史事件 
打开【HMI 属性】—【历史事件存储】属性页，勾选【保存到配方数据区】，设置【保存条数】为 100，【起始地址】

为 0 即表示事件信息存储在 RW0 开始的寄存器里。 

运行时，当温度 VW0 的值大于 80 摄氏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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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触发时间 确认时间 恢复时间 事件信息

VW0 VW2

模拟温度/压力监测值

90 100

2 15:22:54          15:25:13 Abno
1 14:01:00 14:44:20 14:44:23 Abno
0 10:50:01 11:40:10 10:54:20 Abno

Abnormal Temp.!

NO. 触发时间 确认时间 恢复时间 事件信息

VW0 90 VW2 100
模拟温度/压力监测值

2 15:22:54          15:25:13 Abnornal T
1 14:01:00 14:44:20 14:44:23 Abnornal T
0 10:50:01 11:40:10 10:54:20 Abnornal T

Abnormal Temp.!

Beep...

 

 
【范例 2】事件详情输出、事件图文映射举例 

新建工程，工程数据库→事件信息登录→增加 

分别设置类别 0 的等级 0-5，类别 1 的等级 0-5，类别 2 的等级 0-5，总共 18 个报警 
LB0:OFF→ON 类别 0 等级 0 文字：0-0 

LB1:OFF→ON 类别 0 等级 1 文字：0-1 

LB2:OFF→ON 类别 0 等级 2 文字：0-2 

LB3:OFF→ON 类别 0 等级 3 文字：0-3 

LB4:OFF→ON 类别 0 等级 4 文字：0-4 

LB5:OFF→ON 类别 0 等级 5 文字：0-5 

LB6:OFF→ON 类别 1 等级 0 文字：1-0 

LB7:OFF→ON 类别 1 等级 1 文字：1-1 

LB8:OFF→ON 类别 1 等级 2 文字：1-2 

LB9:OFF→ON 类别 1 等级 3 文字：1-3 

LB10:OFF→ON 类别 1 等级 4 文字：1-4 

LB11:OFF→ON 类别 1 等级 5 文字：1-5 

LB12:OFF→ON 类别 2 等级 0 文字：2-0 

LB13:OFF→ON 类别 2 等级 1 文字：2-1 

LB14:OFF→ON 类别 2 等级 2 文字：2-2 

LB15:OFF→ON 类别 2 等级 3 文字：2-3 

LB16:OFF→ON 类别 2 等级 4 文字：2-4 

LB17:OFF→ON 类别 2 等级 5 文字：2-5 

新增向量图，状态为 6，用来显示级别图片；同样方法新增向量图，状态数为 3 用来显示类别图片 
状态为 6 的向量图： 

 
状态为 3 的向量图：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1  

 
“PLC 元件”→“事件显示”，【事件信息】属性页设置： 

 

【事件扩展信息】属性页设置，点击设置事件等级映射图文，设置事件类别映射图文，分别选择上述做好的向量
图，然后设置标签文字 

 
【事件详情输出】属性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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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模拟效果： 

放置位状态切换

开关 LB0-LB17
用于触发报警 
 

 
 

  

事件触发后，点击事件可确认事件，将详情输出至以下寄存器： 

LW0：        事件信息登录序号 

LW1：        事件等级 

LW2：        事件类别 

LW3-LW8：   事件触发时间秒-分-时-月-日-年 

LW9-LW14：  事件确认时间秒-分-时-月-日-年 

LW15-LW20： 事件恢复时间秒-分-时-月-日-年 

LW21-LW23： 事件报警累计时间时-分-秒 

LW24(DWord)：累计触发次数 

LW26(DWord)：当前次数 

 
 

事件触发后，点击事件可确

认事件，该位被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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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其中一条报警（确认报警），则将该条报警输出至详情： 

 

4.7.2 外设历史事件显示 

 
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用于查询并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已在“事件信息登录”中登记过，且当前状态
满足触发条件的历史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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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的【读取地址】为指定用于查询历史事件记录的寄存器地址。字数默认 2 

2. 使用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必须在【HMI 属性】—【历史事件存储】中勾选“保存到外部设备”，

并设置历史事件信息文件保存的路径 
 

表格显示属性
 

表格显示属性说明 

表格显示 

时间 
勾选表示显示事件触发、确认以及恢复的时间，并选择显示的时间格式。三种格

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日期 
勾选表示显示事件触发、确认以及恢复的日期，并选择显示的日期格式。三种格

式可选，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日期分隔符 选择日期分隔符，三种格式可选。如 11/06/24 

显示序号 勾选表示显示每条事件信息的序号 

按时间升序显

示 

勾选表示事件信息按时间从小到大排序，即最新发生的事件显示在最下面；不勾

选表示事件信息按时间从大到小排序，即最新发生的事件显示在最上面 

背景设置 设置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表格背景、标题栏、边框颜色以及边框的宽度 

历史事件显示 

按文件顺序查

询 

选择“按文件顺序查询”，则当指定寄存器的值为 0 时，表示调出今天或最近一

天的历史事件信息；值为 1 时表示调出往前一天的历史事件信息；并以此类推。 

【举例】在外部存储器中存储有 20110621.csv 和 20110624.csv 两个历史事件信息

文件，当指定寄存器值为 0 时，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4 日保存的历史事件；当指

定寄存器值为 1 时，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1 日保存的历史事件并显示出来 

按日期查询 

选择“按日期查询”，则往指定寄存器地址输入日期，即可调用相应日期的历史

事件信息。输入日期的格式为：yyyymmdd（其中 yyyy 为年，mm 为月，dd 为日）

【举例】例如往指定寄存器输入 20110624，即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4 日保存的历

史事件并显示出来 

分隔线设置 
设置表格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间距宽度单位为

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状态显示 

触发 在表格状态栏中显示表示事件触发时的状态信息。可自行编辑，默认为 0 

确认 在表格状态栏中显示表示事件确认时的状态信息。可自行编辑，默认为 1 

恢复 在表格状态栏中显示表示事件恢复时的状态信息。可自行编辑，默认为 2 

标题栏设置 

设置表格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标题栏内容可使用文本库 

注意：1. 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状态一列，如果选择标签模式，则状态标题和状态内容都为标

签模式；如果选择文本库模式，则标题和状态内容都要使用文本库模式，因此需要额外设置触发，

确认，恢复三种文本库。 

2. 内容如使用矢量字体，只有英文和数字可以显示，中文不支持 

选择显示状态 

屏蔽确认状态 在表格中不显示确认状态的事件 

屏蔽触发状态 在表格中不显示触发状态的事件 

屏蔽恢复状态 在表格中不显示恢复状态的事件 

4.7.3 事件信息滚动条 

 
事件信息滚动条用于从右向左滚动显示已在“事件信息登录”中登记过，且当前状态满足触发条件
的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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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3 10:50:01 Abnormal Te
滚动显示

编号 类别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地址

0

触发状态 触发条件 内容

0 1 HMI0:PLC0: D:0 >100 Abnormal Temp.

登记

 

事件信息
 

事件信息属性说明 
显示类别范围 只滚动显示该类别的事件信息。事件的类别在“事件信息登录”中设定 

移动步长 滚动显示的事件信息每次移动的像素点。单位为像素，步长数值越大，滚动显示的速度越快 

移动速度 
滚动显示的事件信息上次移动的像素点与下次移动的像素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 100 毫

秒，速度数值越大，滚动显示的速度就越慢 

显示间距 显示两条事件之间的信息内容字符间距，范围为 1~7 个像素。 

移动方式 支持事件信息滚动方向，可选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 

格式 

事件信息显示的格式，所有选择的格式信息都将显示在事件信息前面 

2011/06/23  15:22:54  Abnornal Temp.

触发日期
触发时间

事件信息  

事件触发时间 事件被触发时的时间 

扩展时间格式 

(日/时：分) 
显示时间格式为日/时：分 

精简时间格式 

(时：分) 

显示时间格式为时：分 

标准时间格式 

(时：分：秒) 
显示时间格式为时：分：秒 

精确时间格式 

(时：分：秒：毫秒) 
显示时间格式为时：分：秒：毫秒 

扩展日期格式 

(年/月/日) 
显示日期格式为年/月/日 

触发日期(月/日) 显示日期格式为月/日 

按时间升序显示 

勾选表示最新发生的事件信息显示在最后面，事件的时间从前往后

依次变大。例如：2011/06/23 15:22:54 事件 1  2011/06/23 16:20:40 

事件 2 

不勾选表示最新发生的事件信息显示在最前面，事件的时间从前往

后依次变小。例如：2011/06/23 16:20:40 事件 2  2011/06/23 

15:22:54 事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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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报警显示 

 
报警显示元件用于显示已在“报警信息登录”中登记过，且当前状态满足触发条件的报警信息内容。
当报警的位寄存器状态重新切换到非报警状态时，该报警信息会消失，否则会一直显示该报警信息 

编号 类别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地址

0

报警状态 内容

0 1 HMI0:PLC0: M:0 On Abnormal Temp.

登记

Abnormal Temp.!！
显示

Abnormal Temp.!

报警

解除

显示清除

 
 

 
报警显示元件的【读取地址】用于控制报警显示元件中显示的报警信息滚动（向上或向下） 

 

报警显示
 

报警显示属性说明 

行间距 两条报警信息间上下的间隔。单位为像素 

列间距 单条报警信息每个字或每个字母间的间隔。单位为像素 

显示类别范围 满足此项设定范围类别的报警才会被显示。报警信息的类别在“报警信息登录”中设定 

4.7.5 报警条 

 
报警条用于从右向左滚动显示已在“报警信息登录”中登记过，且当前状态满足触发条件的报警信
息内容 

编号 类别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地址

0

报警状态 内容

0 1 HMI0:PLC0: M:0 On Abnormal Temp.

登记

！

Abnormal Temp.！   Abnormal  T

滚动显示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1  

报警条
 

报警条基本属性说明 
移动步长 滚动显示的报警信息每次移动的像素点。单位为像素，步长数值越大，滚动显示的速度越快 

移动速度 
滚动显示的报警信息上次移动的像素点与下次移动的像素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 100 毫

秒，速度数值越大，滚动显示的速度就越慢 

显示类别范围 满足此项设定范围类别的报警才会被显示。报警信息的类别在“报警信息登录”中设定 

4.8 窗口元件 

 
JuncAuto DTools 提供了窗口元件用作弹出窗口供用户使用，即在当前窗口特定的区域内显示其它窗

口。该窗口元件有直接窗口和间接窗口两种选择。 

该元件与功能键【弹出窗口】功能的主要区别见下表： 

元件名称 读取地址 控制方式 窗口编号 

直接窗口 位（Bit） 根据读取地址状态 在元件属性中指定 

间接窗口 字（Word） 改变读取地址的值 根据读取地址的值 

功能键 无 触控 在元件属性中指定 

4.8.1 直接窗口 

直接窗口定义了一块显示区域，并根据指定HMI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寄存器的状态来显示指定窗口的窗口内容。 

Frame 0 Frame 0 Frame 0

M0:ON M0:OFF

Frame10

直接窗口  
 

 1. 直接窗口的开启或关闭取决于读取地址的状态，即读取地址的状态为 ON 时弹出窗口，为 OFF 时

关闭窗口 

2. 通常直接窗口元件大小要设置成和弹出的窗口大小一样 

3. 直接窗口弹出数量没有限制 

 

直接窗口
 

直接窗口属性说明 
窗口编号 指定直接窗口区域所要显示的目标窗口 

自定义显示坐标 
勾选：直接窗口弹出位置坐标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指定地址]为 X 坐标，[指定地址+1]

为 Y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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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输入密码：

******

请输入密码：

(80,10)

原点坐标(0,0)

X

Y

(0,0)

D100: 0  
D101: 0

D100: 80  
D101: 10

(X,Y)

 
不勾选：直接窗口弹出的位置坐标取决于元件在当前窗口上放置的位置 

******

请输入密码：

 

 

!
 

不能用功能键的“关闭窗口”功能来关闭弹出的直接窗口 

 

4.8.2 间接窗口 

间接窗口定义了一块显示区域，并可显示与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寄存器里的数据相同的且已创建的窗

口编号对应的窗口内容。 

Frame 0

Frame10

Frame 0 Frame 0

Frame11

D0=11D0=10

间接窗口  
 

 1. 当指定寄存器的值为 0 时则表示关闭窗口；值为-1 时则表示弹出窗口 0 

2. 通常间接窗口元件的尺寸要设置成和调用的窗口尺寸一致 

3. 间接窗口弹出数量没有限制 

 

间接窗口
 

间接窗口属性说明 

自定义显示坐标 
勾选：间接窗口弹出位置坐标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指定地址]为 X 坐标，[指定地址+1]

为 Y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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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输入密码：

******

请输入密码：

(80,10)

原点坐标(0,0)

X

Y

(0,0)

D100: 0  
D101: 0

D100: 80  
D101: 10

(X,Y)

 
 

不勾选：间接窗口弹出的位置坐标取决于元件在当前窗口上放置的位置 

******

请输入密码：

 

4.9 图形元件 

JuncAuto DTools 提供的向量图和位图等图形元件可用于显示系统图库或工程文件窗口中图库已有的 bg 或 vg 格式图

片。 

☞关于向量图和位图图形建立和编辑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3 图库应用】 
 

4.9.1 向量图 

 向量图元件用来调用并显示系统图库或工程文件窗口中图库已有的 vg 格式的图片 

 

 向量图元件没有寄存器控制，不支持图片多状态效果切换显示；图片效果如需受寄存器状态控制，

请使用其它控制元件并在【图形】属性中勾选使用相应的向量图即可 

☞关于向量图【图形】属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 使用图形设置】 

4.9.2 位图 

 位图元件用来调用并显示系统图库或工程文件窗口中图库已有的 bg 格式的图片 

 

 位图元件没有寄存器控制，不支持图片多状态效果切换显示；图片效果如需受寄存器状态控制，请

使用其它控制元件并在【图形】属性中勾选使用相应的位图即可 

☞关于位图【图形】属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 使用图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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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自由绘图 

 自由绘图元件可根据指定位或字寄存器的状态来绘制图形。自由绘图元件不对普通用户开放 

4.9.4 动态图形 

 
动态图形元件可以根据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寄存器的值来改变矩形、圆或直线的位
置和尺寸大小 

 

动态图形
 

动态图形属性说明 
图形类型 选择图形的类型。有矩形、椭圆、直线三种图形类型可选 

边框/线条 设置图形边框色、宽度以及线型 

填充 设置矩形或椭圆的填充颜色和填充图案 

 

动态图位置
 

动态图位置属性说明 
变量左上角位置 

(x,y)

 

不勾选 动态图形的位置 X、Y 为常数 

勾选 
动态图形的位置 X、Y 值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X 位置=指定地址，Y 位置=指定

地址+1 

变量宽/高 

W

H

 

不勾选 动态图形的宽/高为常数 

勾选 动态图形的宽和高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宽=指定地址，高=指定地址+1 

 

 以元件左上角为坐标原点，X 方向移动时向右增长，Y 方向移动时向下增长；移动单位为像素点 

 

4.9.5 GIF 图 

 GIF 图元件可直接调用和显示 GIF 格式的图片，并且可以控制 GIF 图片帧的切换频率。 

 

GIF图形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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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 图形属性具体说明 
使用启动寄存器 勾选后，当指定寄存器为 ON 状态时，GIF 图片显示动画；当指定寄存器为 OFF 状态时，GIF

图显示静止图片 

使用 GIF 图原频率 即使用导入的 GIF 图片的原始频率 

使用用户自定义频

率 

用户自行设定导入的 GIF 图片的频率 

切换频率 频率不同，动画显示快慢不同，数值越大，切换的越慢。单位：100 毫秒 

使用变量切

换频率 

设置 GIF 图片帧切换频率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单位：100 毫秒； 

注意：使用 PLC 寄存器时，第一次运行一直未与 PLC 通讯，切换频率以默

认常量值为准；如中途通讯中断，切换频率则以最近一次历史值为准。 

加载 GIF 图 从外部导入 GIF 格式的图片。导入的 GIF 图片效果可通过元件属性对话框图片预览区域预览 

图片预览 在此区域，可以预览加载的 GIF 图片效果 

使用图片原尺寸 勾选后，元件尺寸与导入的 GIF 图片原始尺寸相同 

 

!
 

GIF 元件只能导入 GIF 格式的图片 

 

4.10 视频输入元件 

4.10.1 视频 

 视频元件主要用于工业现场实时图像监控，支持 CVBS 信号输入的 CCD 

 

 

!
 

1. 视频元件仅适用于带 BNC 接口的 HMI 

2. 支持 PAL 和 NTSC 制式。视频模式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 

3. 当视频元件以弹出窗口方式显示时，需将弹出窗口的【窗口属性】—【特殊属性】设置为“视频

页” 

4. TS 系列不支持该元件 

 

基本属性
 

视频元件【读取地址】默认字数为 4，每个字对应控制不同的属性功能，具体说明见下表： 

视频元件读取地址说明 
读取地址 功能 描述 

指定地址 切换通道 
根据实际视频通道数来调节。为 0 时对应显示通道 0 输入的视频画面，为

1 时对应显示通道 1 输入的视频画面，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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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地址+1 亮度调节 0~255 范围可调 

指定地址+2 对比度调节 0~255 范围可调 

指定地址+3 色度调节 0~255 范围可调 

【范例】以 MT5620T 为例，新建工程[Video]： 

通道+

通道-

亮度+

亮度-

对比度+

对比度-

色度+

色度-

1

2

3

4

5
 

多状态设定元件，用来切换通道（MT5620T 只有两路 CVBS 输入），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写入地址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设定方式 递加；加数：1；上限：1 递减；减数：1；下限：0 
标签 使用；0：通道+；1：通道+ 使用；0：通道；1：通道-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多状态设定元件，用作亮度调节，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写入地址 LW 1(HMI 本地寄存器) LW 1(HMI 本地寄存器) 
设定方式 递加；加数：1；上限：255 递减；减数：1；下限：0 
标签 使用；0：亮度+；1：亮度+ 使用；0：亮度-；1：亮度-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多状态设定元件，用作对比度调节，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写入地址 LW 2(HMI 本地寄存器) LW 2(HMI 本地寄存器) 
设定方式 递加；加数：1；上限：255 递减；减数：1；下限：0 
标签 使用；0：对比度+；1：对比度

+ 
使用；0：对比度-；1：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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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多状态设定元件，用作色度调节，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写入地址 LW 3(HMI 本地寄存器) LW 3(HMI 本地寄存器) 
设定方式 递加；加数：1；上限：255 递减；减数：1；下限：0 
标签 使用；0：色度+；1：色度+ 使用；0：色度-；1：色度-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视频元件，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4.10.2 摄像头 

 
摄像头元件与视频元件一样可用于工业现场实时图像监控，但摄像头元件用于显示由驱动型 USB 接
口的摄像头输入的视频画面 

 
 

基本属性
 

摄像头元件根据【读取地址】的值来控制外接摄像头监控的开启、关闭以及切换。 

【举例】假设读取地址为 LW0（HMI 本地寄存器），则当 LW0 的值为 0 时表示关闭摄像头监控，LW0 的值为 1 时表

示开启 USB HOST1 的摄像头监控，LW0 的值为 2 时表示开启 USB HOST2 的摄像头监控。 

 

!
 

1．摄像头元件仅适用于带 USB HOST 的 HMI 
2．当两个 USB HOST 上都连接摄像头时，不能同时开启两个摄像头监控，即开启其中一个摄像头监
控时，则会自动关闭另外一个摄像头监控 
3. 支持免驱摄像头 

 

4.10.3 网络摄像头 

 
网络摄像头元件与摄像头元件一样可用于工业现场实时图像监控，但网络摄像头元件用于网口型摄
像头输入的视频画面 

 

!
 

1．只支持 F 系列的屏； 

2. 请使用符合 ONVIF 规范的网络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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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摄像机需联网（仅限局域网），并激活和配置摄像机的访问权限之账号和密码（详见网络摄
像机的说明书）； 
4. HMI 的 IP 设置可以直接勾选 DHCP（即自动获取 IP）；或者选择静态 IP，此时需手动设置网关、
DNS； 
5. 若在影像播放中途与网络摄像机联机中断，则影像不会在摄像机重新上线时继续播放，需重新扫
描网络摄像机，扫描到 IP 后重新开启摄像头；  
6. 使用网络摄影机时，画面上实际的显示尺寸即为元件的尺寸。若原影像分辨率与元件大小不同，
影像会自动调整为与元件设置大小相同。影像调整之际，可能会有失真情形；可勾选自适应调节。 

 

网络摄像头
 

网络摄像头属性具体说明 

网络摄像头扫

描信息设置 

扫描信息控制 
位元件控制开关，置 ON 时扫描当前局域网内可用的网络摄像头的 IP 信息，

扫描完成后会自动置 OFF。网络中断后需重新置 ON 扫描。 

扫描信息输出 
用清单元件。显示的是扫描到的，与 HMI 的 IP 在同一网段的网络摄像头的 IP；

为空时表示无可用网络摄像头或者 HMI 的 IP 还未识别到。 

网络摄像头控

制设置 

摄像头编号控制 
当输入值为 0 时，表示选中扫描到的第一个摄像头；当输入值为 1 时，表示选

中扫描到的第二个摄像头，以此类推。 

启用画面自适应

显示 

勾选后，会按照摄像头的比例，在元件设置的显示设置中体现；如果不勾选，

显示的就是当前元件的显示，画面可能会有拉伸。 

摄像头开启控制 选中摄像头，并设置好下面的用户信息，元件置 ON，即能打开网络摄像头。 

用户信息设置 

使用匿名访问 当摄像头无密码时，可通过匿名访问摄像头。 

常量用户 

常量用户名 
设置常量用户名后，HMI 上面无需再手动填写用户名，用

户名为网络摄像机配置的访问权限之账号。 

常量密码 
设置常量密码后，HMI 上面无需再手动填写密码，密码为

网络摄像机配置的访问权限之密码。 

变量用户 

使用变量用户名 
当选择的网络摄像头用户名不固定时勾选，勾选后需设置

字地址，用于在 HMI 上面手动填写用户名。 

使用变量密码 
当选择的网络摄像头密码不固定时勾选，勾选后需设置字

地址，用于在 HMI 上面手动填写密码。 

 
【范例 1】网络摄像头连接设置 

打开工程，选择网络摄像头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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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络摄像头元件中的信息，选择元件设置，如选常量用户名： 

 
或者选变量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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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2】软件中直接使用群组元件 

鼠标右击，在 ip camera 中选择合适的尺寸，选中后放置群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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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完元件后可以看到所有元件是作为一个组合元件存在的，如果需要更改其中某个元件的地址的话，需要先取消组

合，然后才能单个元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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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群组库中元件地址都比较小，建议使用群组库的话都取消组合后更改元件的地址为自己想用的地址。 

 

4.11 走马灯元件 

 走马灯元件是将文字内容以走马灯的形式进行循环移动显示。 
 

JuncAuto DTools 提供了位状态走马灯和多状态走马灯这两种元件，它们的主要区别见下表： 

元件 控制地址 编码类型 状态数 

位状态走马灯 位（Bit） BIN 1~2 

多状态走马灯 字（Word） BIN、BCD 或 LSB 1~256 

4.11.1 位状态走马灯 

位状态走马灯元件是将标签内容以走马灯的方式循环移动显示，支持 0 和 1 两种状态对应标签内容的移动显示。 

ON

OFF

Welcome!     Wel

Welcome!     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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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位状态走马灯【读取地址】的状态，可切换显示该状态对应的标签内容 

 

位状态走马灯
 

位状态走马灯属性具体说明 

移动方式 

从左向右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左边框向右边框循环移动 

从右向左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右边框向左边框循环移动 

从上向下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上边框向下边框循环移动 

从下向上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下边框向上边框循环移动 

步长 每次移动的距离，单位为像素点 

速度 前次文字与下次文字移动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 

4.11.2 多状态走马灯 

多状态走马灯元件是将标签内容以走马灯的方式循环移动显示，支持最多 256 种状态对应的标签内容移动显示。 

Welcome!     Wel

Welcome!     Wel

D100 = 0

D100 = 1

 
 

 改变多状态走马灯【读取地址】的值，可切换显示该值对应状态的标签内容 

 

多状态走马灯
 

多状态走马灯具体说明 

移动方式 

从左向右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左边框向右边框循环移动 

从右向左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右边框向左边框循环移动 

从上向下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上边框向下边框循环移动 

从下向上移动 移动文字从元件下边框向上边框循环移动 

步长 每次移动的距离，单位为像素点 

速度 前次文字与下次文字移动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 

状态数 设置多状态走马灯元件显示的状态数。最多可设 256 种状态 

数据映射 设置每个状态对应的值。当读取地址的值等于对应值时，将滚动显示与该值对应的状态号的标签内容 

4.12 动画元件 

在 JuncAuto DTools 中，动画、移动元件可用来实现动画效果，使 HMI 运行画面更为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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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动画 

 
动画元件可预先设定元件移动的轨迹，并根据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的值来
改变其元件状态和预设路径的位置 

D100
0

0

1

0

0

D101
0

1

2

3

4

1st

2nd

3rd

4th

5th

D100: 状态
D101: 预设路径编号

O X

Y

0

1
2 3

4

 
动画元件预设路径步骤： 

建立动画元件，组态编辑区域出现“+”后，在适当的位置按下鼠标左键，即可预设一个移动位置，设置完全部的移

动位置后，按下鼠标右键即可结束移动位置的预设，如图所示： 

4

5

3

2

1

 
 
动画元件【读取地址】默认字数为 2，每个字对应控制不同的属性功能，具体说明见下表： 

动画元件读取地址说明 
读取地址 控制项 描述 

指定地址 元件状态 当控制地址的值为相应状态号时，动画元件显示该状态号对应的标签或图片 

指定地址+1 预设路径位置编号 当控制地址的值为相应编号时，动画元件移动至该编号对应的位置 

 

动画元件
 

动画元件属性说明 

移动点列表 

编号、坐标 
设置屏幕上的移动点对应的坐标位置。 

编号 0 为第一个移动点，编号 1 为第二个移动点，依次类推… 

增加点 在预设路径末尾增加一个移动点 

插入点 在鼠标选定的移动点后面插入一个移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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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点 删除鼠标选定的移动点 

上移 把鼠标选定的移动点与前一个点对换位置 

下移 把鼠标选定的移动点与后一个点对换位置 

图形尺寸（宽度、高度） 设置动画元件显示图形的大小 

状态数 设置动画元件可切换显示的状态数 

4.12.2 移动元件 

 
移动元件可根据指定的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的值来改变其显示的状态及左上角
顶点在屏幕上的位置 

D100
0

0

0

1

0

D101
0

48

150

240

300

D102
0

60

72

72

120

1st

2nd

3rd

4th

5th

D100: 状态
D101：X 坐标
D102：Y 坐标

O X

240PX

Y
320PX

(0,0,0)

(0,48,60)
(0,150,72) (0,240,72)

(0,300,120)

 

移动元件【读取地址】默认字数为 3，每个字对应控制不同的属性功能，具体说明见下表： 

移动元件读取地址说明 
控制方式 X 方向 Y 方向 X&Y 方向 

指定地址 
元件状态 

(最多 256 种状态) 

元件状态 

(最多 256 种状态) 

元件状态 

(最多 256 种状态) 

指定地址+1 X 轴位移（像素点） Y 轴位移（像素点） X 轴位移（像素点） 

指定地址+2 保留 保留 Y 轴位移（像素点） 

 

移动元件
 

移动方式具体说明 

移动方式 
沿 X 方向移动 

元件只能沿 X 轴作水平方向移动 

X
 

沿 Y 方向移动 元件只能沿 Y 轴作垂直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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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沿 X 和 Y 方向移动 

元件同时沿 X 轴和 Y 轴方向移动 

X

Y

 

沿 X 方向按比例*1 移动 

元件只能沿 X 轴作水平方向移动，但可通过输入值和比例值来设定相

对移动的位置 

X
0 50 1000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当控制X位移的地址值为1000时

 

沿 Y 方向按比例移动 元件只能沿 Y 轴作垂直方向移动，但可通过输入值和比例值来设定相

对移动的位置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当控制Y位移的地
址值为1000时

Y

0

50

1000

 

沿 X 方向按比例反向*2 移

动 

与沿 X 轴按比例水平移动相同，但元件移动时按相反方向移动 

X
0501000

(比例)最小值比例最大值最大值

当控制X位移的地址值为1000时

 

沿 Y 方向按比例反向移动 与沿 Y 轴按比例水平移动相同，但元件移动时按相反方向移动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2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当控制Y位移的地
址值为1000时

Y

0

50

1000

 

沿 X 方向按比例移动，沿 Y

方向按比例移动 

元件同时沿 X 轴和 Y 轴方向移动，可以通过输入值和比例值来设定相

对移动的位置 

X
0 50 1000

Y

0

50

500

当控制X位移的
地址值为1000；
控制Y位移的地
址值为500时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沿 X 方向按比例移动，沿 Y

方向按比例反向移动 

元件同时沿 X 轴和 Y 轴方向移动，并可以通过输入值和比例值来设定

相对移动的位置，但元件沿 Y 轴是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X
0 50 1000

Y

0

50

500

当控制X位移的
地址值为1000；
控制Y位移的地
址值为500时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沿 X 方向按比例反向移动，

沿 Y 方向按比例移动 

元件同时沿 X 轴和 Y 轴方向移动，并可以通过输入值和比例值来设定

相对移动的位置，但元件沿 X 轴是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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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501000

Y

0

50

500

当控制X位移的
地址值为1000；
控制Y位移的地
址值为500时

(比例)最小值比例最大值最大值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沿 X 方向按比例反向移动，

沿 Y 方向按比例反向移动 

元件同时沿 X 轴和 Y 轴相反方向移动，并可以通过输入值和比例值来

设定相对移动的位置 

X
0501000

Y

0

50

500

当控制X位移的
地址值为1000；
控制Y位移的地
址值为500时

(比例)最小值比例最大值最大值

(比例)最小值

比例最大值

最大值

 

状态数 设置移动元件可切换显示的状态数 

变量最大 /最

小值 

根据移动方式不同，X 方向最大/最小值、Y 方向最大/最小值、X 方向比例最大/最小值以及 Y 方向

比例最大/最小值从指定寄存器地址中读取 

※1. 按比例移动方式 

假设读取数据为 A，所显示位置为 B，则数据 B 可以使用下列的换算公式获得： B = 当前位置+ (A - [最小值])×

比例值。其中比例值= ([比例上限] - [比例下限]) / ([最大值] - [最小值]) 

2. 按比例反向移动方式 

假设读取数据为 A，所显示位置为 B，则数据 B 可以使用下列的换算公式获得： B = 当前位置+ ([最大值] -A)×比

例值。其中比例值= ([比例上限] - [比例下限]) / ([最大值] - [最小值]) 

4.12.3 管道 

 管道元件可方便用户快速建立管道效果 
 

管道基本属性
 

管道基本属性具体说明 
基本属性 半径 设置管道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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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 设置管壁的厚度 

管道颜色 设置管道的颜色即第一种颜色 

管壁颜色 设置管壁的颜色 

管道颜色可变 勾选后，可通过指定寄存器改变管道颜色 

第二种颜色 设置管道第二种颜色 

第三种颜色 设置管道第三种颜色 

查看颜色 预览管道颜色的显示效果 

闪烁控制 勾选后，可通过指定寄存器来开关闪烁控制功能 

流动效果控制 勾选后，可通过指定寄存器控制管道流动效果的显示 

流动效果预设 流动图形 预设流动图形样式 

图形应用到所有管道 将当前设置的流动图形样式应用到所有管道 

图形颜色 预设流动图形的颜色 

图形颜色应用到所有管道 将当前设置的流动图形颜色应用到所有管道 

显示长度比例 预设流动图形占管道长度的显示百分比，1~100 范围可设 

显示比例应用到所有管道 将当前设置的长度比例应用到所有管道中 

所有管道使用预设流动效果 将默认的流动效果应用到所有管道 

所有管道不使用预设流动效果 所有管道都不使用流动效果 

属性控制地址 指定字寄存器对应 Bit 的 Bit1 为 ON 时表示管道颜色使用第二种颜色，Bit2 为 ON 时表示管道

颜色使用第三种颜色，Bit3 为 ON 时表示开启管道颜色闪烁（勾选“闪烁控制”时方有效）即

管道颜色在颜色 1 和颜色 2（Bit1 为 ON）或颜色 3（Bit2 为 ON）之间切换显示，Bit4 为 ON

时表示显示流动效果（勾选“流动效果控制”时方有效）。 

注意：控制位 1,2 同时为 ON 或 OFF 时显示的是第一种颜色，闪烁无效。 

【举例】假设属性控制地址为 LW0（HMI 本地寄存器），字数为 1  

则当 LW0 的值为 1 或 LW.B 0.0 为 ON 时，管道颜色显示为第二种颜色；当 LW0 的值为 2 或 LW.B 

0.1 为 ON 时，管道颜色显示为第三种颜色；当 LW0 的值为 5 或 LW.B 0.0 和 LW.B 0.2 同时为

ON 时，管道颜色在颜色 1 和颜色 2 之间切换显示；当 LW0 的值为 8 或 LW.B 0.3 为 ON 时，管

道显示流动效果。 

 

管道信息
 

管道信息具体说明 
管道坐标列表 编号 编号 0 为第一条管道，编号 2 为第二条管道，依次类推… 

坐标 显示屏幕上的管道元件对应的起始坐标位置。 

类型 显示当前编号的管道类型。类型有 HLINE（水平方向）、BendNode（转

角）、VLINE（垂直方向） 

管道参数 在管道坐标列表选中对应编号的管道后，可在管道参数设置区设置对应参数 

类型 设置当前管道类型 

坐标 设置当前管道坐标 

流动效果控制 在管道坐标列表选中对应编号的管道后，可在流动效果控制区设置当前管道的流动效果 

显示图形 设置当前管道流动图形样式 

显示颜色 设置当前管道流动图形颜色 

显示长度比例 设置当前管道显示长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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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表格元件 

4.13.1 表格 

 
表格可以按行，按列，按单元格选择。用户可设定行数，列数，被选中的颜色，背景颜色，边框颜
色，并将选中的行列号写入指定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中 

D100 2
D101 3

 

 
表格元件根据选择方式不同，所占寄存器个数也不同，具体地址分配见下表： 

选择方式 行对应寄存器 列对应寄存器 所占寄存器个数 

按行选择 指定地址 — 1 

按列选择 — 指定地址 1 

按单元格选择 指定地址 指定地址+1 2 

 

表格
 

表格属性说明 

选择方式 

设定表格元件的选择方式 

按行 按列 按单元格

 
行/列 设定行数和列数 

颜色 设置选择颜色、背景颜色及边框颜色 

4.13.2 历史数据显示 

 
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可以从指定的 HMI 内部字寄存器或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中按周期时间读取一堆
连续寄存器的数据并且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出来 

D100
0

27.4

30

D101
0

38.6

34.6

1st

2nd

3rd

11/06/242

1

0

11/06/24

11/06/24

11:23

11:22

11:21

30

27.4

0

34.6

38.6

NO. DATE TIME CH 0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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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中的【读取地址】为第一个通道数据采样的寄存器地址 

2. 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寄存器字数由通道数决定，如果通道数为 m（其中 0<m<17），则字数为 m 

3. 使用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必须设置其属性的【历史数据保存】属性页，“保存到配方数据区”和“保

存到外部设备”项需勾选任一项或两项都勾选 
 

显示属性
 

显示属性具体说明 

11/06/242

1

0

11/06/24

11/06/24

11:23

11:22

11:21

30

27.4

0

34.6

38.6

通道1序号 日期 时间 通道0

系统滚动条*

标题栏

水平分隔线背景

垂直分隔线

边框

列距

行距

 
※当历史数据显示元件纵向和横向信息不能完全显示时，系统会自动提供信息滚动条便于用户前后翻滚查看历史
数据。系统滚动条的宽度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范围在 20~120（像素）可设 

通道 要采样数据的连续寄存器数目，最多 64 个通道 

通道序号显示 是否显示采样数据信息的序号 

按时间升序显示 
勾选表示采样的数据信息按时间从小到大排序，即最新采样的数据显示在最下面；不勾选表

示采样的数据信息按时间从大到小排序，即最新采样的数据显示在最上面 

日期/时间显示 

日期 
勾选表示显示采样的日期，并选择显示的日期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日期分隔符 选择日期分隔符，三种格式可选。如 11/06/24 

显示 4 位年份 不勾，默认年份显示 2 位，比如 18。勾选，显示 4 位年份，比如 2018 

时间 
勾选表示显示采样的时间，并选择显示的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颜色设置 设置表格背景颜色和标题栏颜色 

边框设置 设置表格的边框颜色和边框线条宽度 

分隔线设置 

设置表格每行或每列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

间距宽度单位为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

直分隔线。 

历史数据查询 

保存到外部存储器的采样数据可通过设置“历史数据查询”指定的字寄存器地址来查询历史

数据。指定寄存器地址默认字数为 2 

按文件顺序查询 

选择“按文件顺序查询”，则当指定寄存器的值为 0 时，表示调出今天或

最近一天采样的历史数据；值为 1 时表示调出往前一天的历史数据；并以

此类推。【举例】在外部存储器中存储有 20110621.csv 和 20110624.csv 两

个历史数据文件，当指定寄存器值为 0 时，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4 日保存

的采样数据；当指定寄存器值为 1 时，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1 日保存的采

样数据并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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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期查询 

选择“按日期查询”，则往指定寄存器地址输入日期，即可调用相应日期

的历史数据。输入日期的格式为：yyyymmdd，其中 yyyy 为年，mm 为月，

dd 为日。【举例】往指定寄存器输入 20110624，即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4

日保存的采样数据并显示出来 

变量周期 使用周期采样时，采样时间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  采样周期使用变量时，优先使用变量值；若通讯连接失败导致变量值获取不了，则会使用预设值 

 

后台属性
 

后台属性具体说明 

采样方式 

周期采样 定时采集数据 

OFFàON 触发采样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采

样 

ONàOFF 触发采样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采

样 

OFFßàON 触发采样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触发采样 

OFFàON 触发采样，自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采

样，触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 触发采样，自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采

样，触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复位 

周期 每 2 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可以是秒或百毫秒 

取样方式 
持续取样 当采样点全部采样结束后，依旧持续采样 

一次取样 当采样点全部采样结束后，就自动停止采样，只执行一次采样 

采样点 当取样方式为“一次取样”时，采样完设定的“采样点”数时，就停止采样 

触发寄存器设置 当采样方式为寄存器状态触发采样时，指定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暂停 

默认字数为 1。“暂停”功能可以暂停数据的取样动作；“清除”功能可以清除保存到内存中

的取样数据。 

注：当勾选了“历史数据查询”，显示的数据来源于外部存储设备，此时“清除”功能无效。 

 

通道属性
 

通道属性说明 
显示 勾选则表示在表格中显示该通道的数据信息 

数据类型 
设置通道采样数据显示的数据格式。支持的数据类型有 16 位有符号十进制数、16 位无符号十

进制、32 位有符号十进制、32 位无符号十进制、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 

数据下限/上限 设置数据显示的上下限 

整数位/小数位 设置数据显示的位数 

上下限颜色 设置越限数据显示颜色 

 

历史数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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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数据保存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10 历史数据保存设置】 
 

!  
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可和趋势图元件一起使用，但当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和趋势图元件采样寄存器相同

且设置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器时，需设置保存的子目录名不同，或者选其一进行历史数据保存设置 

 

历史数据后台打印
 

勾选【开启后台数据打印】，即可实现历史数据本地实时打印功能，如勾选【网络打印】可实现历史数据网络实时打

印功能。 
 

!
 

勾选网络打印后，本地打印则无效。即使用户开启了本地打印功能，并连接好了硬件设施，也无法

通过本地打印进行实时打印数据。 

 
历史数据后台打印属性说明 

开启后台数据打印 勾选即可开启数据实时打印功能 

打印方式 逐点打印 每采集到一个点就触发打印一次 

批量打印 当采样的点数等于所设置的采样点数时触发打印一次 

点数 设置批量打印的采样点数 

触发打印 勾选后，触发打印参数可设。当指定寄存器状态满足触发方式中所设定的条件

时就触发打印一次 

五种触发方式可设， 

OFFàON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打印 

ONàOFF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打印 

OFFßàON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触发打印 

OFFàON

（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打印，触

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

（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打印，触

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复位 

网络打印 选择对应的打印方式，下载到 HMI 后，通过 NetPrint 软件连接远程打印机，即可实现历史

数据的远程打印功能 

注意：勾选网络打印后，本地打印则无效。即使用户开启了本地打印功能，并连接好了硬件

设施，也无法通过本地打印进行实时打印历史数据。 

打印内容 打印序号 勾选表示打印每条采样数据信息的序号 

打印表头 勾选表示打印历史数据元件的标题栏 

打印表格 勾选表示打印历史数据显示元件表格背景 

打印日期 勾选表示打印每条历史数据采样的日期，并选择打印的日期格式和日期分隔

符。三种格式和分隔符可选，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打印时间 勾选表示打印每条历史数据采样的时间并选择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表格属性 设置打印输出的表格背景的分隔线线型、线宽及线条颜色，同时可设置打印输出表格表头的

名称和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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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数据后台网络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3.2 网络打印】 
 

!  表格属性中设置的颜色要与标题栏字体颜色一致，否则不能正确打印输出 

 

标题栏属性
 

用户可在此属性页中设置表格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 

设置方法如图所示： 

名称 标题栏名称设置

日期

所在列字体设置

DATE 字体设置

时间

通道0

TIME

CH 0

字体设置

字体设置

名称 标题栏名称设置

日期

所在列字体设置

字体设置

时间

通道0

TIME

CH 0

字体设置

字体设置

DATE

2A

1

3
 

4.13.3 用户信息显示 

 
当使用用户权限功能时，可通过用户信息显示元件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在当前系统已登记或在线添加
的用户的相关信息 

系统已登记的用户权限

User1

User2

权限1 权限2 权限3用户名 ... 权限32

User21

0 User1

111000000000000000

序号 用户名 权限

100000000000000000

 

☞关于用户权限功能使用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3.2 元件用户权限保护】 

表格显示属性
 

表格显示属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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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21

0 User1

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序号 用户名 权限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注销时间 可编辑

1

10

NO

YES

标题栏

系统滚动条*2
水平分隔线

垂直分隔线

背景 边框

是否允许在线增删用户*1

列距

行距

 

※1. 在【HMI 属性】—【用户权限设置】中登记的用户不允许在线删除，因此用户信息元件中【可编辑】项显示
为“NO” 

2. 当用户信息显示元件纵向和横向信息不能完全显示时，系统会自动提供信息滚动条便于用户前后翻滚查看用

户信息。系统滚动条的宽度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范围在 20~120（像素）可设 

表格显示 勾选表示在每条用户信息前显示序号 

背景设置 设置表格背景、标题栏、边框颜色以及边框的宽度 

分隔线设置 
分别设置表格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间距宽度单

位为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标题栏设置 

设置表格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标题栏内容可使用文本库。注意：内容如使用矢量字
体，只有中文和数字可以显示，中文不支持 

☞关于标题栏设置步骤请参阅【进阶篇 4.13.2 历史数据显示】 

4.13.4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元件可以记录并以表格的形式显示用户在 HMI 上所做的操作，且这些操作记录将以 CSV
文件格式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 

参数修改（123）
运行启动（ON）

0

1

序号 日期 时间

11/06/24

11/06/24

11:23:20

11:22:45

日志

123

 

 

!  
1. 操作日志元件的【读取地址】为指定用于查询操作记录的寄存器地址。字数默认为 2 

2. 操作日志可显示位状态设定、数值输入、文本输入等元件的操作结果 

 

表格显示属性
 

表格显示属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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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修改（123）
运行启动（ON）

0

1

序号 日期 时间
11/06/24

11/06/24

11:23:20

11:22:45

日志

系统滚动条*

边框

水平分隔线
背景

列距

行距

标题栏垂直分隔线

 
※当操作日志元件纵向和横向信息不能完全显示时，系统会自动提供信息滚动条便于用户前后翻滚查看操作记录。 

系统滚动条的宽度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范围在 20~120（像素）可设。 

表格显示 时间 勾选表示显示操作的时间，并选择显示的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日期 勾选表示显示操作的日期，并选择显示的日期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日期分隔符 选择日期分隔符，三种格式可选。如 11/06/24 

显示序号 勾选表示显示每条操作记录信息的序号 

显示用户名* 勾选表示显示执行当前操作的用户信息 

按时间升序显示 勾选表示操作记录信息按时间从小到大排序，即最新的操作记录显示在最下

面；不勾选表示操作记录信息按时间从大到小排序，即最新的操作记录显示

在最上面 

背景设置 设置操作日志表格背景、标题栏、边框颜色以及边框的宽度 

历史操作查询方

式 

按文件顺序查询 选择“按文件顺序查询”，则当指定寄存器的值为 0 时，表示调出今天或最近

一天的操作记录；值为 1 时表示调出往前一天的操作记录；以此类推。【举

例】在外部存储器中存储有 20110621.csv和 20110624.csv两个操作记录文件，

当指定寄存器值为 0 时，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4 日保存的操作记录；当指定

寄存器值为 1 时，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1 日保存的操作记录并显示出来 

按日期查询 选择“按日期查询”，则往指定寄存器地址输入日期，即可调用相应日期的操

作记录。输入日期的格式为：yyyymmdd，其中 yyyy 为年，mm 为月，dd 为

日。【举例】往指定寄存器输入 20110624，即可调出 2011 年 6 月 24 日保存

的操作记录并显示出来 

分隔线设置 分别设置表格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间距宽度

单位为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标题栏设置 设置表格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标题栏内容可使用文本库。注意：日志内容如是矢

量字体，只有英文和数字是可以显示，中文不支持 

☞关于标题栏设置步骤请参阅【进阶篇 4.13.2 历史数据显示】 

※当使用用户权限功能时，用户名一栏可显示执行当前操作的用户名称。 

 与操作日志元件相关的属性设置 

 操作日志记录存储 
使用操作日志元件，需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操作日志存储设定】中设置日志文件的存储

路径。☞关于操作日志存储设定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3 触摸屏扩展属性】 
输出的 CSV 文件，如果存储方式为“分天存储”，则存储路径为 log/子目录名/yyyymmdd.csv；如果存储方式为“单

一文件”，则存储路径为 log/子目录名/子目录名.csv。（其中，yyyymmdd 是操作日志创建日期如 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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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使用操作记录设置 

在操作日志中显示操作记录的元件，需在该元件属性【控制设置】—【触控安全设置】中勾选【记录操作员操

作】，并在文本框中输入对此次操作的描述信息。 

123 参数修改（123）
运行启动（ON）

0

1

序号 日期 时间
11/06/24

11/06/24

11:23:20

11:22:45

日志

 
 

4.13.5 数据报表显示 

 
数据报表元件主要是将数据采样库中且存储到外设的数据采样后以报表的形式显示在 HMI 上，采样
数据来源可以是连续寄存器或者非连续寄存器的。 

编号 触摸屏编号 取样地址信息（HMI... 取样地址

0

通道数 采样点数 取样方式

0 HMI0:PLC1:0 D:0 10 持续采样
0 1 一次采样HMI0:PLC0:0 VW:0 1 1

2

在数据采样库中登记采样地址和方式

显示

12/08/162

1

0

12/08/16

12/08/16

11:23:40

11:22:32

11:21:20

30

27.4

0

34.6

38.6

NO. DATE TIME CH 0 CH 1

0

12/08/162

1

0

12/08/16

12/08/16

11:23:40

11:22:32

11:21:20

30

27.4

0

34.6

38.6

NO. DATE TIME CH 0 CH 1

0

D0 0 27.4 30

D1 0 38.6 34.6

1st 2nd 3rd 

 

报表信息
 

报表信息参数具体说明 

基本报

表信息 

报表模式 
实时报表 根据设置实时更新报表数据 

历史报表 通过输入时间范围查找具体数据生成报表显示 

报表类型 

触发报表 用户自定义时间区间内通过触发采样得到的瞬时数据 

自由报表 显示用户自定义显示时间区间内的所有数据 

注意：实时报表模式下的自由报表，如果报表长度超过用户设定的报表

行数，则删除最早的一条数据，整个报表数据整体上移。 

日报表 显示一天的数据 

注意：实时报表模式下的日报表是循环显示的。新数据先显示在报表的

最底部，如果报表长度超过了一天所显示的数据行数，则最新的数据显

示在报表的顶部。报表将上一循环的数据全部删除，只留下最新的这一

行数据，开始新循环。 

月报表 显示一个月的数据 

季度报表 显示三个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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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表 显示一年的数据 

显示方式 
顺序显示 采样数据信息按时间从小到大排序，即最新采样的数据显示在最下面 

逆序显示 采样数据信息按时间从大到小排序，即最新采样的数据显示在最上面 

报表行数 

用于设置报表数据显示行数。该参数只对实时报表模式的触发报表和自由报表有效。 

注意： 

1. 日报表的行数，由系统根据时间间隔自动生成。如时间间隔为 1 小时，则行数自

动为 24 行； 

2. 月报表的行数固定为 31 行；季度报表的行数固定为 3 行；年报表的行数固定为

12 行； 

3. 历史报表模式的触发表报和自由报表的行数根据运行时用户选择的查询时间范围

来定。 

取值方式 

有瞬时值、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累加值五个选项。 

当选择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或累加值时，会根据设置的计算周期，在每个时间间

隔内，当到达计算周期时，取数据的所有原始采样值，进行最大，最小、平均和累加

值的计算，并输出 

时间记录 

时间记录有开始时间、中间时间、结束时间三个选项。 

当选择开始时间、中间时间、结束时间时，报表显示的时间取值可以为采样周期的开

始时间，中间时间或是结束时间 

空缺数据处理 
指定值 当采样数据缺失时，采样周期段内数据以用户设定的值显示。默认为 0 

上条有效值 当采样数据缺失时，采样周期段内数据以上条有效值显示 

时间间隔 

报表统计的时间间隔，间隔单位有分、小时两个选项。 

注意：只有报表类型选中自由报表和日报表时才有效。月报表以天为单位，季度表报

以月为单位，年报表以年为单位。 

历史查

询地址 

数据查询的字地址，字数为 8 

触发报表 

起始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起始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2，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结束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4，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结束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6，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 14 日，9:30:40

至 2012 年 8 月 15 日，14:16:30 时间段所采集的数据 

 
则查询寄存器的格式为： 

起始日期：LW200=20120814 

起始时间：LW202=93040 

结束日期：LW204=20120815 

结束时间：LW206=141630 

自由报表 
起始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起始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2，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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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4，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结束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6，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 14 日，9:30:40

至 2012 年 8 月 15 日，14:16:30 时间段所采集的数据 

 
则查询寄存器的格式为： 

起始日期：LW200=20120814 

起始时间：LW202=93040 

结束日期：LW204=20120815 

结束时间：LW206=141630 

日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 14 日所采集的数据 

 
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0814 

月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月份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所采集的数据 

 
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08 

季度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季度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第三季度所采集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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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03 

年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所采集的数据 

 
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 

历史查

询触发 

当位寄存器满足条件时，输出报表数据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 

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输出报表数据 

OFFàON(自动

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触发后自动将指定

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自动

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触发后自动将指定

寄存器状态复位 

 

报表通道
 

报表通道参数具体说明 
报表数据库 触控该按钮，则弹出数据采样库 

当前报表数据列表 

触控该按钮，则弹出报表通道选择对话框 

数据采样列表 显示数据采样库中所有的数据采样 

数据采样通道 显示某一数据采样的所有通道信息 

当前报表选择的通道 显示当前报表所选择的通道 

报表通道 可设置报表通道的通道描述、整数位、小数位相关信息 

 

报表显示属性
 

报表显示属性具体说明 
行号 是否显示采样数据信息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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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时间 
勾选表示显示采样的时间，并选择显示的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

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背景色 设置表格背景原色和标题栏颜色 

显示日期 

日期格式 显示采样日期，并选择显示的日期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YY 表

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日期分隔符 选择日期分隔符，三种格式可选。如 12/07/19 

表格样式设置 

设置表格每行或每列分割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 

行间距、列间距宽度单位为像素点； 

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报表标题栏 在此属性框中可设报表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 

 

报表数据取样控制
 

报表数据取样控制属性具体说明 
暂停地址 实时报表模式，使用位寄存器触发暂停输出采样数据功能，ON 为暂停，OFF 为输出。 

清除数据地址 

实时报表模式，使用位寄存器触发清除 HMI 中显示的采样数据功能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 

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清除报表数据 

OFFàON( 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触发后

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 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触发后

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取样数据导出 

导出目录 采样数据导出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的子目录名，默认为 ReportToCSV，用户

可自行修改。采样数据文件存储的具体路径：\外设\ export \导出目录名。

文件名以保存时间即年-月-日，时：分：秒：毫秒命名，如 20120903-110552.csv 

导出文件格式为：.csv。该文件不带表头 

存储介质 将采样数据导出保存在外部存储设备中，SD 卡，USB1，USB2，HMI 可选 

注：1. 保存到 HMI 的文件可通过 TsManager 的【上传处理】->【上传指定

文件】打开查看； 

2. 保存到 HMI 的数据，可通过 TsManager 的【下载处理】->【清除命

令区】或系统特殊寄存器 LB9149 清除； 

使用文件名

前缀 

若勾选，导出的文件名会在默认文件名前加上前缀，如前缀是 aa，则导出

的文件名为 aa-20200420-110552.csv 

使用变量文

件名前缀 

若勾选，导出的文件名的前缀是变量，如变量文件名未输，或通讯中断未

接收到变量文件名前缀，则以常量文件名做前缀 

导出数据触

发地址 

当设置的位寄存器满足条件时，导出数据。 

OFF->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导

出数据 

ON->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导

出数据 

OFF<->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触发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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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ON(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导

出数据，触发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OFF(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导

出数据，触发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分页显示属性
 

分页显示属性具体说明 
每页条目数 每页最多显示的条目数，超过所设置的数量显示在下一页 

总页数地址 按照查询的时间段计算出总页数=总条目数/每页条目数 

页号地址 用户可以通过页号进行查找，范围 0~（总页数-1），0 表示第一页 

 

通道数据打印
 

勾选【开启后台数据打印】，即可实现报表数据本地实时打印功能，如勾选【网络打印】可实现报表数据网络实时打

印功能。 
 

!
 

勾选网络打印后，本地打印则无效。即使用户开启了本地打印功能，并连接好了硬件设施，也无法

通过本地打印进行实时打印数据。 

 
通道数据打印属性说明 

开启后台数据打印 勾选即可开启数据实时打印功能 

打印方式 逐点打印 每采集到一个点就触发打印一次 

批量打印 当采样的点数等于所设置的采样点数时触发打印一次 

点数 设置批量打印的采样点数 

触发打印 勾选后，触发打印参数可设。当指定寄存器状态满足触发方式中所设定的条件

时就触发打印一次 

五种触发方式可设， 

OFFàON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打印 

ONàOFF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打印 

OFFßàON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触发打印 

OFFàON

（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打印，触

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

（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打印，触

发后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复位 

网络打印 选择对应的打印方式，下载到 HMI 后，通过 NetPrint 软件连接远程打印机，即可实现报表

数据的远程打印功能 

打印内容 打印序号 勾选表示打印每条采样数据信息的序号 

打印表头 勾选表示打印数据报表元件的标题栏 

打印表格 勾选表示打印数据报表元件表格背景 

打印日期 勾选表示打印每条数据报表采样的日期，并选择打印的日期格式和日期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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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三种格式和分隔符可选，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打印时间 勾选表示打印每条数据报表采样的时间并选择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表格属性 设置打印输出的表格背景的分隔线线型、线宽及线条颜色，同时可设置打印输出表格表头的

名称和字体 

 

 

!  
1. 同一窗口建议不要放多个自由报表元件，会影响通讯速度； 

2. 单个自由报表的通道数建议不要过多； 

3. 运行过程中拔掉外设，建议使用安全删除外设，不要直接插拔； 

4. 重新下载工程，建议 KHDownload 勾选清除报表数据，以免外设中的残留信息导致新采集的数

据有误。 

 
【范例】以 GH070 为例，要求在后台采集 D_word0 为首地址，三个通道的数据，并将该数据采样库中数据保存在 SD

卡中，同时可在 HMI 上查询任意时间段所采集过的数据记录。 
新建工程[sample]，新增数据采样，采样参数设置为： 
采样 HMI HMI0 

采样点数 10 

采样方式 周期采样 

取样方式 持续采样 

通道数 3 

采样周期 10 

采样通道 
数据类型 16 位有符号进制数/32 位有符号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 

描述信息 通道 0/通道 1/通道 2 

采样控制设置为： 

取样首地址 D0 

取样数据保存 数据保存 SD Card 

导出目录 SampleDataStore 

在 Frame0 窗口建立一个数据报表元件用于显示数据采样里面所采样并被触发查询的历史数据，其报表信息属性设
置为： 

基本报表信息 

报表模式 历史报表 

报表类型 自由报表 

显示方式 顺序显示 

取值方式 瞬时值 

空缺数据处理 任意值，为 0 

历史查询地址 LW0 

历史查询触发 LB0，触发方式 0FFàON(自动复位) 

报表通道属性设置为： 

当前报表数据列表 添加通道 0、通道 2 

报表通道 整数位 4 小数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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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显示属性 

序号 勾选 

显示时间 勾选，时间格式为 HH:MM:SS 

背景色 背景色： （浅黄色）；标题栏： （亮绿色） 

显示日期 日期格式：YY*MM*DD；日期分隔符：/ 

分隔线/边框设置 

 

报表标题栏 参数设置默认 

在 Frame0 窗口放置 4 个数值输入元件、1 个为状态切换开关： 
起始日期 LW0，DWORD 

起始时间 LW2，DWORD 

结束日期 LW4，DWORD 

结束时间 LW6，DWORD 

触发查询 LB0；开关类型：切换开关 

在 Frame0 窗口放置 3 个定时器，模拟 D_Word 寄存器的数据变化，属性设置分别为： 
设置模式 周期递加（循环） 

数据类型 字 

递加值 1/6/3 

上限值 100/150/200 

地址类型 D_word 

地址 0/1/3 

值类型 有符号十进制（字数 1）/有符号十进制（字数 2）/单精度浮点数 

定时器 触发方式：始终触发；执行周期：10 

运行一段时间后，当前 HMI 系统时间为 2012/8/16，15:30:00，例如要查询 2012 年 8 月 16 日，15:27:00~15:29:30 这

个时间段的数据，操作如下图所示： 

事件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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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数据报表曲线 

 
数据报表曲线元件主要是将数据采样库中且存储到外设的数据采样后以曲线的形式显示在 HMI
上，采样数据来源可以是连续寄存器或者非连续寄存器的。 

报表信息
 

报表信息参数具体说明 

基本报

表信息 

报表模式 
实时报表 根据设置实时更新报表曲线 

历史报表 通过输入时间范围查找具体数据生成报表曲线显示 

报表类型 

触发报表 用户自定义时间区间内通过触发采样得到的瞬时曲线 

自由报表 显示用户自定义显示时间区间内的所有曲线 

注意：实时报表模式下的自由报表，如果曲线采样点数超过用户设定的

报表总点数，则删除最早的一条数据，整个报表曲线整体前移。 

日报表 显示一天的数据曲线 

注意：实时报表模式下的日报表是循环显示的。新数据先显示在曲线的

最底部，如果报表长度超过了一天所显示的数据行数，则最新的数据显

示在曲线的顶部。报表将上一循环的数据全部删除，只留下最新的这一

采样点数据，开始新循环。 

月报表 显示一个月的数据曲线 

季度报表 显示三个月的曲线 

年报表 显示一年的曲线 

报表总点数 

用于设置报表数据曲线显示总点数。该参数只对实时报表模式的触发报表和自由报表

有效。 

注意：日报表的总点数，由系统根据时间间隔自动生成。如时间间隔为 1 小时，则行

数自动为 24 行； 

取值方式 

有瞬时值、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累加值五个选项。 

当选择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或累加值时，会根据设置的计算周期，在每个时间间

隔内，当到达计算周期时，取数据的所有原始采样值，进行最大，最小、平均和累加

值的计算，并输出 

时间记录 

时间记录有开始时间、中间时间、结束时间三个选项。 

当选择开始时间、中间时间、结束时间时，报表显示的时间取值可以为采样周期的开

始时间，中间时间或是结束时间 

空缺数据处理 
指定值 当采样数据缺失时，采样周期段内数据以用户设定的值显示。默认为 0 

上条有效值 当采样数据缺失时，采样周期段内数据以上条有效值显示 

时间间隔 

报表统计的时间间隔，间隔单位有分、小时两个选项。 

注意：只有报表类型选中自由报表和日报表时才有效。月报表以天为单位，季度表报

以月为单位，年报表以年为单位。 

历史查

询地址 

数据查询的字地址，字数为 8 

触发报表 

起始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起始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2，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结束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4，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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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6，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 14 日，9:30:40

至 2012 年 8 月 15 日，14:16:30 时间段所采集的数据曲线 

 
则查询寄存器的格式为： 

起始日期：LW200=20120814 

起始时间：LW202=93040 

结束日期：LW204=20120815 

结束时间：LW206=141630 

自由报表 

起始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起始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2，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结束日期：查询寄存器首地址+4，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期； 

结束时间：查询寄存器首地址+6，字数为 2，输入时间（时分秒）；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 14 日，9:30:40

至 2012 年 8 月 15 日，14:16:30 时间段所采集的数据曲线 

 
则查询寄存器的格式为： 

起始日期：LW200=20120814 

起始时间：LW202=93040 

结束日期：LW204=20120815 

结束时间：LW206=141630 

日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日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 14 日所采集的曲线 

 
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0814 

月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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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 8 月所采集的数据曲线 

 
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08 

季度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季度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第三季度所采集的数

据曲线 

 
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03 

年报表 

查询寄存器首地址，字数为 2，输入年份 

【举例】以下图为例，历史查询地址为 LW200，想查询 2012 年所采集的数据曲线 

 
则查询寄存器格式为：LW200=2012 

历史查

询触发 

当位寄存器满足条件时，输出报表数据曲线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曲线 

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曲线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输出报表数据曲线 

OFFàON(自动

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曲线，触发后自动将

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自动

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输出报表数据曲线，触发后自动将

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报表通道
 

报表通道参数具体说明 
报表数据库 触控该按钮，则弹出数据采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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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表数据列表 

触控该按钮，则弹出报表通道选择对话框 

数据采样列表 显示数据采样库中所有的数据采样 

数据采样通道 显示某一数据采样的所有通道信息 

当前报表选择的通道 显示当前报表所选择的通道 

报表通道 可设置报表通道的通道描述、上下限相关信息 

 

报表数据取样控制
 

报表数据取样控制属性具体说明 
暂停地址 实时报表模式，使用位寄存器触发暂停输出采样数据功能，ON 为暂停，OFF 为输出。 

清除数据地址 

实时报表模式，使用位寄存器触发清除 HMI 中显示的采样数据功能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 

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清除报表数据 

OFFàON( 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触发后

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 自

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清除报表数据，触发后

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分页显示属性
 

分页显示属性具体说明 
每页条目数 每页最多显示的条目数，超过所设置的数量显示在下一页 

总页数地址 按照查询的时间段计算出总页数=总条目数/每页条目数 

页号地址 用户可以通过页号进行查找，范围 0~（总页数-1），0 表示第一页 

 

刻度属性
 

同 4.6.1 趋势图元件刻度属性。 

 

曲线显示
 

曲线显示属性具体说明 
属性 从左开始 

从右开始 
从上开始 
从下开始 

每页显示点数 设置每页曲线显示的点数，默认为 5 
变量显示点数 每页的显示点数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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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隐藏 控制通道隐藏的字寄存器。可以选择性的显示通道曲线，置 ON 时隐藏通
道，置 OFF 时显示通道。 
例：勾选“通道隐藏”，并设置寄存器地址为 LW100。LW.B100.0 置 ON 时
隐藏通道 0，LW.B100.1 置 ON 时隐藏通道 1，以此类推。 

 

使用游标 用来查询曲线的采样坐标及采样时间。 
例：勾选“使用游标”，分别设置游标使能地址和数据地址为 LB10、LW10。

 
如下图：游标使能地址 LB10 置 ON，游标数据地址 LW10、LW11、LW12、
LW13、LW14、LW15 分别表示数据采样时的“秒，分，时，日，月，年”；
LW16 表示游标处的通道 0 坐标，LW17 表示游标处的通道 1 坐标，依次类
推。 

 
游标画笔 设置游标画笔的颜色、线型、宽度 

 
【举例】通道隐藏及使用游标查看。 
（1）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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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B100.0 置 ON，通道 0 隐藏；LW.B100.1 置 ON，通道 1 隐藏；以此类推。 
LB10 置 ON 表示开启游标功能，LW10、LW11、LW12、LW12、LW14、LW15 分别表示游标处采

样点的“秒，分，时，日，月，年”时间信息，LW16 则表示游标处通道 0 的采样数据，LW17 表示
游标处通道 1 的采样数据。 

离线模拟效果： 
游标查询模拟 

 
通道隐藏模拟 

 

打印
 

勾选【开启实时打印功能】，即可实现数据报表曲线本地实时打印功能，如勾选【网络打印】可实现数据报表曲线网

络实时打印功能。 
 

!
 

1. 勾选网络打印后，本地打印则无效。即使用户开启了本地打印功能，并连接好了硬件设施，也无

法通过本地打印进行实时打印趋势图。 

2. 数据报表曲线本地实时打印仅适用于使用微型打印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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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属性说明 
打印相对时间 和显示相对时间配合使用，当横坐标以相对时间标识时，打印的横坐标为相对时间 

模式 

逐点打印 每采集到一个点就触发打印 

逐页打印 一页上采样点都采集完毕就触发打印 

整体打印 多页上的采样点全部都采集完毕才出发打印 

寄存器触发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满足设定条件时就触发打印 

纸宽 根据指定的打印机型号支持的纸宽设置 

步长 一小格之间的像素点 

纵坐标轴刻度基准通道 设置纵坐标刻度的基准通道，即上下限值 

时间模式 设置横坐标的时间显示模式。两种模式可选：HH:MM、HH:MM:SS 

触发方式 

OFFàON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打印 

ONàOFF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打印 

OFFßàON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发生改变时打印 

OFFàON(自动

复位)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打印，

同时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FF 

ONàOFF(自动

复位) 

使用寄存器触发模式时，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触发打

印，同时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N 

打印坐标轴 

打印横坐标轴和纵坐标轴。坐标轴可设置线型、线宽和颜色 

打印横坐标（时

间） 

可设置时间显示间隔、字号、颜色。时间显示间隔：指打印出来的前

一个时间与下一个时间之间的显示间隔，单位为采样点 

打印纵坐标（刻

度） 

打印纵坐标（刻度）。纵坐标刻度值表示形式有百分比、刻度值两种。

纵坐标文字可以修改字号、颜色 

打印基线 
基线是水平方向的基准线条，最多可打印两条基线。可设置基线值、

线型、线宽、颜色。基线值建议不要超过基准通道的上下限值 

 
4.13.7 通讯状态显示 

 通讯状态元件用于用户查看当前触摸屏的每一个端口与控制器的通讯状态 
 

 该元件不支持离线模拟查看 HMI 通讯状态 

 
 

表格显示属性
 

表格显示属性说明 

表格显示 

显示序号 勾选表示显示每个连接控制器设备的通讯端口的序号 

时间 
勾选表示显示通讯状态有所变化时的时间，并选择显示的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

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日期 
勾选表示显示通讯状态有所变化时的日期，并选择显示的日期格式。三种格式可选，

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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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分隔符 选择日期分隔符，三种格式可选。如 11/06/24 

背景设置 设置通讯状态元件表格背景、标题栏、边框颜色以及边框的宽度 

分隔线设置 
设置表格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间距宽度单位为

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标题栏设置 

设置表格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标题栏内容可使用文本库。 

注意：状态一列，如果选择标签模式，则状态标题和状态内容都为标签模式；如果选择文本库模

式，则标题和状态内容都要使用文本库模式，因此需要额外设置未准备好，成功，超时、错误四

种文本库。 

串口/IP 当前连接设备的串口号\网口设备 IP 地址 

站号/端口 当前触摸屏串口连接的设备站号\网口设备所连 NET 端口 

状态 显示当前触摸屏各个端口连接设备的通讯状态 

状态显示 

设置在通讯状态显示元件表格中显示通讯状态的文字信息。在标题栏设置属性—状态字体设置中

设置标签模式或文本库模式。 

未准备好 对应系统报错信息“server not ready”。可自行编辑 

成功 表示通讯正常。可自行编辑 

超时 对应系统报错信息“plc no response。可自行编辑 

错误 对应系统报错信息“plc response error。可自行编辑 

4.13.8 排程信息显示元件 

 
排程信息显示元件用来显示排程列表中的信息，包含序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适用日期和状态。 
 

 

表格显示属性
 

表格显示属性说明 
表格显示 时间格式 两种格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 

分隔线设置 
设置表格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间距宽度单

位为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背景设置 设置排程信息显示元件表格背景、标题栏、边框颜色以及边框的宽度 

 

标题设置属性
 

标题设置属性说明 

适用日标签显示 

标签模式 字体显示选择标签模式 

文本库 字体显示选择文本库模式 

星期 默认是“星期一”至“星期日”，每个标签都可以单独设置 

状态显示 状态 默认是“未执行”和“已执行”，用户可以自行设置 

标题栏设置 设置表格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标题栏内容可使用文本库 

 
【范例】排程信息显示元件是用来显示排程列表中的条目，包含序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适用日期和状态 

1. 排程列表和离线模拟效果图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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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条排程具体的说明 

1）序号 0：适用日期为星期一，开始时间为 8：30：00，结束时间为 9：00：00 

 
2）序号 1：适用日期为星期一至星期五，开始时间为 10：00：00，无结束时间 

 
3）序号 2：开始时间为星期六 11：00：00，结束时间为星期一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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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文本库显示中英文切换 

1）排程信息元件中的文本库设置，如下截图 

 
2）离线模拟中文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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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线模拟英文效果图 

 

4.13.9 授权显示元件 

 用于查看 HMI 属性-触摸屏授权设置中每个授权的到期时间和跳转画面 
 

表格显示属性
 

表格显示属性说明 

表格显示 

显示序号 勾选显示授权的序号 

时间 
勾选显示每个授权到期的时间，并选择显示的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

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日期 
勾选显示每个授权到期的日期，并选择显示的日期格式。三种格式可选，

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日期分隔符 选择日期分隔符，三种格式可选。如 11/06/24 

显示 4 位年份 显示 4 位年份，不勾选则显示 2 位 

分隔线设置 
设置表格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间距宽度单

位为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背景设置 设置通讯状态元件表格背景、标题栏、边框颜色以及边框的宽度 

标题栏设置 可以设置显示的字体属性，默认为标签模式，可以选择文本库模式来做多语言切换显示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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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建工程，打开 HMI 属性-触摸屏授权设置，设置 12 期授权，到期时间以及到期跳转的画面 

 

2.功能元件-授权信息显示 

 
3..离线模拟效果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2  

 

4.14 数据传输元件 

数据传输元件用于 HMI 与其连接的设备间的数据交换。在 JuncAuto DTools 中，可用于实现寄存器间数据相互传输的

元件有：配方数据元件、数据传输元件、定时器元件的【数据传输】功能以及 PLC 控制的【通用 PLC 控制】功能。 

4.14.1 配方数据 

 
配方数据元件可以将HMI 断电可保存寄存器的数据传输到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器中或将 PLC/控制
器指定寄存器中的数据传输到 HMI 断电可保存寄存器中 

IC

USB SD

D100 D101 ...
20

78

120

98
... ... ...

ERW0  0 ...
20

78
... ...

ERW0  1
120

98
...

FRW/RW1 ...
20

78

120

98
... ... ...

FRW/RW0

 
 

 配方数据的【写入地址】为要进行数据传输的 PLC/控制器寄存器起始地址 

 

配方数据
 

配方数据传输功能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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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从 PLC 上传到配方 将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器的数据传输到 HMI 配方记忆体 RW 寄存器中 

从配方下载到 PLC 将 HMI 配方记忆体 RW 寄存器中的数据传输到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器中 

从 PLC 上传到 ERW0*1 
将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器的数据传输到外部存储设备（默认为 SD 卡）的

ERW0 寄存器中 

从 ERW0 下载到 PLC 
将外部存储设备（默认为 SD 卡）ERW0 寄存器中的数据传输到 PLC/控制

器指定寄存器中 

从 PLC 上传到 ERW1*1 
将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器的数据传输到外部存储设备（默认为 USB 

DISK1）的 ERW1 寄存器中。 

从 ERW1 下载到 PLC 
将外部存储设备（默认为 USB DISK1）ERW1 寄存器中的数据传输到 PLC/

控制器指定寄存器中 

从 PLC 上传到 ERW2*1 
将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器的数据传输到外部存储设备（默认为 USB 

DISK2）的 ERW2 寄存器中 

从 ERW2 下载到 PLC 
将外部存储设备（默认为 USB DISK2）ERW2 寄存器中的数据传输到 PLC/

控制器指定寄存器中 

从 PLC 上传到 FRW*2 
将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器的数据传输到 HMI FLASH 记忆体 FRW 寄存器

中 

从 FRW 下载到 PLC 
将 HMI FLASH 记忆体 FRW 寄存器中的数据传输到 PLC/控制器指定寄存

器中 

数据长度 要传输的数据字数。单位为 word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或映射到 HMI 自带按键 F1~F8 上。此功能仅对

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1.ERW0、ERW1、ERW2 寄存器是专门为外部存储器物理存储区定义的的地址类型，用户可在【HMI 属性】—【扩
展存储器】中自由分配给 USB 存储器或 SD 卡。 

2. FRW 寄存器是专门为 HMI FLASH 物理存储区定义的地址类型。 

☞关于配方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1 配方/编辑器】 
 

4.14.2 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可以将指定的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 寄存器地址中的数据传送到其它 HMI 内部寄存器或
PLC 寄存器地址中，可以使用手动触控的方式触发传送数据，也可以利用指定地址的状态改变，来
触发数据传输 

 

基本属性
 

数据传输基本属性说明 
数据类型 设置传输数据的类型是位或字 数据长度 设置要传输数据的寄存器个数 

键 
将当前元件的执行映射到外接键盘的 F1~F12 按键上或映射到 HMI 自带按键 F1~F8 上。此功能

仅对支持 USB HOST 的 HMI 和带按键功能的 HMI 有效 

源地址 设定数据的来源地址 

目标地址 设定数据传输的目的地址 

使用变量参数 设置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长度的偏移量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举例】以下图为例，源地址、目标地址和数据长度均使用变量参数。设置源地址的地址类型为 D（PLC 寄存器），

源地址的地址由变量 LW100（HMI 本地寄存器）控制；设置目标地址的地址类型为 LW（HMI 本地寄存器），目标地

址的地址由变量 LW101（HMI 本地寄存器）控制；数据长度由变量 LW102（HMI 本地寄存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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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源地址
(LW100): 0

目标地址
(LW101): 0

数据长度
(LW102): 1

123

456

120

200

123

0

0

0

D------------------>LW 
D0

D1

D10

D11

LW0

LW1

LW10

LW11

当源地址值为0，目标地址值为0，数据长度为1时：

Transfer

源地址
(LW100): 0

目标地址
(LW101): 0

数据长度
(LW102): 1

123

456

120

200

0

0

0

0

D------------------>LW 
D0

D1

D10

D11

LW0

LW1

LW10

LW11

 

Transfer

源地址
(LW100): 10

目标地址
(LW101): 10

数据长度
(LW102): 2

123

456

120

200

0

0

120

200

D------------------>LW 
D0

D1

D10

D11

LW0

LW1

LW10

LW11

Transfer

源地址
(LW100): 10

目标地址
(LW101): 10

数据长度
(LW102): 2

123

456

120

200

0

0

0

0

D------------------>LW 
D0

D1

D10

D11

LW0

LW1

LW10

LW11

当源地址值为10，目标地址值为10，数据长度为2时：

 

触发地址
 

在【触发地址】属性页中勾选“使用触发位”可根据指定寄存器的状态来触发数据传输动作。 
 

 如使用触发位触发传输动作，而无需使用触控来触发传输时，可在【控制设置】属性页中勾选“触控

始终无效” 

 
触发位触发类型具体说明见下表： 

触发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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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àON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将触发数据传输元件传送动作 

ONàOFF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将触发数据传输元件传送动作 

OFFßàON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改变，将触发数据传输元件传送动作 

OFFàON（自动复位）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将触发数据传输元件传送动作，同时将该指定

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自动复位）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将触发数据传输元件传送动作，同时将该指定

寄存器状态复位 

4.15 数据库元件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将一些重复信息或需后台运行的功能登记到指定的地方，以达到数据共享，便于集中

控制和调用，同时减少数据冗余的目的，而这些可登记或存储数据和资料的地方即为数据库元件。JuncAuto DTools

提供的数据库元件有：文本库、地址标签库、事件信息登录、报警信息登录、PLC 控制、声音库等。 

4.15.1 文本库 

 

文本库元件可用于存储工程需要使用的文本内容，从而避免频繁输入相同的文字标签，文本库还可

用于需要支持多国语言的环境，从而使组态画面可切换显示不同语言。JuncAuto DTools 目前最多支

持 32 种不同语言的设置 

 【文本库】界面 

名称 语种1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语种设置 导入 导出 确定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运行
运行
停止

RUN
STOP

運転
停止

0
1

显示已登记的文本条目

添加新的
文本条目

删除选中的文本条目

删除所有文本条目

打开【语种设
置】属性框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文本库内容导出
生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1. 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文本库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文本库】数据库中。 

2. 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文本内容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开

编辑。 
 【语种设置】属性 

在【文本库】界面中点击【语种设置】可打开【语种设置】属性框。在【语种设置】中可设置每个语种所对应文本字

体的全局属性，其具体属性说明见下表： 

语种设置属性说明 

最大语种数 
文本库最多可支持 32 种不同语言的设置，默认最大语种数为 8 种 

注意：如用户需要显示超过 8 种不同语言时，需增加最大语种数 

当前编辑语种 选择当前所编辑的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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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类型 设置当前语种使用的字体类型为矢量字体或点阵字体 

字体属性 设置当前语种的字体类型，包括字体大小，对齐方式，颜色，斜体和粗体相关属性 

复制当前字体属性到

所有语种 
将当前设置的字体属性复制给所有语种的所有状态对应的字体 

语种 

对当前语种的注释，该选项与用户当前使用的 PC 操作系统上的输入法有关 

以 Windows XP 中文操作系统为例，如要添加英语（美国）和日语两个语种，则点击操作

系统语言栏上的  图标，选择下拉菜单，按下图所示添加英语（美国）和日语： 

1

2
3

4
 

添加完成后，可以在【语种设置】—【语种】下拉框中找到增加的英语（美国）和日语这

两种语言 

☞关于文本库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1 文本库应用】 

4.15.2 地址标签库 

 

地址标签库元件可用于存储工程需要使用的地址信息，并可为这些地址进行注释说明，以增强元件

地址的可读性 

 【地址标签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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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名称 触摸屏编号 PLC编号：站号

电机启动

数据类型 地址类型 地址

HMI0 PLC0:0 Bit M 0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修改 导入 导出 确定

频率设定 HMI0 0PLC0:0 Word D

显示已登记的地址标签信息

添加新的
地址标签 删除选中的

地址标签

删除所有
地址标签 修改选中的

地址标签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地址标签导出
生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1.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地址标签信息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地址标签库】数据库中。 

2.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地址标签信息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

开编辑。 
 【建立地址标签】属性 

在【地址标签库】界面点击【增加】可打开【建立地址标签】属性框，其属性说明见下表： 

建立地址标签属性说明 
标签名称 设置该条地址标签的名称 

触摸屏 选择使用该地址标签所对应的 HMI 编号 

PLC 编号 选择使用该地址标签所对应的 PLC/控制器编号 

寄存器类型 选择该地址的数据类型是位还是字 

地址类型 选择该地址标签对应的地址类型，可以是 HMI 内部寄存器也可以是 PLC/控制器的寄存器 

地址 使用该地址标签的地址 

编码类型 显示该地址标签的编码类型是 BIN 还是 BCD 

地址格式（范围） 显示该地址标签的地址格式（地址范围） 

☞关于地址标签库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2 地址标签库应用】 

4.15.3 事件信息登录 

 
事件信息登录是用来登记事件内容以及事件触发条件的数据库元件。需配合“事件显示”或“事件

信息滚动条”元件使用。事件信息登录元件可以登记位寄存器或字寄存器条件触发的报警信息 

 

☞关于事件显示和事件信息滚动条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警元件】 
 【事件信息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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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类别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 地址

0

触发状态 触发条件 内容

0 1 HMI0:PLC0: D:0 >100 Abnormal Temp.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修改 导入 导出 确定

0 0 1 Abnormal PresuHMI0:PLC0: M:0 On

显示已登记的用户事件信息

添加新的
用户事件

删除选中的事件

删除所有事件
修改选中的
事件信息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事件信息导出
生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复制 粘贴(替换) 粘贴(新增)

 
※1.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事件信息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事件信息登录】数据库中。 

2. 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事件信息内容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开编辑。 

事件

类别0 类别1 类别2 … 类别n

等

级
0 …

等

级
1

等

级
2

等

级
n

等

级
0 …

等

级
1

等

级
2

等

级
n

等

级
0 …

等

级
1

等

级
2

等

级
n

等

级
0 …

等

级
1

等

级
2

等

级
n

 
 【事件】属性 

在【事件信息登录】属性页中点击【增加】后可打开【事件】设置对话框，其具体属性说明见下表： 

事件执行触摸屏 工程组态为多台 HMI 联机时，可指定 HMI 上的事件显示元件或事件信息滚动条元件来显示该

条事件信息 

类别 将事件进行分类，0~255 个类别可选。 

事件显示元件或事件信息滚动条元件可以根据此处的类别设置来显示符合条件的事件信息 

等级 在每个类别中，进行等级分类，0~255 个等级可选 

触发时禁止删除 事件处于触发状态时，无法通过功能键或者是逐条删除功能删除此报警 

地址 指定触发事件读取的寄存器地址。可通过“数据类型”更改寄存器类型为“位”或“字” 

属性 

位 
开 当指定位地址状态由 OFFàON 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关 当指定位地址状态由 ONàOFF 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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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当指定字地址的值小于指定值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 当指定字地址的值大于指定值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 

当指定字地址的值等于指定值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范围取值】指定字地址的值在指定范围内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举例】以下图为例，选中“范围取值”，下限设为 5，上限设为 10，指

定字地址值为 N，当 5<=N<=10 时可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 > 

当指定字地址的值不等于指定值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举例】以下图为例，选中“范围取值”，下限设为 15，上限设为 30，指

定字地址值为 N，当 N <15 或 N>30 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 = 当指定字地址的值小于等于指定值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 = 当指定字地址的值大于等于指定值时产生一条事件记录 

打印 事件打印输出内容需在【HMI 属性】—【打印设置】中设置 

 
☞关于事件显示打印属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8 打印设置】 
触发时打印 事件产生时，打印该事件内容 

17:25:45 Abnormal Temp.
17:20:22 Abnormal Temp.

15:10:52 Abnormal Temp.

！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恢复正常时打印 事件恢复正常状态时打印该事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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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45 Abnormal Temp.
17:20:22 Abnormal Temp.

15:10:52 Abnormal Temp.

2 2011/06/23 15:22:54                 17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7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5

 

触发功能 

执行宏代码 事件产生时，执行指定的宏代码 

弹出窗口 

确认时弹出 产生的事件在事件显示元件的显示记录被触控时，弹出指定窗口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Abnormal Temp.!

 
注意：关闭窗口时需用功能键“关闭窗口”功能来关闭该弹出窗口 

触发时弹出 事件产生时，弹出指定窗口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
Abnormal Temp.!

 

注意：关闭窗口时需用功能键“关闭窗口”功能来关闭该弹出窗口 

恢复时关闭弹窗 报警恢复时，自动关闭弹窗 

写入数据 默认字数为 3。触发写寄存器地址=读取地址；确认写寄存器地址=读取地址+1；恢复写寄存

器地址=读取地址+2 

触 发

写 

0 事件记录产生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置 OFF 

1 事件记录产生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置 ON 

取反 事件记录产生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取反 

确 认

写 

0 事件记录确认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置 OFF 

1 事件记录确认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置 ON 

取反 事件记录确认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取反 

恢 复

写 

0 事件记录恢复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置 OFF 

1 事件记录恢复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置 ON 

取反 事件记录恢复时，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取反 

触发蜂鸣器 
事件产生时，触发报警蜂鸣 

如勾选，持续蜂鸣，那么当事件产生时，报警会一直蜂鸣  

文字 

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事件触发后显示的内容，点击【设置字体】可设置字体类型及相关属性 

内部寄存器 LW 中的数据可以包含在事件信息中。用户可按如下格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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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表头打印，即事件首次触发或者不同事件切换时才会打印输出的内容 

【举例】例如首次打印表头要显示“进水”，则用“^进水^“表示； 

%h:mm:s#：打印时间；%y:mm:d#：打印日期；%nnnfmd：打印变量 

其中“%”是开始符，“nnn”是 HMI 内部寄存器 LW，允许编号（地址）范围为 00~999；“f”表示打印的数值有小数，

“m”表示小数位，“d”是结束符。如打印的数值没有小数位，只要用%nnd 表示即可。例如要打印 LW20 的数值，有

小数位 1 位，即可用%20f1d 表示。注意：用户如需打印的变量为 PLC 寄存器的话，可用定时器元件将 PLC 寄存器

的数据传输到 HMI 内部寄存器 LW0~999 中 

使用文本库 
用户事件信息的文字内容从文本库中获取 

☞关于文本库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1 文本库】 
使用动态字符串 可动态显示指定文本库的某一个状态信息内容 

使用图形字体 
设置报警信息内容的文字使用图形模式字体。勾选“使用图形字体”后，点击【向量字体】可

设置字体属性 

语种 
使用文本库多语种时，可在此处选择语种然后再点击“设置字体”来分别设置对应语种文字的

字体属性 

声音 

选择声音 

设置当前事件被触发时，将播放选定的音频文件 

Music~ ~
2 2011/06/23 15:22:54                 15
1 2011/06/23 14:01:00 14:44:20 14
0 2011/06/23 10:50:01 11:40:10 10

！
Abnormal Temp.!

 
注意：此功能只对带音频输出接口的 HMI 有效 

☞关于声音库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6 声音库】 

声音循环播放 勾选，当事件触发报警会将音频文件循环播放 

声音屏蔽控制 勾选，当事件处于触发状态，触发控制位，会屏蔽循环播放只播放一遍 

打开文本库 打开文本库编辑对话框 

打开地址标签库 打开地址标签库编辑对话框 

4.15.4 报警信息登录 

 
报警信息登录是用来登记用户报警内容以及报警触发条件的数据库元件。通常需配合“报警显示”或

“报警条”元件使用。报警信息登录元件只能登记由位寄存器条件触发的报警信息 

☞关于报警显示元件和报警条元件的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警元件】 
 【报警信息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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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类别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地址

0

报警状态 内容

0 1 HMI0:PLC0: M:0 On Abnormal Temp.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修改 导入 导出 确定

显示已登记的用户报警信息

添加新的
用户报警

删除选中的报警

删除所有报警
修改选中的
报警信息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报警信息导出
生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1.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报警信息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报警信息登录】数据库中。 

2.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报警信息内容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

开编辑。 
 【报警】属性 

在【报警信息登录】属性页中点击【增加】后可打开【报警】设置对话框，其具体属性说明见下表： 

报警执行触摸屏 工程组态为多台 HMI 时，可指定 HMI 上的报警显示元件或报警条元件来显示该条报警信息 

类别 
将报警信息进行分类，0~255 个类别可选 

报警显示元件或报警条元件可以根据此处的类别设置来显示符合条件的报警信息 

PLC 地址 指定用户报警读取的寄存器地址。只能指定位寄存器 

使用地址标签 允许使用地址标签库登记的位寄存器地址 

地址标签库 打开地址标签库编辑对话框 

属性 

触发 
开 当指定位地址状态由 OFFàON 时，产生一条报警记录 

关 当指定位地址状态由 ONàOFF 时，产生一条报警记录 

触发蜂鸣器 

当报警被触发时，蜂鸣器将开启。蜂鸣时间 1~65535 可设，单位为秒 

Beep...
！ Abnormal Temp.!

 

文字 

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报警触发后显示的内容，点击【设置字体】可设置字体类型及相关属性 

使用文本库 
用户报警信息的文字内容从文本库中获取 

☞关于文本库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1 文本库】 

使用图形字体 
设置报警信息内容的文字使用图形模式字体。勾选“使用图形字体”后，点击【向量字体】可

设置字体属性 

语种 
使用文本库多语种时，可在此处选择语种然后再点击“设置字体”来分别设置对应语种文字的

字体属性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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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声音 

设置当前报警被触发时，将播放选定的音频文件 

Music~ ~！ Abnormal Temp.!

 
注意：此功能只对带音频输出接口的 HMI 有效 

☞关于声音库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6 声音库】 
文本库 打开文本库编辑对话框 

4.15.5 PLC 控制 

 
PLC 控制是用来登记执行某个指定功能触发条件的数据库元件。当指定寄存器满足所设定的条件

时，可执行相应的功能 

 

 不勾【只在指定窗口打开时执行】，PLC 控制中登记执行的功能不受窗口限制，只要满足执行条件

即可执行相应功能； 

勾选【只在指定窗口打开时执行】，PLC 控制中登记执行的功能受窗口限制，满足执行条件后只在

指定窗口执行。 

 
 【PLC 控制】界面 

编号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 PLC地址

0

控制事件

0 HMI0:PLC0: D:100 切换基本窗口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修改 导入 导出 确定

显示已登记的控制事件

添加新的
控制事件

删除选中的
控制事件

删除所有控制事件
修改选中的
控制事件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控制事件导出
生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 1. 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控制事件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PLC 控制】数据库中。 

2. 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控制事件内容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开编辑。 

 【PLC 控制】属性 

在【PLC 控制】属性页中点击【增加】后可打开【PLC 控制】设置对话框，在【控制类型】中选择要执行的控制动

作，并指定控制寄存器地址和触发条件即可。 

PLC 控制支持的控制类型有：切换基本窗口；切换基本窗口（窗口 0 不切换）；输出到 PLC（当前基本窗口编号）；

报表输出；屏幕打印输出；通用 PLC 控制；通用 PLC 控制（扩展）；关闭背光；关闭背光（返回值）；执行宏指令；

点亮背光；点亮背光（返回值）；声音控制；保存屏幕截图到扩展内存 

下面分别介绍这些控制类型的具体功能： 

（1）切换基本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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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基本窗口切换的功能。此时指定寄存器地址默认字数为 2，即当指定寄存器的值发生改变，且值为一个有效的窗

口编号时，系统会自动将画面切换到该窗口编号对应的窗口画面，同时将切换后的窗口编号值写到[指定地址+1]的寄

存器中。 

Frame 0

Frame 10

D0:0à10

 
 
【举例】假设当前窗口编号为 0，指定字寄存器地址为 D100，当 D100 值为 10 时，则当前窗口画面将切换到窗口编

号为 10 的画面，并将值 10 返回给 D101。 

 

 当 PLC 控制“切换基本窗口”功能和功能键“切换基本窗口”功能同时使用时，在退出当前窗口时，可

通过多状态设定元件的“窗口关闭时设置”功能给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的指定寄存器赋一个无效窗

口编号对应的值，以避免下次切换窗口输入相同的值而无法切换 

 
（2）切换基本窗口（窗口 0 不切换） 

执行基本窗口切换的功能。但当指定地址的值为 0 时，系统不会将画面切换至窗口编号为 0 的画面。 

Frame 0

Frame 10

D0:0à10à0

 
（3）输出到 PLC（当前基本窗口编号） 

当基本窗口画面发生切换时，可将切换后的窗口编号写到指定的字寄存器地址中。 

（4）报表输出 

通过指定字寄存器的值变化来控制指定窗口的屏幕打印输出。即当指定字寄存器的值发生改变，且值为一个有效的窗

口编号时，该窗口编号对应的窗口内容将被打印输出。 

D0:0à10

Frame 0

Frame 10

 
 

 1.【报表输出】打印时，系统不会切换到被打印的窗口画面 

2. 打印完毕，【报表输出】指定寄存器的值自动变为 0 

3.【报表输出】不能打印窗口编号为 0 的窗口内容 

 
使用 PLC 控制的【报表输出】打印，可通过下面两种方法设置打印内容输出方式： 

方法一：勾选【自定义打印选项】。 

自定义打印选项属性见下表： 



进阶篇 元件 

 25  

自定义打印属性 详细说明 

打印机颜色 
单色 

仅彩色打印机支持打印机颜色切换 
彩色 

放大倍数 从 0.1-5.0 可供选择（缩小打印容易失真，不推荐使用） 

打印页面 

当前页 以打印机上首张纸进行打印 

换纸打印 打印机接收到打印命令，会先走一张空白纸，接下来一张纸才开始打印内容 

水平打印 

以横向方式打印输出内容 

 

垂直打印 

以纵向方式打印输出内容 

 

自动走纸 
完成窗口打印内容，会自动走完一张纸。该功能仅对针式打印机有效，微型

打印机不支持。而激光打印机本身就支持这个功能，在 HMI 中无需设置 

打印内容 

打印文本 打印当前窗口的静态文本和元件的标签文字 

打印表针 打印当前窗口的表针元件 

打印趋势图 打印当前窗口的趋势图图形 

打印所有位图 打印当前窗口的所有位图 

打印所有向量图 打印当前窗口的所有向量图 

打印背景颜色 打印当前窗口的背景颜色 

方法二：自定义打印选项不选，则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054 和 LW9055 对应的位设定。 

LW9054 设置 

位号 名称 0（位为 OFF） 1（位为 ON） 

Bit0 打印文本 不打印 打印 

Bit 1 打印表针 不打印 打印 

Bit 2 打印曲线 不打印 打印 

Bit 3 打印所有位图 不打印 打印 

Bit 4 打印所有向量图 不打印 打印 

Bit 5 打印背景色 不打印 打印 

 

 

可通过多状态设定元件来设置 LW9054 的值。如打印全部内容，可将多状态设定元件 LW9054 置于

公共窗口，设定方式为【窗口打开时设置】，设置值为 255 

 

LW9055 设置 

位号 名称 0（位为 OFF） 1（位为 ON） 

Bit 0~ Bit 7 放大倍数 每个位对应缩小 0.1 倍 
每个位对应放大 0.1 倍，（范围为

1~50，分别表示 0.1~5.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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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8 打印颜色 彩色打印 单色打印 

Bit 9 打印页面 打印当前页 换纸打印 

【举例】要求放大 0.3 倍，单色打印，打印当前页，可将 LW.B9055.0、LW.B9055.1 和 LW.B9055.8 同时置 ON，LW.B9055.9

置为 OFF；另外也可以通过 LW9055 来设置，只需将 LW9055 赋值等于 259 即可。 

☞关于打印设置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3 打印功能设置方法】 
（5）屏幕打印输出 

屏幕打印输出是根据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来控制当前屏幕的打印输出。即指定寄存器位地址由 OFF 变为 ON 时，当

前屏幕内容将被打印输出。 

M0:OFFàON

 

打印内容输出方式设置同【报表输出】。 

（6）通用 PLC 控制 

通用 PLC 控制用于实现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与 HMI 内部字寄存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当 PLC 控制元件设定控制类型为“通用 PLC 控制”时，系统会自动规划指定字寄存器开始的连续四个寄存器来分别控

制数据传输类型、传输数据量、PLC/控制器字寄存器地址偏移量及 HMI 内部字寄存器起始地址，具体地址见下表： 

指定寄存器地址 用途 说明 

指定地址 
存放数据传输类型代码，根

据代码决定数据传输的方向 

数据传输类型共有四种，详见表 4.15.5_5，当寄存器被写入新的

控制代码时，系统即执行相应的传输，传输完成后即将该寄存器

复位为 0 

指定地址+1 传输数据块的大小 数据块传输的字数，单位为 word 

指定地址+2 
设定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

的地址偏移量 
这个偏移量是针对“指定寄存器地址+4”的地址而言的。 

指定地址+3 
指定HMI内部字寄存器的起

始地址 

设定 HMI 配方寄存器（RW）或本地字寄存器（LW）的起始地

址 

其中数据传输类型具体说明见下表： 

控制代码 数据传输类型 控制代码 数据传输类型 

1 PLC à RW(HMI 配方寄存器) 2 PLC à LW(HMI 内部寄存器) 

3 RW(HMI 配方寄存器) à PLC 4 LW(HMI 内部寄存器) à PLC 

【范例】要求：将 PLC 数据寄存器 D100~D104 中的数据传送到 HMI 配方寄存器 RW100~RW104 中。 

设定 PLC 控制元件通用 PLC 控制指定寄存器地址为 D0，则 D0 控制数据传输类型，D1 控制传输数据大小，D2 控制

PLC 数据源地址的偏移量，D3 控制 HMI 目标数据寄存器起始地址。所以 D0=1：PLCàRW；D1=5：D100~D104 共

5 个字要传输；D2=96：PLC 数据源地址为 D100=(96+0)+4，其中 0 指的是通用 PLC 控制指定寄存器起始地址 D0，

而控制寄存器占用了 D0~D3，因此 PLC 数据源地址偏移量是相对于 D4 而言的，所以 PLC 数据源地址为 D2 的值加

上通用 PLC 控制指定寄存器起始地址然后再加 4；D3=100：传输目标地址的起始地址为 RW100。 

（7）通用 PLC 控制（扩展） 

通用 PLC 控制（扩展）与通用 PLC 控制功能一样，都是用于实现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与 HMI 内部字寄存器之间的

数据传输。区别在于系统自动规划通用 PLC 控制（扩展）指定寄存器的地址为连续六个寄存器来分别控制数据传输

类型、传输数据量、PLC/控制器字寄存器地址偏移量及 HMI 内部字寄存器起始地址，具体地址分配见下表： 

指定寄存器地址 用途 说明 

指定地址 存放数据传输类型代码，根据代 数据传输类型共有四种，详见表表 4.15.5_5，当寄存器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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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决定数据传输的方向 入新的控制代码时，系统即执行相应的传输，传输完成后即
将该寄存器复位为 0 

指定地址+1 传输数据块的大小 数据块传输的字数，单位为 word 

指定地址+2 

指定地址+3 

设定 PLC/控制器字寄存器的地址

偏移量 
这个偏移量是针对“指定寄存器地址+6”的地址而言的。 

指定地址+4 

指定地址+5 

指定HMI 内部字寄存器的起始地

址 

设定 HMI 配方寄存器（RW）或本地字寄存器（LW）的起始

地址 

（8）关闭显示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HMI 将关闭屏幕显示。显示关闭时，用户只需触控 HMI 屏幕，屏幕即会

再度点亮。 

M0:OFFàON

 

（9）关闭显示（返回值）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HMI 将关闭屏幕显示，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的状态复位为 OFF。显示关闭

时，用户只需触控 HMI 屏幕，屏幕即会再度点亮。 

M0:ONàOFFM0:OFFàON

 

 (10)执行宏指令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满足设定的执行方式时，将执行运行指定的宏代码。 

执行方式说明见下表： 

执行方式 说明 

ONßàOFF 当指定位寄存器状态发生改变时，即可执行指定宏代码 

OFFàON 当指定位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执行指定宏代码 

ONàOFF 当指定位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执行指定宏代码 

ON 当指定位寄存器状态保持在 ON 时，持续执行宏代码 

OFFàON（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执行宏代码，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FF 

ONàOFF（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执行宏代码，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N 

字值改变 当指定字寄存器的值发生改变时，即可执行指定宏代码 

（11）点亮显示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HMI 将点亮屏幕。 

M0:OFFàON

 
（12）点亮显示（返回值）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HMI 将点亮屏幕，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的状态复位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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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OFFàON M0:ONàOFF

 
（13）声音控制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满足执行方式时，系统将播放预先指定的声音文件。 

执行方式 说明 

ONßàOFF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发生改变时，播放指定音频文件 

OFFàON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播放指定音频文件 

ONàOFF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播放指定音频文件 

OFFàON（自动复位）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播放音频文件，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FF 

ONàOFF（自动复位）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播放音频文件，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N 

☞关于音频文件的导入与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4 声音库应用】 

 

!  声音控制功能仅适用于带音频输出接口的 HMI 

 
（14）保存屏幕截图到扩展内存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可将当前画面的内容以.bmp 的图片格式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中，以便于打印

或查看 HMI 的运行画面情况。 

SD

bmp

 
 

!  
1.“保存屏幕截图到扩展内存”功能仅适用于带 USB HOST 或 SD 卡槽的 HMI 

2. 保存屏幕截图功能支持离线模拟、间接在线模拟以及直接在线模拟。通过这 3 种模拟方式所截取

的屏幕图片都保存在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安装目录下\disk\sd（usb1 或 usb2）\scr 文件夹里 

 
屏幕截图保存到指定外部存储设备需在【HMI 属性】—【触摸屏】中设置： 

 
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的 bmp 图片默认是以保存时间即年 - 月 - 日，时：分：秒：毫秒命名的，如

“2010-09-01,10:12:50:203.bmp”，但也可以自定义图片保存名称，即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470～9485 来控制图

片文件的前缀标题：如 LW9470~9485 这 16 个字的文本内容为：版本号-Num.20100001-，则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的 bmp

文件名称为“版本号 -Num.20100001-2010-09-01,10:15:28:421.bmp”。 

 

!  
执行屏幕截图保存到扩展内存动作后，需等待 1 分钟左右方可拔掉外部存储设备，以确保截图存储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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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6 声音库 

 

声音库元件可用于存储从外部导入的格式为 WAV 或 MP3 的音频文件。导入的音频文件，系统会自

动转换为 snd 格式的文件供用户调用，而原始音频文件（WAV 或 MP3 文件）则保存到当前工程文

件里名称为【sound】的文件夹中 

ID 名称 长度（字节）

0 .\sound\sound1.snd 258844

导入声音...

使用扩展存储声音

删除声音

当前选择的声音：

声音处理

播放声音

停止播放

确定

取消

.\sound\sound1.snd

显示已导入的音频文件信息

从外部导入音频文件

删除选中的音频文件

设置音频文件从外部
存储器读取

播放试听指定的音频文件停止播放正在试听的音频文件
 

 

!  
1. 导入的单个音频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256KB。但使用【扩展存储声音】时不受音频文件大小限制 

2. 仅支持导入 WAV 和 MP3 格式的音频文件 

 

☞关于声音库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5.4 声音库应用】 

4.15.7 数据采样库 

 数据采样主要用来采集数据以及设定数据采集的方式。这些数据可用数据报表元件显示。 
●【数据采样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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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已登记的数据取样信息

添加新的
数据采样 删除选中的

数据采样

删除所有数据采样
修改选中的数
据采样信息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数据采样导出
生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1.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数据采样信息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数据采样】数据库中。 

2.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数据采样信息内容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开编辑。 
 【数据采样库】属性 

在【数据采样库】属性页中点击【增加】后可打开【数据取样属性】设置对话框，其具体属性说明见下表： 

采样参数
 

数据采样参数具体说明 
采样点数 每次采样点的总数目，范围 1-999999 

采样方式 
周期采样 定时采集数据 

触发采样 当指定位寄存器条件满足时，触发采样 

取样方式 
持续取样 当采样点全部采样结束后，依旧持续采样 

一次取样 当采样点全部采样结束后，就自动停止采样，只执行一次采样 

通道数 要采样数据的连续寄存器数目，最多 128 个通道 

周期采样参数 

采样方式选择周期采样才有效 

采样周期 每 2 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百毫秒 

变量周期 使用周期采样时，采样时间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触发采样参数 

采样方式选择触发采样才有效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采样 

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采样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触发采样 

OFFàON(自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采样，

触发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自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采样，

触发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采样通道 

数据类型 设置通道采样数据显示的数据格式。支持的数据类型有 16 位有

符号十进制数、16 位无符号十进制、32 位有符号十进制、32 位

无符号十进制、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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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长度 16 位有符号/无符号十进制=1, 32 位有符号/无符号十进制=2，单

精度浮点数=2，双精度浮点数=4，字符串=8（默认为 8，可修

改长度范围 1~32） 

描述信息 设置通道的描述名 

 

!  采样周期使用变量时，优先使用变量值；若通讯连接失败导致变量值获取不了，则会使用预设值 

 

采样控制
 

数据采样控制具体说明 

取样首地址 

设置字寄存器为取样数据区首地址。字数根据取样通道数与数据类型，自动生成 

【举例】以下图为例，通道数位 4，数据类型分别为 16 位有符号十进制数、32 位有符

号十进制、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 

 
取样字数=1（16 位有符号十进制数）+2（32 位有符号十进制）+2（单精度浮点数）+4

（双精度浮点数）=9 

取样数据保存 

数据保存 将采样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设备中，SD 卡，USB1，USB2，HMI

可选 

注意：1. 保存到 HMI 中的文件最大为 80M 

2. 保存到 HMI 的文件可通过 TsManager 的【上传处理】

-【上传指定文件】打开查看； 

3. 保存到 HMI 的数据，可通过 TsManager 的【下载处理】

-【清除命令区】或系统特殊寄存器 LB9149 清除； 

最大保存天数 采样数据保存的最大天数限制。当采样数据达到最大保存天数，

则会自动清除最早一天的数据，继续采样新一天数据。 

导出目录 采样数据库文件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的子目录名，默认为

SampleDataStore，用户可自行修改。采样数据库文件存储的具体

路径：\外设\database\导出目录名\导出目录名.db 

数据库文件格式为.db，该文件可用 SQLiteSpy 软件打开查看采集

的数据。 

注意：.db 文件默认生成的通道名为 ch0、ch0……，如需与数据

采样库通道描述中一致，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

中勾选“数据采样通道描述用户自定义”选项。 

变量目录 设置导出目录名称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字数最多可设为 16 

采样清除 
使用位寄存器触发清除取样功能，删除数据库中的文件 

OFF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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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àOFF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清除 

OFFßàON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时，才触发采样 

OFFàON(自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才触发清除，

触发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ONàOFF(自动复位) 
只有当指定位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才触发清除，

触发后自动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 

采样暂停 

使用位寄存器触发暂停取样功能，ON 为暂停，OFF 为取样。 

注意：取样方式为一次取样，则取样结束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置 ON，用户可将该寄存

器置 OFF 触发再次取样。 

 

4.15.8 排程列表 

 
排程列表用来登记 HMI 在指定时间执行预先排定的操作，改变位寄存器的状态或者是字寄存器的

值，适合用来规划一周内的例行程序。 

 
 【排程列表】界面 

编号 触摸屏编号 地址信息...

0

开始执行时间 功能

0 HMI0(LB:0) 开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修改 导入 导出 确定

1 0 设置常数HMI0(LW:0)

显示已登记的排程信息

添加新排
程

删除选中的排程

删除所有排程
修改选中的
排程信息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排程信息导出生
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星期日（11:23:45）
星期一（15:34:5）

 
※1.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排程信息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排程列表】中。 

2.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排程信息内容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

开编辑。 
 【排程列表】设置 

在【排程列表】属性页中点击【增加】后可打开【排程列表】设置对话框，其具体属性见下说明 

基本属性
 

基本属性具体说明 

条目执行触摸屏 选择执行排程的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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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属性 

电源开始时执行，选择电源打开后欲执行的动作 

勾选 

若 HMI 在排程设定时间后开机，则先执行开始动作。 

HMI电源打开计划开始时间

开始动作 结束动作

结束时间

 

若 HMI 在排程设定时间前开机，且勾选结束动作，则先自动执行结束动作。 

HMI电源打开

结束动作

结束时间开始时间

开始动作 结束动作  

未勾选 

若电源打开时晚于排程开始时间，且勾选结束动作，则开始动作不会自动执行，但

结束动作会自动执行。若结束动作未被设定，将无法正确地判定排程区间，因此动

作将不会被执行。 

HMI电源打开计划开始时间

结束动作

结束时间

 

若 HMI 在排程设定时间前开机，且勾选结束动作，则先自动执行开始动作 

结束时间开始时间

开始动作 结束动作

HMI电源打开

 
触发蜂鸣时间，选择开始执行预设置的操作是否触发蜂鸣，鸣响时间范围为 1~65535s 

日期时间 
使用单一

日期 

勾选此项，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可以设定不同的日期，但是只能是单一的开始时间

和结束时间。 

举例：开始时间为星期日，9:00:00；结束时间为星期二，17:30:00 

星期日

星期二

9:00 17:30
开始动作 结束动作

 
为勾选此项，排程时间必须被限定在一天之内(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必须在 24 小时

内)。可在排程内选择多个起始和结束日期，也可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执行特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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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星期二

9:00 17:30
开始动作 结束动作

 
注意：此种时间排程只适用于一天之内的排程，因此如果所键入的结束时间早于起

始时间，则结束动作将会等到下一天才会执行。 

开始时间 
设定动作开始的时间和日期，格式是 HH:MM:SS(时：分：秒)，时范围（0~23），

分范围（0~59），秒范围（0~59） 

结束时间 当勾选了[使用结束项]时，才可以设置结束时间。 

当勾选了[使用单一日期]，结束时间的日期才可以设置 

变量日期

地址 

动态设定本地/PLC 地址存储排程时间和日期。 

未勾选“电

源开始时

执行” 

如未勾选[使用结束项]，占用 4 个字，表示开始动作时间的控制地址。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星期。位 00：星期日（0：未设，1：指定）……

位 06：星期六（0：未设，1：指定），位对应关系见下图 

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保留（0固定）

00040506 03 02 0115 07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1=时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2=分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3=秒 

举例 1：变量日期寄存器为 LW0，则星期=LW0；时=LW1，分=LW2，

秒=LW3 

如勾选[使用结束项]，占用 8 个字，表示开始和结束动作时间的控制

地址。 

举例 2：变量日期寄存器为 LW0，则开始动作时间为：星期=LW0；

时=LW1，分=LW2，秒=LW3；结束动作时间为：星期=LW4；时=LW5，

分=LW6，秒=LW7 

勾选“电源

开始时执

行”  

注意：勾选此处“电源开始时执行有效”，必须同时勾选基本属性中

的“电源开始时执行” 

如未勾选[使用结束项]，占用 5 个字，表示开始动作时间的控制地址。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星期。位 00：星期日（0：未设，1：指定）……

位 06：星期六（0：未设，1：指定），位对应关系见下图 

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保留（0固定）

00040506 03 02 0115 07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1=时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2=分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3=秒 

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4=变量日期修改后是否需要重启的控制

字，为 1，不需断电重启，立即生效；为 0，需断电重启，才生效。 

举例 1：变量日期寄存器为 LW0，则星期=LW0；时=LW1，分=LW2，

秒=LW3，是否立即生效控制字=L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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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勾选[使用结束项]，占用 9 个字，表示开始和结束动作时间的控制

地址。 

举例 2：变量日期寄存器为 LW0，则开始动作时间为：星期=LW0；

时=LW1，分=LW2，秒=LW3；结束动作时间为：星期=LW4；时=LW5，

分=LW6，秒=LW7，是否立即生效控制字=LW8 

 

执行条目参数
 

执行条目参数具体属性说明 

条目执行功能 

操作方式 条目操作具体说明 

位操作 

开，在开始时间设置指定位为 on 

举例：排程开始时间 9:30:00 

Off
On

9:30:00

开始时间

  

关，在开始时间设置指定位为 off 

举例：排程开始时间 9:30:00 

Off

On

9:30:00

开始时间

 

切换开关，在开始时间设置指定位状态反转。如原始为 off，切换为 on；反之，切换

为 off 

举例：排程开始时间 9:30:00 

Off
On

9:30:00

开始时间

 

Off

On

9:30:00

开始时间

 

字操作 

常数，在开始时间将设置值写至指定的寄存器中 

举例：排程开始时间 9:30:00，常数值为 100，写入寄存器为 4x1， 

4x1 100

9:30:00  

加，在开始时间将所指定的寄存器值加 “加数”值，其结果不会超过上限值 

举例：排程开始时间 9:30:00，加数为 3，上限为 80，写入寄存器为 4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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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1 原始值+3

9:30:00  

减，在开始时间将所指定的寄存器值减 “减数”值，其结果不会超过下限值 

举例：排程开始时间 9:30:00，减数为 3，下限为 9，写入寄存器为 4x1 

4x1 原始值-3

9:30:00  

数据类型 
选择字操作方式设置值的数据类型，支持 16 进制有\无符号十进制数、32 进制有\无

符号十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数据类型 

写入地址属性 设置排程动作的目标地址 

变量参数地址 根据字操作设定类型不同使设置值、加数或减数、上下限值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 

 

!
 

1. 排程列表中写入地址相同的排程执行时间字段里不能输入一模一样的时间和日期。 

2. 时间排程的特性是一次动作。当执行时间到达时，指定的设备地址只会被写入一次，这个写入

动作不会重复。 

Off

On

9:00:00

开始时间 用户改为OFF

14:00:00  
3. 为了读取[字操作]和[控制设置]数据，执行动作可能因数据通讯而有少许延迟。 

4. 当选择[变量日期地址]，系统将会定期读取控制地址，时间长短视系统忙了程度而定。 

5. 当变量日期控制寄存器地址值超过时间时间合法的范围，则设定的排程不可能会正确执行。 

 

4.15.9 配方区列表 

 
配方区列表主要用来设定配方属性，这些数据可用配方区浏览元件显示。配方区浏览元件是以表格
的形式来显示相关配方数据 

☞关于配方区浏览元件使用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6.9 配方区浏览】 
●【配方区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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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已登记的配方区信息

添加新的配
方区信息 删除选中的

配方信息

删除所有配方信息
修改选中的配
方数据信息

从外部导入CSV文件*1

将配方数据导出
生成CSV文件*2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1.将已有的 CSV 格式的数据采样信息文件导入到当前工程的【配方区设置】配方中。 

2.将当前工程中所有登记的数据采样信息内容导出到指定位置并生成 CSV 格式的文件，此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打开编辑。 
 【配方区列表】属性 

在【配方区设置】属性页中点击【增加】后可打开【数据项设置】设置对话框，其具体属性说明见下表： 

数据项设置
 

数据项设置具体说明 
HMI 编号 工程中存在多个 HMI 时，可根据 HMI 编号建立对应的配方数据 

配方区名称 配方区的名称 

配方总数 设定配方的组数，支持的配方数 1~36000 

数据项数目 设定配方一组的数据项目数，支持的配方数据项数 1~128 

配方数据项

设置 

设置数据项的名称、类型等属性 

配方地址 根据数据类型自动分配的数据项的地址 

数据项名称 设定数据项的名称 

数据类型 设定数据项支持的数据类型，目前支持 16 位有\无符号数、32 位有\无符号

数、单\双精度浮点数、字符串 

整数位、小数位 设置数据项的整数位、小数位。注：当数据类型为字符串时设置无效 

长度 仅当数据类型设为字符串时才可设，最大设置为 64。其它数据类型时是自

动分配 

下限值、上限值 设置数据项数据类型的上下限范围，字符串类型不用设置 

使用 UNICODE 字符串支持使用 Unicode 编码格式 

高低字节交换 字符串类型可选高低字节互换 

数据上移 点击此按钮向上移动已选数据项。上移按钮将重新排列数据项的显示顺序。 

数据下移 点击此按钮向下移动已选数据项。下移按钮将重新排列数据项的显示顺序。 

寄存器设置 启用当前行上方插入 勾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在选中行上方插入数据项，同时删除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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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 行配方数据 

启用当前行下方插入

寄存器 

勾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在选中行下方插入数据项，同时删除最后一

行配方数据 

启用删除当前行寄存

器 

勾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删除选中行数据项，同时在配方区浏览元件

最后一行插入一行新配方数据 

启用复制寄存器 勾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执行配方行复制功能 

启用剪切寄存器 勾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执行配方行剪切功能 

启用粘贴寄存器 勾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执行配方行粘贴功能 

配方区地址 

显示配方区在 HMI 内部的地址范围。 

位\字地址范围 该范围是根据配方总数、数据项数计算出来的。格式是 HMIn_RB_配方区

名称 

当前配方地

址 

显示当前配方区在 HMI 内部的地址范围。 

位\字地址范围 该范围是根据数据项数计算出来的。格式是 HMIn_CRB_配方区名称 

配方编号寄存器范围 显示当前配方数据在配方浏览元件中的行号，行号始终是从 0 开始的。 

4.15.10 网络数据库 

 

通过建立 HMI 数据库与 PC 数据库之间的连接，将 HMI 数据采样库的数据同步到网络数据库上以

作存储和共享。 

 
 【网络数据库】界面 

显示已登记的网络数据库

添加新的
数据库

删除选中
数据库

删除所有
数据库

修改选中
条目

确认信息无
误后退出

 
 【数据库配置】属性 

网络数据库点击【增加】之后，会弹出【数据库配置】框，属性说明如下表： 

数据库配置属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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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网络域名称 勾选该选项，可以在【IP/网域名】一项输入域名，通过域名连接外网数据库 

IP/网域名 数据库所在的 IP/网域名 

端口号 访问数据库账户端口号，默认为 3306 

用户名 访问数据库所需的账户名称 

密码 访问数据库所需的账户密码 

数据库 访问的数据库名称 

 
【范例】以 GL070E（IP 地址：192.168.205.123）和局域网数据库为例，要求将 HMI 采集到的数据库数据同步到局

域网所在的一台 PC（IP 地址：192.168.205.36）的 MySQL 数据库中。 

新增网络数据库，数据库配置： 

使用网络域名称 不勾选 

IP/网域名 192.168.205.36 

端口号 3306 

用户名 all 

密码 123456 

数据库 test 

 

新建工程[sample]，新增数据采样，采样参数设置为： 

采样 HMI HMI0 

采样点数 10 

采样方式 周期采样 

取样方式 持续采样 

通道数 2 

采样周期 10 

采样通道 
数据类型 16 位有符号进制数/单精度浮点数 

描述信息 通道 0/通道 1 

采样控制设置为： 

取样首地址 LW0 

取样数据保存 数据保存 HMI 

导出目录 SampleDataStore 

同步至数据库 启用 192.168.205.36 

 

在 Frame0 窗口放置 2 个数值输入元件 

数值输入 1 LW0，16 位有符号进制数 

数值输入 2 LW1，单精度浮点数 

 

在 PC 上安装 MySQL 软件，并创建用户，我设置用户名：root，密码：suhong123。 

运行 MySQL 

 

 在 MySQL 中创建数据库及数据表，可以在 DOS 命令窗口使用语句创建，也可以使用可视化工具创建，考虑到操

作方便，我这里运用可视化工具举例，可视化工具有很多，本例用到的是 MySQL-Front。  

登录本机系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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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 test 

 

 

新建表及其数据字段，表名固定为 srcdat，创建表的字段 time,ch0,ch1，类型分别为：Timestamp,int,float。 

※此处的字段名称固定，第一个必须是 time，后面的 ch0,ch1,ch2...分别对应 HMI 采样数据的通道数和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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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访问权限，创建可访问用户 

※此处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就是 HMI 访问该数据库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Host 填写通配符%，表示用户可以在任

意客户端登录访问该数据库，如果想要限制只允许 HMI 访问，那么该处填写 HMI 的 IP 地址：192.168.205.123 

 

以上步骤创建结束之后，HMI 运行采样数据，刷新 MySQL-front，可以查看到 HMI 采样的数据 

 

4.16 辅助元件 

4.16.1 刻度 

 
刻度元件可用于需按等比分度量的标注。例如棒图、表针等元件，除了使用自带的刻度标注外，也

可以使用刻度元件对其进行标注 
 

刻度
 

刻度属性说明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2  

样式 

水平 垂直 弧形 圆形 

 

 

 

 

等分数 设置等分的份数 

刻度线长度 “弧形”或“圆形”样式时设置刻度的长度 

起始角/终止角 “弧形”样式时可设置起始角度和终止角度 

线条颜色 设置刻度线条的颜色 

4.16.2 定时器 

 
定时器是执行定时功能的元件，当设定的定时时间到后可执行相应的功能如执行宏指令，设置参数，

数据传输等。 
 

定时器
 

定时器基本属性 

触发方式 

始终触发 
此触发方式，定时器一旦初始化就触发执行，执行“重复次数”设定的次数后，自

动停止，不再触发，直到下一次被初始化。重复次数设为 0 时，表示一直执行 

窗口初始化

时触发 

定时器所在窗口被初始化时触发，执行“重复次数”设定的次数后，自动停止，不

再触发。此功能效果与“始终触发”基本一致 

窗口关闭时

触发 
当定时器元件所在的窗口关闭时触发执行一次功能操作 

寄存器状态

触发 

根据“触发状态”的设置和触发地址的值来触发。当触发次数为零时，不断执行，

直到触发条件撤销。 

注：1. 触发状态：off（自动复位），on（自动复位），触发次数为 N 时，一触发

立即清掉触发寄存器，然后触发执行 N 次后自动停止 

2. 触发状态：off 或 on，触发次数无效，一旦触发，就会一直执行，直到触发寄存

器状态发生改变 

源数据变化

触发 
源数据变化或者宏变量值发生变化来触发宏或者数据传输 

执行周期 定时器的定时周期。单位为百毫秒。每间隔一个定时周期，定时器将执行一次功能操作 

响应方式 
立即执行 触发条件满足时，立即执行功能 

延迟执行 触发条件满足时，延迟一个执行周期再执行功能 

触发状态 当选择寄存器触发时，寄存器触发状态为 ON 或者 OFF 

重复次数 定时器被触发后重复执行的次数。次数为 0，指不断执行 

触发地址 
当选择“寄存器状态触发”时，指定要读取状态的寄存器地址 

变量周期 
使用变量周期，定时器执行周期由指定的寄存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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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功能
 

执行宏代码 

触发宏代码运行的功能。即当设定的定时时间到后，将执行指定的已建立的宏代码 

数据传输 

批量传输数据的功能。即当设定的定时时间到后，源地址传输相应长度的数据到目的地址 

数据类型 设置传输数据的类型是位或字 

数据长度 设置要传输数据的寄存器个数 

数据源有变化才传输 当源地址数据发生变化才执行数据传输功能，源地址数据未发生变化不执行数据传输功能 

双向传输 源地址、目标地址只要有一方数据发生变化，就执行传输 

源地址 设定数据的来源地址 

目标地址 设定数据传输的目的地址 

设置状态 

改变指定寄存器状态或值的功能。当设定的定时时间，可改变指定的位寄存器的状态或将指定值写入字寄存器中 

位 
设置值 “执行周期”时间到后，将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设置为 0 或 1 

周期切换 “执行周期”时间到后，将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的状态在 0 和 1 之间切换 

字 

周期递加（循环） 自动将指定字寄存器地址的值 V 每隔一个“执行周期”T 递加一次“递加值”K，当递

加到“上限值”时会重新从 0 开始递加 

0 V+K 上限

YESNO

T

 

周期递减（单向） 

自动将指定字寄存器地址的值 V 每隔一个“执行周期”T 递减一次“递减值”K，当递

减到“下限值”时，将停止在下限值状态 

上限 V-K 下限

NO

T

 

周期递加（单向） 

自动将指定字寄存器地址的值 V 每隔一个“执行周期”T 递加一次“递加值”K，当递

加到“上限值”时，将停止在上限值状态 

0 V+K 上限

NO

T

 

周期循环 

(到限转向) 

自动将指定字寄存器地址的值 V 每隔一个“执行周期”T 递加一次“步长”K，直到加

至“上限值”，然后再每隔一个“执行周期”T 开始递减一次“步长”K，直至减为 0，就

又开始递加，始终这样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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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 V+K 上限

YESNO

T

V-K下限

NOYES

 

步进 

自动将指定字寄存器地址的值 V 每隔一个“执行周期”T 递加一次“步长”K，直到达

到“上限值”，然后复位到“下限值”重新开始递加 

下限 V+K 上限

YESNO

T

 

步退 自动将指定字寄存器地址的值 V 每隔一个“执行周期”T 递减一次“步长”K，直到达

到“下限值”，然后复位到“上限值”重新开始递减 

上限 V-K 下限

YESNO

T

 

设置常数 当“执行周期”时间到后，预设的常数值就会写到指定的字寄存器地址中 

值类型 
设定设置模式各设置值的数据类型，支持有符号十进制数、无符号十进制数、单精

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等数据类型 

4.16.3 滚动条 

 
滚动条元件是通过按压滑块移动的方式来改变指定的HMI内部寄存器或PLC/控制器字寄存器的值。

而实际值与设定的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百分比关系用滑块在滚动条的位置来显示 

值：20

最大值：100最小值：0

值：80
D0:20à80

 

滚动条
 

滚动条属性说明 
索引号字长 可选字或双字 

方向 设置滚动条元件滚动的方向，共有四种方向：由左向右、由右向左、由上向下、由下向上 

背景图像 设置滚动条背景是否使用图形。分不使用、使用位图、使用向量图 

导入背景图 从系统图库中导入背景使用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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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钮图像 设置滚动条滑块是否使用图形。分不使用、使用位图、使用向量图 

导入按钮图 从系统图库中导入滑块使用的图形 

 

滚动条扩展属性
 

滚动条扩展属性说明 
设置滑块宽度 可自由设置滑块的宽度，1~99 可设。不勾选时默认滑块宽度为 10（像素） 

上下限设置 设置滚动条起始浏览索引值和最大浏览索引值为常数 

使用变量上下限 设置滚动条起始浏览索引值和最大浏览索引值为变量，并指定变量读取的寄存器地址。[指定

地址]为起始浏览索引值，[指定地址+1]为最大浏览索引值 

卷动模式设置 按照所卷动模式内的设定值，会使每次触碰滚动条时，依此设定值递增或递减。卷动范围 1~100 

 

!  
V1.4.0.0 版本后的滚动条元件不再占用 3 个字，即可设定起始浏览索引值和最大浏览索引值为常数；

如使用变量，可单独指定变量寄存器 

 

4.16.4 时间 

 时间元件是将 HMI 内部 RTC 时钟的数据按设定格式显示出来 

RTC
2011-01-01 (THU) 15:22:54

2011-01-01 (THU) 12:00:00

 
 

时间
 

时间属性说明 

显示日期 设置是否显示日期 

日期格式 四种格式可选。其中 DD 表示日，MM 表示月，YY 表示年 

日期分隔符 三种格式可选。如 2011.01.01 

显示 4 位年份 选中年份可以显示 4 位，如 2011 年则显示“2011”；不选中，则只显示 2 位，即“11” 

日月消零 选中则日期和月份显示前消零，如 6 月，选中时显示为“6”；不选中时显示为“06” 

显示星期 设置是否显示星期。星期显示使用英文缩写 

显示时间 设置是否显示时间 

时间格式 两种格式可选。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 

12 时制显示 

(AM/PM) 

选中后时间按 12 小时制显示。如时间为下午 3 点，则显示“3：00 PM”；不选

中则显示为“15：00” 

 

 时间元件只能读取 HMI 内部 RTC 时间，并不能修改。如需修改 HMI 内部 RTC 时间，可以通过 HMI 

SETUP 画面或直接通过修改系统特殊寄存器 LW10000~LW10006 的值来校准系统时间 

☞关于时间校准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7 时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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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5 留言板 

 留言板即画图板功能，可配合功能键“留言板”功能使用 

4.16.6 文件列表框 

 

文件列表框用来显示外部存储设备的文件信息内容。该元件被分为三个区：左部显示当前目录下的

文件夹信息，右上部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信息，右下部显示所选工程文件（.pkg、pkgx 文件）或

配方文件（.rcp 文件）的 HMI 信息 

..\
event\
exmem\
historystore\
log\
scr\
trend\

Test.pkg

HMI0:

当前目录下的
文件夹信息

当前目录下
的文件信息

当前目录下的所选
文件的HMI信息

 

文件列表元件一般需配合功能键【导入/导出】功能使用，属于特殊用元件。 

新建工程时系统提供[Frame5:File List Window]供用户在进行工程文件或配方文件导入导出时调用。文件浏览指定弹

出的窗口可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 

 

文件列表属性
 

文件列表属性具体说明 
启用完整路径名 勾选，显示当前所在的文件夹路径与文件名。不勾，不显示文件夹路径或者文件名。字符

长度为 1~64 

字体
 

字体属性具体说明 
字体类型 文件列表显示的内容仅支持点阵字体显示 

字体属性 设置字体大小、颜色 

文件后缀列表 文件列表框默认可显示.pkg、pkgx、.rcp 文件，如需显示其他文件，可将文件后缀添加到

文件列表框 

 

4.16.7 触发触控 

 

触发触控元件可用于不通过触控而同时使多个元件触发动作的场合。即当触发触控元件指定寄存器

满足设定的触发方式条件时，可触发放置在触发触控元件有效区域内的所有元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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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urn  M100 ON
  2. Turn  M101 ON
  3. Write data”50”in D100

M0:OFFàON

M100:ON
M101:ON
D100:50

M0
 

 
【举例】以下图元件摆放位置为例： 

1

2

4

3

触发触控元件

 
1、3、4 处于触发有效区域 

2 处于触发无效区域 

所以当触发触控元件指定寄存器的状态满足设定触发条件时，1、3、4 区域的元件被触发，而 2 区域的元件不能被触

发。 

触发触控
 

触发方式具体说明 
OFFàON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放置在触发触控元件有效区域内的元件动作 

ONàOFF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放置在触发触控元件有效区域内的元件动作 

OFFßàON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发生改变时，放置在触发触控元件有效区域内的元件动作 

OFFàON（自动复位）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放置在触发触控元件有效区域内的元件动作，

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FF 

ONàOFF（自动复位） 
当指定寄存器的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放置在触发触控元件有效区域内的元件动作，

同时将指定寄存器状态复位为 ON 

4.16.8 VNC 客户端 

 
VNC 客户端元件可用于远程控制 HMI。用户需在被控端的 HMI 中开启 VNC 功能后，才能在主控端

执行 VNC Viewer 控制被控端。 

 

VNC元件属性
 

VNC 元件属性说明 
使用常量 IP 地址 设置被控端 HMI 的 IP 地址 

使用变量 IP 地址 
被控端 HMI 的 IP 地址是变量，默认占用 4 个字。例：被控端 HMI 的 IP:192.168.100.10，那

么【控制地址】=192，【控制地址+1】=168，【控制地址+2】=100，【控制地址+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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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常量密码 控制端访问被控端需输入密码，该密码是常量 

使用变量密码 控制端访问被控端需输入密码，该密码是变量。注：该密码输入需用文本输入元件 

启动 触发该寄存器，可启动控制端与被控制端连接服务 

与 VNC 元件信息有关的系统特殊寄存器 

地址 功能 说明 

LW9171 显示 VNC 元件状态 =1，表示连接错误 

=2，表示密码错误 

=3，表示运行错误 

=4，表示连接正常 

 

 VNC 客户端元件特色如下： 

1. 远端访问安全，可设置密码验证； 

2. 工程界面设置简单； 

3. 元件自动生成上下滚动条，实现远端画面的自由显示； 

4. 访问速度快，只要你的网络好的话； 

5. 可同时多个 VNC 客户端访问同一个 VNC 服务器； 

4.16.9 配方区浏览 

 
配方区浏览主要用来显示选中的配方数据，配方区浏览元件是逐列显示配方，逐行显示数据项。该
元件必须配合配方区列表元件一起使用 

 

配方区选择
 

配方区选择属性说明 

配方区数据库 点击【配方区数据库】按键，可弹出【配方区列表】窗口进行配方登记修改 

当前选择配方区 点击【当前选择配方区】按键，可弹出【配方区设置】窗口进行配方选择 

配方区名称 在【当前选择配方区】窗口选定配方名称后，会在配方区名称列表中显示配方成员的具体信息 

禁止修改 勾选后，在 HMI 运行时，配方区浏览元件只能读取选定的配方数据，不能修改；默认是不勾，

运行时允许修改配方数据 

配方区显示属性
 

配方区显示属性说明 

序号 选择是否显示序号 

序号开始位置 可设置序号最小值是 0 还是 1 

选中时颜色 设定配方行选定的颜色 

背景色 设定配方区浏览元件的背景色以及标题栏的颜色 

分割线/边框设置 设定配方区浏览元件边框以及分割线属性 

标题栏设置 设定配方各个数据项的字体属性 

键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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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设置属性说明 

当在【配方区选择】属性页勾选【禁止修改】，【键盘设置】页无效；未勾选【禁止修改】，【键盘设置】有效。 

数值键盘设置 默认是对应公共窗口键盘，可自行指定 

文本键盘设置 默认是对应指定的窗口 4 的 ASCII 键盘，可自行指定 

配方区扩展属性
 

配方区扩展属性说明 

启用滚动浏

览寄存器 

当存在多行、多页配方数据时，通过该滚动浏览寄存器实现快速定位配方数据项 

启用配方区

数据项查找

功能 

开启后能实现配方数据按条件查找 

< 查询寄存器触发后，指定配方数据项配方数据小于指定值，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元件 

> 查询寄存器触发后，指定配方数据项配方数据大于指定值，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元件 

== 

查询寄存器触发后，指定配方数据项配方数据等于指定值，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元件 

【使用范围取值】指定配方数据项的值在指定范围内时，触发查询寄存器后，将在配

方区浏览元件中显示 

【举例】以下图为例，选中“范围取值”，下限设为 50，上限设为 80，触发查询寄存

器后，配方数据项（3）中所有符合 50<N<80 的配方数据都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元件 

 

< > 

查询寄存器触发后，指定配方数据项配方数据不等于指定值，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元

件 

【使用范围取值】指定配方数据项的值在指定范围外时，触发查询寄存器后，将在配

方区浏览元件中显示 

【举例】以下图为例，选中“范围取值”，下限设为 50，上限设为 80，触发查询寄存

器后，配方数据项（3）中所有符合 N<50, 80<N 的配方数据都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元

件 

 

< = 
查询寄存器触发后，指定配方数据项配方数据小于等于指定值，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

元件 

> = 
查询寄存器触发后，指定配方数据项配方数据大于等于指定值，将显示在配方区浏览

元件 

使用动态配

方数据项 

勾选后，可在屏上动态设置查询数据项 

使用动态条

件变量 

勾选后，可动态设置查询条件。指定寄存器值：0-小于；1-大于；2-等于；3-不等于；

4-小于等于；5-大于等于 

使用变量值 勾选后，可动态设置查询数据的值 

查询触发寄

存器 

指定寄存器为 ON,表示触发查询 

使用查询结 勾选后，指定寄存器可显示查询结果。查询寄存器未触发，该寄存器显示配方总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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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寄存器 查询寄存器触发后，-1 表示正在查询；查询完毕，该寄存器显示符合条件的配方数据 

配方导出控制
 

配方导出控制属性说明 

导出目录 设置配方存储文件名 

存储介质 存储设备可以设置为 SD 卡、USB DISK1、HMI 

数据加密 设置加密后，导出的 csv 打开是乱码。只有通过 TsManager 界面打开查看 

导出数据触发地址 当指定寄存器满足条件，执行配方导出功能。 

  

配方导入设置
 

配方导入设置属性说明 

使用静态文件名 配方导入的路径和文件名是固定的，必须是*.csv 

使用变量文件名 使用变量文件名，可结合文件列表框元件，选择配方文件 

文件上传触发地址 当指定寄存器状态满足时，执行配方文件的导入功能 

4.16.10 PDF 浏览元件 

 
PDF 浏览元件用于显示外部存储设备内的 PDF 文档，包括 HMI、U 盘、SD 卡内的文档。该元件必
须配合文件列表框元件一起使用。 

 

PDF属性
 

PDF 属性说明 
背景颜色填充 设置背景区域的颜色 

文件地址 

设置欲开启 PDF 文档在外部存储设备内的路径。 

注意：必须搭配文件列表框一同使用。文件列表框勾选“启用完整路径名”，且文件列表框

启用完整路径名的地址与 PDF 浏览元件的文件地址相同 

控制地址 
用来切换显示当前 PDF 文件的页数，并显示该文档的总页数。 

【控制地址】：切换当前页；【控制地址+1】：显示全部页数 

缩放控制
 

缩放控制属性说明 

使用缩放控制 
勾选，可调整 PDF 文件在 HMI 内显示大小。【控制地址】：缩放控制，缩放范围 20%~300%； 

【控制地址+1】：自适应宽高，=0 表示原始大小，=1 表示高度适配，=2 表示高度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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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便于用户使用 PDF 元件，已在工程文件窗口-群组库中集成了 pdf modles 群组元件，调用过程中请

注意检查该群组元件中调用的地址是否与整个工程中有冲突，如有冲突，建议修改。 

2. 调用群组元件有两种方式： 

方式一：在组态编辑画面中，鼠标右击选择【群组】-【使用群组】，在群组元件库编辑框内

选择群组库：pdf modles，然后选择合适的 pdf 群组元件，点击放置群组元件； 

方式二：在组态编辑画面中，鼠标双击【工程文件窗口】-【群组库】-【pdf modles】，在弹

出的群组元件库编辑框内选择合适的 pdf 群组元件，点击放置群组元件。 

4.16.11 FTP 客户端 

 可以用于访问其他屏或者电脑的的 FTP 文件，支持离线模拟访问 
 

FTP元件属性
 

FTP 元件属性说明 

按照常量访问固定的

FTP 服务端 

常量服务器地址 FTP 服务端的 IP 地址 

常量密码 FTP 服务端的密码 

常量用户名 
FTP 服务端的用户名。注意：屏与屏通过 FTP 功能访问文件，

FTP 服务器用户名固定为：root 

按照变量访问FTP服

务端，可通过在线修

改要访问的设备 

使用变量服务器地址 在线设置要查看的设备 IP。注意：要用文本元件 

使用变量密码 在线设置要查看设备的密码。注意：要用文本元件 

使用变量用户名 在线设置查看设备的用户名。注意：要用文本元件 

刷新 用于刷新查看 FTP 文件 置 1 时执行刷新操作，置 1 后自动复位 

 

表格显示属性
 

表格显示属性说明 

表格显示 

时间 
勾选表示显示文件被修改的最后时间，并选择显示的时间格式。三种格式可选，

其中 HH 表示时，MM 表示分，SS 表示秒，MS 表示毫秒 

日期 
勾选表示显示通文件被修改的日期，并选择显示的日期格式。三种格式可选，

其中 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日期分隔符 选择日期分隔符，三种格式可选。如 11/06/24 

显示序号 勾选表示显示每个文件的序号 

背景设置 设置 FTP 客户端元件表格背景、标题栏、边框颜色以及边框的宽度 

分隔线设置 
设置表格分隔线的颜色、线型、线宽以及每行的宽度和每列的宽度。行间距、列间距宽度单

位为像素点。勾选“水平线”表示显示水平分隔线；勾选“垂直线”表示显示垂直分隔线 

标题栏设置 设置表格标题栏显示的名称以及字体属性，标题栏内容可使用文本库 

 

显示指定类型文件
 

显示指定类型文件属性说明 
文件后缀列表 手动输入要显示的后缀名，如：pdf，csv，mp4 

添加 输入后缀名后，点击添加，执行添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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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选中已添加的后缀，点击删除，执行删除操作 

输出 FTP 文件路径属性说明 

输出 FTP 文件路

径 
勾选后，可显示当前文件所在的具体路径 

显示指定类型文件属性：如果不添加后缀，则默认显示所有文件，添加后缀名，则只显示已添加后缀名的文件（该功

能用于文件种类过多时，方便查看某些特定类型文件） 

 

文件上传设置
 
文件上传设置属性说明 

启用上传文件 
可将屏以及屏上的外部设备（U 盘、SD 卡）中的文件上传至当前访问的服务端 ftp 文件路

径下 

使用静态文件名 

（指定固定的文件） 

存储介质  选择文件所在的存储区，HMI、USB、SD 

文件名 设置固定的目标文件，例如 trend / test.txt 

使用变量文件名 

（可在屏上动态设置

要上传的文件） 

变量文件名地址 配合文件列表框元件来选择文件，地址设置与该地址相同 

文件上传触发地址 设置触发方式后，触发执行上传操作 

 

文件下载设置
 
文件下载设置属性说明 

启用文件下载 可将服务端 ftp 文件路径下的文件下载到屏或者屏上的外部设备（U 盘、SD 卡）中 

存储介质 选择文件下载路径的存储区（HMI、USB、SD） 

使用静态目录 设置下载文件保存的目录名 

使用变量目录 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下载文件保存的目录名 

下载文件路径名 通过寄存器可以显示文件下载的路径名 

文件下载触发地址 选择触发方式，触发后开始下载 

 

【范例 1】访问开启 FTP 服务的触摸屏 
FTP 服务端设置： 

新建一个工程，打开 HMI 属性，勾选开启 ftp 功能，设置 IP 地址和密码，编译下载到服务端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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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客户端设置： 

打开 JuncAuto DTools 软件，新建工程，元件库窗口---功能元件--FTP 客户端，放置 FTP 客户端元件，双击打开元件

属性： 

①按常量访问：即访问固定的 ftp 服务端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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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变量访问：即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要查看的服务端，可修改变更要访问的 ftp 服务端 

 

访问屏的效果图： 

 
 
【范例 2】访问电脑的 ftp 文件 
1. 服务端设置： 

电脑需开启 ftp 功能，开启 ftp 步骤可参考百度搜索），开启后双击 IIS 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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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添加 ftp 站点如下图中 zhuwanyun，权限设置对所有人开放 

 

 
2.客户端设置： 

打开 JuncAuto DTools 软件，在功能元件中拖出 FTP 客户端 

 
访问电脑 ftp 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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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3】ftp 文件下载 

一、访问屏 

①服务屏，开启 ftp 功能，设置访问密码 

 
②客户端与服务屏设置一致 

 
③文件下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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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访问电脑 

服务端设置用户名、密码和访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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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客户端与服务屏设置一致 

 
③文件下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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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2 二维码显示 

二维码元件是将字符生成二维码的形式显示出来，用户可以通过扫一扫的方式扫描二维码查看对应的字符。 

 

二维码元件是将字符生成二维码的形式显示出来，用户可以通过扫一扫的方式扫描二维码查看对

应的字符 
 

二维码显示
 

二维码显示说明 

基础设置 

颜色是生成二维码的颜色 

使用高低字节互换，勾选后高低位字符互换显示位置 

使用 Unicode，勾选表示显示的文本内容使用 Unicode 编码解析，一般用于显示多国语言

文字内容 

读取地址 

该寄存器的值就是二维码对应的字符。注：该寄存器的值只有在字符串时扫描才能正常

显示。 

纠错级别从 L 到 H，容错级别逐渐升高 

触发地址 

OFFàON 触发采样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触发采样 

ONàOFF 触发采样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触发采样 

OFFßàON 触发采

样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变化时，触发采样 

OFFàON 触发采样，

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FF 变为 ON 时，触发采样，触发后

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置为 OFF 

ONàOFF 触发采样，

自动复位 

当指定位寄存器地址状态由 ON 变为 OFF 时，触发采样，触发后

自动将指定位寄存器状态置为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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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刷新二维码 勾选，定时刷新生成二维码 

扩展属性
 

扩展属性说明 

启用扩展寄存器 

扩展寄存器数目 

选择寄存器数目来组合新的二维码。注：扩展寄存器数目最多为 10

个。 

前缀信息 对寄存器进行前缀描述，可以选择不输入任何信息 

后缀信息 对寄存器进行后缀描述，可以选择不输入任何信息 

寄存器设置 用来设置组合的寄存器地址 

使用手动连接符 
用来对组合的寄存器进行前后缀，勾选之后，前缀和后缀信息不能输

入。注：手动连接符的总字符长度为 256。 

*在前、后缀中和使用手动连接符时，可在需要换行显示的地方加入转义符号\n 来实现。某些二维码识别软件不支持

纯英文字符换行（如 x 信），某些完全不支持换行（如 xx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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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入了解库 

在 JuncAuto DTools 中，用户可以将常用或频繁使用的文本库、地址标签库、图库以及声音库存放在类似“数据库”的

空间里，当需要时可直接调用“数据库”里的这些资料，这种“数据库”空间称之为库。本章将详细介绍库的使用方法。 

5.1 文本库应用 

本节主要介绍文本库的使用方法。 

5.1.1 文本库的建立 

（1）点击【库】菜单—【文本库】或工具栏的 图标或从【元件库窗口】的【工程数据库】中点击【文本库】即可

打开文本库对话框。 

（2）点击【增加】按钮，弹出【添加文本】对话框： 

 
例如建立一个名称为“电机启动”的文本条目，状态数为 2，每个文本条目最多可支持 256 种状态。点击【确定】可

建立名称为“电机启动”的文本项目；点击【取消】则放弃添加本次文本项目操作。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电机启动
运行0

停止1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电机启动
0

1
运行

停止 插入文本状态

删除文本状态

修改文本状态

1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电机启动
0

1

运行

2 停止

新增的文本状态

2

 

文本名称一旦确立则不能再在文本库编辑里面修改 

 

建立好名称和状态数后点击【确定】按钮进入下一步。 

（3）此时刚才添加的文本条目“电机启动”已经加入到了文本库里，单击“电机启动”前的 图标可查看到该文本
包含的 2 个状态 0 和 1，在每个状态和语种对应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可输入文本内容：本例中设置语种 1 状态 0 的文本

内容为“启动”，状态 1 的文本内容为“停止”；语种 2 状态 0 的文本内容为“RUN”，状态 1 的文本内容为“STOP”。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电机启动
运行0

停止1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电机启动
0

1
运行

停止 插入文本状态

删除文本状态

修改文本状态

1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电机启动
0

1

运行

2 停止

新增的文本状态

2

 
另外，还可通过鼠标右键菜单对文本状态进行添加/删除/修改，下图以添加文本状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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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电机启动
运行0

停止1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电机启动
0

1
运行

停止 插入文本状态

删除文本状态

修改文本状态

1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电机启动
0

1

运行

2 停止

新增的文本状态

2

 

（4）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关闭文本库对话框。这时可在元件属性【标签】页中勾选“使用文本库”后选择建好

的文本名称： 

 

5.1.2 文本库的搜索 

点击搜索，将符合条件的文本库条目显示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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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文本库的导入导出 

建立好的文本库可以.csv、.xls 的文件格式导出到指定位置，还可以从指定位置把编辑好的文本库文件导入到文本库

中。 

 
名称 语种1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语种设置 导入 导出 确定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电机启动
运行

停止

START

STOP

0

1

选择保存路径

1

2
3

 

只能整体导入/导出文本库，不能对文本库中单个文本条目进行导入/导出 

 

（1）文本库导出 

名称 语种1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语种设置 导入 导出 确定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电机启动
运行

停止

START

STOP

0

1

选择保存路径

1

2
3

 
导出的.csv、.xls 文件可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打开进行编辑。 

（2）文本库导入 

名称 语种1

增加 删除 全部删除 语种设置 导入 导出 确定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电机启动
运行

停止

START

STOP

0

1

2

3

1
 

5.1.4 文本库的语种设置 

从【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点击【语种设置】或从文本库中点击【语种设置】均可打开【语种设置】

属性框来设置每个语种所对应文本字体的全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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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语种设置】中设置每个语种的字体属性是对全局来说的，而在元件属性【标签】属性页中

设置文本库的字体属性只对当前元件的标签内容有效 

2. 更改【语种设置】中的字体属性，不会影响元件中已经使用了文本库作为标签的字体属性，如

需使用【语种设置】中的字体属性，需将元件【标签】属性页中“使用文本库”前的勾选取消掉，

然后再勾选，以便刷新为【语种设置】中的字体属性 
 

5.1.5 文本库的使用 

 文本库实现快速编辑 

需要在文本库中编辑大量文本内容时，可通过【导出】功能将文本库导出到 PC 机指定位置，然后利用 Excel 来完成

编辑工作，这样不仅便于编辑操作，而且还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首先建立好一个文本库框架，并添加所需的文本条目和状态数： 

名称 语种1 语种2 语种3 语种4 语种5 语种6

0

1

电机启动

 
编辑完成后将文本库导出到指定位置，然后用 Excel 打开对其进行编辑，在这里可以编辑文本条目的名称、状态数、

文本内容，并且还可以增加新的文本条目： 

A B C D E

1

2

3

4

5

6

7

Name：

Text Lib 

Status：

Language Language1

2

电机启动

Language2 Language3 Language4

0

1

启动

停止

RUN

STOP

運転

停止

V100

修改文本名称
修改文本状态

修改文本内容

 
 

注意保存类型为：Unicode 文本

1

2

3

4  

Name、Status、Language1~32 等表头为固定模板，如果更改可能会导致文本库再次导入到组态工程

时解析失败 

 
编辑完毕后保存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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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存类型为：Unicode 文本

1

2

3

4
 

最后将编辑好的文本库文件（TextLib.csv）导入到工程中。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刷新 导入 退出

进入位图库或向量图库
返回上级目录

a b c d

e

f

.. 位图 向量图

 

导入文本库文件时，如果目标工程文本库里存在有相同的文本名称，导入时会提示是否覆盖该同名文

本，一旦覆盖将不可还原 

 
 文本库实现多语言切换 

文本库多语言的切换显示需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 LW9130 来实现。即： 

当 LW9130=0 时，显示文本库语种 1 对应的内容；当 LW9130=1 时，显示文本库语种 2 对应的内容；当 LW9130=2

时，显示文本库语种 3 对应的内容；… …以此类推，当 LW9130=31 时，显示文本库语种 32 对应的内容；当 LW9130>31

时，显示文本库语种 1 对应的内容。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刷新 导入 退出

进入位图库或向量图库
返回上级目录

a b c d

e

f

.. 位图 向量图

 

【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的“使用语种数”可限制文本库多语言的显示数。首次使用文
本库，默认的“使用语种数”为 8 种，即使 LW9130>8，系统也只能显示语种 1~语种 8 的内容。如果
需要显示的语种数目超过 8 种，则需在【语种设置】中增加【最大语种数】，【使用语种数】不能超
过【最大语种数。【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默认语种”表示组态工程默认显示文本库
里的语种编号。例如：文本库的语种 2 为英语，如果设置“默认语种”为 2，则 HMI 上电后，系统界
面上使用了文本库的文本显示为英语，直至改变 LW9130 的值来切换语种 

 

☞关于语言切换更多使用方法请参阅【进阶篇 2.6 语言切换】 

5.2 地址标签库应用 

本节主要介绍地址标签库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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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地址标签库的建立 

（1）点击【选项】菜单—【地址标签库】或点击工具栏的 图标或从【元件库窗口】的【工程数据库】中点击【地
址标签库】均可打开地址标签属性框。 

（2）点击【增加】按钮，弹出【建立地址标签】属性框： 

 
例如建立一个【标签名称】为“电机启动”，地址为 M0 的地址标签，点击【建立】即可完成一条地址标签的登录，

点击【取消】则放弃本次操作。 

5.2.2 地址标签库的使用 

在地址标签库里登录好地址后，在元件属性中勾选“使用地址标签”并选择该地址标签对应的名称即可。如图所示： 

 
 

 
位元件只能使用登录的数据类型为位的地址标签，字元件只能使用登录的数据类型为字的地址标签。 

地址标签库支持地址标签导入/导出功能，导入/导出方法同文本库 

 

5.3 图库应用 

JuncAuto DTools 提供了强大的向量图库和位图库供用户使用。用户还可以自行绘制开关、指示灯等向量图形，同时

也可以从软件外部导入位图图片。本节将介绍与图库有关的使用方法。 

5.3.1 图形的导入/导出 

（1）导入图形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打开【导入图库】属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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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1：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 
方式 2：从【绘图】菜单中点击“导入图库” 

方式 3：从元件属性的【图形】属性页中点击“导入图像”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刷新 导入 退出

进入位图库或向量图库
返回上级目录

a b c d

e

f

.. 位图 向量图

 

a. 切换显示选中图形相应状态的图片 

b. 当图形缩略图显示区域中的图形未完全显示时，可通过此按钮刷新显示完全。 

c. 在上半部分图形缩略图显示区域选中需要导入的图片，然后点击“导入”按钮即可将选中的 vg 图或 bg 图导入到

当前工程中。 

d. 关闭导入图库对话框。 

e. 设置图形缩略图显示区域显示的图形类型 

f. 打开路径选择对话框 

图库来源有 2 种选择方式： 

 系统图库：即软件自带的图形库，位于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图库】文件夹。 

导入图库显示区域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显示指定图库里所有图形的缩略图，下半部分显示被选中图形包含的所有状

态的预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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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刷新 导入 退出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0 刷新 导入 退出

1

3

4

.. 位图 向量图

..

喇叭 按钮 搅拌器 泵

罐 自然 表盘 路障

2

 
从系统图库中导入图形，例如从【系统图库】—【向量图】—【按钮】中导入名称为“Button1-00.vg”的图形，操作

步骤如图所示：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刷新 导入 退出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0 刷新 导入 退出

1

3

4

.. 位图 向量图

..

喇叭 按钮 搅拌器 泵

罐 自然 表盘 路障

2

 
 

 
导入的向量图（vg）或位图（bg）名称如果和当前工程图库中的图像名称重名，则会弹出如下属性框

要求输入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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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用户可选择从指定路径的图库中导入 vg 或 bg 图形，即可以导入其它工程文件目录下/vg

文件夹里的图形。从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下的指定图库中导入图形，例如从 C:\Program Files\HMIWare\ project \

车间控制系统\ vg 中导入图形，操作步骤如图所示：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刷新 导入 退出

图库选择

系统图库

用户自定义图库路径
类型 所有图形(*.vg,*.bg)

......

图库状态

状态 刷新 导入 退出

1

..

C:\Program Files\EV5000_V1.6

3

2

 

 

 从图库导入图形时不支持同时导入多个向量图或位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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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形的导出 

不管是从图库导入的向量图或位图还是新建的向量图或位图都存放在当前工程的工程文件夹/vg 文件夹中，用户可通

过以下两种方式将当前工程的图形保存到系统图库即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图库】—【向量图】/【位图】—

【UserSelPath】文件夹中，方便在制作其它工程时直接从系统图库中导入使用。 

方法 1：通过【工程文件窗口】—【图库】 

预览区

编辑区

 
方法 2：通过元件属性—【图形】属性页 

预览区

编辑区

 

5.3.2 图形的建立 

如果系统图库提供的向量图或位图中没有所需的图片，用户可以新建向量图或位图。 

（1）新建向量图 

 通过“新建图形”建立向量图 

【范例】绘制一个名称为“Lamp”，具有两种状态的指示灯，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从【绘图】菜单中选择“新
建图形”：弹出【新建图形】属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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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图形属性说明 

名称 为新建图形命名 

状态数 设置新建图形的状态数，最多可设 256 种状态 

类型 选择新建图形的类型为位图还是向量图 

宽度/高度 设置新建图形的宽度和高度，单位为像素点 

文件名称 新建图形的存储路径 

描述 对此新建图形的注释信息 

 
预览区

编辑区  
图形一旦建立，宽度和高度将不能再更改 

 
类型选择“向量图”，并输入名称“Lamp”，设置状态数为 2，在这里可以改变图形的宽度和高度。本例使用默认宽

度 100 和高度 100。设置完成后点击【建立】按钮进入到图形编辑窗口： 

预览区

编辑区

 
在图形编辑窗口开始绘制指示灯状态 0 和状态 1 的图形，绘制步骤如下表所示： 

图示 绘制指示灯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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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state0 

在绘图工具栏中选中“椭圆” 

将鼠标移至编辑区，出现“+”后，
左击 

然后绘制椭圆 

☞关于椭圆绘制方法更多详情请参

阅【进阶篇 2.2 绘图】 
 

图示 设置图形属性 

 

双击椭圆，打开图形属性框 
设置椭圆属性为： 

线条颜色 RGB(230,230,250) 

填充颜色 RGB(230,230,250) 

 

 

图示 绘制指示灯灯帽和反光效果 

 

绘制一个尺寸略小于底座的椭圆 

然后设置该椭圆属性为： 

线条颜色 RGB(0,255,0) 

填充颜色 RGB(0,255,0) 

在灯帽上用直线工具绘制指示灯
上的反光效果 

☞关于直线绘制方法更多详情请参

阅【进阶篇 2.2 绘图】 

图示 绘制指示灯状态 1 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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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选状态 0 的图形并复制 
选中 state1，并将复制的图形粘贴
到编辑区域 

设置灯帽的图形属性为： 
线条颜色 RGB(255,0,0) 

填充颜色 RGB(255,0,0) 
 

 
指示灯绘制完成后，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点击【文件】菜单里的【保存工程】对制作好的向量图进行保存，最

后点击图形编辑窗口右上角的 图标可退出当前图形编辑窗口。 
制作好的向量图，系统会自动转换成 vg 格式，并保存到工程文件夹里名称为【vg】的文件夹中。 
 

 
在向量图编辑窗口中只能用绘图工具栏上的工具来绘制图形，不能向其添加文字和添加外部图片 

 
 通过“保存为 VG 图”功能建立向量图 

向量图的建立除了通过“新建图形”在图形编辑窗口用绘图工具绘制外，还可以直接在组态编辑窗口利用绘图工具绘

制图形并保存为 VG 图。 

【范例】绘制一个名称为“Button”，具有两种状态的按钮，绘制步骤如表所示： 

图示 绘制按钮状态 0 图形 

 

在组态编辑窗口绘制一个多边形1 

双击多边形 1，设置其属性为： 

线条颜色 RGB(0,0,0) 

填充颜色 RGB(165,165,165) 

将多边形 1 复制（Ctrl+C）后粘贴
（Ctrl+V） 

将粘贴后的多边形 2 进行水平旋
转再垂直旋转 

双击多边形 2，设置其属性为： 
线条颜色 RGB(0,0,0) 

填充颜色 RGB(255,255,255) 

绘制一个矩形，双击矩形，设置矩
形属性为： 

线条颜色 RGB(0,0,0) 

填充颜色 RGB(0,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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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按钮状态 0 图形完成。 

☞关于直线绘制方法更多详情请参

阅【进阶篇 2.2 绘图】 

图示 保存按钮状态 0 的图形 

 

全选已绘制好的状态 0 图形，然后
点击鼠标右键 

从右键选择“保存为 VG 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为绘制好的图
形命名并确定保存 

 

图示 绘制按钮状态 1 的图形 

1

2

 

全选已绘制好的状态 0 图形，然后
复制（Ctrl+C）并粘贴（Ctrl+V） 

粘贴后，分别将两个多边形的颜色
互换，并设置矩形的属性为： 

线条颜色 RGB(0,0,0) 

填充颜色 RGB(255,0,0) 

此时，按钮状态 1 图形完成。 

图示 保存按钮状态 1 的图形 

1

2
 

全选已绘制好的状态 1 图形，然后
点击鼠标右键 
从右键选择“保存为 VG 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保存到现
有 VG 图” 

然后在图形状态中选择“新建状
态”并确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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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0 state1

2

4

3

1

从指定路径导入bmp、jpg等格式的图片

 
 

 
【保存 VG 图】中【新建状态】表示在已有的状态基础上新建一种状态；【更新现有状态】表示替换
指定的状态 

 
保存成功后可在【工程文件窗口】—【图库】中浏览到 Button.vg： 

 
（2）新建位图 

【范例】绘制一个名称为“Button”，具有两种状态的按钮，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从【绘图】菜单中选择“新
建图形”，弹出【新建图形】对话框： 

 
选择类型为“位图”，并输入名称“Button”，设置状态数为 2。设置完成后点击【建立】按钮进入到图形编辑窗口。 

首先制作状态 0 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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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0 state1

2

4

3

1

从指定路径导入bmp、jpg等格式的图片

 
制作状态 1 的按钮： 

state0 state1

2

1

3

从指定路径导入bmp、jpg等格式的图片

4
 

按钮制作完成，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点击【文件】菜单里的【保存工程】对制作好的位图进行保存，最后点击

图形编辑窗口右上角的 图标可退出当前图形编辑窗口。 
制作好的位图，系统会自动转换成 bg 格式，并保存到工程文件里名称为【vg】的文件夹中，导入的格式为 BMP、JPG、

GIF 等原始图片同时会保存到工程文件里名称为【image】的文件夹中。 

 

根目录

 

1.请不要删除工程文件里名称为【vg】的文件夹中的文件，否则将会导致工程中使用到的向量图/位图

不能正常显示 

2. 在位图编辑窗口中只能导入外部图片，不能使用绘图工具进行绘图和添加文字等操作 

3. 使用 GIF（具有动画效果）图片的元件不受元件状态控制，例如：【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使用了

GIF 图片，无论此元件的状态是开还是关，这个元件都一直显示 GIF 动画效果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还支持位图数据直接从外部存储器中调用图片，以节省 HMI 本身的内存空间。 

 

 
1. 图片从外部存储器读取功能仅适用于支持带 USB HOST 或 SD 卡槽的 HMI 

2. 外部存储器图片只支持 BMP/JPG/GIF，不支持 PNG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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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制作一个背景图片，将文件名为 background.bmp 的图片存放在 U 盘或 SD 卡的根目录下（本例存放在 USB1

里），组态工程直接去读取 U 盘里的 background.bmp 图片。 

将 background.bmp 拷贝到 U 盘的根目录下。 

根目录

 
新建位图：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从【绘图】菜单中选择“新建图形”，弹出【新建图形】对话框：输入名称
为：background，状态数为：1，类型为：位图 

 
设置图片从外部存储器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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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0

1

2

5A
4

文件名要与读取的图片名称
（例如background.bmp）一致

选择图片来源路径

3

 

 

 

1. 【文件名设置】一定要和保存在外部存储器所要读取的位图名称一致 

2. 从外部存储器读取的图片只支持 BMP、JPG、GIF 等格式，不支持 PNG 格式 

3. 图片必须存放在外部存储器的根目录下 
 
背景图片制作完成，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对制作好的位图进行保存，单击图形编辑窗口右上角的 图标可退出当
前图形编辑窗口。 

5.3.3 图形的编辑 

 如何打开图形编辑窗口 

打开图形编辑窗口的方法如图所示： 

 
 图形的删除 

删除工程图库中的 vg 或 bg 图形方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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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单击【是】则确定删除选中的 vg 或 bg 图形；单击【否】则取消删除 vg 或 bg 图形的操作。 
 图形状态的添加/删除 

在图形编辑窗口中可对当前图形状态进行添加或删除。 

 添加状态 

（1）通过鼠标右键 “添加状态”选项。 

state0 state1

state0 state1

1

state0 state1 state2

2

状态添加完成

3

 
（2）通过工具栏 图标添加状态：选中某个状态，点击工具栏 图标。 

 删除状态 

（1）通过鼠标右键 “删除状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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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0 state1 state2

state0 state1 state2

1

state0 state1

状态删除完成

2

3

 
（2）通过工具栏 图标删除状态：选中欲删除的状态，点击工具栏 图标。 

 

 
和 在组态编辑状态下用作添加和删除窗口，但在图形编辑窗口时用作添加和删除图形状态 

 
 图形放大与缩小 

在图片编辑窗口编辑图形时，如果编辑工作区尺寸太小往往会给编辑工作带来不便，此时可以通过放大功能来解决此

问题。 

在图片编辑窗口，单击绘图工具栏的 图标，可将编辑工作区放大，最多可放大至 300%；同理，单击绘图工具栏的

图标，可将编辑工作区缩小，最多可缩小至 25%。如图所示为放大至 200%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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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0 state1

state0 state1

state0 state1

100%

150%

200%
 

 图形灰度处理 

在图片编辑窗口中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可对当前图形进行灰度转换处理。 

state0 state1 state0 state1

 
 位图透明处理 

☞关于透明色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2.6 关于透明色】 

5.3.4 图片的使用 

（1）向量图和位图的使用 

以前面制作的指示灯、按钮以及背景图为例。 

在组态编辑窗口中添加【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并使用按钮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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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添加【位状态指示灯】元件使用指示灯向量图： 

1

2

3

 
添加【位图】元件使用背景位图： 

1

2

3
 

 

 
使用扩展存储图片的位图不支持【使用图片原尺寸】功能，用户需自己按原图尺寸来调整大小 

 
模拟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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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图使用优化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位图支持导入 BMP、JPG、JPE、JPEG、GIF、PNG 等格式的图片，很大程度上可以

满足用户的工程需求，但是用户导入图片的尺寸大小和色深不仅会影响工程的大小，而且也会影响 HMI 界面的运行

的速度。 

所以在使用导入的图片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导入的图片尺寸最大限制为当前 HMI 的屏幕分辨率。如当前 HMI 的屏幕分辨率为 640×480，则导入的图片尺

寸不应超过 640×480。尽可能把导入的图片大小通过第三方图片编辑工具处理成与元件大小一致的尺寸，例如

在组态工程时需要用一个宽度和高度为 100×100 的元件，并使用位图，那么新建位图时，应先用第三方图片编

辑工具将要导入的图片分辨率处理成 100×100，然后再导入。如果对图片的显示效果要求不高的话，导入的图

片尺寸处理得尽可能小些，然后再拉伸到需要的尺寸大小。 

 由于图片在下位机是以无损压缩的 BMP 格式保存的，如果导入的图片是有损压缩的 JPG 等格式的话，编译后

图片的大小反而会增加，这样图片的像素不仅被损失掉，而且也没能达到减小工程大小的效果。所以用户在选

择使用的位图时需合理优化图片的尺寸大小并按实际情况来选择压缩格式。 

 相对来说，向量图所占的内存容量比位图小很多，所以用户在使用图片时尽可能地选择使用向量图，这样也能

大大提高组态在 HMI 中的运行速度。 

5.4 声音库应用 

JuncAuto DTools 软件的声音库可以导入 WAV 和 MP3 等格式的音频文件，可以用于元件的触控声音或者事件/报警的

声音。 

 
ID 名称 长度（字节）

0 .\sound\sound1.snd 258844

导入声音...

使用扩展存储声音

删除声音

当前选择的声音：

声音处理

播放声音

停止播放

确定

取消

.\sound\sound1.snd

1

2

3  

1. 音频输出口不带运放功能，需连接外置式有源扬声器设备 

2. 导入的单个音频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256KB。使用【扩展存储声音】时不受音频文件大小限制 

3. 仅支持导入 WAV 和 MP3 格式的音频文件 

4. 声音功能仅适用于带音频输出接口的 HMI 

 

5.4.1 音频文件的导入 

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从【元件库窗口】的【工程数据库】中点击【声音库】均可打开“声音库”属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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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名称 长度（字节）

0 .\sound\sound1.snd 258844

导入声音...

使用扩展存储声音

删除声音

当前选择的声音：

声音处理

播放声音

停止播放

确定

取消

.\sound\sound1.snd

1

2

3
 

 

 
导入的声音文件，系统会自动转换为 snd 格式的文件，原始音频文件将保存到当前工程文件里名称为

【sound】的文件夹中 

 
和位图一样，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也支持音频文件直接从外部存储器中读取，以节省 HMI 的内存空间。 

【范例】设置声音直接读取 U 盘中名称为“sound4.mp3”的音频文件。首先将所需的音频文件如 sound4.mp3 保存到

外部存储器的根目录下： 

根目录

 
在声音库中选择“使用扩展存储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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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要与读取的音
频文件名称（例如
sound4.mp3）一致

选择音频来源路径

1

2

3A
 

 

3

4

1

2

 

1. 【文件名设置】一定要和保存在外部存储器所要读取的音频文件名称一致 

2. 从外部存储器读取的音频文件只支持 mp3 格式，不支持 wav 格式 

3. 音频文件必须存放在外部存储器的根目录下 

4. 音频文件大小不受限制，由外部存储器的容量决定 
 

5.4.2 音频文件的应用 

（1）音频的使用 

只有带音频输出接口的 HMI，在元件属性中可设置【声音】属性页。当触控此元件时，开始播放声音，直至音频文

件播放完毕，中途不能停止播放。 

3

4

1

2

 
报警信息登录和事件信息登录中也可以使用声音作为报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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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音频音量调节 

系统提供特殊寄存器 LW9464 用于调节音频的音量，值为 0 时表示静音，值为 1~100 时音量逐级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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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用来设置 HMI 所连接设备的属性，这些设备包括 PLC、变频器、仪表、组网的 HMI。可在拓扑结构窗口【选

项】菜单中选择【系统参数设置】或者是直接在拓扑结构中双击 HMI 或者 plc，设置相关属性。 

6.1 HMI 属性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HMI 图标或在 HMI 图标上右击，选择右键中的“属性”，均可打开【HMI 属性】以配置 HMI

相关的系统参数以及部分元件的辅助参数设置。 

6.1.1 触摸屏 

 

触摸屏属性页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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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 IP 地址 设置带 LAN 接口的 HMI 端 IP 地址 

子网掩码 设置带 LAN 接口的 HMI 端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设置 HMI 所接入局域网的网关 

启用网口 DNS 设置 DNS 服务器地址 

启用 DHCP 启用自动获取 IP 地址功能，默认 DHCP 不勾选 

开启 FTP 功能 
允许 HMI 使用 FTP 功能，并设置密码 

☞关于 FTP 功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3.2.4 FTP 功能】 

网络设备配置 
HMI 与 PLC/控制器以太网通讯时，在此配置以太网通讯协议以及

相关通讯参数 

显示设置 显示当前 HMI 屏幕的显示方式 

现场总线配置 HMI 与 PLC/控制器总线通讯时，在此配置总线通讯协议以及相关通讯参数 

保存屏幕截图到扩展内存 选择保存屏幕截图的外部存储设备 

描述 输入对当前 HMI 的信息描述；此描述将在下载、仿真时显示以方便用户区分多个 HMI 

6.1.2 任务栏 

 
任务栏在 HMI 屏幕上的显示效果如图所示： 

PWR CPU COM

菜单 任务栏 T P A

d
e
f

c

g

a b
 

a. 快选窗口按钮  b. 任务栏按钮  c. 任务栏  d. 触控指示灯  e. CPU 指示灯  f. 报警指示灯  g. 快选窗口 

任务栏属性页具体说明 
显示任务栏 设置是否在 HMI 屏幕上显示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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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任务栏 T P A

显示 不显示

 
使用触控指示 在任务栏上显示触控指示灯 

未定义区域颜色 设置触控屏幕未定义区域（即无元件区域）时，触控指

示灯显示的颜色 

菜单 任务栏 P AT

T

 
触控非工作区颜色 设置触控屏幕非工作区域（即无执行操作命令的元件区

域）时，触控指示灯显示的颜色 

菜单 任务栏 P AT

T

 

触控工作区颜色 设置触控屏幕工作区域（即可执行操作命令的元件区域）

时，触控指示灯显示的颜色 

菜单 任务栏 P AT

T

 

触控指示灯边框颜色 设置触控指示灯边框的颜色 

包含 CPU 指示灯 在任务栏上显示 CPU 指示灯 

CPU 指示灯颜色 

设置 CPU 指示灯显示的颜色 

菜单 任务栏 T AP

 
包含报警指示灯 在任务栏上显示报警指示灯 

报警指示灯颜色 

设置报警指示灯显示的颜色 

菜单 任务栏 T P A

 
使用快选窗口 设置当点击快选窗口按钮时，是否弹出快选窗口 

仅显示快选窗口按钮 设置任务栏上只显示快选窗口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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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按钮区域尺寸 设置快选窗口按钮和任务栏按钮可操作区域的尺寸，单位为像素点 

字号/颜色 设置快选窗口按钮和任务栏按钮文本的字号和颜色 

按钮位置 设置快选窗口按钮和任务栏按钮在任务栏上的位置 

左对齐 右对齐

菜单 任务栏 T P A 菜单任务栏T P A

 
文本对齐方式 设置快选窗口按钮和任务栏按钮文本对齐方式 

隐藏快选窗口按钮/任务

栏按钮 
在对应的输入框中不输入任何文本内容可隐藏相应的按钮 

6.1.3 触摸屏扩展属性 

 
背光/屏保设置 

背光节能 当未触控 HMI 屏幕的持续时间等于此设置值时，HMI 自动关闭屏幕背光灯进入节能状态；当

HMI 屏幕再次有触控操作时，可结束节能状态点亮屏幕背光灯。设定时间的单位为分钟，初始

默认值为 10 分钟 

报警/事件发生时自动 HMI 进入节能状态后，如有用户报警或事件触发，则自动将 HMI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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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背光灯  幕背光点亮 

屏幕保护 当未触控 HMI 屏幕的持续时间等于此设置值时，屏幕画面可切换至设定的【屏保使用窗口】；

HMI 进入屏保状态后，当 HMI 屏幕再次有触控操作时可结束屏保状态。设定时间的单位为分

钟，初始默认值为 10 分钟 

屏保使用窗口 指定 HMI 进入屏保状态后要切换的目的窗口 

屏保结束时返回原窗口 设置 HMI 结束屏保状态后是否将画面切换至进入屏保状态前的窗口

画面；如未勾选，则当 HMI 结束屏保状态时会继续停留在屏保窗口 

上传/反编译/下载功能设置 
允许上传 设置是否允许将 HMI 中的组态工程上传至 PC 机或外部存储器指定位置，初始默认密码为：

888888。注意：上传密码不能为空或 0 

☞关于上传功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4 上传处理】 
允许反编译 设置是否允许将从 HMI 中上传上来的组态工程文件即 pkg、pkgx 文件反编译成 JuncAuto DTools

可编辑的 wpj 文件，初始默认密码为：888888。注意：上传密码不能为空或 0 

☞关于反编译功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7 反编译处理】 
使用下载密码 设置是否允许下载工程至目标 HMI 中，初始默认下载不需要密码 

☞关于下载加密功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1.4 工程下载密码保护】 

视频功能相关设置 
视频模式 设置视频信号输入的制式，PAL 和 NTSC 可选。此功能仅适用于带 BNC 接口的 HMI，且需配

合视频元件使用 

文本库相关设置 
使用语种数 设置文本库中可编辑的语种数，最多可设置 32 种语种。此功能需配合文本库使用 

默认语种 HMI 上电后，组态界面上文本库的文本显示为此处设置的语种。此功能需配合文本库使用 

语种设置 打开【语种设置】属性对话框。此功能需配合文本库使用 

系统功能相关设置 
使用初始化宏 可在 HMI 上电后进入系统的同时触发执行一次指定的宏代码 

使用蜂鸣器 设置 HMI 启用触控蜂鸣 

屏幕翻转显示 设置 HMI 画面作 180 度翻转显示 

元件辅助参数相关设置 
系统滚动条宽度 设置系统提供的滚动条宽度。20~120 范围可设，单位为像素点 

汉字输入框高度 设置汉字输入框的高度， 24~99 范围可设，单位为像素点。此功能需配合文本元件进行中文

输入时使用 

事件最小保持时间 当事件触发状态持续为设定时间，屏上才会显示报警。单位为 100ms 

元件无效标记颜色 设置元件无效标记的颜色。此功能需配合元件操作条件使用 

光标颜色 设置数值/文本输入元件在输入状态时，光标的颜色 

字体灰阶效果颜色 当元件触控无效的时候，字体标签颜色显示为设定颜色 

数据采样使用外部

时钟 

设置数据采样库和数据报表显示元件中的数据采集时间来源 

☞关于数据采样使用外部时钟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7.3 系统时间与 PLC CPU 时间同

步】 

事件使用外部时钟 设置事件显示和事件信息滚动条元件中事件信息的触发时间和恢复正常时间的来源，此功能

需配合事件相关元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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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使用外部时钟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7.3 系统时间与 PLC CPU 时间同步】 
数据采样通道描述

用户自定义 
设置数据采样库生成的.db 文件通道名与数据采样库中描述一致 

操作日志存储设定 存储设备 HMI、SD 卡、USB DISK1*、USB DISK2*、HMI 可选 

注意：保存到 HMI 中的文件最大为 80M 

保存毫秒值 将操作日志记录的时间精确到毫秒值并记录到 CSV 文件中 

子目录名 设置 CSV 文件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的子目录名，用户可自行修改 

操作日志默认子目录名为 Record 

存储方式 分天存储 将日志记录按天存储并记录在以“yyyy mmdd”形式命名的 CSV 文

件中。 

单一文件 将日志记录按条数存储并只记录在以“子目录名”命名的 CSV 文

件中 

批量存储 提供一种缓冲的存储机制，当写入 SD 卡或 U 盘的数据量达到设定的缓冲区大

小后，才执行一次写入操作；“Default”则表示不缓冲，一有数据就执行写入

操作 

最大存储限

制 

设置存储量的上限。分天存储的单位为天；单一文件存储的单位为条。 

若选择【分天存储】，文件则以“yyyymmdd”的形式命名，最大存储限制表示

该路径下的 CSV 文件上限数，若溢出则将较早的文件删除；若选择【单一文件】

的存储方式，文件则以“子目录名”的形式命名，最大存储限制表示该文件存

储的条目上限数，溢出后将不再继续存储。（yyyymmdd 指执行日期） 

窗口相关设置 
公共窗口属性 设置公共窗口是显示在基本窗口之上还是之下 

弹出窗口属性 设置弹出窗口是正常显示还是始终显示在最上层 

初始窗口名称 设置 HMI 上电后，系统进入的首窗口画面，系统默认为[0:Frame 0] 

公共窗口名称 设置指定的窗口为公共窗口，系统默认为[1:Common Window] 

快选窗口名称 
设置指定的窗口为快选窗口，系统默认为[2:Fast Selection]。快选窗口需配合任务栏的快选窗

口按钮使用 

文件浏览窗口 设置指定的窗口为文件浏览窗口，系统默认为[5:File List Window]。文件浏览窗口需配合功能

键【导入/导出】功能使用 

操作确认窗口 
设置指定的窗口为操作确认窗口，系统默认为[7:Confirm Action Window]。操作确认窗口需配合

元件操作条件使用 

权限等级窗口 
设置指定的窗口为用户权限/等级密码输入窗口，系统默认为[9:Login Window]。权限等级窗口

需配合用户权限或用户等级功能使用 

※带两个 USB HOST 设备的 HMI，USB DISK 的编号规则与 USB DISK 插入插槽的先后顺序有关，即先插上 USB 插
槽的 DISK 为 USB DISK1, 后插的为 USB DISK2, 与插槽的位置无关。 

6.1.4 触摸屏系统信息文本 

用户在【触摸屏系统信息文本】属性页中可自行定制系统错误信息提示显示的内容。即当系统发生列表中的错误时，

如果定制了该错误的提示信息，系统则显示用户定制的信息，否则显示系统默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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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No Response

PLC没有响应

定制系统信息

默认系统信息

 

 

在红色框选区域的列表中选择要定制内容的系统错误提示，然后勾选【使用用户自定义系统信息】，并在文本输入框

中输入定制的内容。 
 

 允许同时定制多条系统错误提示信息 

 

6.1.5 用户等级设置 

在【用户等级设置】属性页中，用户可设置系统允许使用的用户等级级数以及各等级对应的密码。系统最多可设置

16 级用户等级。☞关于用户等级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 安全/密码】 

6.1.6 用户权限设置 

在【用户权限设置】属性页中，可配置系统拥有的用户数及各用户对应的用户名称、密码、注销时间、权限等。系统

最多可配置 32 个用户，每个用户最多可分配 32 种权限。☞关于用户权限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 安全/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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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历史事件存储 

在【历史事件存储】属性页中，用户可设置历史事件保存的位置。此设置需配合用户事件相关元件使用。 

☞关于事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7 报警元件】 

 
历史事件存储属性页说明 

保存到配

方数据区 

将历史事件信息保存到 HMI 的配方寄存器即 RW 寄存器中 

保存条数 设置保存到 RW 寄存器中的事件信息条数。如果保存条数溢出则系统会自动删除最先

保存的那条事件信息以使最新的事件信息存入。注意：保存条数为 0 时则表示不保存 

起始地址 设置事件信息存储在 RW 寄存器的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 系统会根据起始地址和保存条数的设置自动计算出结束地址 

保存到外

部设备 

将历史事件信息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中 

存储设备 SD 卡、USB DISK1*、USB DISK2*、HMI 可选 

注意：保存到 HMI 中的文件最大为 80M 

断电保持 HMI 断电重启后，可在事件显示元件上恢复显示断电之前保存的最新的 1024 条历史

事件信息 

输出至CSV文

件 

将历史事件信息以 CSV 格式文件保存在外部设备中。该 CSV 文件的存储路径是/event/

子目录名/文件名 
屏蔽触发状态 保存到外部设备的 csv 文件中没有触发状态信息 

屏蔽确认状态 保存到外部设备的 csv 文件中没有确认状态信息 

屏蔽恢复状态 保存到外部设备的 csv 文件中没有恢复状态信息 

显示类别范围 保存到外部设备的 csv 文件中只有设定类别的报警信息 

保存毫秒值 将数据的采样时间精确到毫秒值并记录到 CSV 文件中 

子目录名 设置 CSV 文件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的子目录名，用户可自行修改 

历史事件保存默认子目录名为 Event 

存储方式 分天存储 将历史事件信息按天存储并记录在以“yyyy mmdd”形式命名的 CSV

文件中 

单一文件 将历史事件信息按条数存储并只记录在以“子目录名”命名的 CSV

文件中 

批量存储 提供一种缓冲存储机制，当写入 SD 卡或 U 盘的数据量达到设定的缓冲区大小后，才

执行一次写入操作；“Default”则表示不缓冲，一有数据就执行写入操作 

最大存储限制 设置存储量的上限。分天存储的单位为天；单一文件存储的单位为条。 

若选择【分天存储】，文件则以“yyyymmdd”的形式命名，最大存储限制表示该路径

下的 CSV 文件上限数，若溢出则将较早的文件删除； 

若选择【单一文件】的存储方式，文件则以“子目录名”的形式命名，最大存储限制

表示该文件存储的条目上限数，溢出后将不再继续存储。（yyyymmdd 指执行日期） 

变量子目录名 设置子目录名称从指定寄存器中读取。字数最多可设为 16 

6.1.8 打印设置 

在【打印设置】属性页中，用户可设置启用打印功能以及打印功能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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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设置属性页说明 

开启本地打印功能 设置 HMI 启用打印功能 

打印机 为打印机选择相应的通讯协议 

☞关于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 打印】 
打印机端口 选择 HMI 与打印机设备通讯的端口 

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

止位 
当打印机端口为串口时，设置与之相匹配的串口通讯参数 

远程打印设置 远程打印服务器 IP 地址 局域网中接有打印机的 PC 机的 IP 地址 

端口 局域网中接有打印机的 PC 机的端口号 

事件显示打印属性设

置 

打印日期 打印事件触发或恢复正常时的日期，格式：mm/dd 

打印标准时间 勾选该项同时会自动勾选【打印时间】。打印事件触发或恢

复正常时的标准时间，格式：h:m:s 

打印序号 打印事件信息的序号 

打印扩展日期 勾选该项同时会自动勾选【打印日期】。打印事件触发或恢

复正常时的扩展日期，格式：yyyyy/mm/dd 

打印精确时间 勾选该项同时会自动勾选【打印时间】。打印事件触发或恢

复正常时的精确时间，格式：h:m:s:ms 

打印时间 打印事件触发或恢复正常时的时间，格式：m:s 

打印扩展时间 勾选该项同时会自动勾选【打印时间】。打印事件触发或恢

复正常时的扩展时间，格式：d:h:m 

检查窗口错误 打印时会检查窗口是否出错 

网络打印 开启功能键网络打印功能 

☞关于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2 打印】 

6.1.9 串口设置 

在【串口 0/1/2 设置】属性页中，用户可设置 HMI 与 PLC/控制器串口通讯时，HMI 端相应通讯端口的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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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 0/1/2 设置属性页说明 

通讯类型 选择 HMI 与所连接 PLC/控制器通信使用的接口传输方式。RS232(RS-232C)、

RS485-2(RS-485)、RS485-4(RS-422A)方式可选。注意：串口 2 只支持 RS232(RS-232C)

接口传输方式 

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

停止位 

设置 HMI 与所连接 PLC/控制器串口通信的通讯参数 

☞关于通讯参数设置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3 HMI 通信】 
从设备号 当 HMI 作为从设备时，可设置 PLC 的站号 

广播站号 当 HMI 作为 MODBUS RTU 协议主设备时，HMI 将只负责发送命令给 PLC，而忽略

PLC 接收到命令后对 HMI 所作出的任何回复。广播站号只能为 0 

PLC 通讯超时时间 等待 PLC/控制器响应的时间。单位：秒或毫秒。PLC/控制器在多久时间内不响应 HMI

的通讯请求，就认为超时，放弃本次请求后重试。如果尝试多次仍不响应 HMI 通讯请

求，则弹出 PLC no response。该参数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 

协议超时时间 1（毫秒） 字符超时时间。协议以此时间做为断帧。当通讯不稳定的时候，可以改大这个参数试

验是否能改善通讯情况。设定范围：1~500。该参数会在用户选择好 PLC/控制器通讯

协议后自动设定。该参数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 

协议超时时间 2（毫秒） 改大这个值会减慢通讯速度，减低通讯错误，减少错包。该参数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 

组包最大字/位寄存器间隔 组包最大寄存器间隔决定：寄存器之间地址不连续时，相差多少才可以拼在一起做为

一个包一次性读取。该参数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 

批量传输最大字/位寄存器

个数 

批量传输最大寄存器个数决定：最大组包长度，协议支持最多多少个寄存器可以组成

一个帧来一次性读取。该参数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 

恢复默认设置 如果用户自行修改了默认的通讯参数，从而导致 HMI 与 PLC/控制器通讯出现不可预

期的结果时，可通过该设置来恢复系统的默认设置 

6.1.10 扩展存储器 

在【扩展存储器】属性页中，用户可将专门为外部存储器物理存储区定义的地址类型 ERW0、ERW1、ERW2 寄存器

自由分配给 USB 存储器或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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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W 的数据将以 erp 的文件格式存储在设定的外部存储器中，其存储路径为/exmem/ erwx.erp。（x = 0,1,2） 

6.1.11 触摸屏授权设置 

在【触摸屏授权设置】属性页中，可以实现定时锁屏的功能。HMI 到达授权到期时间时，会跳到指定画面，在指定页

输入授权密码后，才能继续正常使用 HMI，否则，HMI 会一直显示指定画面。 

时间判断依据是 HMI 的系统时间，一旦使用授权功能，系统时间的修改是不会造成授权无效。 

 
触摸屏授权设置属性页说明 

使用 HMI 授权 HMI 授权总数 可以设置 1~32 

授权 1 ~ 授权 32 继续授权密码等级的高低按所设置的到期时间来排序，到期时间越晚，

等级越高，等级高的密码可以解除等级低的授权 

注：每个授权设置的时间和密码不能相同， 

使用明文密码 继续授权密码输入是明文显示 

参数设置 授权到期时间 设置锁定 HMI 不能正常使用的日期和时间 

到期跳转画面 设置授权到期时，HMI 会跳转到的指定画面 

继续授权密码 解除授权的密码，相应的授权密码只需正确输入一次，之后不再受限制 

到期前提醒 提醒天数，1~30 天 例如：设置 15 天，则系统时间在到达授权到期时间前的 15 天，会有系

统提示框【40】 HMI will be locked:015（表示天数），但不会跳转到

指定画面，直到到达授权时间时，才会跳转到指定窗口 

禁止修改系统

时间 

不勾选 在窗口中可以修改系统时间。如果重新设置的时间比实际时间早，HMI

断电重启后设置无效；如果重新设置的时间比实际时间晚，HMI 断电重

启后设置有效 

勾选 不能修改系统时间，写入无效 

举例：到期锁屏要求分三期到期锁屏。授权 1：到期时间为 2015.12.31 23:59:59，授权密码：11111111；授权 2：

到期时间为 2012.12.31 23:59:59，授权密码：22222222；授权 3：到期时间为 2016.12.31 23:59:59，授权密码：

33333333。输入正确密码后返回初始页面。 

操作步骤： 

1）触摸屏授权设置，双击打开[HMI 属性]-[触摸屏授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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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使用 HMI 授权”,“HMI 授权总数”设置为 3 

授权数 授权到期时间 到期跳转画面 继续授权密码 

授权 1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3 时 59 分 59 秒 窗口 11 11111111 

授权 2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3 时 59 分 59 秒 窗口 11 22222222 

授权 3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3 时 59 分 59 秒 窗口 11 33333333 

3) 勾选“到期前提醒”，设置提前 15 天; 勾选“禁止修改系统时间” 

4) 编辑到期跳转画面：11：Frame11 

 

 添加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 9048（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数据类型 密码 

数据宽度 DWORD 

添加静态文字，其属性设置为： 

字体 点阵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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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授权到期 请输入授权密码 

 添加功能键，器属性设置为： 

切换窗口 切换基本窗口 0：Frame0 

5）当系统时间到达授权到期时间时，HMI 会跳转到指定画面 11：Frame11，此时，需要输入正确的继续授权密码，

才能解除锁屏。 

6.1.12 Internet 时间同步/夏令时 

启用后，只要屏连接网络就可以与网络时间自动同步。 

 
时间同步属性页说明 

启用时间同步 若勾选，可设置 HMI 与网络时间同步的功能 

当 HMI 启动时即同步一次 若勾选，可设置 HMI 启动时，会先自动与网络时间同步一次的功能 

更新周期 设置与网络时间同步的周期，单位是 H 

HMI 所在时区 设置 HMI 时区 

启用状态地址 若否选，可查看时间同步的状态，控制寄存器=1，表示同步成功；控制寄存器=2，
表示同步失败 

设置夏令时 如勾选，可设置夏令时的起始和结束时间，以及调整时间 
注：1. 当夏令时开始时，HMI 时间会自动加上时间调整值； 

2. 当夏令时结束后，时间会向前调整并开始时间重复的过渡时期； 
3. 当夏令时结束后，HMI 时间被手动调整或网络同步回到夏令时内，系统仍会

启动夏令时，自动加上时间调整值； 
4. 当尚未进入夏令时前，手动调整或网络校时进入夏令时，则视为进入夏令时，

HMI 时间会自动加上时间调整值； 
5. 当已进入夏令时后，手动调整或网络校时 HMI 时间至夏令时外，则视为结束

夏令时，HMI 时间会自动减去时间调整值； 

6.2 PLC 属性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PLC 图标或在 PLC 图标上右击，选择右键中的“属性”，均可打开【PLC 属性】以配置 PLC

端通信的相关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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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属性页说明 
站号 PLC/控制器作为从设备通信时，设置用以区分各 PLC/控制器设备站点的编号 

网络设备配置 HMI 与 PLC/控制器以太网通信时，在此配置以太网通讯协议以及相关通讯参数 

IP 地址 设置欲访问的 PLC/控制器端的 IP 地址 

端口 设置欲访问的 PLC/控制器端的端口号 

PLC 通讯超时时间~恢

复默认设置 ☞请参阅【进阶篇 6.1.9 串口设置】 

6.3 系统参数设置 

通过导航新建工程会自动弹出【系统参数设置】窗口，点击【完成】设置，【系统参数设置】窗口关闭。该窗口设置

选项图标在【选项】菜单，仅在拓扑结构有效。 

 
系统参数设置属性说明 

HMI HMI 尺寸 设置 HMI 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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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HMI 型号 设置 HMI 的型号 

显示模式 设置 HMI 的显示模式：水平或垂直 

添加 
设置 HMI 尺寸、型号、显示模式后可添加工程中的 HMI，可以是单个屏，也可以是多个

屏 

删除 必须勾选 HMI 前的序号才能删除所选 HMI 

网络设备配置 设置现有工程中 HMI、PLC 的网络协议、IP 等。组网协议 JuncAuto 可在此处添加 

HMIn 

设置对应硬件接口的通讯参数 

网口设置 
HMI 网络设置 设置 HMI 的 IP、网关、子网掩码 

设备参数设置 
添加、删除、编辑通讯协议。双击通讯协议或者选中通讯协议条目，可
编辑修改通讯协议 

串口设置 
设备参数设置 添加、删除串口通讯协议。注意：选中序号，才能执行删除操作 

通信参数设置 设置串口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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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译/模拟/下载/上载 

7.1 编译 

编译分为：【编译】、【全部编译】、【清除编译结果】。 

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者从【工具】菜单里选择【编译】/【全部编译】/【清除编译结果】。 

名称 描述 

编译 工程里面有宏文件时，点击【编译】不会重复编译已经编译过的宏文件 

全部编译 编译所有文件 

清除编译结果 把编译好的文件全部清除，包括.pkg、.pkgx 文件；宏文件.so/.dll；.hmi 文件；.logo 文件 

7.2 模拟 

JuncAuto DTools 支持 3 种模拟方式：离线模拟、间接在线模拟和直接在线模拟。 

名称 PLC/控制器 HMI 描述 

离线模拟 — — 
不需要连接 PLC 和 HMI，大幅缩短每次下载的时间。但不能从

PLC 获取数据，只能从本地地址读取数据，所有数据都是静态的 

间接在线模拟 √ √ 
需要连接 PLC 和 HMI，可以获得动态 PLC 数据，运行环境与下

载后相同，无需反复下载工程到 HMI，快键方便 

直接在线模拟 √ — 
只需要连接 PLC，不需要连接 HMI。可以获得动态的 PLC 数据。

在无 HMI 的情况下，可以用来检查通讯是否正常 

7.2.1 模拟的方法 

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者【工具】菜单里选择【离线模拟】/【间接在线模拟】/【直接在线模拟】。选
择需要模拟的 HMI 编号，单击【模拟】。 

 

!
 

1.直接在线模拟的测试时间是 15 分钟。超过 15 分钟后，则会提示：直接在线模拟时间过长，程序

已退出！如果需要，请重新模拟 

2.大部分只能使用 RS232 通讯方式进行直接在线模拟，部分网口通讯的 PLC 设备可以使用网口直接

在线模拟 

3.RS232 通讯方式的直接在线模拟接线方法：PLC 的编程线和 PC 串口直接相连。网口通讯方式的

直接在线模拟接线方法：交叉网线直接相连或通过 Switch 转接 

4.直接在线模拟时使用的端口不能被其他程序占用，否则模拟时将通讯不上 

 

7.2.2 退出模拟 

退出模拟可通过 PC 键盘的空格键或者在模拟器上点击鼠标右键并选择【Close】退出模拟。 

7.2.3 保存模拟效果图 

运行模拟效果时，在模拟器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Screenshot】，即可将当前模拟画面以 bmp 格式保存至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下的 screenshot 文件夹中，并以当前保存的时间命名。 

7.3 下载 

JuncAuto DTools 提供了 3 种下载方式：USB、串口、网口（以太网只适用于带以太网口的 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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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下载方式选择 

单击工具栏上的 ： 

弹出【Download】属性框，默认下载方式为 USB 口。 

 

!
 

1．具有记忆功能，选择 1 次后下次打开即为上次选择下载方式 

 
2.初次使用 USB 下载，要手动安装驱动 

☞关于 USB 驱动安装更多详情请参阅【入门篇 2.8 USB 驱动程序的安装】 
3.串口下载需要用户自行焊接串口下载线 

☞串口下载电缆制作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网口下载注意事项及 IP 设置方法： 

 PC 的 IP 与 HMI 的 IP 要在同一个网段上。前面 3 个数字应相同，后面 1 个数字应不同，如果在局域网内，其

IP 不能与网络中其它 IP 相冲突。 

 修改 HMI 的当前 IP 和 PORT 

将【HMI 属性】—【触摸屏】中的 IP 地址设置成 HMI 需要的 IP，编译，下载到 HMI，此时 HMI 的 IP 就和工程中

设置的 IP 地址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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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口下载自动扫描 IP，并且可以批量下载到多个 HMI 

 

 在 SETUP 界面设置 IP 

☞关于在 SETUP 界面设置 IP 更多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3 系统设置模式】 
 通过 TsManager 中的【更新 IP/PORT】来设置 IP。 

☞关于通过 TsManager 中的【更新 IP/PORT】来设置 IP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 TsManager】 

7.3.2 通过 U 盘或 SD 卡下载 

 在用户界面，通过 U 盘或 SD 卡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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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 U 盘或 SD 卡下载 

☞关于通过 U 盘或 SD 卡下载更多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3 系统设置模式】 

7.3.3 下载内容选择 

在【KHDownload】属性框中，通过勾选【用户选择下载】里的相关选项，下载需要的文件。 

 
【用户选择下载】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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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用户数据文件 下载用户工程.pkg、.pkgx 文件 

配方数据文件 下载配方.rcp 文件 

启动画面数据文件 下载启动画面*.bmp、*.jpg、*.gif、*.logo 文件 

清除配方数据 清除配方 RB/RBI/RW/RWI 里的数据 

清除历史事件数据 清除【事件显示元件】/【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元件里的记录 

清除历史采样记录 清除【历史数据显示元件】/【趋势图元件】/【XY 图】元件里的记录 

清除 ERW 数据 清除保存在外部存储器寄存器 ERW/ERWI 的数据 

清除 FRW 数据 清除保存在 flash 里 FRB/FRBI/FRW/FRWI 的数据 

下载到 USB1 运行 将工程文件下载到外部存储器 USB1 里运行 

下载到 USB2 运行 将工程文件下载到外部存储器 USB2 里运行 

下载到 SD 卡运行 将工程文件下载到外部存储器 SD 里运行 

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的是 LW10000 以上的数据，默认勾选 

下载超时 
勾选使用下载超时并设置超时时间，可改善串口、USB 口或网口下载时因通讯超时而导

致下载失败的情况。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且在 1000~65535 毫秒范围可设。 

 下载配方数据文件 

在下载配方之前先要导入配方文件，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者单击【选项】菜单—【导入配方】，弹出【打开】
属性框，选择需要下载的配方文件，单击【打开】，加载配方文件。 

编译后，下载，选中【配方数据文件】，如图所示： 

 
 

 
JuncAuto DTools 会记住配方数据文件的目录，下载的时候会把选中的配方文件下载到 HMI 中，如

果配方数据文件改变了目录，编译会提示警告，下载时候不再选中配方数据文件 

 
 
 下载启动画面数据文件 

☞关于【启动画面数据文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8 开机画面（Logo）】 
 下载时清除数据 

下载工程时，可选择是否【清除配方数据】、【清除历史事件数据】、【清除历史采样记录】、【清除 ERW 数据】

和【清除 FRW 数据】。选中需要清除的数据，下载工程时，即可清除 HMI 内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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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直接在外部存储设备上运行 

当工程中的图片太多，导致工程太大，无法下载到屏上，提示：请压缩大尺寸位图时，可以选择将工程直接下载到外

部存储设备上运行。 

下载时，勾选【下载到 USB1 运行】或【下载到 USB2 运行】或【下载到 SD 卡运行】，如图所示： 

 
单击【下载】，工程就可以下载到外部存储设备上直接运行了。 

 

!
 

1.工程直接在外部存储设备上运行的功能仅适用于支持带外部存储设备的 HMI 

2.直接复制工程到外部存储设备是不能运行的 

3.运行的过程中不能拔掉外部存储设备，拔掉外部存储设备会导致工程运行不正常 
 

 下载超时时间可有用户设置 

选中超时选项，用户可以设置下载超时时间，单位：ms，范围：0~65535。该功能可以改善串口、USB 口和网口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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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超时错误。 

 

7.4 通过 TsManager上传/下载/反编译工程 

☞关于上传，下载，反编译工程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 Ts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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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sManager  

8.1 TsManager介绍 

TsManager 包含 7 个处理模块：【下载处理】、【上传处理】、【系统处理】、【获取版本】、【反编译处理】、【串

口穿透通讯】、【虚拟串口穿透通讯】。 

 
【通讯参数设置】：显示当前 TsManager 使用的下载方式。点击【设置】可修改当前下载方式 

下载方式 参数设置 

USB 下载 a
b

c

d  
无需设置通讯参数 

串口下载 
a
b

c

d  

选择 PC 机当前使用的串口号 

a
b

c

d

 
网口下载 

 
a
b

c

d  

设置当前 HMI 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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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下页】：点击【上/下页】在 7 个处理模块之间跳转 

【退出】：退出 TsManager 界面 

8.2 打开 TsManager的方法 

 从 PC 的【开始】菜单打开 

 双击桌面 TsManager 快捷方式打开 

 从 JuncAuto DTools 软件【工具】菜单打开 

单击【工具】菜单—单击【系统处理】/【HMI 版本信息】/【上传配方】/【下载配方】/【上传启动画面】/【下载启

动画面】/【上传工程】/【反编译】均可打开【TsManager】界面 

 在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下双击【TsManager.exe】打开 

8.3 下载处理 

【下载处理】具体说明 
下载选择区 下载工程 下载.pkg、.pkgx 文件到 HMI 

下载启动画面 
下载开机画面*.bmp、*.gif、*.jpg、*.logo 文件到 HMI，注：*.logo 文件在工程文

件夹内的\tar\HMI0 目录 

下载配方 下载.rcp 文件到 HMI 

启动配方编辑 打开【配方编辑器】 

下载 FRW 下载.frp 到 HMI 

启动画面显

示设置区 

显示启动画面 选中【显示启动画面】，点击【设置】，HMI 上电启动时会显示开机画面 

禁止显示启动

画面 

选中【禁止显示启动画面】，点击【设置】，HMI 上电启动时不显示开机画面，

而是白屏，直到显示工程画面 

清除命令区 

清除配方数据 
选中【清除配方数据】，点击【执行命令】，可清除 HMI 物理存储区 RB/RBI/RW/RWI

的数据 

清除报表数据 清除数据采样库内的数据 

清除 FRW 数据 清除 FLASH 物理存储区 FRB/FRBI/FRW/FRWI 的数据 

清除 ERW 数据 清除外部存储器物理存储区 ERW/ERWI 的数据 

清除历史采样

记录 

清除【历史数据显示】/【趋势图】/【XY 图】元件里显示的历史数据记录，同时

可清除存储在配方存储器或外部存储器的历史采样数据和文件 

清除历史事件

数据 
清除【事件显示】/【外设历史事件显示】元件里显示的历史事件记录，同时可清

除存储在配方存储器或外部存储器的历史事件数据和文件 

8.4 上传处理 

【上传处理】具体说明 
上传工程 上传工程.pkg、.pkgx 文件 启动配方编辑 打开【配方编辑器】 

上传配方 上传 HMI 里面的.rcp 文件 上传 FRW 上传 HMI 里面.frw 文件 

上传启动画面 上传 HMI 里面的.logo 文件 上传指定文件 上传保存至 HMI 中的文件 

8.5 系统处理 

【系统处理】具体说明 
获取 HMI IP / PORT 信息 获取 HMI 当前 IP 地址和端口号信息 

更新 IP/PORT 将 HMI 当前 IP 地址和端口号更新为设置的 IP 和 PORT 

跳转选择区 
跳转到用户程序状态 使 HMI 当前系统切换至正常工作模式 

跳转到设置程序状态 使 HMI 当前系统切换至 HMI 内置的 SETUP 界面 

更新操作区 更新内核/更新文件系统 对 HMI 进行固件更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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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5 固件更新模式】 
同步系统时间 同步电脑时间到 HMI 

8.6 获取版本 

可通过 TsManager 的【获取版本】来查看 HMI 固件版本信息，点击【获取版本号】，如获取成功，HMI 固件版本信

息将显示出来如图所示。如果获取不成功，需要检查【当前通讯方式】是否正确或其它原因。 

8.7 反编译处理 

用 JuncAuto DTools 编辑的组态画面保存后生成的文件格式为.dpj 文件，经过编译后生成在 HMI 上运行所需的

pkg、.pkgx 文件并下载到 HMI 中，因此用户从 HMI 上传上来的工程文件为 pkg、.pkgx 文件，如要用 JuncAuto DTools

打开编辑 HMI 上的工程，则需通过 TsManager 的反编译处理将 pkg、.pkgx 文件反编译生成一个工程文件夹，且该工

程文件夹中包含.dpj 等文件，最后再用 JuncAuto DTools 打开该.dpj 文件进行编辑处理。 

a

b

c

d

 
a. 选择需要反编译的 pkg、.pkgx 文件 

b. 删除多余的不需要反编译的 pkg、.pkgx 文件 

c. 选择反编译后生成的工程文件夹保存路径 

d. 进行反编译操作 

要进行反编译操作的 pkg、.pkgx 文件无论是否允许反编译，均会弹出密码输入框，并要求输入反编译密码。如为禁止

反编译的 pkg、.pkgx 文件则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如为允许反编译的 pkg、.pkgx 文件且未设置反编译密码时，可输

入系统提供的默认密码：888888 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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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同一个工程有多个（2 个或 2 个以上）HMI 的情况下，反编译时需添加该工程包含的所有 HMI 的
pkg、.pkgx 才能进行反编译操作 
2. 同一个工程有多个（2 个或 2 个以上）HMI 时，分别从多个 HMI 上传上来的 pkg、.pkgx 文件必须

是同次编译生成的文件，非同次编译生成的 pkg、.pkgx 文件不能进行反编译操作 

 

8.8 数据解密 

对进行过数据加密处理的 CSV 文件进行解密操作。 

☞关于【数据加密】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基本设计方法 2.15 数据加密】 
8.9 串口穿透通讯 

在计算机上使用 PLC 的编程软件，可通过计算机串口所连接的人机界面，连接到与该 HMI 通讯的 PLC 上。 

☞关于【串口穿透通讯】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6.1 串口穿透通讯】 

8.10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 

在计算机上使用 PLC 的编程软件，可通过计算机的虚拟串口所连接的人机界面，连接到与该 HMI 通讯的 PLC 上。 

☞关于【虚拟串口穿透通讯】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6.2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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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宏指令 

宏指令使用 C 语言源代码编辑的方式来满足用户逻辑和算术运算等特殊应用。宏指令与相关元件配合使用，可以实

现元件无法实现的例如运算或逻辑等功能，使 HMI 编程能力更加强大。JuncAuto DTools 软件里的宏指令全面兼容标

准 C 语言（ANSI C89）。 

9.1 宏代码编辑环境 

如图所示，宏代码编辑环境主要由“宏代码编辑窗口”、“宏代码变量窗口”和工程文件窗口的“宏代码文件列表”

三部分组成。 

宏代码文件列表宏代码变量窗口 宏代码编辑窗口
 

编辑环境各部分功能具体说明如表所示： 

宏代码编辑环境具体说明 

宏代码编辑窗口 用户在这个窗口编辑 C 语言代码，宏代码的内部变量在这个窗口已经定义好，可以直接使用 

宏代码变量窗口 登录当前宏代码所需的读取和写出变量，即宏代码的外部变量 

宏代码文件列表 可进行重命名宏、多个宏时在不同宏之间进行切换、删除宏等操作 

9.2 宏的编辑 

9.2.1 创建宏 

用户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来创建宏： 
 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 

 单击【选项】菜单－【加入宏代码】 

按上述任一方式创建宏后，系统会弹出【建立宏】对话框：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3  

 
用户选择需要运行宏代码的 HMI 设备编号（例如 HMI0） 
系统自动生成一个文件名(例如 macro_0.c)，用户也可重命名 
点击【建立】，进入宏代码编辑窗口 

9.2.2 删除宏 

在【工程文件窗口】相应的宏文件上右击，选择【删除】，可删除选中的宏文件，如图所示： 

 
 

!
 

宏删除后，无法撤销或恢复，请慎用！ 

9.2.3 重命名宏 

在【工程文件窗口】相应的宏文件上右击，选择【重命名宏】，可更改该宏文件的名称，如图所示： 

 
9.2.4 编写宏 

在编写宏代码前，首先要定义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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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变量 

在宏代码中，其值可以改变的单元称为变量。每个变量都有一个名字，有具体的值，并在内存中占据一定的存储单元。 

 宏变量名称 

新增宏变量时，系统默认宏变量名称为 Param，用户可自行修改该名称。宏变量名称的定义须遵循 C 语言相关语法

规定，常见的有（不严格遵循标准 C 语言，特殊地方特别说明）： 

（1）不能使用 C 语言保留字。 

（2）名称不区分字母大小写（非标准 C 语言）。 

（3）变量名必须以 26 个英文字母开头。 

（4）变量名只允许使用 26 个英文字母、数字以及下划线。 

（5）数组数据的个数必须在 2-1024 之间，但是（unsigned）short 型数组数据的个数不能为 4，int/float 型数组数据的

个数不能为 2（非标准 C 语言）。 

 宏变量类型 

宏变量又分为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 

 内部变量：指 HMI 自身的寄存器单元。内部变量可以在【宏代码变量窗口】中定义，也可以在【宏代码编辑

窗口】中直接定义，变量定义后方可在【宏代码编辑窗口】中使用。 

 外部变量：指 HMI 向外部控制器读取或写出的寄存器单元。外部变量必须要事先在【宏代码变量窗口】进行

定义后方可在【宏代码编辑窗口】中使用。 

 宏变量支持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描述 

Bit 1bit 位变量，0 和 1 两种状态 

Signed short 1word（16bits） 有符号短整型变量， -215~(215 -1) 

Unsigned short 1word（16bits） 无符号短整型变量，0～(216-1) 

Signed int 2word（32bits） 有符号整型变量，-231～(231-1) 

Unsigned int 2word（32bits） 无符号整型变量，0～(232-1) 

Float  2word（32bits） 单精度浮点型变量 

Double  4word（64bits） 双精度浮点型变量 

 宏变量读写类型 

读写类型 说明 

读 执行宏代码时，在代码运行前一次性读取，代码运行期间不做读取动作 

写 宏代码运行结束后，一次性写出到定义的变量中，代码运行期间不做写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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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 宏代码运行前一次性读取，运行完毕后，将运行结果一次性写出 

 

 

通常会将只作读取用的变量定义成读，而有写出动作的变量往往都有读取的动作，因此要定义成

读/写；但当某些特殊变量的属性只能写不能读时，此时才将其读写属性定义成写。因此，在赋值

语句中，“=”左边的变量通常要定义成读/写，“=”右边的变量在没有写操作代码的情况下通常

定义成读 

 

 宏变量操作 

在【宏代码变量窗口】列表区域点击鼠标右键，可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导入/导出变量等操作。 

 
 变量操作具体说明如表所示： 

变量操作具体说明 

增加变量 通过【增加变量】来添加定义要在代码中使用的变量 

删除变量 删除选中的已定义的变量 

修改变量 修改选中的变量属性 

全部删除 删除变量表中已定义的所有变量 

导出变量 将宏代码变量窗口中定义好的变量以 CSV 文件格式导出到指定路径 

导入变量 将已有的 CSV 文件导入到当前宏代码变量窗口中 

编译当前宏 将单独编译当前宏 

 宏变量使用注意事项 

（1）在登记变量时要注意变量地址范围不能重叠，例如使用 LW1000 为起始的寄存器单元登记一个 float 类型（双字）

的变量 A，那么 A 同时占用了 LW1000 和 LW1001 两个地址，如果后续登记变量使用了 LW1001 这个寄存器，那么宏

代码运算结果可能会出错。 

（2）宏代码运算仅限于逻辑和算术运算，不支持字符型数据操作。 

（3）定义宏变量且使用变站号特别是使用特殊寄存器索引时，索引寄存器的值必须在执行宏之前改变，这样设定的

站号方可在宏执行时生效；如果索引值在宏代码里设置，那么设定的站号只能在宏指令下一次执行时生效。 

（4）在宏代码变量窗口中执行导入/导出宏代码变量操作，只能整体导入/导出变量表，不能对变量窗口中单个变量进

行导入/导出。 

（5）导出的宏代码变量表在使用 Excel 打开编辑时，注意 ParamName~StationNumID 等表头为固定模板，如果更改

可能会导致宏代码变量表再次导入到宏代码变量窗口时解析失败。 

在【宏代码编辑窗口】中编写代码 



进阶篇 宏指令 

 3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include "macrotypedef.h"
#include "math.h"

/*
 Read,Write Local address function:
 int ReadLocal( 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int flag  );
 int WriteLocal( 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 int flag );

 Parameter:     type     is the string of "LW","LB" etc;
      address is the Operation address ;

       nRegs    is the length of read or write ;
      buf        is the buffer which store the reading or writing data;

       flag       is 0,then codetype is BIN,is 1  then codetype is BCD;
 return value : 1  ,Operation success
       0,  Operation fail.

 eg: read the value of local lw200 and write it to the lw202,with the codetype BIN,
     The code is :

      short buf[2] = {0};
      ReadLocal("LW", 200, 2, (void*)buf, 0);
      WriteLocal("LW", 202, 2, (void*)buf, 0);
*/
int MacroEntry()
{

  return 0;
} 在此处编写宏代码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nt MacroEntry()
{
if (D100==1)
   M0=1;
      else
        M0=0;
return 0;
}

…
…

…
…

…
…

…
…

…
…

 

 

 

1. 在代码后增加注释，可便于日后对代码的查询和修改 

2. 尽量多使用制表符和换行来编辑代码，以便于程序结构的展阅 

3. 宏代码编辑窗口默认语句请勿修改或删除，用户在“return”语句前回车，然后添加定制代码 
 
代码编写好后，保存、编译，并检查【编译信息窗口】中有无提示编译错误的信息 

 

9.2.5 执行宏 

JuncAuto DTools 提供了下列 6 种方式来触发执行宏，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执行宏。 

 系统初始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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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初始化宏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设置，其工作方式为：系统启动时触发执行一次。此方式可

用于完成一些寄存器的初值设置，配方传输等功能。 

 功能键触发 

使用功能键【执行宏代码】功能。当触控功能键时可触发执行一次对应宏。 

 定时器触发 

由于定时器的触发方式多样，因此使用定时器触发宏是常用的最为灵活的触发方式。 

 PLC 控制触发 

当指定寄存器满足【执行方式】中设置的条件时可触发执行指定的宏。 

 事件触发 

当用户事件触发的同时可触发执行一次指定的宏。 

 通知触发 

在元件【控制设置】中可设置通知触发执行一次指定的宏。 

9.3 宏的应用 

【范例】下面以判断 D100（PLC 寄存器）的值，来改变 M0（PLC 寄存器）的状态输出为例来介绍宏建立、编辑和

运行的过程。程序要求当 D100 的值为 123 时，M0 输出 1 状态，否则输出 0 状态。 

首先创建宏，并设置宏名称为“状态输出.c”； 

然后在【宏代码变量窗口】中定义 D100 和 M0 变量： 

 
在【宏代码编辑窗口】中用 if 语句编写宏代码，代码如下：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nt MacroEntry()
{
if (D100==123)
   M0=1;
      else
        M0=0;
return 0;
}

…
…

…
…

…
…

…
…

…
…

 
保存后，关闭宏代码编辑窗口并切换至组态编辑画面，组态画面如图所示： 

3

####2

1

 
位状态指示灯，用于输出显示 M0 的状态，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地址 M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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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输入元件，用于输入 D100 的值，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D1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定时器元件，用于执行触发宏，其属性设置为： 

执行周期 1×100ms 

执行宏代码 状态输出.c 

保存，编译后，运行： 

0

123

123

 

9.4 通讯函数应用 

9.4.1 本地变量函数应用 

宏代码使用内部变量时，无需在宏代码变量窗口中声明，可在代码中直接声明，即调用本地变量函数。 

调用本地函数的优点在于，在执行宏代码时，可根据宏代码的执行顺序，实时读写，使运算速度更快，执行效果更好；

同时也省去了在【宏代码变量窗口】中定义变量的动作，可节省大量时间。 

在宏代码编辑窗口中，系统提供了读写本地变量的范文，用户可按范文中的语法规则编写读写本地变量的代码。如图

所示： 

/*
Read,Write Local address function:
int ReadLocal( 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int flag  );
int WriteLocal( 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 int flag );

Parameter:  type     is the string of "LW","LB" etc;
  address is the Operation address ;

   nRegs    is the length of read or write ;
  buf        is the buffer which store the reading or writing data;

   flag       is 0,then codetype is BIN,is 1  then codetype is BCD;
return value : 1, Operation success
      0, Operation fail.
eg: read the value of local lw200 and write it to the lw202,with the codetype BIN,
   The code is :
                 short buf[2] = {0};

ReadLocal("LW", 200, 2, (void*)buf, 0);
WriteLocal("LW", 202, 2, (void*)buf, 0);

*/  
范例中的代码表示，将本地寄存器 LW200、LW201 的值传输到 LW202、LW20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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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一个范例来说明本地变量函数的使用方法。 

【范例】工程要求通过宏代码来实现一个加法运算，即将变量 LW100（HMI 本地寄存器）和 LW101（HMI 本地寄存

器）相加得到的值存放至 LW102（HMI 本地寄存器）中。 

代码编写如下：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nt MacroEntry()
{
short buf[2]={0};
ReadLocal(“LW”,100,2,(void*)buf,0);
buf[0]=buf[0]+buf[1];
WriteLocal(“LW”,102,1,(void*)buf,0);
return 0;
}

 
其中， 

ReadLocal("LW", 100, 2, (void*)buf, 0); 表示读取 LW100 和 LW101 的值，放到 buf[0]和 buf[1]。 

buf[0]=buf[0]+buf[1]; 表示加法运算。 

WriteLocal("LW", 102, 1, (void*)buf, 0); 表示将运算的结果写到 LW102 中。 

保存，编译后，运行： 

10 20 30
10 20 30

+ =
+ =

LW100 LW101 LW102

 
9.4.2 通讯变量函数应用 

宏代码使用通讯变量函数时，需先在宏代码变量窗口中声明变量名，然后在代码中调用该函数，函数中直接使用该变

量名，地址、站号可以与宏代码变量窗口中一致，也可不一致。 

调用通讯函数的优点在于，在执行宏代码时，可根据宏代码的执行顺序，实时读写，使运算速度更快，执行效果更好；

如同一个宏代码中涉及多个控制器，有一个设备通讯失败，不影响通讯正常的设备宏代码的运行，同时也省去了在【宏

代码变量窗口】中定义变量的动作，可节省大量时间。 

函数接口： 

int ReadData(寄存器变量, int plcNo,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int WriteData(寄存器变量, int plcNo,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参数说明： 

【寄存器变量】登记在宏代码变量表的变量名。 

【plcNo】PLC 站号。 

【addr】 读写地址（也可定义为索引地址，即地址偏移量）。 

【nRegs】寄存器个数。 

【buf】   读写缓冲区。 

【返回值】可返回成功失败，或者返回成功和失败码。 

下面通过一个范例来说明通讯变量函数的使用方法。 

【范例】工程要求通过宏代码来实现一个加法运算，即将变量 D100（三菱 fx2n 通讯寄存器）和 D101（三菱 fx2n 通

讯寄存器）相加得到的值存放至 D102（三菱 fx2n 通讯寄存器）中。 

变量定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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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编写如下： 

 
其中， 

ReadData(a,1,100,1,(void*)&dat[0]); 表示读取 PLC 站号为 1 的寄存器 D100 的值，放到 dat[0]。 

ReadData(b,1,101,1,(void*)&dat[1]); 表示读取 PLC 站号为 1 的寄存器 D101 的值，放到 dat[1]。 

dat[2]=dat[0]+dat[1]; 表示加法运算。 

WriteData(c,1,102,1, (void*)&dat[2]); 表示将运算的结果写到 D102 中。 

保存，编译后，运行： 

10 20 30
10 20 30

+ =
+ =

D100 D101 D102

 

 通讯函数中读写地址必须是整数，如 plc 地址带小数点，则需转化为十进制数地址。比如 JuncAuto plc

的 M2.5，地址格式是 DDDD.O，那么在 readdata 或 writedata 函数中地址应该是 21，而不是 2.5，计

算方式 2*8+5 

 

9.5 数组应用 

数组实际上就是一组具有相同数据类型和名称的变量的集合。这些变量称为数组的元素，每个数组元素都有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叫做下标，使用者可以通过下标来区别这些元素。数组元素的个数也称之为数组的长度。 

下面通过一个范例来理解数组。 

【范例】工程要求通过宏代码给 D100（PLC 寄存器）开始的连续 100 个寄存器赋值。在编写代码时，通常要在宏代

码变量窗口逐个定义这 100 个变量，如图所示： 

... ...

 
代码如下：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3  

int MacroEntry()
{
data_0=120;
data_1=135;
data_2=200;

data_99=210;
 return 0;
}

24
25
26
27
28
...
...

125
126
127
128

...

 
这样编写代码，变量名称既没有统一的规则，同时定义变量也耗费大量的时间。因此用户可通过定义数组方式将这些

同一类型的变量存放至一个数组变量中。变量定义如图所示： 

 
代码如下： 

int MacroEntry()
{
data[0]=120;
data[1]=135;
data[2]=200;

data[99]=210;
 return 0;
}

24
25
26
27
28
...
...

125
126
127
128

...

 
这样就可以用一个变量名和一个下标来表示数组中的一个变量。例如 data[0]表示数组中的第一个变量，data[1]表示

数组中的第二个变量。其中 data 是这个数组的变量名，后面的数字是这个数组的下标，下标需要使用中括号括起来。 

【范例】下面的程序就是定义一个整型变量的数组，然后用循环语句对数组赋值 10~15，再用循环语句输出这些数据

变量，这些数据将通过组态上放置的数值显示元件来输出显示。变量定义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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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如下：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nt MacroEntry()
{
int i;
for(i=0;i<6;i++)
a[i]=i+10;
return 0;
}

 
保存，编译后，运行： 

10 11 12

13 14 15

10 11 12

13 14 15

 
在本质上，数组是内存上一组同类数据列出的一个表。例如上述范例中的数组 a[i]是从编号为 100 的存储单元开始存

储的，该数组的内容和值如表所示。 

变量 a[0] a[1] a[2] a[3] a[4] a[5] 

值 10 11 12 13 14 15 

存储单元 D100 D101 D102 D103 D104 D105 

 

!
 

1. 在定义数组时，已经定义了数组的数据类型，在访问时需要按照数组的数据类型进行访问和赋值 

2. 数组的下标是从 0 开始的向后排列整数，不能是其他的下标。第一个下标是 0 而不是 1,而下标 n

表示第 n+1 个变量 

3. 定义数组 a[n]以后，有 n 个元素，但是没有 a[n]这个元素。访问不存在的数组变量时，程序会发

生溢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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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关于宏使用的注意事项 

 宏代码中所读取的外部变量的值是在宏被触发时一次性读取的，宏运行过程中不会再次或多次实时读取，因此，

在宏代码运行期间，从外部改变寄存器的值不会影响代码的运行结果，在这里也提醒用户，要得到正确的宏计算结果，

请确保数值输入的正确性，且在数值完全准备完毕的情况下再触发宏； 

 宏代码运算的结果是在代码运行完成后一次性写入的，运行过程中宏不会改变外部变量的值，因此，如果要使

用代码运算后的结果，请确保宏代码已运行完毕并全部更新了所有写出变量的值。 

 只读变量，写操作无意义。只写变量，读出的内容，也是无意义的。如果变量有读取和写出动作，需将变量定

义为“读/写”。另外，有写操作属性的变量在代码中必须要赋值。 

 宏代码可根据 C 语言相关语法规定定义宏内部的临时变量类型或构造类型，但无法设置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

如需使用全局变量保存数据，请使用内部变量如 LW、LB 地址类型等。 

 宏与宏之间不支持相互的调用，如果要执行类似 C 语言中函数的调用，可在代码中设置标志位来触发其它宏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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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密码 

JuncAuto DTools 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密码功能，确保用户的设计成果安全。JuncAuto DTools 的密码主要包括：工程

保护，操作窗口保护，重要元件保护。 

 工程保护功能有： 

 打开工程密码保护 

 从 HMI 上传工程密码保护 

 禁止从 HMI 上传工程 

 反编译工程密码保护 

 禁止反编译工程 

 操作窗口保护：用来保护重要的窗口，进入重要的窗口之前需要输入密码。 

 元件保护：某些重要元件必须输入密码或者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操作，防止元件误操作。 

 

!
 

1. 使用工程密码保护、上传密码和反编译密码时，请务必牢记该密码。设备制造商不提供出厂恢复

或万能密码服务 

2.系统默认的反编译密码和上传密码都是 888888 

3.密码为 0 或为空时，系统会自动默认为不使用密码。密码以 0 开头时，0 无效 
 

用户等级和用户权限区别： 

区别 用户等级 用户权限 

级别范围 16 级（0~15 级），等级 0 无效 32 个用户，32 个操作权限，用户 0 有效 

用户名 无 有 

注销时间 无 有 

在 HMI 上增/减等级或权限 不支持 支持 

在 HMI 上修改密码 支持 支持。仅支持在 HMI 新增用户的密码在线修改，

且此用户必须登录后才可实现在线修改密码 

访问限制 低等级不可访问高等级，等级高就

是“权威”。等级高可以进入等级

低的窗口或者操作等级低的元件 

同一用户可拥有多个操作权限，不同用户可拥有

同一个操作权限。用户权限没有级别大小之分，

只需用户名和密码正确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系统保留寄存器 涉及到的系统保留寄存器不一样 

10.1 工程保护 

10.1.1 工程密码保护 

打开工程文件 wpj 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保护用户的设计成果。 

 初次设置工程密码 

打开软件，单击【文件】菜单—【工程密码保护】，弹出【设置工程密码】属性框，输入要设置的密码和确认密码，

单击【确认】。工程密码在下次打开该工程时生效。 

 输入密码打开工程 

一旦设了工程密码保护，再次打开工程自动弹出密码输入框。 

密码输入正确，打开工程；密码输入错误，弹出错误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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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续输入 3 次错误的密码，弹出【密码错误，无法打开工程！】，需要再次单击【文件】菜单—【打开工程】。 

 
 修改或取消工程保密 

打开加密的工程，单击【文件】菜单—【工程密码保护】，弹出【设置工程密码】属性框，修改密码，需输入原密码，

并同时设置新密码。取消密码，只需输入原密码，新密码框为空。单击【确认】。所做修改在下次打开该工程时生效。 

10.1.2 上传密码保护和禁止上传 

 上传密码设置 

工程默认允许上传，但需输入上传密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操作。默认密码为“888888”。 

上传密码设置：在【HMI 属性】页—【触摸屏扩展属性】—勾选“允许上传”，设置密码。 

设置了上传密码的工程，点击上传，会弹出【密码输入框】，如图所示： 

 
 

 
1. 上传密码不能为空 

2. 上传过程可能出现数据包丢失，需将 HMI 重启后重新上传 

3. 工程默认允许上传，但需输入上传密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操作。默认密码为“888888” 
 

 禁止上传：禁止将 HMI 内的工程上传。具体操作设置：【HMI 属性】页—【触摸屏扩展属性】，未勾选【允许

上传】。 

 
设置了禁止上传，如果继续强行上传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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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反编译密码保护和禁止反编译 

 反编译设置 

反编译是将用于 HMI 运行的 pkg、.pkgx 文件转换成可用 JuncAuto DTools 打开编辑的 wpj 文件。新建工程时，系统默

认允许反编译，且默认密码为“888888”。 

反编译密码设置：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勾选“允许反编译”，并设置密码。 

 
设置了反编译密码的工程，点击反编译，会弹出【密码输入框】，如图所示： 

 
 禁止反编译 

在【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中，取消勾选【允许反编译】，则可禁止用户将 pkg、.pkgx 文件反编译生成

wpj 文件。 

 
禁止反编译的 pkg、.pkgx 文件，仍可以下载到 HMI 上运行使用。 
设置了禁止反编译，如果继续反编译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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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工程下载密码保护 

对 HMI 设置下载密码保护，可防止 HMI 上的用户工程被未经授权的操作而覆盖。 

 
 不使用下载密码 

工程默认不使用下载密码。不使用下载密码设置：【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不勾选【使用下载密码】。

HMI 上运行的组态工程未使用下载密码，再次下载工程到该 HMI 时，则不会弹出下载密码对话框，用户可以直接下

载工程到 HMI。 

 使用下载密码 

使用下载密码设置：【HMI 属性】—【触摸屏扩展属性】，勾选【使用下载密码】并设置密码。系统默认密码为“888888”。 

当 HMI 上运行的组态工程设置了使用下载密码，则用户再次下载工程到该 HMI 时，会弹出【下载密码对话框】，如

图所示： 

 

如果密码输入错误，会弹出密码错误提示： 

 

 

密码输入正确，方可下载工程至 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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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HMI 内工程设置了【下载密码】，对 HMI 进行如下操作：【下载工程】、【下载配方】、

【下载 FRW】、【清除配方数据】、【清除 FRW 数据】、【清除历史采样记录】、【清除报

表数据】、【清除 ERW 数据】、【清除历史事件数据】、【更新内核】、【更新文件系统】，

都会弹出【下载密码对话框】，密码输入正确，方可对 HMI 做相应操作。 

 
 

!  
设置下载密码后，请务必牢记该密码，否则将会导致对 HMI 相应操作失败。设备制造商不提

供万能密码服务。 

10.2 窗口保护 

对于一些有重要参数设置或元件的窗口，用户可通过用户等级功能来对这些重要窗口进行保护。 

10.2.1 窗口密码设置 

在【HMI 属性】—【用户等级设置】中，设置用户等级数目及相应的密码。系统默认密码为 888888。 

 
 

!
 

1. 支持最多 16 级即 0~15 级用户等级，0 级为无密码，15 级为最高用户等级，级数越大等级

越高 

2. 密码不能为 0 或为空；密码以 0 开头时，0 无效 

3. 密码最大为 99999999 

4. 用户等级只对基本窗口有效，对其他窗口无效 

5. 处于高安全级别的窗口能访问低安全级别的窗口；处于低安全级别的窗口不能访问高安全

级别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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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窗口安全级别设置 

打开【窗口属性】—【安全级别】选择对应窗口的安全级别。 

 
 

!
 

软件默认输入一次密码以后，只要 HMI 不断电，下次进入该窗口，不需要再次输入密码。如

果勾选【窗口关闭时切换到最低安全级别】，再次进入该窗口需重新输入密码 

 
 

10.2.3 与安全等级相关的系统保留寄存器 

地址 描述 

LW9040~9041 占用双字，用于输入【用户等级】的密码 

LW9042 显示当前基本窗口的安全级别 

LW9043 强迫降低安全级别 

10.2.4 用户等级密码输入窗口 

系统提供[Frame9：Login Window]为用户等级密码输入窗口： 

 
 
[Frame9：Login Window]窗口提供用户权限登录和用户等级登录的密码输入。对于使用用户等级功能的用户，则只需

在“等级密码”中输入相应的等级密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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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rame9：Login Window]中涉及的系统保留寄存器可在本手册【14 寄存器】中查阅 

2. 用户可通过[Frame9：Login Window]窗口上方的窗口控制条移动窗口 

 

10.2.5 在线修改密码 

JuncAuto DTools 支持在 HMI 运行时在线修改用户等级密码。 

 

!
 

用户权限密码仅支持在 HMI 新增用户的密码在线修改，且此用户必须登录后才可实现在线修改密码 

 

修改用户等级的密码有关的系统保留寄存器 

系统保留寄存器地址 描述 系统保留寄存器地址 描述 

LW10024～10025 1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026～10027 2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18～10119 3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20～10121 4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22～10123 5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24～10125 6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26～10127 7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28～10129 8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30～10131 9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32～10133 10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34～10135 11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36～10137 12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38～10139 13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40～10141 14 级密码。占用双字 

LW10142～10143 15 级密码。占用双字   

10.2.6 切换窗口需要输入密码的应用 

下面通过范例来介绍如何通过用户等级功能对窗口进行保护。 

【范例】要求从窗口 0 通过“功能键”元件切换基本窗口功能切换至窗口 10 时，需输入正确密码后方可切换。 

本例设置窗口 0 的安全级别为 0，窗口 10 的安全级别为 1 且 1 级密码为 123456。 

设置用户等级密码 
在【HMI 属性】—【用户等级设置】属性页中，设置 1 级密码为：123456。 

 
在窗口 0 建立一个“功能键”元件，其属性设置如下：  
功能 切换窗口：切换基本窗口[10：Frame10] 
标签 使用；状态 0：切换窗口 10；状态 1：切换窗口 10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控制设置 选中【触控条件使能】；勾选【用户等级控制】，最低使能等级为：

1；勾选【自动弹出密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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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窗口 10 属性，并建立一个功能键元件，用于切换窗口至窗口 0 
在窗口 10 画面空白处双击，打开【窗口属性】，设置属性如下： 
安全级别 1 
窗口关闭时切换到
最低安全级别* 

勾选 

※ 勾选时表示退出该窗口后系统自动将当前用户等级切换到最低等级，再次访问高等级窗口时需重新输入密码； 

不勾选则表示退出该窗口后保持当前用户等级，再次访问该级别窗口时无需输入相应的密码 

功能键元件属性设置如下： 
功能 切换窗口：切换基本窗口[0：Frame0] 
标签 使用；状态 0：切换窗口 0；状态 1：切换窗口 0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保存，编译 
运行时，在窗口 0 点击功能键元件，弹出密码输入窗口[Frame9：Login Window]后，在“等级密码”中输入 1 级密码：

123456，确认后，点击功能键元件即可切换至窗口 10 画面。 

切换窗口10
用户名

权限密码

注销登录

等级密码 **********

**********

用户权限登录

用户等级登录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切换窗口10

用户名

权限密码

注销登录

等级密码 **********

**********

用户权限登录

用户等级登录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2

3

1

 

10.3 元件保护 

某些重要元件设定了操作权限/等级，只有高于或等于该权限/等级才能操作，防止误操作。 

元件保护有两种方式：用户等级保护、用户权限保护。 

10.3.1 元件用户等级保护 

元件用户等级保护设置同窗口保护类似。 

☞关于元件使用【用户等级保护】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0.2.6 切换窗口需要输入密码的应用】 

10.3.2 元件用户权限保护 

设置了【用户权限】控制的元件，只有拥有该权限的用户才可对该元件进行操作。 

 用户名和权限密码设置 

打开【HMI 属性】—【用户权限设置】，在【用户权限信息设置】中勾选【启用】，输入用户名，密码和注销时间，

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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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内容 描述 说明 

密码设置 

必须包含字母 

勾选后表示所设置的密码必须含有字母；若设置的密码中没有字母，点击确认后，

软件会有相应提示框“密码必须包含字母”。 

 

必须包含数字 

勾选后表示所设置的密码必须含有数字；若设置的密码中没有数字，点击确认后，

软件会有相应提示框“密码必须包含数字”。 

 

最小位数 
所设置密码的最小位数；若设置的密码位数小于 3，点击确认后，软件会有相应提

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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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不能与上

次重复 

勾选后表示在线修改的密码不能与上次的密码重复；若重复，LB9197 自动置 ON，

如有警告提示框，需客户自己做，可参考下图： 

 

密码使用有

效期设置 

最短有效期 

设置当前用户密码不能修改的天数限制，动态修改最短有效期寄存器对应 LW9515，

若最短有效期修改，LB9192 自动置 ON。 

若最短有效期设置为 1，表示 1 天内不能修改当前密码，如在第一天内修改密码，

LB9192 会自动置 ON，表示修改密码的时间太短了；如有警告提示框，需客户自己

做，可参考下图： 

 

最长有效期 

设置提示修改用户密码的天数限制，只是提示不是必须修改，动态修改最长有效期

寄存器对应 LW9516，若最长有效期修改，LB9193 会自动置 ON。若最长有效期设

置为 10，表示若超过 10 天没有修改，用户登录时，LB9193 会自动置 ON，表示太

久没有修改密码了；如有警告提示框，需客户自己做，可参考下图： 

 

锁定设置 账户锁定阈值 
设置输入密码错误的次数，达到设定次数后，该账户被锁定。若账户锁定阈值设置

为 3，登录用户权限时，若密码输入错误 3 次，则该账户会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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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时间 

1）账户被锁定的时间，一旦被锁定后，只有过了所设置的锁定时间才可以再次登

录。若锁定时间设置 1 分钟，账户被锁定后，需要过 1 分钟后，才可以继续登陆，

在这 1 分钟内，账户一直属于锁定状态，输入密码无效。 

注意：锁定功能断电不保存 

 

!
 

1. 密码为 0 的时候，表示无密码； 

2. 注销时间的范围为：0~2147483647 分钟。0 分钟表示：不注销即权限一直有效。注销时间从登录该

用户权限后执行最后一次操作结束后开始计时； 

3. 密码设置、密码使用有效期设置、锁定设置所有用户共用一个全局设置；                                                                                                                                                                                                                                                                                                                            
 

10.3.3 与用户权限相关的系统保留寄存器 

用户除了在【HMI 属性】—【用户权限设置】中设置用户权限外，使用用户权限功能时还需用到以下系统特殊寄存

器： 

地址 功能 说明 

LW9486~LW9501 输入登录的用户名 最多 32 个字符 

LW9502~LW9503 输入登录用户对应的密码 双字 

LW9504~LW9505 显示当前用户权限 双字，只读元件，显示对应的 32 个权限 

LB9165 用户登录确认 置 ON 后，执行登录操作，并自动置 OFF 

LB9166 用户注销确认 置 ON 后，执行注销操作，并自动置 OFF 

10.3.4 与在线增删用户权限相关的系统保留寄存器 

用户除了可以在【HMI 属性】—【用户权限设置】中增删用户及用户权限外，还可以在 HMI 上在线增删用户及其权

限。与在线增删用户及用户权限相关的系统特殊寄存器见下表： 

地址 功能 说明 

LW9486~LW9501 输入登录的用户名 最多 32 个字符 

LW9502~LW9503 输入登录用户对应的密码 双字 

LW9506~LW9507 用户权限分配 双字，可读可写，32 个权限的分配，LW 9506~9507 对应序号为

0~31的这 32个权限，LW.B分别对应 LW 9506~9507里面的每个位，

比如：LW.B 9506.0 表示序号为 0 的权限。LW.B 9506.A 表示序号为

10 的权限 

LW9508~LW9509 权限注销时间 双字，单位为分钟 

LW9510~LW9511 增加/删除用户确认密码 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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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9167 增加用户操作确认 置 ON 后操作完成，并自动置 OFF 

LB9168 删除用户操作确认 置 ON 后操作完成，并自动置 OFF 

LB9190 用户管理执行标志 执行增删用户,修改密码等操作时置 ON 

LB9191 用户管理操作失败 用户管理操作失败时置 ON 

 

!
 

1. 只有在 HMI 上在线增加的用户及用户权限才允许在线删除 

2. 用户权限支持在线修改密码，仅支持在 HMI 上在线增加的用户密码，且此用户必须登录后方可修改                                                                                                                                                                                                                                                                                                                                      

 

10.3.5 用户权限密码输入窗口 

系统提供[Frame9：Login Window]为用户权限密码输入窗口： 

 
对于使用用户权限功能的用户，则分别在“用户名”和“权限密码”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和权限密码，然后点击“登录”

即可。 

 

 1. [Frame9：Login Window]中所涉及的系统保留寄存器可在本手册【14 寄存器】中查阅 

2. 用户可通过[Frame9：Login Window]窗口上方的窗口控制条移动窗口 

 

10.3.6 元件用户等级保护应用 

【范例】要求对“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操作时需先输入正确的密码方可进行操作。 

本例使用用户等级功能对元件进行保护，并设置可操作该元件的用户等级至少为 2。 

打开【HMI 属性】—【用户等级设置】，具体设置如图所示： 

 
在窗口 0 建立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其属性设置如下：地址 LB0。开关类型为：切换开关。【控制设置】—
【触控条件使能】—【用户等级控制】—【最低使能等级：2】—【自动弹出密码窗口】 
读取/写入地址 LB 0（HMI 本地寄存器） 
开关类型 切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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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控制设置 选中【触控条件使能】；勾选【用户等级控制】，最低使能等级为：

2；勾选【自动弹出密码窗口】 

保存，编译 
运行时，触控位状态切换开关，弹出密码输入窗口[Frame9：Login Window]后，在“等级密码”中输入 2 级密码 222222

或 3 级密码 333333，确认后，即可对位状态切换开关进行触控操作；如果输入 1 级密码 111111 或密码错误，则触控

操作失败。 

用户名

权限密码

注销登录

等级密码 **********

**********

用户权限登录

用户等级登录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用户名

权限密码

注销登录

等级密码 **********

**********

用户权限登录

用户等级登录

Max:AAAAAAAAAAAA
Min:AAAAAAAAAAAA

1 2 3

4 5 6

7 8 9

0 . ENTER

CLR

ß 
_

**

2

3

1

 
10.3.7 元件用户权限保护应用 

【范例】设置三个用户：Administrator，Engineer，Operator，这 3 个用户拥有不同的权限。Operator 能操作窗口上的：

数值输入元件；Engineer 能操作窗口上的：位状态切换开关；Administrator 能操作数值输入元件和位状态切换开关。 

用户 ID 用户名 密码 注销时间 权限 

用户 0 Operator 111111 10 分钟 拥有操作员权限 

用户 1 Engineer 222222 10 分钟 拥有工程师权限 

用户 2 Administrator 333333 1 分钟 拥有操作员权限和工程师权限 

在【HMI 属性】—【用户权限设置】中登录所需用户及用户权限，具体设置如下： 
用户 0：启用 用户名 Operater 

密码 111111 
注销时间 10 
权限 权限 0：操作员权限 勾选 

权限 1：工程师权限 不勾选 
用户 1：启用 用户名 Engineer 

密码 222222 
注销时间 10 
权限 权限 0：操作员权限 不勾选 
 权限 1：工程师权限 勾选 

用户 2：启用 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密码 333333 
注销时间 1 
权限 权限 0：操作员权限 勾选 

权限 1：工程师权限 勾选 

设置元件的用户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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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管理员可设

工程师/管理员可设

数值输入

位状态切换开关

 
在窗口 0 建立一个数值输入和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其属性分别设置如下： 

数值输入 
读取/写入地址 LW 0（HMI 本地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控制设置 选中【触控条件使能】；勾选【用户权限控制】，权限选择：0 操
作员权限；勾选【自动弹出密码窗口】 

位状态切换开关 
读取/写入地址 LB 0（HMI 本地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控制设置 选中【触控条件使能】；勾选【用户权限控制】，权限选择：1 工

程师权限；勾选【自动弹出密码窗口】 

保存，编译 
运行时，触控数值输入元件，弹出密码输入窗口[Frame9：Login Window]后，在【用户名】中输入：Operator，【权

限密码】中输入：111111，点击【登录】即可登录 Operator 权限，此时可对数值输入元件进行操作。其它元件操作类

似。 

操作员/管理员可设

工程师/管理员可设用户名

权限密码

注销登录

等级密码 **********

**********

用户权限登录

用户等级登录

1

v

ESC 1 2 3 4 5 6 7 8 9 0 BACK

Clear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 ? z x c v b n m ; { }

+ _ > < CH Page
Up

Page
Down

ENT

Operator

Caps

####操作员/管理员可设

工程师/管理员可设
用户名

权限密码

注销登录

等级密码 **********

**********

用户权限登录

用户等级登录

3

2

 
 

 1.注销时间为：登录进入以后的有效时间，注销时间到，用户权限自动失效 

2.用户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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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添加/删除用户权限：以 GH070 的 HMI 为例 

（1）窗口 0 

231

 
功能键元件，用来弹出窗口 10，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切换窗口：弹出窗口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标签 使用；0：添加用户 

功能键元件，用来弹出窗口 11，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切换窗口：弹出窗口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标签 使用；0：添加用户 

用户信息显示元件，用来显示用户的信息，其属性设置为： 
分隔线 颜色：黑色；线型：------  

背景设置 背景颜色：白色；标题栏背景色：绿色；边框颜色：黑色 

边框宽度 2 

（2）窗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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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键元件，用来关闭键盘，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取消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来移动键盘窗口，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切换窗口：窗口控制条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文本显示元件，用来输入用户名，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486  

字数 10 

图形 不使用 

数值输入元件，用来输入密码，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502  

数字 字数 2，数据类型【密码】，数据宽度【DWORD】 

图形 不使用 

数值输入元件，用来确认密码，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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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字数 2，数据类型【密码】，数据宽度【DWORD】 

图形 不使用 

数值输入元件，用来设置注销时间，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508  

数字 字数 2，数据类型【无符号十进制数】，数据宽度【DWORD】 

图形 不使用 

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用来选择用户权限，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写入地址 LW.B9506.0 LW.B9506.1 LW.B9506.2 LW.B9506.3 

位状态切换开关类型 切换开关 

标签 不使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位状态设定元件，用来确认增加用户，其属性设置为： 
写入地址 LB9167 

位状态设定类型 开 

标签 使用，0：添加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3）窗口 11 

 

功能键元件，用来关闭键盘，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键盘功能：取消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功能键元件，用来移动键盘窗口，其属性设置为： 
功能 切换窗口：窗口控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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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文本显示元件，用来输入用户名，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486  

字数 10 

图形 不使用 

数值输入元件，用来输入密码，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502  

数字 字数 2，数据类型【密码】，数据宽度【DWORD】 

图形 不使用 

数值输入元件，用来确认密码，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510  

数字 字数 2，数据类型【密码】，数据宽度【DWORD】 

图形 不使用 

位状态设定元件，用来确认删除用户，其属性设置为： 

写入地址 LB9168 

位状态设定类型 开 

标签 使用；0：删除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删除用户权限操作只对在屏上添加的用户有效。在组态工程里设置好的用户不能删除 

 

（4）保存编译离线模拟 

 触控添加用户按钮，弹出添加用户对话框。 



进阶篇 安全/密码 

 37  

2

1

3

 
输入要添加的用户名，设置密码并确认密码，并为该用户设置注销时间以及分配用户权限。设置好后点击【添加】即

可完成添加用户的操作。 

 触控删除用户按钮，弹出删除用户对话框。 

2

1

3

 
输入要删除的用户名，以及该用户的密码和确认密码，然后点击“删除”即可完成删除用户的操作。 

 

【范例】管理员权限，无需密码删除用户权限：以用户 1：A 和用户 2：B 为例，设置如下； 

 用户 1 用户 2 

用户名 A B 

密码 111 222 

权限 
权限 0：添加删除权限 

权限 1：管理员权限 

权限 0：添加删除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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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线新增用户，用户名：1，密码：123。 

 
（2) 用户 B（无管理员权限）执行删除新增用户 1 时，不输入密码即点击删除，提示“密码错误”，无法删除。 

 
（3）用户 A（勾选管理员权限序号）执行删除时，不输入密码即点击删除，提示“操作完成”，执行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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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方/编辑器 

配方数据是指保存在 HMI 内部且断电可保存的区域内的数据。配方数据可以存储在 RW 寄存器中也可以保存在 FRW

寄存器中。对于带 USB HOST 接口或 SD 卡槽的 HMI 来说，还可以将配方数据存储在 ERW 寄存器中。 

RW、FRW 和 ERW 的区别见下表： 

配方寄存器 描述 

RW RW 是 HMI 配方记忆体的地址类型。如 5000 系列屏，当 HMI 断电，RW 区数据不会

丢失；但 HMI 后背电池没电时，RW 区数据就会丢失。如 4000 系列屏，不会因 HMI

断电或 HMI 后备电池没电而丢失数据。 

FRW FRW 是专门为 HMI FLASH 物理存储区定义的地址类型。保存在 FLASH FRW 中的数

据，不会因 HMI 断电或 HMI 后备电池没电而丢失数据。但 FLASH 有擦写次数限制 

ERW0~2 
ERW0~2 是专门为外部存储器物理存储区定义的地址类型。保存在 ERW 中的数据，不

会因为 HMI 断电或 HMI 后备电池没电而丢失数据 

RW、FRW、ERW 使用方法类似，下面内容主要以 RW 为例，不再对 FRW 和 ERW 另外进行说明。 

11.1 和配方相关的寄存器 

寄存器/元件 描述 

RB 保存在 HMI 里的配方位地址的绝对地址 

RBI 保存在 HMI 里的配方位地址的索引地址 

FRB 保存在 flash 里的配方位地址的绝对地址 

FRBI 保存在 flash 里的配方位地址的索引地址 

RW 保存在 HMI 里的配方字地址的绝对地址 

RWI 保存在 HMI 里的配方字地址的索引地址 

FRW 保存在 flash 里的配方字地址的绝对地址 

FRWI 保存在 flash 里的配方字地址的索引地址 

ERW0~2 保存在外部存储器的配方字地址的绝对地址 

ERWI0~2 保存在外部存储器的配方字地址的索引地址 

LW9000 LW9000 的数据表示索引地址的偏移量 

数据传输元件 

可以实现配方数据和 PLC 数据或者 HMI 内部数据之间的传输 
定时器 

配方数据 

通用 PLC 控制/通用 PLC 控制（扩展） 

11.2 查看配方大小的方法 

11.2.1 查看 RW 大小的方法 

不同型号的 HMI，RW 大小也不一样，用户可通过下面几种方式来查看 RW 的大小。【举例】以 GH070 为例 

 在 JuncAuto DTools 软件中查看 

将鼠标悬停在【元件库窗口】—【HMI】—【GH070】图标上，系统会自动显示该型号的相关参数信息，其中【配方】

即为 RW 的大小。GH070 的配方大小为 256K Words，也就是 512K 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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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选型手册来查看 

 通过 TsManager 上传配方文件后查看配方文件属性 

2

1

3

 

从【TsManager】点击【上传配方】，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 

配方上传，直到提示“上传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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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上传后的配方文件大小 

11.2.2 配方地址范围计算方法 

HMI 配方寄存器地址范围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取： 

 根据配方大小计算 

【举例】以 GH070 为例，其配方大小为 256K Words，即 256Kword= 512K Byte（字节），系统占用的 1K byte。也就

是（512-1）×1024 Byte=523264 Byte，因为 JuncAuto DTools 都是以字编址的，故字节除以 2 变成字地址，再将最后

的 3 位数变成 0，得到 261000 Words。如果是 256KB （字节），则地址范围为 0~130500，将最后的 2 位数变成 0。 

 通过元件查看地址范围 

【举例】例如新建一个 HMI 型号为 GH070 的组态工程，在组态编辑画面新建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设置地址类型为

RW，则用户可在【地址范围】中查看 GH070 RW 寄存器的地址范围为：0~261000。 

 
11.3 配方使用方法 

11.3.1 绝对地址 

配方存储器是以字为单元的一块存储区，每个存储单元都有一个地址与其对应，配方绝对地址寻址（这里假设初值仅

作为说明，以实际为准）如图所示： 

地址 假设初值(10进制)

RW0 0

RW1 1

RW2 2

RW3 3

... ...

RW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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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索引地址 

因为绝对地址太多了，查找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提供了一块虚拟的索引地址临时存储区 RWI0，…，RWIn 和一个索引

寄存器 LW9000（占用 2 个字），通过改变 LW9000 的值来查找 RW 的值。 

索引地址 值(十进制)

RWI0 n

绝对地址 假设初值(十进制)

RW0 0

RW1 1

RW2 2

RW3 3

... ...

RWn n

LW9000（双字）的值=n，
RWI0指向RWn

 
【范例】当 LW9000 的值等于 105，则 RWI0 指向 RW105，值跟着 RW105 开始依次对应读取。 

索引地址 值(十进制)

RWI0 6666

绝对地址 假设初值(十进制)

RW100 1111

RW101 2222

RW102 3333

RW103 4444

RW104 5555

RW105 6666

RWI1 7777

RWI2 8888

RWI3 9999

RW106 7777

RW107 8888

RW108 9999

LW9000（双字）的值=105，
RWI0指向RW105

 

11.3.3 配方应用 

【范例】以 Modbus RTU 协议的 4X 地址为例，将 4X1~4X5 寄存器的值分别保存到配方 0 和配方 1 里，配方 0 对应的

地址范围是 RW0-RW4，配方 1 对应的地址范围是 RW5-R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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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地址 值(十进制)

4X1 0

4X2 1

4X3 2

4X4 3

4X5 4

配方绝对地址 值(十进制)

RW0 0

RW1 1

RW2 2

RW3 3

RW4 4

配方0

配方绝对地址 值(十进制)

RW5 5

RW6 6

RW7 7

RW8 8

RW9 9

配方1

值(十进制)

5

6

7

8

9

LW9000（双字）的值=0，
RWI0指向RW0，指向配方0

PLC地址

4X1

4X2

4X3

4X4

4X5

第一次采样 第二次采样

LW9000（双字）的值=5，
RWI0指向RW5，指向配方1

 
组态画面如图所示： 

4

2

1

3

5 6
 

静态文字：PLC 控制；配方 0；配方 1 

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用来改变 LW9000 的值，其属性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LW9000 （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功能 控制方式：加；状态数：2；状态号 0：对应值 0；状态号 1：对应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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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标签 使用；0：配方 0；1：配方 1 

配方元件，用来把 PLC 的值传给 RW，其属性设置为： 
写入地址 4X 1 （PLC 寄存器） 

功能 配方数据：从 PLC 上传到配方；数据长度：5 字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标签 使用；0：执行配方 

数值输入元件，用来输入 PLC 寄存器的值，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4X 1 4X 2 4X 3 4X 4 4X 5 

数值显示元件，用来显示 RW0~4 的值，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RW0 RW1 RW2 RW3 RW4 

数值显示元件，用来显示 RW5~9 的值，其属性分别设置为： 

读取/写入地址 RW5 RW6 RW7 RW8 RW9 

运行时，在 PLC 地址 4X1~4X5 里分别输入 0~4，触控【执行配方】，则配方 0 对应的地址 RW0~RW4 的值为 0~4。 

 
触控【配方 0】，切换到【配方 1】，修改 PLC 地址 4X1~4X5 的值为 5~9，再触控【执行配方】，则配方 0 对应的地

址 RW5~RW9 的值为 5~9。 

 
11.4 配方编辑器 

配方编辑器是 JuncAuto DTools 软件提供的一个主要用于建立、查看或编辑 rcp、csv、erp 和 frp 文件的工具。 

 

 rcp、erp 和 frp 等格式的数据文件可另存为 csv 格式的文件，并可用 Excel 打开、查看、编辑或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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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格式 描述 

rcp 
HMI 自带的配方存储器对应的配方文件格式，用 TsManager 工具可以上传、下载该格式的配方文

件（其中，文件大小取决于 HMI 配方存储器的大小） 

csv 

通常是HMI根据组态设置自动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的文件格式或者是通过配方编辑器另存的文件

格式。这种特殊格式的二进制文件，可以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打开，并且能够进行编辑、保存

和打印等相关操作，但是模板格式不能随意修改，否则配方编辑器和 HMI 不能解析 

erp 带外部存储器的 HMI 才支持的格式，可以保存在 USB DISK、SD 卡里 

frp 

FLASH 配方地址对应的配方文件格式，HMI 只有用到了才会生成，支持最大的地址是 2G Bits，即

2×1024×1024×1024/16 Words =134217728 Words，在组态时，摆放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地址类型

选择 FRW，会看到范围是 0-134217727。FLASH 配方地址使用多少，HMI 则开放多少，不使用的

时候就会释放掉。通常用来保存比较重要的且不经常擦写的数据，因为 HMI 掉电或者电池没电都

不会丢失，但是擦写次数有限。用 TsManager 工具可以上传、下载该格式的配方文件（上传 FRW、

下载 FRW） 

11.4.1 配方编辑器的启动 

 从 PC 操作系统的【开始】菜单打开 

 从 JuncAuto DTools【工具】菜单中打开 

单击【工具】菜单—单击【配方编辑器】 

 在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RecipeEditor】文件夹下，双击【RecipeEditor.exe】打开 

将 RecipeEditor 文件夹拷贝到其他地方也可单独使用。 

 打开【TsManager】—【下载处理】/【上传处理】点击【启动配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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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配方编辑器用户界面 

数据编辑区

状态栏

工具栏菜单

数据配置区
 

 菜单/工具栏 

菜单名称 工具栏图标 工具栏名称 描述 

文件  新建文件 建立一个新的配方文件 

 打开文件 打开一个配方文件 

 保存文件 保存配方文件 

 另存为 另存为一个配方文件 

 退出 退出配方编辑器 

查看 
 工具栏 开启/关闭工具栏 

 状态栏 开启/关闭状态栏 

文件合并  文件合并 将多个配方文件合并成一个配方文件下载到 HMI  

帮助  关于 RecipeEditor 版本信息 

位浏览  位浏览 以位的形式显示字寄存器 

 数据配置区 

数据配置区包括【读取地址设置】、【数据格式操作】、【当前数据格式的详细内容】和【数据处理操作】。 

 

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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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地址设置 

数据起始地址 读取的数据段的起始地址 

读取数据组数 读取数据的组数 

当前格式的数据长度 每个数据类型长度之和×组数 

刷新数据 点击【刷新数据】，以新的设置方式显示数据 

数据格式操作 

 选择当前的数据格式 

增加数据格式 点击【增加数据格式】增加数据格式 

删除当前数据格式 点击【增加数据格式】删除当前数据格式 

当前数据格式的详细内容 - 
选中某个条目，双击，弹出【数据类型编辑】对话框；空白

处右键菜单，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数据类型 

数据处理操作 

自动处理数据 修改数据格式后，自动读取当前文件 

使用当前格式处理数

据 
与【刷新数据】效果相同 

 数据编辑区 

数据编辑区会根据【数据配置区】设置的起始地址、数据组数以及数据类型来显示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同时用户可在

数据区中查看和修改这些地址对应的数据。 

 隐藏/显示【数据配置区】 

将鼠标移至控制条，当鼠标显示为 后，拉动控制条，或者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将【数据配置区】隐藏起来；此时

再将鼠标移至控制条处，当鼠标显示为 后，拉动控制条或者单击鼠标左键，可以恢复显示【数据配置区】。 

 【数据编辑区】查看、修改以及位浏览 

直接在数据栏【Desc1】里输入数据（比如 RW1-RW9 分别输入 1-9），选中需要查看位浏览的数据栏，该数据栏变成

蓝色，点击右键或者是点击工具栏上 ，可以弹出【位浏览】属性框。 

 
【举例】例如 RW9 的值是 9，位浏览形式表示 RW9：可以看见 03，00 位地址为红色：ON，十进制 9 以二进制形式

表示为 0000 0000 0000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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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配方编辑器的使用方法 

（1）新建配方文件：初次使用配方编辑器，在工具栏上点击 ，新建一个配方文件。 

（2）增加数据格式：单击【增加数据格式】，输入新格式名称：比如“Mydate”，单击【确定】。 

1

2 A
3

 
（3）增加数据类型 

 增加数据类型步骤如图所示： 

 
 数据类型可以是【单个数据】也可以是【数组数据】 

 

 

在【当前数据格式的详细内容区】里，每个 ID 条目如果是单个数据，数据区的地址只对应一列，每个

ID 条目如果是数组数据，且数组长度是 N，则数据区的地址对应 N 列。如果【读取地址设置区】里的

读取数据组数是 M，则数据区的地址对应 M 行。整个数据区的格式就是 M 行×（N0+…+ Nx）列，

其中 Nx 表示第 x 个 ID 条目的数组长度，如果是单个数据，Nx=1，如果是数组数据，且数组长度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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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Nx=N 

 
 单个数据 

RW0~RW9的值
 

 数组数据 

RW0,2,4,6,8,10,12,14,16,18的值
RW1,3,5,7,9,11,13,15,17的值  

 【字符串型数据】支持 Unicode 编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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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改数据起始地址和组数 

 
 
（5）保存：点击保存 ，把当前数据保存到配方文件里。 

 

 修改数据后，要点【保存】，否则数据没有保存到文件里，点击【刷新数据】，显示的还是之前没

有修改的数据 

 
（6）修改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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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合并配方 

HMI 每次只能下载一个配方文件，如果下载第二个配方文件就会覆盖第一个配方文件。如果需要使用不同的配方文

件，先合并所有的配方文件为一个配方文件，再下载到 HMI 里。 

 新建一个 1.rcp 文件，默认格式，输入数据 1~10 

 

 新建一个 2.rcp 文件，数据起始地址：20，输入数据 20~29 

 
 合并 1.rcp 和 2.rcp：点击【文件合并】菜单—【文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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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a：选择 HMI 的型号：合并后需要下载到 4000 系列还是 5000 系列的 HMI 里。 

文件合并后生成的文件大小取决于合并后文件类型，如果是 4000 系列，则大小为 256KB，如果是 5000 系列，则大小

为 512KB。注意： MT4522T 的配方大小为 512KB，此时合并后文件类型要选择 5000 系列。 

b：选择路径：选择需要合并的配方文件 1 和配方文件 2。 

 
c：文件长度：显示需要合并的文件的大小。 

【举例】例如 1.rcp 文件大小为 20 字节，显示的文件长度就是：2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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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文件读取开始地址：配方文件的起始地址。 

【举例】1.rcp 数据起始地址为 0，所以【文件一参数】—【文件读取开始地址】：0 words 

2.rcp 数据起始地址为 20，所以【文件二参数】—【文件读取开始地址】：20 words 

e：读取文件的长度：配方文件的长度。 

【举例】1.rcp 和 2.rcp 读取数据组数为 10，所以【文件一参数】/【文件二参数】—【读取文件的长度】：10words 

f：存入合并文件的起始地址：合并文件的起始地址。 

【举例】1.rcp 数据起始地址为 0，所以【文件一参数】—【文件读取开始地址】：0 words，【读取文件的长度】：

10words，也就是 RW0~RW9； 

2.rcp 数据起始地址为 20，故【文件二参数】—【文件读取开始地址】：20 words，【读取文件的长度】：10words，

也就是 RW10~RW19； 

故【文件一参数】—【存入合并文件的起始地址】：0 words；【文件二参数】—【存入合并文件的起始地址】：10 words。 

 

 【文件参数二】—【存入合并文件的起始地址】：必须大于【文件参数一】的【存入合并文件的起

始地址】和【读取文件的长度】之和 

 
g：合并后文件的路径：设置合并后生成的新的配方文件的名称和保存路径。 

 

h：合并文件：执行【合并文件】操作。 

合并后配方文件 12.rcp 大小为： 



进阶篇 配方/编辑器 

 39  

 
用配方编辑器打开合并好的配方文件【12.rcp】，在【数据编辑器】显示的数据如下： 

 

11.5 配方上载/下载/清除 

☞关于配方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 Ts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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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HMonitor  

12.1 KHMonitor 介绍 

 KHMonitor 用于通过 HMI 监视 HMI 和 PLC 内的地址数值，以达到监控的目的。 

12.2 KHMonitor 的启动 

 从 PC 操作系统的【开始】-【所有程序】菜单打开 

 在 JuncAuto DTools 安装目录下，双击【KHMonitor.exe】打开 

12.3 KHMonitor 用户界面 

监视窗口状态栏

工具栏菜单栏

 
 菜单/工具栏 

菜单名称 工具栏图标 工具栏名称 描述 

文件  打开 打开一个已存在的监控配置文件 

 保存 保存监控配置文件 

 另存为 另存为一个监控配置文件，存储格式为*.khm 

 退出 退出 KHMonitor 

编辑 

 全选 全部选中监视窗口中所有的监控条目 

 增加 新增一条监控条目 

 删除 删除所选中的寄存器 

 运行 执行监控所选中的寄存器动作 

 停止 停止监控所选中的寄存器状态 

查看 
 工具栏 开启/关闭工具栏 

 状态栏 开启/关闭状态栏 

帮助  关于 KHMonitor 版本信息 

 监视窗口 

数据监视窗口包括名称、值、状态、触摸屏/寄存器、寄存器地址、输出类型、更新周期（毫秒）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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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监视窗口选中监视条目，鼠标双击，可修改其设置信息 

12.4 KHMonitor 的使用方法 

（1） 新增监视数据条目：初次使用 KHMonitor，在工具栏点击 ，新建一个数据监视器。 
（2） 设置监控器名称：新建数据监视器，会自动弹出监控器设置窗口。输入数据监视器名称，名称不可重复，默

认为 New Monitor0，如再增加一条，编号自动增加。 

（3） 设置当前通讯方式：设置当前 HMI 与 PC 的连接方式 

 设置通讯方式步骤如图所示： 

1

3

2

 
 通讯方式管理界面包括【添加】、【修改】、【删除】、【删除全部】、【确定】功能设置。 

 添加：添加新的 HMI 与 pc 的连接方式； 

 修改：已添加的连接方式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连接方式 

 删除全部：删除通讯方式管理中的所有连接方式 

 通讯方式设置界面属性说明 

通讯方式 参数设置 

串口下载 

 

选择 PC 机当前使用的串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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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口下载 

 

设置当前 HMI 的 IP 地址 

 

USB  
 

无需设置通讯参数 

（4） 设置控制器：选择屏和 PLC 通讯时所使用的驱动协议 

【控制器】具体说明 
控制器下拉菜单 选择相应的屏和 PLC 通讯的驱动协议 

站号 PLC 站号 

屏端口号 HMI 和 PLC 通讯时所用的 COM 口号 

（5） 设置寄存器地址：选择所要监视的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地址】具体说明 
地址 选择所要监视的 HMI/控制器地址 

批量增加 

批量个数  设定一次复制的元件个数，范围为 1~1000 

地址自动变化方式  按地址递增/递减来复制 

前位数地址自动变化  寄存器的地址按照整数递加/递减 

后位数地址自动变化  寄存器的地址按照小数点后面递加/递减 

注意：批量增加只在初次新增监视器的时候有效，无法对现有监视器条目中的寄存器进行修

改执行批量增加。 

（6） 设置输出类型：选择监视寄存器的数据类型，包括位，数字和字符串，监视过程中会根据所选的类型来解析

并显示 

（7） 运行/停止监控器 

【运行】：选择监控器条目，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运行 ”按钮。按住 ctrl/shift 键可以多选。运行后读

出的值会显示在“值”（Value）这一列中。 

【停止】：选择监控器条目，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停止 ”按钮。按住 ctrl/shift 键可以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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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打印 

JuncAuto DTools 支持 2 种打印方法： 

 本地打印：通过串口或 USB 接口打印：HMI 与打印机直接相连来打印 HMI 画面 

USB/Serial cable  
 网络打印（远程打印）：通过局域网中的打印机来打印 HMI 画面 

网络打印需要的硬件配置：HMI 必须带网口并连接在局域网内，局域网内有 PC 机、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和 HMI 之

间没有直接的联系，HMI 里也不需要任何驱动。  

Enthernet 
Cable  

13.1 支持本地打印的打印机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打印机型号见下表： 

JuncAuto DTools

打印机驱动 
打印机型号 打印接口 打印方法 点阵 厂家信息 

WH4008A31-053 WH-A52Z20-30E125 串口 针式微打 240 像素点/行 

http://www.bright

ek.com.cn（炜煌） 

WH-A52Z20-40E125 串口 针式微打 240 像素点/行 

WH-A62R10 

WH-A62R10-41E725 串口 热敏微打 192 像素点/行 

WH-A93RG0-00E725 串口 热敏微打 192 像素点/行 

WH-E173R90-00E11720GA 串口 热敏微打 192 像素点/行 

WH-A93RG0-00

E825 

WH-A93RG0-00E825 串口 热敏微打 384 像素点/行 

WH-T2AR10-30E82B 串口 热敏POS机 384 像素点/行 

WH-E191RB0-00

E1182055 
WH-E191RB0-00E1182055 串口 热敏微打 576 像素点/行 

Siupo SP-M, D, 

E, F 
SP-E4004SK 串口 撞击点阵式 240 像素点/行 

http://www.siupo.

com（迅普） 

MY-POS80K MY-POS80K 串口 热敏POS机 240 像素点/行 
http://www.mypos

.cn（美域） 

HP LaserJet 

P1108 
HP LaserJet P1108 USB 主 激光 A4  

13.2 和打印相关的元件 

在 JuncAuto DTools 中，可使用打印功能的元件具体见下表： 

元件名称 触发地址 打印内容 本地打印 网络打印 

http://www.brightek.com.cn/
http://www.brightek.com.cn/
http://www.siupo.com/
http://www.siupo.com/
http://www.mypos.cn/
http://www.mypo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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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键 — 打印当前画面 支持 支持 

PLC 控制 

（报表输出） 
字 打印指定窗口 支持 支持 

PLC 控制 

（屏幕打印输出） 
位 打印当前画面 支持 支持 

事件信息登录 字/位 打印事件登录中触发的内容 支持 支持 

趋势图 位 打印趋势图元件的曲线 支持 支持 

历史数据显示 位 打印历史数据显示元件的表格 支持 支持 

数据报表曲线 位 打印数据报表的曲线 支持 支持 

数据报表显示 位 打印数据报表显示的表格 支持 支持 

☞关于和打印相关的元件设置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 元件】 
 报表输出 

即通过指定字寄存器的值变化来控制指定窗口的屏幕打印输出。当指定字寄存器的值发生改变，且值为一个有效的窗

口编号时，该窗口编号对应的窗口内容将被打印输出。打印完毕，该指定寄存器地址的值自动变为 0。 

【举例】设置如下图所示，则当 LW0 的值等于 10 时，打印窗口 10 的内容。打印完毕，LW0 自动变为 0。当 LW0 的

值等于 11 时，打印窗口 11 的内容。使用【报表输出】功能时只执行打印功能并不会执行切换窗口的功能，不会切换

到被打印的窗口。 

 
 事件打印 

在【事件信息登录】元件中登录事件时设置打印，当设置的条件被触发时会打印出【事件信息登录】里的文字内容。 

【举例】设置如下图所示，勾选【触发时打印】和【恢复正常时打印】：则当 LB0 为 ON 状态时打印文字“温度过高！”；

当 LB0 恢复到 OFF 状态时将打印文字“温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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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打印事件发生的时间，在【HMI 属性】—【打印设置】—【事件显示打印属性设置】里勾选欲打印的内容。 

 
☞关于事件显示打印属性设置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8 打印设置】 

 

!
 

【趋势图打印】—勾选了【开启实时打印功能】，如果没有连接打印机，HMI 会提示打印错误信息

“Print Error” 

☞关于【趋势图打印】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6.1 趋势图】 
13.3 打印功能设置方法 

13.3.1 本地打印：HMI 串口与打印机直接相连 

【范例 1】使用型号为 GH070 的 HMI 和炜煌打印机 WH-A93RG0-00E825 连接，通过功能键打印当前画面。首先创建

一个 HMI 型号为 GH070 的新工程。 

开启打印功能并选择打印驱动：【HMI 属性】—【打印设置】—勾选【开启本地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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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从【打印机】列表里选择打印机的驱动“WH-A93RG0-00E825”。 

选择打印机与 HMI 连接的端口，本例选用“COM0”。 

 

!
 

同一个端口不能同时设置为打印口和通讯口 

 
【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推荐使用默认设置，必须和打印机参数保持一致。本例【波特率】/【数据位】/
【校验位】/【停止位】均为默认。 

在画面 0 上放置一个功能键。功能键选中【打印】，【打印内容】全部选中。编译，下载到 HMI。 

 

 关于炜煌打印机 WH-A93RG0-00E825/GH070 的 COM0 接线方法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触控 HMI 上的功能键，则打印当前画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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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微型打印机都是单色打印机，在编辑 HMI 组态工程时，推荐窗口填充颜色为白色，文字颜色为

黑字，尽量不要使用彩色图片，以免打印效果不够清晰 

 

13.3.2 网络打印（远程打印）：通过局域网内的打印机来实现打印 

元件启用网络打印的设置方法如下表所示： 

元件名称 触发地址 打印内容 开启网络打印 

功能键 — 打印当前画面 

 

PLC 控制 

（报表输出） 
字 打印指定窗口 

PLC 控制 

（屏幕打印输出） 
位 打印当前画面 

事件信息登录 字/位 

打印事件信息登

录中所触发或恢

复正常所显示的

内容 

 

趋势图 字 打印实时曲线图 

 
【范例】要求通过远程打印机打印局域网内 HMI 的画面。 

打印前的准备：一台 PC 机，一台带网口的 HMI，一台能直接和 PC 机相连的打印机 

本例使用的惠普 USB 打印机型号为：HP Laserjet P2014，HMI 型号为 GH070，并使用【PLC 控制】—【报表输出】

功能打印指定画面。 

在 PC 机上安装好打印机驱动，然后在操作系统【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里找到相应的打印机，并通过
右键菜单将其设为默认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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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C 机上运行打印程序【NetPrint.exe】 
【NetPrint.exe】程序存放在 JuncAuto DTools 软件的安装目录里，如果用户没更改过安装目录，软件默认安装路径为：

【C:\Program Files\JuncAuto DTools】。 

 

双击运行【NetPrint.exe】，如果防火墙提示【您想保持阻止此程序吗？】，选择【解除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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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印时，【NetPrint.exe】需要一直处于运行状态，【NetPrint.exe】运行期间会自动最小化到托盘  

 
在【HMI 属性】—【打印设置】中设置运行【NetPrint.exe】程序的 PC 机的 IP 地址和端口： 

 
在【HMI 属性】—【触摸屏】中设置 HMI 的 IP 地址： 

 
 

!
 

1.连接打印机的 PC 和运行【NetPrint.exe】程序的 PC 可以是同一台，也可以是局域网内任意 PC 

2.连接了打印机的 PC，运行【NetPrint.exe】程序的 PC 和 HMI 都是接在同一局域网内，IP 地址必

须在同一网段内，IP 地址的前面 3 位必须相同，最后一位不相同 
 
开启元件网络打印功能 
在【PLC 控制】属性中设置【控制类型】为“报表输出”，指定寄存器地址为 LW0；然后勾选【自定义打印选项】

和【网络打印】，并勾选【打印内容】所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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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画面 0 上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读取/写入地址】设为 LW0。保存编译后下载到 HMI。 

 

 
1.使用【网络打印】功能的时候，需要在相关元件里开启打印功能，而本地打印只需在【HMI】属

性—【开启本地打印功能】即可 

2.趋势图元件不支持网络打印功能 

3.选择了【网络打印】，打印机颜色不可修改，默认为单色 
接线 
将 HMI 通过交叉或者直通网线接入局域网内。 

设置打印属性 
单击最小化到托盘上的【NetPrint.exe】图标，弹出属性设置窗口。如图所示： 

 
属性设置说明如表所示： 

NetPrint 属性框说明 

工具 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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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方向 设置为【纵向/横向】打印 

打印位置 设置为【左对齐/居中】打印 

打印方式 

【单独】：打印机实时打印，一旦接收到打印任务马上打印 

【合并】：接收到打印任务以后，不立即打印，而是累计到打印内容布满一

张纸时再执行打印任务，此功能主要用于节约纸张 

保存到本地 

勾选后，并且选择路径，一旦接收到打印任务，即可将打印内容以图片的形

式保存在 PC 中，而不是通过打印机打印。图片格式为.JPG，图片名是以保

存时间即年-月-日，时：分：秒：毫秒命名，如 20120903-110552.jpg 

打印机设置 

 
打印预览 查看打印效果 

退出 是否退出【NetPrint.exe】程序 

帮助 关于【NetPrint.exe】程序的版本信息 

IP 地址 HMI 的 IP 地址。如果 HMI 跟 PC 连在同一个局域网，NetPrint 会自动检测到 

在 HMI 上改变 LW0 的值即打印相应的窗口内容。 

13.4 打印页的应用技巧 

当 HMI 的窗口实际宽度大于或小于打印纸的宽度时，可以设置当前窗口为【打印页】，通过改变 HMI 窗口的宽度和

高度来实现打印纸张超过或小于实际 HMI 窗口的宽度。此功能仅对【报表输出】打印有效。 

 

 
1.选中了【打印页】以后，窗口的宽度和高度最大可设置为 1024*1024 个像素点/行 

2.一旦窗口的高度设置成超过了 HMI 窗口的实际高度以后，在 HMI 运行该窗口时，超过的部分将

显示不出来。推荐使用【报表输出】的打印方式，即此窗口只需要打印，不需要在 HMI 上查看。如

需查看，可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正常画面给用户查看 
 
【范例】HMI 型号为 GH070，窗口的宽度 320 个像素点/行。 

炜煌打印机 WH-A62R10-41E725，打印效果是：192 个像素点/行。 

如果 GH070 接 WH-A62R10-41E725 的话，因为 HMI 的宽度大于打印纸的宽度，所以 HMI 窗口的右边有 128 个像素

点打印不出来。 

创建一个 HMI 型号为 GH070 的新工程。 

【HMI 属性】—【打印设置】—勾选【开启本地打印功能】。 
【打印机】选择“WH-A62R10” 

【打印机端口】选择“CO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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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均为默认。 

 
双击窗口 0，设置【窗口属性】—勾选【特殊属性】—选择【打印页】，设置窗口的【宽度】为 192，高度为 1024。 

 
设置打印方式为：【报表输出】 

☞关于【报表输出】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5.5 PLC 控制】 

设置打印接线 
 

 关于打印机接线方式更多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13.5 打印失败 

当打印机有错误时将显示如下对话框： 

 
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请检查打印机电源，打印机接线，打印口等是否正常。 

☞关于屏蔽打印错误信息和修改打印错误信息内容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4 触摸屏系统信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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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MI 通信 

本章主要介绍 HMI 支持的通信方式以及各种通信方式的配置。 

14.1 串口通信 

串口，即串行接口的简称，是指数据一位位的顺序传送。串口通信是工业控制中常见的一种通讯方式，其特点是通信

线路简单，只要一对传输线就可以实现双向通信，从而降低成本，特别适用于远距离通信，通信的距离可以从几米到

几千米，但传送速度较慢。 

HMI 支持 RS-232C、RS-485、RS-422A 三种串口通信连接方式。 

14.1.1 HMI 与 PC 串口通信 
HMI 可通过 RS-232C 串行电缆连接 PC 机侧的串行接口进行用户工程、配方等数据的上传/下载以及 HMI 固件的更新。 

 

COM2

HMI
PC

RS-232C Cable

COM port

 
 

☞关于 HMI 通过串口上传下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 TsManager】 

14.1.2 HMI 与 PLC/控制器串口通信 

单台 HMI 可通过串口与单台 PLC 通信，同时也支持与多台使用相同串口通信协议或不同串口通信协议的 PLC/控制器

通信。 

在同一个 COM 口上，只能连接多台使用相同串口通信协议且支持多点通信的 PLC/控制器，最多可连接 255 台设备。

而使用不同串口通信协议的 PLC/控制器需分别接在 HMI 不同的 COM 口上，且最多可同时和使用三种不同串口通信

协议的 PLC/控制器通信，具体根据实际 HMI 的硬件配置决定。 

 

!
 

COM0 和 COM1 口支持 RS485 接口方式，可分别同时与多台使用相同串口通信协议的 PLC/控制器

通讯；而 COM2 口只支持 RS232 接口方式，所以不支持与多台 PLC/控制器通讯 

 
 单个 HMI 与单个 PLC/控制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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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0/COM1/COM2

HMI
Controller

RS-232C/RS-485/RS-422A 
Cable

 

【范例】下面以一台 GH070 与一台 SIEMENS S7-200 通讯为例，要求在 HMI 上监视 PLC M0.0 输出的状态。（本例

使用 HMI COM0 端口连接 PLC 通讯） 

在拓扑结构窗口配置设备并设置通讯参数 

 

配置 HMI COM0 端通讯参数：在【HMI 属性】—【串口 0 设置】中设置串口通讯参数 

 
 

!
 

HMI 串口通讯参数要与实际 PLC 通讯端口的参数一致 

 

配置 PLC 站号：在【PLC 属性】中设置【站号】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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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C 属性】中设置的【站号】要与实际 PLC 的站号一致 

 

编辑组态画面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HMI 图标，打开组态编辑窗口后，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选择“位状态指示灯”元

件添加至组态编辑窗口，并设置元件属性为： 

读取地址 M.B 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设置完毕，对工程进行保存、编译并下载。 

使用 RS-485 通讯电缆连接 HMI 和 PLC，通讯建立成功后即可在 HMI 上监视 M0.0 的状态 

 单个 HMI 与多个 PLC/控制器通信 

 单个 HMI 与多个 PLC/控制器（不同通信协议）通信 

COM1

HMI ControllerController

COM0 COM2

Controller

RS-232C/RS-
485/RS-422A Cable

RS-232C/RS-
485/RS-422A Cable

RS-232C Cable

Protocol BProtocol A

Protocol C

 

【范例】下面以一台 GH070 与一台 SIEMENS S7-200（以下称为 PLC 0）、一台 MITSUBISHI FX2N（以下称为 PLC 1）、

一台 OMRON CP1H（以下称为 PLC 2）通讯为例，要求在 HMI 上分别监视 PLC 0 的 VW 100、PLC 1 的 D100 中的数

据以及 PLC 2 的 Q 0.0 输出的状态。 

（本例使用 HMI COM0 端口连接 PLC 0，COM1 连接 PLC 1，COM2 连接 PLC 2 通讯） 

在拓扑结构窗口配置设备并设置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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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MI 属性】—【串口 0/1/2 设置】中根据该串口所接 PLC 实际通讯端口的参数来分别设置 HMI 串口的通讯参数，

参数设置如下： 

HMI 串口 串口通讯参数设置 
COM0 RS485-2，9600，8，偶校验，1 
COM1 RS485-4，9600，7，偶检验，1 
COM2 RS232，9600，7，偶校验，2 

 

在 PLC 0、PLC 1、PLC 2 的【PLC 属性】中根据实际 PLC 的站号来分别设置【站号】： 

PLC 编号 站号 
PLC 0 2 
PLC 1 0 
PLC 2 0 

 

 
连接在 HMI 不同串口上的 PLC/控制器可设置相同或不同的站号，但设置的站号要与实际连接的

PLC/控制器的站号一致。 

 

编辑组态画面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HMI 图标，打开组态编辑窗口后，分别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选择两个“数值显示”

和一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添加至组态编辑窗口，元件属性分别设置为： 

数值显示元件_1 

PLC 编号* 0 
读取地址 VW 1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数值显示元件_2 

PLC 编号* 1 
读取地址 D 1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位状态指示灯 

PLC 编号* 2 
读取地址 CIO_bit 100.00（PLC 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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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一屏多机时需通过更改元件属性中的【PLC 编号】来区分控制对象。 
设置完毕，对工程进行保存、编译并下载。 

使用相应的通讯电缆分别连接 HMI 和 PLC 0、PLC 1、PLC 2，通讯建立成功后即可在 HMI 上监视 VW 100、D100

中的数据以及 Q 0.0 的状态 

 单个 HMI 与多个 PLC/控制器（相同通信协议）通信 

HMI

COM2

Controller

COM1

Controller 0 Controller n… …

COM0

Controller 0 Controller n… …

RS-485/RS-422A Cable RS-485/RS-422A Cable
RS-232C Cable

Protocol BProtocol A

Protocol C

 

【范例】下面以一台 GH070 与三台 MODBUS 设备（以下分别称为 PLC 0、PLC 1、PLC 2）、一台 MITSUBISHI FX2N

（以下称为 PLC 3）、一台 OMRON CP1H（以下称为 PLC 4）通讯为例，要求在 HMI 上分别监视 PLC 0、PLC 1、

PLC 2 的 4X 100、PLC 3 的 D100 中的数据以及 PLC 4 的 Q 0.0 输出的状态。 

（本例使用 HMI COM0 端口连接 PLC 0、PLC 1、PLC 2，COM1 连接 PLC 3，COM2 连接 PLC 4 通讯） 

在拓扑结构窗口配置设备并设置通讯参数 

 
在【HMI 属性】—【串口 0/1/2 设置】中根据该串口所接 PLC 实际通讯端口的参数来分别设置 HMI 串口的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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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如下： 

HMI 串口 串口通讯参数设置 
COM0 RS485-2，9600，8，偶校验，1 
COM1 RS485-4，9600，7，偶检验，1 
COM2 RS232，9600，7，偶校验，2 

在 PLC 0、PLC 1、PLC 2 的【PLC 属性】中根据实际 PLC 的站号来分别设置【站号】： 

PLC 编号 站号 
PLC 0 1 
PLC 1 2 
PLC 2 3 
PLC 3 0 
PLC 4 0 

 

 
连接在 HMI 同一个串口上的 PLC/控制器必须设置不同的站号，且设置的站号要与实际连接的 PLC/

控制器的站号一致 

 

编辑组态画面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HMI 图标，打开组态编辑窗口后，分别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选择四个“数值显示”

和一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添加至组态编辑窗口，元件属性分别设置为： 

数值显示元件_1/2/3 

PLC 编号* 0 1 2 
读取地址 4X 1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数值显示元件_4 

PLC 编号* 4 
读取地址 D 1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位状态指示灯 

PLC 编号* 5 
读取地址 CIO_bit 100.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一屏多机时需通过更改元件属性中的【PLC 编号】来区分控制对象。 

设置完毕，对工程进行保存、编译并下载。 

使用相应的通讯电缆分别连接 HMI 和 PLC 0、PLC 1、PLC 2、PLC 3、PLC 4，通讯建立成功后即可在 HMI 上监

视 VW 100、D100 中的数据以及 Q 0.0 的状态。 

14.1.3 与串口通信有关的设置 

（1）JuncAuto DTools 允许通过“串口 0 与串口 1 交换”选项将 COM0 和 COM1 设置的串口通讯参数以及连接在这两

个串口上的设备进行相互交换。☞关于串口交换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2.9 串口交换】 

（2）用户在作冗余通信时，可通过 JuncAuto DTools 提供的系统特殊寄存器来屏蔽相应故障站点的通讯。 



进阶篇 HMI 通信 

 41  

☞关于站号屏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4 寄存器】 

（3）当 HMI 与 PLC/控制器串口通讯发生故障时，系统会自动提示相应的故障错误信息。故障错误信息中包含的 PLC

站号信息以十六进制数据显示。 

同时，用户可自行定制系统提供的故障错误信息内容，或者通过系统特殊寄存器来屏蔽相应的故障错误信息提示。 

☞关于系统信息屏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4 寄存器】 

☞关于系统信息定制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6.1.4 触摸屏系统信息文本】 

14.2 网口通信 

以太网具有传输速度高、低能耗、易于安装且兼容性好等优势，因此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系统控制。 

HMI 通过以太网通讯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两端为RJ45接头的直通双绞线(Straight Through Cable)或交叉双绞线(Crossover Cable)，经由集线器（Hub）

或交换机（Switch）通讯； 

另一种是通过两端为 RJ45 接头的交叉双绞线(Crossover Cable)，不经过集线器（Hub）或交换机（Switch）通讯，这

种方式仅适用于 1 对 1 通讯。 

14.2.1 HMI 与 PC 网口通信 

HMI可通过两端为RJ45接头的交叉双绞线(Crossover Cable)和PC机侧的网口连接进行用户工程、配方等数据的上传/

下载以及HMI固件的更新。 

LAN port

HMI
PC

LAN port

Crossover Cable
 

☞关于HMI通过网口上传下载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7 编译/模拟/下载/上载】 

14.2.2 HMI 与 HMI 网口通信 

HMI 与 HMI 网口通信主要有下面两种方式： 

 单台 HMI 与单台 HMI 通信 

单台 HMI 与单台 HMI 经由网口通讯时，可通过两端为 RJ45 接头的交叉双绞线直接连接通讯。 

LAN port

HMI 0

LAN port

HMI 1

Crossover Cable
 

 多台（两台以上）HMI 组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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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 HMI 经由网口通讯时，需通过 Hub 或 Switch 连接通讯。 

HMI 0

HMI 1

HMI n

…

Hub/Switch

Enthernet 
Cable

Enthernet 
Cable

 

【范例】下面以两台 GH070 通讯为例，要求在 HMI0 画面上控制 HMI1 的 LB100 状态输出为 ON。 

在拓扑结构窗口配置设备并设置通讯参数 

在【HMI 属性】—【触摸屏】—【网络配置设置】中，点击【增加】配置 HMI 网口通讯参数： 

HMI 编号 通讯协议 IP 地址 
HMI0 JuncAuto 192.168.100.240 
HMI1 JuncAuto 192.168.100.241 

配置完毕后，拓扑结构图和总线配置列表如下： 

 

编辑组态画面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HMI0 图标，打开 HMI0 组态编辑窗口后，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选择“位状态设

定”元件添加至组态编辑窗口，元件属性设置为： 

触摸屏* 1 
写入地址 LB 100（HMI 本地寄存器） 
类型 切换开关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状态1

  

※多屏组网时需通过更改元件属性中的【触摸屏】编号来区分控制对象。 

设置完毕，对工程进行保存、编译并下载。 



进阶篇 HMI 通信 

 41  

使用交叉网线连接 HMI0 和 HMI1，通讯建立成功后即可在 HMI0 上触控位状态设定元件，即可将 HMI1 LB100 的

状态置 ON。 

14.2.3 HMI 与 PLC/控制器网口通信 

HMI 与 PLC 网口通信主要有下面几种方式： 

 单台 HMI 与单台 PLC 网口通讯 

单台 HMI 与单台 PLC 经由网口通讯时，可通过两端为 RJ45 接头的交叉双绞线直接连接通讯。 

LAN port

HMI

LAN port

Controller

Crossover Cable
 

 单台 HMI 与多台 PLC 网口通讯 

单台 HMI 与多台 PLC 经由网口通讯时，需通过 Hub 或 Switch 连接通讯。 

HMI

Hub/Switch

Enthernet 
Cable

Enthernet 
Cable

Controller 0

…

Controller n

 

 多台 HMI 与多台 PLC 网口通讯 

多台 HMI 与多台 PLC 网口通讯时，需通过 Hub 或 Switch 连接通讯。 

Hub/Switch

Enthernet 
Cable

Controller 0

…

Controller n

Enthernet 
Cable

HMI 0

HM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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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下面以两台 GH070（以下分别称为 HMI0 和 HMI1）和一台 MODBUS TCP 设备（以下称为 PLC0）、一台

OMRON CJ 系列 PLC（以下称为 PLC1）通讯为例。要求在 HMI0 上监视 PLC0 中 4x100 的数据以及在 HMI1 上监视

PLC1 中 D100 的数据。 

在拓扑结构窗口配置设备并设置通讯参数 

在【HMI 属性】—【触摸屏】—【网络配置设置】中，点击【增加】配置 HMI 网口通讯参数。 

配置 HMI： 

HMI 编号 IP 地址 通讯协议 
HMI0 192.168.100.240 JuncAuto 

Modbus TCP 
Omron CJ Series Ethernet(TCP) 

HMI1 192.168.100.241 JuncAuto 
Modbus TCP 
Omron CJ Series Ethernet(TCP) 

配置 PLC：此处设置的 IP 地址要与实际 PLC 的 IP 地址一致 

PLC 编号 IP 地址 通讯协议 
PLC0 192.168.100.2 Modbus TCP Slave 
PLC1 192.168.100.201 Omron CJ Series Ethernet(TCP Slave) 

配置完毕后，拓扑结构图和总线配置列表如下： 

 

编辑组态画面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HMI0 图标，打开 HMI0 组态编辑窗口后，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选择“数值显示”

元件添加至组态编辑窗口，元件属性设置为： 

触摸屏* 1 
读取地址 4x 1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然后在打开 HMI1 组态编辑窗口，从【元件库窗口】—【PLC 元件】中选择“数值显示”元件添加至组态编辑窗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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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属性设置为： 

触摸屏* 0 
读取地址 D 100（PLC 寄存器） 
图形 

使用向量图，

状态0

 

※多屏组网时需通过更改元件属性中的【触摸屏】编号来区分控制对象。 

设置完毕，对工程进行保存、编译并下载。 

使用交叉或直通网线通过 Hub 或 Switch 分别连接 HMI0、HMI1、PLC0、PLC1，通讯建立成功后即可在 HMI0 上

监视 PLC0 的 4x100 的数据以及在 HMI1 上监视 PLC1 的 D100 的数据。 

14.2.4 FTP 功能 

JuncAuto DTools 开放了 FTP 的功能，可以通过局域网将外部存储设备的文件传到 PC，或将 PC 中的文件传到外部存

储设备。 

 

!
 

FTP 功能仅适用于带 USB HOST 或 SD 卡接口且带网口的 HMI 

 

【举例】通过局域网访问 GH070 内 U 盘文件，HMI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00.241。 

在【HMI 属性】—【触摸屏】属性页中开启 FTP 功能。 

勾选【开启 FTP 功能】，设置密码：123456。 

 

 

 1. FTP 默认密码为 888888 

2. FTP 密码不支持字符，不能为空，只能为数字 

在【HMI 属性】—【触摸屏】中配置 HMI 的网络参数。设置当前 HMI 的 IP 地址为：192.168.100.241,，子网掩码

和网关默认不做修改。 

 
保存，编译后下载工程。 

使用交叉或直连网线通过 Hub 或 Switch 将 HMI 接入局域网。打开 IE 浏览器或者资源管理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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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 的 IP 地址：ftp://192.168.100.241，回车后系统自动弹出【登录身份】对话框，输入用户名 root，密码 123456，

即可登录 FTP 服务器。 

 

 
打开 usb1 文件夹，即可浏览内部文件。同时也可将其文件复制到 PC 或者将 PC 的文件复制到 U 盘。 

 

ftp://192.168.100.241/


进阶篇 HMI 通信 

 41  

14.3 现场总线通信 

现场总线是一种应用于生产现场，在现场设备之间、现场设备和控制装置之间实行双向、串形、多结点的数字通信技

术。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现场总线通信有 CAN。 

14.3.1 CAN 通信 

JuncAuto DTools 提供的 CANOpen Node Slave 通信协议可实现 HMI 作为从站设备与 CANOpen 主站设备间的通讯。 

【范例】下面以一台 CZ 和一台 CAN 设备通讯为例 

在 JuncAuto DTools 拓扑结构窗口配置设备并设置通讯参数 

在拓扑结构窗口双击 HMI 图标，在【HMI 属性】—【触摸屏】—【现场总线配置】中，点击【增加】配置 HMI 通讯

参数。设置【通讯协议】为“CANOpen Node Slave”；其余参数设置与所连 CAN 设备的通讯参数一致。 

 
配置完毕后，拓扑结构图和总线配置列表如下： 

 

编辑组态画面 

组态画面中放置数值元件，地址范围 LW8000~8031。保存编译并下载工程。 

对 CAN 设备进行配置 

 

 关于 CAN 设备配置更多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CanOpen Node Slave(CANOpen 从站协议)相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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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配置与通讯电缆都设置完毕，通讯成功建立后，HMI 即可对 CAN 设备进行读写操作。 

14.5 MODBUS 协议应用（主从模式）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

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现今，MODBUS 协议已经成为一种通用工业标准，通过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

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从而进行集中监控。 

14.5.1 MODBUS 协议概述 

Modbus 是一个请求/应答协议，并且提供功能码规定的服务。 

Modbus 协议包括 ASCII、RTU、TCP 等，并没有规定物理层。协议定义了控制器能够认识和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

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Modbus 的 ASCII、RTU 协议规定了消息、数据的结构、命令和对答的方式，数

据通讯采用 Maser（主站）/Slave（从站）方式，主站发出数据请求消息，从站接收到正确消息后就可以发送数据到

主站以响应请求；主站也可以直接发消息修改从站的数据，实现双向读写。  

MODBUS 规定，只有主站具有主动权，从站只能被动的响应，包括回答出错信息。 

TS 系列 HMI 实现 Modbus 协议通讯时，遵循标准的 Modbus 通信过程： 

通用数据帧格式如下： 

地址码 功能码 数据区 错误校验码

8Bits 8Bits N×8Bits 16Bits
 

 地址码 

消息帧的地址域包含两个字符（ASCII）或 8Bit（RTU）。可能的从设备地址是 0...247 (十进制)。单个设备的地址范

围是 1...247。主设备通过将要联络的从设备的地址放入消息中的地址域来选择从设备。当从设备发送回应消息时，它

把自己的地址放入回应的地址域中，以便主设备知道是哪个设备做出回应。地址 0 是用作广播地址，以使所有的从设

备都能认识。 

 功能码 

在 HMI 系统中，常用的功能码如下： 

Modbus 功能码 名称 功能 对应的地址类型 

01 读线圈状态 读位（读 N 个 Bits） 0x 

02 读输入离散量 读位 1x 

03 读多个寄存器 读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读 N 个 Words） 4x 

04 读输入寄存器 读整型、状态字、浮点型 3x 

05 写单个线圈 写位（写一个 Bit） 0x 

06 写单个寄存器 写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写一个 Word） 4x 

15 写多个线圈 写位（写 N 个 Bits） 0x 

16 写多个寄存器 写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写 N 个 Words） 4x 

 数据区 

数据区包含了终端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者终端响应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内容可能是数值、参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24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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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或者设置值。例如：功能码告诉终端读取一个寄存器，数据区则需要指明从哪个寄存器开始及读取多少个数据，

内嵌的地址和数据类型根据从机的内容不同而有所不同。 

 错误校验码 

Modbus 协议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串行协议中除有奇偶校验外，ASCII 模式采用 LRC 校验，RTU 模式采用 16 位 CRC

校验，但 TCP 模式没有额外规定校验。 

 奇偶校验 

  用户可以配置控制器是奇或偶校验，或无校验。这将决定每个字符中的奇偶校验位是如何设置的。 

  如果指定了奇或偶校验，“1”的位数将算到每个字符的位数中（ASCII 模式 7 个数据位，RTU 中 8 个数据位）。

例如 RTU 字符帧中包含以下 8 个数据位：1 1 0 0 0 1 0 1；整个“1”的数目是 4 个。如用偶校验，帧的奇偶校验位

将是 0，使得整个“1”的个数仍是 4 个。如用奇校验，帧的奇偶校验位将是 1，使得整个“1”的个数是 5 个。如果

没有指定奇偶校验位，传输时就没有校验位，也不进行校验检测。代替附加的停止位填充至要传输的字符帧中。 

 LRC 检测 

  使用 ASCII 模式，消息包括了基于 LRC 方法的错误检测域。LRC 域检测了消息域中除开始的冒号及结束的回车

换行号外的内容。 

  LRC 域是个包含一个 8 位二进制值的字节。LRC 值由传输设备来计算并放到消息帧中，接收设备在接收消息的

过程中计算 LRC，并将它和接收到消息中 LRC 域中的值比较，如果两值不等，说明有错误。 

  LRC 方法是将消息中的 8Bit 的字节连续累加，丢弃了进位。 

  LRC 简单函数如下： 

    static unsigned char LRC(auchMsg,usDataLen) 

    unsigned char *auchMsg ; /* 要进行计算的消息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LRC 要处理的字节的数量*/ 

    {  

unsigned char uchLRC = 0 ; /* LRC 字节初始化 */ 

      while (usDataLen--) /* 传送消息 */ 

      uchLRC += *auchMsg++ ; /* 累加*/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_uchLRC))) ; 

     } 

 CRC 检测 

  使用 RTU 模式，消息包括了基于 CRC 方法的错误检测域。CRC 域检测了整个消息的内容。 

CRC 域是两个字节，包含一 16 位的二进制值。由传输设备计算后加入到消息中。接收设备重新计算收到消息的

CRC，并与接收到的 CRC 域中的值比较，如果两值不同，则有误。 

  CRC 添加到消息中时，低字节先加入，然后高字节。 CRC 简单函数如下： 

    unsigned short CRC16(puchMsg, usDataLen) 

    unsigned char *puchMsg ; /* 要进行 CRC 校验的消息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消息中字节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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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 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 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uIndex ; /* CRC 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g++ ; /* 计算 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14.5.2 MODBUS 协议通讯格式 

下面通过几个实例，并使用串口调试工具监听 HMI 收发的数据帧，来进一步了解 Modbus 协议的通讯格式。 

以下示例均以 HMI 作主设备，PLC 作从设备，并使用 RTU 传输方式进行说明： 

拓扑结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1）01 功能码应用 

用功能码 01 读取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这 6 个 Bit 的状态。 

在 HMI 组态上放置六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读取地址分别设置为 0x10~0x15。 

运行时，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读取 Bit 
值（高字节） 

读取 Bit 
值（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1H 00H 09H 00H 06H 6CH 0AH 

从机（PLC）应答 

站号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单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1H 01H 3A D1H 9BH 

 

从串口调试工具向 HMI 发送数据包 HMI 显示 

01H 01H 01H 3AH D1H 9BH 

 

HMI 读 0x15 为 ON，0x14 为 ON，0x13 为 ON，0x12 为 OFF，0x11 为 ON，0x10 为 OFF。十六进制数 3A 转换成二进

制为 111010，正好与之对应。 

（2）02 功能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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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能码 02 读 1x999 这个 Bit 的状态。 

在 HMI 组态上放置一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读取地址设置为 1x999。 

运行时，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读取 BIT 
值（高字节） 

读取 BIT 
值（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2H 03H E6H 00H 01H 58H 79H 

从机（PLC）应答 

站号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单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2H 01H 00H A1H 88H 
01H 02H 01H 01H 60H 48H 

 

从串口调试工具向 HMI 发送数据包 HMI 显示 

01H 02H 01H 00H A1H 88H 

 

01H 02H 01H 01H 60H 48H 

 

（3）03 功能码应用 

用功能码 03 读取 4x 208~215 这 8 个 Words 的值。 

在 HMI 组态上放置 8 个“数值显示”元件，读取地址分别设置为 4x 208~215。 

运行时，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读取 WORD 
值（高字节） 

读取 WORD 
值（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3H 00H CFH 00H 08H 74H 33H 

从机（PLC）应答 

站号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
（1） 
高字节 

数据
（1） 
低字节 

数据
（2） 
高字节 

数据
（2） 
低字节 

数据
（3） 
高字节 

数据
（3） 
低字节 

数据
（4） 
高字节 

数据
（4） 
低字节 

01H 03H 10H 00H 01H 00H 02H 00H 03H 00H 04H 

 

数据（5） 
高字节 

数据（5） 
低字节 

数据（6） 
高字节 

数据（6） 
低字节 

数据（7） 
高字节 

数据（7） 
低字节 

数据（8） 
高字节 

数据（8） 
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0H 05H 00H 06H 00H 07H 00H 08H 72H 98H 

 

从串口调试工具向 HMI 发送数据包 HMI 显示 

01H 03H 10H 00H 01H 00H 02H 00H 03H 00H 04H 

00H 05H 00H 06H 00H 07H 00H 08H 72H 98H 

1 2 3
5 6 7

4
8

 

（4）04 功能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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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能码 04 读 3x 1023 这个 Word 的值。 

在 HMI 组态上放置一个“数值显示”元件，读取地址设置为 3x 1023。 

运行时，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读取 WORD 
值（高字节） 

读取 WORD 
值（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4H 03H FEH 00H 01H 50H 7EH 

从机（PLC）应答 

站号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4H 02H 04H D2H 3BH ADH 

 

从串口调试工具向 HMI 发送数据包 HMI 显示 

01H 04H 02H 04H D2H 3BH ADH 1234

 

（5）05 功能码应用 

用功能码 05 修改 0x 1 这一个 Bit 的状态。 

在 HMI 组态上放置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写入地址设置为 0x 1，开关类型设为“切换开关”。 

运行时，在 HMI 上点击“位状态设定”元件将其切换为 ON 状态，则串口调试工具接收的数据为 01 05 00 00 FF 00 8C 

3A；将其切换为 OFF 状态，则串口调试工具接收的数据为 01 05 00 00 00 00 CD CA；（其中，十六进制值 0XFF00

请求线圈为 ON。十六进制值 0X0000 请求线圈为 OFF）同时，串口调试工具要回复相同的数据。 

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入 Bit 
值（高字节） 

写入 Bit 
值（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5H 00H 00H FFH 00H 8CH 3AH 
01H 05H 00H 00H 00H 00H CDH CAH 

从机（PLC）应答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入 Bit 
值（高字节） 

写入 Bit 
值（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5H 00H 00H FFH 00H 8CH 3AH 

01H 05H 00H 00H 00H 00H CDH CAH 

 

从串口调试工具向 HMI 发送数据包 HMI 显示 

01H 05H 00H 00H FFH 00H 8CH 3AH ON

 

01H 05H 00H 00H 00H 00H CDH CAH OFF

 

（6）06 功能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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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能码 06 写 4x 1 这一个 Word 的值。 

在 HMI 组态上放置一个“多状态设定”元件，写入地址设置为 4x 1，设定方式为“设置常数”，设置值为 88。 

运行时，在 HMI 上点击“多状态设定”元件，则串口调试工具接收的数据为 01 06 00 00 00 58 88 30；同时，串口调试

工具要回复相同的数据。 

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入 WORD 
值（高字节） 

写入 WORD 
值（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6H 00H 00H 00H 58H 88H 30H 

从机（PLC）应答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入 WORD 
个数（高字节） 

写入 WORD 
个数（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6H 00H 00H 00H 58H 88H 30H 

 

从串口调试工具向 HMI 发送数据包 HMI 显示 

01H 06H 00H 00H 00H 58H 88H 30H SET

 

（7）15 功能码应用 

用功能码 15 修改 0x 10~25 这 16 个 Bit 的状态。 

在 HMI 组态上建立一个宏代码：15 功能码.c，变量定义如下： 

 

代码如下：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nt MacroEntry()
{
short i;
for(i=0;i<16;i++)
data[i]=1;
return 0;
}

 

然后在组态画面上放置一个“功能键”元件，功能设置为“执行宏代码：15 功能码.c”。 

运行时，在 HMI 上点击功能键，则串口调试工具上接收的数据为 01H 0FH 00H 09H 00H 10H 02H FFH FFH E3H 09H，

同时在串口调试工具，回复数据 01H 0FH 00H 09H 00H 10H 84H 05H。 

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入 Bit 
值(高字
节) 

写入 Bit 
值(低字
节) 

写入 Bit 
字节数 

Bit 数据 
高字节 

Bit 数据 
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FH 00H 09H 00H 10H 02H FFH FFH E3H 0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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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PLC）应答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入 BIT 值 
(高字节) 

写入 BIT 值 
(低字节) 

CRC 
高字节 

CRC 
低字节 

01H 0FH 00H 09H 00H 10H 84H 05H 

（8）16 功能码应用 

用功能码 16 写 4x 10~25 这 16 个 Words 的值。 

在 HMI 组态上建立一个宏代码：16 功能码.c，变量定义如下： 

 
代码如下：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nt MacroEntry()
{
short i;
for(i=0;i<16;i++)
data[i]=i+1;
return 0;
}

 

然后在组态画面上放置一个“功能键”元件，功能设置为“执行宏代码：16 功能码.c”。 

运行时，在 HMI 上点击功能键，则串口调试工具上接收的数据为 01H 10H 00H 09H 00H 10H 20H 00H 01H 00H 02H 

00H 03H 00H 04H 00H 05H 00H 06H 00H 07H 00H 08H 00H 09H 00H 0AH 00H 0BH 00H 0CH 00H 0DH 00H 0EH 00H 

0FH 00H 10H 88H 37H。同时在串口调试工具，回复数据 01H 10H 00H 09H 00H 10H 11H C7H。 

主机（HMI）请求 

站
号 

功能
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 WORD 
值（高字节） 

写 WORD 
值（低字节） 

写 WORD 
字节数 

数据（1） 
高字节 

数据（1） 
低字节 

01H 10H 00H 09H 00H 10H 20H 00H 01H 

 

数据（3） 
高字节 

数据（3） 
低字节 

数据（4） 
高字节 

数据（4） 
低字节 

数据（5） 
高字节 

数据（5） 
低字节 

数据（6） 
高字节 

数据（6） 
低字节 

数据（7） 
高字节 

数据（7） 
低字节 

00H 03H 00H 04H 00H 05H 00H 06H 00H 07H 

 

数据(8) 
高字节 

数据(8) 
低字节 

数据(9) 
高字节 

数据(9) 
低字节 

数据(10) 
高字节 

数据(10) 
低字节 

数据（11） 
高字节 

数据（11） 
低字节 

数据（12） 
高字节 

数据（12） 
低字节 

00H 08H 00H 09H 00H 0AH 00H 0BH 00H 0CH 

 

数据(13) 
高字节 

数据(13) 
低字节 

数据(14) 
高字节 

数据(14) 
低字节 

数据(15) 
高字节 

数据(15) 
低字节 

数据(16) 
高字节 

数据(16) 
低字节 

CRC 
高 
字节 

CRC 
低 
字节 

00H 0DH 00H 0EH 00H 0FH 00H 10H 88H 37H 

从机（PLC）应答 

站号 功能码 
首地址 

（高字节） 
首地址 

（低字节） 
写入 WORD 
值（高字节） 

写入 WORD 
值（低字节） 

CRC 
高 
字节 

CRC 
低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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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H 10H 00H 09H 00H 10H 11H C7H 

14.5.3 MODBUS 协议在 HMI 中的应用 

在人机界面设计应用中，经常碰到需要与自行设计的单片机控制板通讯的情况。在这些应用环境下，单片机控制系统

的设计者希望有一种简单方便，稳定可靠的通讯方式与人机界面交换数据。而 MODBUS 协议是 HMI 与设备间实现主

从通信模式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下面以单片机（以下称为 MCU）和 HMI 通过 MODBUS 协议（以 RTU 传输模式为例）通信为例，来介绍如何使用

MODBUS 协议实现 HMI 与 MCU 间通信。 

HMI 与 MCU 间通过 MODBUS 协议通信主要有下面两种主从方式： 

主/从 使用通讯协议 优点 缺点 

HMI 作主设备  

MCU 作从设备 

Modbus RTU HMI 直接访问 MCU 映射出来的

0X，1X，3X，4X 寄存器。 

MCU 作为从设备，必须不断响应 HMI

的查询，CPU 占用率高；MCU 须采

用中断方式响应，编程相对困难。 

MCU 作主设备 

HMI 作从设备 

Modbus RTU Slave MCU 作为主设备，可以主动发起

通讯，不必占用过多 CPU 时间。 

HMI 本地地址 LW，LB 被映射为

4X，0X 寄存器，由 MCU 写入或读

取。 

HMI 组态上 LW 数据被修改时，必须

通过 MCU 的定期查询才能被读出，

实现起来不方便。 

MCU 只能访问 HMI 本地字（LW），

本地位（LB） 

（1）HMI 作主，MCU 作从（使用 Modbus RTU 协议） 

MCU 与 HMI 使用标准的 Modbus RTU 协议进行通信，HMI 为主控端， MCU 为从属端，在 MCU 中，需要编写通信

中断服务程序，处理来自 HMI 的通讯请求。MCU 须支持标准 Modbus RTU 协议，同时 MCU 须映射出 0X，1X，3X，

4X 寄存器（其中 0X，1X 为位寄存器；3X，4X 为字寄存器） 

通讯的推荐参数为 19200，8 数据位，1 停止位，无校验位。协议支持除 7 数据位之外的所有设置组合。波特率范围

1200－115200，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 

 通讯处理流程 

首先，HMI 发送一个请求给 MCU， MCU 接受请求之后，给 HMI 回复一个响应。MCU 能访问 HMI 中 4X，3X，0X，

1X 寄存器，地址范围均为 1～65535。 

 

!
 

1. MODBUS 协议相对复杂，超时要求严格 

2. 在通讯过程中，HMI 不断发送请求数据包给 MCU， MCU 接受请求之后，需不断给 HMI 回复一

个响应。MCU 的响应是采用中断方式给予的，因此， MCU 的 CPU 占用率高。MCU 的 CPU 资源

大部分在通讯响应过程中消耗。故在实际应用中需给予考虑，如果 MCU 除了做通讯功能用外，还

有其他的响应功能，HMI（主） MCU（从），使用 Modbus RTU 协议的解决方案不推荐使用，推

荐使用 HMI（从） MCU（主），使用 Modbus RTU Slave 协议的解决方案 

 

 HMI 上电通讯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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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HMI 上电后 

（1）如果组态工程页面中没有放置任何元件，则 HMI 不会对外发送任何通讯数据包 

（2）如果组态工程页面中放置了元件，且这些元件地址类型均为本地类型（LW，RW，RWI，LB，RB，RBI，LW.B），

则 HMI 不会对外发送任何通讯数据包 

（3）如果组态工程页面中放置了元件，且这些元件地址类型不为本地类型，为 0X，1X，3X，4X，则 HMI 不断扫描

组态页面的这些寄存器，不断对外发送通讯数据包 

（4）当使用定时器元件进行位元件批量写（连续地址传输个数大于 1）的时候，HMI 所发数据包中会封装功能码：

0x0F 

（5）当使用定时器元件进行字元件批量写（连续地址传输个数大于 1）的时候，HMI 所发数据包中会封装功能码：

0x10 

（6）使用配方元件进行下载操作（即把 HMI 中本地字寄存器 RW 数据下载到 MCU 相应寄存器中，比如 4X）。当下

载操作的数据长度大于 1 时，HMI 所发数据包中会封装功能码：0x10 

 数据通讯包 

假设在 HMI 组态画面上放置 25 个地址类型为 0X 的寄存器，起始地址：20，HMI 站号为 1 

HMI 发包：(“H”表示 16 进制形式) 

01H  01H  00H  13H  00H  25H  XXH  XXH（其中：“XX”表示 LRC/CRC） 

MCU 返回包： 

01H  01H  05H  CDH  6BH  B2H  0EH  1BH  XXH  XXH（其中：“XX”表示 LRC/CRC） 

 HMI 通讯参数配置 

HMI 端口参数设置： 

 
根据实际物理连接方式选择设置【通讯类型】。 

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的设置必须和所连接的 MCU 相应参数一致。 

其它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PLC通讯超时时间 HMI 等待 MCU 响应，如果 MCU 在该设置时间间隔内没有给予响应，则 HMI 认为通讯超时，

然后继续发请求包，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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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超时时间 1 字符间超时。在 HMI 与 MCU 的通讯过程中，如果通讯帧中字符与字符间的时间间隔超过该

设置时间间隔，则 HMI 认为这次通讯过程结束，然后，去处理该通讯数据桢，解析数据包。 

对于 Modbus 协议，程序内部应根据波特率计算一个估计值。如下： 

协议超时时间1 = 1.5*1000000*( 1 +数据位+奇偶校验+ 停止位)/ 波特率＋

set_adjust_time_bps（波特率）； 

示例代码（标准C语言）： 

int speed_arr[] = { B115200, B576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B150, B134, B110, B75 }; 

int name_arr[] = {115200, 576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150, 134, 110, 

75 }; 

int adjust_time_bps_arr[]={1000，4000，10000，11000,25000，40000，70000，140000，

600000，0，0，0，0}; 

功能: 设定某一波特率下校验时间的调整值 

参数: baud_rate   波特率 

返回: 当前波特率下的校验时间的调整值 

int set_adjust_time_bps(int baud_rate) 

{ 

  int  adjust_time; 

  int i; 

  for(i=0;i<sizeof(speed_arr)/sizeof(int);i++) 

  { 

   if(baud_rate==name_arr[i]) 

   { 

    adjust_time=adjust_time_bps_arr[i]; 

    break; 

   } 

  } 

  return adjust_time; 

} 

协议超时时间 2 改大这个值会减慢通讯速度，减低通讯错误，减少错包。该参数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 

组包最大字（位）

寄存器间隔 

主要发生在 HMI 读数据阶段，为了提高通讯效率，相连比较紧的寄存器组包到一起，形成一

个批量读，例如 D1，D2，D4，组包间隔设为 10，这 3 个寄存器就会当作一个批量读（从 D1

起批量读 4 个寄存器）。注意：组包间隔一定要小于批量读写的最大长度 

批量传输最大字

（位）寄存器个数 

协议支持最大的批量读写字寄存器个数。此功能的实现可用数据传输元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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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站号设置： 

 

（2）MCU 作主，HMI 作从（使用 Modbus RTU Slave 协议） 

MCU 与 HMI 使用标准的 Modbus RTU 协议进行通信，MCU 为主控端，HMI 为从属端，在 MCU 中，只需编写简单的

通信读/写程序，而不用编写通信中断服务程序。HMI 本地地址 LW，LB 被映射为 4X，0X 寄存器，由 MCU 写入或读

取。 

寄存器对应关系表如下： 

Modbus 寄存器地址范围 对应 HMI 本地地址范围 

0X（1---9000） LB（0---8999） 

4X（1---9000） LW（0---8999） 

通讯的推荐参数为 19200，8 数据位，1 停止位，无校验位。协议支持除 7 数据位之外的所有设置组合。波特率范围

1200－115200，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 

 通讯处理流程 

首先， MCU 发送一个请求给 HMI，HMI 接受请求之后，给 MCU 回复一个响应。 

 

!
 

1. MODBUS 协议相对复杂，超时要求严格 

2. 在通讯过程中， MCU 作为通讯的发起端，主动发起通讯。当 HMI 接受请求之后，给 MCU 回复

一个响应。因此， MCU 不需要不断触发中断，不必占用过多 CPU 时间 

故在实际应用中，如果 MCU 除了做通讯功能用外，还有其他的响应功能（推荐使用这个解决方案）。 

3. HMI 组态上 LW，LB 数据被修改时，必须通过 MCU 的定期查询才能被读出，实现起来不是很方

便。故实际应用中，在 MCU 编写通信读/写程序时，应考虑请求 HMI 中数据的时间间隔，在程序中

写明等待多少时间给予通讯请求 

 

 HMI 上电通讯处理流程 

在此方案中，用户编辑组态工程时，元件地址类型只能选择本地字寄存器 LW 和本地位寄存器 LB。当 HMI 上电后，

HMI 不主动向外发通讯数据包，HMI 处于等待接收状态。而当 MCU 发请求之后，HMI 才回复一个响应。 

 HMI 通讯参数配置 

HMI 端口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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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从设备号为 HMI 的站号，其它通讯参数根据具体情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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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远程监控操作 VNC 

VNC（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是虚拟网络计算机的缩写，是一种使用 RFB 协议的屏幕画面分享及远程操作

软件。此软件借由网络，可传送键盘与鼠标的动作及实时的屏幕画面。 

VNC 系统由客户端，服务端和一个协议组成，其服务端目的是分享其所运行机器的屏幕，服务端被动的允许客户端

控制它，而 VNC 客户端（或 Viewer）观察控制服务端，与服务端交互。  

VNC 与操作系统无关，因此可跨平台使用，JuncAuto 使用此功能来实现 PC、手机等设备对 HMI 的远程监控。 

15.1 广泛的客户端 

JuncAuto 并不提供 VNC 客户端，客户可以从互联网中下载： 

 PC 机专用软件：VNC Viewer 等 

 浏览器客户端：IE、360 浏览器、Firefox 等 

 手机等移动终端上所用软件：一般智能系统上均有 VNC 软件：如 VNC/RDP 远程桌面精灵等。 

 

1. 浏览器访问需要 JAVA 插件，一般计算机均有。如出现叉号，根据提示到 Java.com 安装。 

2. 如果安装完 JAVA 插件后，浏览器浏览 VNC 功能，JAVA 插件不能正常运行，可在[开始]-[控
制面板]-[其它控制面板选项-[JAVA]]的控制面板属性-[安全]将现有安全级别改为“中”。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RFB%E5%8D%94%E5%AE%9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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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台 PC 机上可以打开多个 VNC Viewer 客户端，同时访问多个 HMI。 

15.2 通过局域网访问 

15.2.1 PC 机局域网监控操作 HMI 

【范例 1】以 GH070E 和一台 PC 作为实例，此时 HMI 是服务端，PC 是客户端  

 

1. 由于 VNC 功能须通过网络实现，所以只有带网口的 HMI 才支持此项功能 

1) PC 客户端工具： 

  

2) HMI 服务端需设置特殊寄存器以允许 PC 对其进行操作 

寄存器 功能 

LB9290 开启 HMI 的 VNC 功能，置 1 开启该功能 

LB9291 屏蔽用户操作，置 1 屏蔽（只允许查看不允许操作） 

LB9292 操作密码使能，置 1 操作密码有效 

LB9293 查询密码使能，置 1 查询密码有效 

LW10146~LW10147 操作密码 

LW10148~LW10149 查询密码 

3) HMI 设置 

设置 HMI 的 IP 地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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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是局域网访问，网关可以默认，不用设置 

使用上述特殊寄存器，开启 VNC 功能 

 

4) PC 端设置 

输入需要监控的 HMI 的 IP 地址 

  

输入密码（操作密码或者查询密码，此处用例输入操作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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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端监控效果图如下： 

 

此时，PC 端可以迅速反应 HMI 端的屏幕变化，同时也可以通过对 PC 端的操作来控制 HMI 

 

1. 如果 PC 端输入查询密码，此时 PC 只可以查看 HMI 的界面信息，而无法操作 

2. 如果 PC 端输入操作密码，此时 PC 可以查看 HMI 界面，且可以操作该界面 

3. 如果 HMI 不设置任何密码，默认 PC 无需密码，可以查看和操作 HMI 

15.2.2 智能手机局域网监控操作 HMI 

【范例 2】以 GH070E 和一部安卓操作系统手机作为实例，此时 HMI 是服务端，手机是客户端 

1) 手机客户端工具（图中红色框圈出为 VNC 远程桌面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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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MI 设置同【范例 1】 

3) 手机设置（可输入操作密码和查询密码，用例输入操作密码） 

 

1. 地址为 HMI 对应的 IP 地址 

2. 端口号默认为 5900，请勿改动，否则可能导致连接不上 

3. 名称和用户名可以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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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监控效果图如下 

  
此时，手机端可以反应 HMI 端的屏幕变化，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手机屏幕的操作来控制 HMI 

15.2.3 通过浏览器局域网监控操作 HMI 

【范例 3】以 GH070E 和一台 PC 作为实例，运用浏览器查看 HMI 画面 

1) HMI 设置同【范例 1】 

2) 打开浏览器，在网址栏输入相应 HMI 的 IP 地址以及端口号，格式如下: http://192.168.100.39:5800 

 

输入密码（操作密码或者查询密码，此处用例无密码） 

 

浏览器监控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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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PC 端可以迅速反应 HMI 端的屏幕变化，同时也可以通过对 PC 端的操作来控制 HMI 

  

 

1. 使用浏览器实际上是通过网址运行一个 java 控件，所以在使用此功能前应首先确

保电脑上安装了 java 软件 

2. 浏览器端口号默认为 5800，请勿改动，否则可能导致连接不上 

3. 使用浏览器实现 VNC 控制功能，必须用此版本软件及其以上版本软件更新内核和

文件系统才可支持 

15.3 通过互联网访问 

通过 Internet 网络时，也可以访问远程现场 HMI，需要在 HMI 所在地的路由器中作一个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映射动作。 

15.3.1 通过 VNC Viewer 客户端监控 

如果在 PC 机中使用 VNC Viewer 软件监控远程 HMI，需要在 HMI 所在地的路由器中将 5900 这个端口号映射到该

HMI 的 IP 地址上。 

【范例 4】远程现场 HMI 的 IP 为 192.168.4.39 

1) 路由器一般端口映射方法：在[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中添加如下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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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MI 端设置方法： 

  
3) 假设该 HMI 所在网络路由器的外网 IP 为 192.168.100.14，那么此时只要在外网 PC 或者其它移动终端输入 IP

地址 192.168.100.14，按照局域网访问的操作方法，即可将远程 HMI 的画面显示在 PC 上或者其它移动终端上。 

 

  

15.3.2 通过浏览器监控 

如果在 PC 机中使用浏览器监控远程 HMI，需要在 HMI 所在地的路由器中将 5800 这个端口号映射到该 HMI 的 IP 地

址上。 

【范例 5】远程现场 HMI 的 IP 为 192.168.4.39 

1) 路由器一般端口映射方法：在[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中添加如下新条目 

 

2) HMI 端设置同【范例 4】 

3) 假设该 HMI 所在网络路由器的外网 IP 为 192.168.100.14，那么此时只要在外网 PC 的浏览器中格式如下: 
http://192.168.100.14:5800，按照局域网访问的操作方法，即可在 PC 机的浏览器中远程访问 HMI 的画面。 

  

 

1. 因是互联网访问，网关必须要设置，与 IP 同在一个网段 

2. 如果外网 PC 或者其它移动终端开了防火墙或者是杀毒软件，有可能会影响远程 VNC 访问功

能，建议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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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DMZ 主机设置 

路由器简单映射方法：如果在路由器上开启 DMZ 主机（隔离区），无需开启任何端口即可用 VNC 远程监控。 

【范例 6】远程现场 HMI 的 IP 为 192.168.4.39 

1) 路由器简便映射方法：在[转发规则]-[DMZ 主机]中启用如下设置。 

 
2) HMI 端设置同【范例 4】 

3) 假设该 HMI 所在网络路由器的外网 IP 为 192.168.100.14，那么此时只要在外网 PC 或手机按照局域网访问的操
作方法，在 VNC Viewer 软件客户端输入 192.168.4.39 或浏览器中输入 http://192.168.4.39，即可在 PC 机中

远程访问 HMI 的画面。 

15.3.4 监控多台 HMI 

如果一个路由器下面需要挂多台 HMI 进行 VNC 访问，需要路由器支持外网端口自定义功能，如 TP-LINK 的

TL-WR841N 支持该功能。 
【范例 7】远程现场 HMI1 的 IP 为 192.168.100.35，HMI2 的 IP 为 192.168.100.36 

1) 路由器端口设置方法：在[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中添加如下两个新条目 

 

http://192.16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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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使用 VNC Viewer 客户端访问，路由器设置中内部端口号必须固定为 5900，服务端

口号可以随便设。远程访问的时候输入外网 IP 和服务端口号。 

2. 如果使用浏览器 IE 客户端访问，路由器设置中内部端口号必须固定为 5800，服务端口号

可以随便设。远程访问的时候输入外网 IP 和服务端口号。 

2) HMI 端设置 

HMI1: 

 
HMI2: 

 
3) 假设该 HMI 所在网络路由器的外网 IP 为 203.110.174.214，那么此时只要在外网 PC 或者其它移动终端 VNC

软件分别输入 203.110.174.214:5900 和 203.110.174.214:5901，按照局域网访问的操作方法，即可将远程 HMI

的画面显示在 PC 上或者其它移动终端上。 

15.3.5 动态 IP 网络监控 

动态 IP 解决方法：如果运行商提供的 IP 是动态变化的，可以在路由器动态 DNS 上绑定动态域名服务如花生壳等，

通过输入域名远程访问： 

【范例 8】远程现场有台 HMI，该屏所在外网是动态 IP，现场使用的路由器支持动态 DNS 

操作步骤如下： 
1）申请域名 

以花生壳申请免费域名为例： 

①. 打开浏览器，输入花生壳的网址：http://www.oray.com/； 
②. 打开花生壳主页后，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注册成功花生壳账号后就可以免费获得花生壳域名，如下图所示； 

http://www.or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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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点击后跳转到花生壳注册页面，这里提供了个人注册和企业注册两种方式。注册方法都是一样的，这里我就用

个人注册花生壳为例。如下图所示： 

 
④. 点击个人应用选项卡，然后输入花生壳的账号和密码以及注册时需要的邮箱，然后点击马上注册，如下图所示： 

 
⑤. 点击注册后，页面跳转到注册成功页面，在这里就可以领取免费域名。如下图所示。 

 

 
如不需要免费获赠的免费域名，也可以自己创建免费域名，如下操作： 

①. 打开花生壳主页后，点击【域名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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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跳转页点击【域名服务】，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左侧第一行有两个免费壳域名，把其他选项清除，只保留第一

行。 

 
③. 在输入框里面，输入我们想要注册的域名，并点击查询，若没有注册，下面则显示未注册，这时，我们便可以

注册了。 

 
④. 点击立即注册后，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输入完之后，点击注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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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若注册成功，我们会看见提示，提示我们注册成功了，如下图所示： 

 

2) 路由器配置 

以小米路由器 3C 为例：配置 DDNS 花生壳，前提你已经拥有了 DDNS 域名，域名申请可参考前面步骤 1）申请免

费域名。该路由器网关：192.168.31.1 

①. 连接 Wi-Fi 无线网络 

使用移动设备或电脑，搜索并连接 Xiaomi_XXXX 的 Wi-Fi 无线网络。 

 

 

1. 电脑网口与路由器网口直接连接可跳过此步。 

2. XXXX 即路由器 MAC 地址后四位，可在路由器底部查看。 

 

②. 打开浏览器或手机 APP 

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小米路由器手机 APP 完成设置，也可访问 miwifi.com 或 192.168.31.1，输入正确的管理密码

就可以登录进路由器进行 DDN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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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请依次点击：高级设置—DDNS，之后出现的 DDNS 服务列表，请点击-添加服务 

 

④. 就会出现添加的页面，默认为花生壳 oray.com。小米路由器支持 4 个 DDNS 服务商，分别为：花生壳 

oray.com、公云 3322.org、Dyndns.com、No-ip.com 

  
⑤. 根据提示正确选择你的 DDNS 提供商，及填写用户名密码，主机名称，填写你的域名。状态检查是多长时间检

查一下更新情况。如果网络稳定，可以时间长点。下边的是强制检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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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添加完成后，在服务列表里会出现条目。如图：请点击一下手动更新，如果配置正确，会提示更新成功。如果

不成功，请检查。 

 
⑦. 更新成功后，登录下你的 DDNS 提供商网站，你将看你的域名更新信息，如图。这个事我的最新更新信息。在

看下路由器的外网 ip 是不是这个就知道是不是成功了。点击-上网设置-就会看到你的外网信息。如图，ip 是一

样的。说明 DDNS 运行正常。 

 
⑧. DDNS 配置完毕，接下来就可以配置端口转发，将屏与路由器设置成同一个网段，例如 HMI IP：192.168.31.40 



进阶篇 HMI 通信 

 44  

 
 

以 TP-LINK TL-WR1750G 为例，配置 DNS，前提你已经拥有了 DNS 域名，域名申请可参考前面步骤 1）申请域名。

该路由器网关：192.168.1.1 

①. 首先打开浏览器，然后在网址栏输入 192.168.1.1，然后按回车键确认打开，之后就会弹出路由器登录界面; 
②. 之后我们输入路由器登录用户名与密码，TP-Link 路由器默认登录用户名与密码均为 admin，输入完成后，点击

底部的确认即可进入路由器设置了，如下图： 

 
Ps：路由器默认登录地址、用户名与密码都会在路由器背面外壳的铭牌上标注，不了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 

③. 点击【系统服务】>> 【动态 DNS】 >> 【花生壳动态域名】，服务接口选择“WAN1_pppoe1”，在用户名

和密码处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服务开关选择【启用】，点击【新增】。如果您没有花生壳账号，可以点击【注册

用户名】进行注册。 

 

http://www.jmqy.com/1921681/
http://www.jmq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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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根据提示正确填写已申请的用户名，密码，主机名称，填写你的域名。登录成功后，在【域名信息】 中看到花

生壳域名。在服务列表里会出现如下条目。 

 
⑤. DNS 配置完毕，接下来就可以配置端口转发，点击【传输控制】>> 【NAT 设置】 >> 【虚拟服务器】，将屏

与路由器设置成同一个网段，例如 HMI IP：192.168.1.199 

 

3）HMI 配置 IP，根据实际路由器的网关配置 HMI IP 

如是小米路由器：HMI 网络设置如下图 

 
如是 TP-LINK 路由器：HMI 网络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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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VNC 客户端输入域名，就可以实现 VNC 的监控 

如用 VNC 软件监控，在 VNC 服务器内输入：JuncAutovnc.iok.la; 

 

如用浏览器监控，在浏览器内输入：http://JuncAutovnc.iok.la: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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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穿透通讯 

JuncAuto DTools 组态软件中可以实现穿透通讯功能，即在计算机上使用 PLC 的编程软件，通过计算机所连接的人

机界面，连接到与该 HMI 通讯的 PLC 上。这样就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上传，下载 PLC 程序或者在线监视。此时，

HMI 类似一个转换器的角色。穿透通讯功能分为串口穿透通讯和虚拟串口穿透通讯两种方式。 

 

串口穿透通讯与虚拟串口穿透通讯对比 

对比项 串口穿透通讯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 说明 

当前通讯方式 USB、网口 USB、网口 相同 

PC→HMI 串口 虚拟串口(USB 或网口) 虚拟穿透，节省了 PC→HMI 的连接线 

HMI→PLC 串口（实际通讯方式） 串口（实际通讯方式） 相同 

16.1 串口穿透通讯 

16.1.1 串口穿透通讯概述 

计算机通过“当前通讯方式”来决定是否开启串口穿透，一旦开启串口穿透，那么就可以通过“数据源端口 PC→HMI”

建立计算机跟 HMI 的连接，HMI 通过另一端口“数据目标端口 HMI→PLC”建立 HMI 跟 PLC 之间的连接，这样就

可以就行数据交换，在计算机 PC 上就可以使用 PLC 软件对 PLC 进行监视或下载等操作了。如下图所示，为串口穿

透通讯连接的示意图： 

 
数据源端口是指 HMI 与计算机连接的端口，数据目标端口是指 HMI 与 PLC 连接的端口。在使用穿透功能时，需要

正确设置这两个端口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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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串口穿透通讯具体说明 

 
 

【串口穿透通讯】具体说明 

当前通讯方式 USB 或网口，用于开启串口穿透的，在进行穿透时，必须连接 

数据源端口 

（PC→HMI） 

通讯方式 计算机与 HMI 的连接方式 

HMI 端口 计算机与 HMI 连接的屏的端口号 

数据目标端口 

（HMI→PLC） 

通讯方式 HMI 与 PLC 通讯的连接方式 

HMI 端口 HMI 与 PLC 通讯的屏的端口号 

通讯参数 波特率，校验位，

数据位，停止位 

要与 HMI 跟 PLC 通讯的参数一致 

可以参照【HMI 属性】中串口的设置参数 

开始穿透通讯 参数设置正确，点击此按钮，会提示“设置穿透通讯状态成功”，HMI 上显示成穿透状态：

白底显示“STRAIGHT MODE” 

结束穿透通讯 点击此按钮，会提示“退出穿透通讯状态成功”，HMI 恢复成正常工作模式 

 
【范例】：使用 JuncAuto PLC K508-40AX 与 GH070E 进行串口穿透 

a. 新建工程，拖出一个 HMI，型号为 GH070E 和一个 PLC，驱动选择 JuncAuto PLC Series，设置串口通讯参数，参

照如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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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以在组态窗口放置一些 PLC 的通讯地址，例如：位状态切换开关或者数值输入元件，工程编译后，下载到 HMI 

c. 接线方式 

HMI 端口 说明 

USB 口 当前通讯方式，是用于开启串口穿透的 

COM0 用 232 交叉线连接屏和 PLC，用于 HMI 和 PLC 之间的通讯 

COM1 用 232 交叉线连接屏和电脑的串口，用于数据交换 

d. 打开设置的小工具“TsManager”，选择“串口穿透通讯”，并设置相关参数，具体参照如下截图 

 
e. 点击“开始穿透通讯”，软件提示如下对话框，此时屏上显示成穿透状态：白底“STRAIGH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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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打开 PLC 的编程软件，可以在线查看 PLC 的信息，监视，上传和下载工程，截图如下 

 
g. 点击“结束穿透通讯”，提示“退出穿透通讯状态成功”，HMI 恢复到正常的工作模式，截图如下 

 
 

!
 

与三菱 FX 系列进行串口穿透时，需要把 PLC 软件中的传送速度改为 9600bps 

 

16.2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 

16.2.1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概述 

计算机 PC 上通过虚拟设备，按照“PC→HMI 参数设置”中的通讯参数与 HMI 建立通讯，HMI 通过“HMI→PLC 参

数设置”中的通讯方式和 PLC 通讯，这样，在计算机 PC 上就可以使用 PLC 软件对所连接的 PLC 进行监视和操作了。

连接示意图如下：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实际上指 PC 与 HMI 之间的穿透使用虚拟串口，穿透类型为网口或 USB，需要安装虚拟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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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具体说明 

 
 

虚拟串口穿透通讯的具体说明 

通讯参数设置 当前通讯方式：USB 或网口，是用于开启虚拟穿透的 

PC→HMI 参数设置 安装虚拟驱动 具体操作步骤详见 3 

穿透类型 USB 或网口，要与“当前通讯方式”一样 

HMI→PLC 参数设置 通信方式 RS232、RS485-2、RS485-4 

端口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

停止位 

要与 HMI 跟 PLC 通讯的参数一致 

可以参照【HMI 属性】中串口的设置参数 

开始穿透通信 参数设置正确，点击此按钮，会提示“设置穿透通讯状态成功”，HMI 上显示成

穿透状态：白底显示“STRAIGHT MODE” 

结束穿透通信 点击此按钮，会提示“退出穿透通讯状态成功”，HMI 恢复成正常工作模式 

16.2.3 安装虚拟串口驱动 

1） Windows XP、Windows 7 或 Windows 8 系统 

a. 打开“TsManager”，选择“虚拟串口穿透通讯”，在“PC→HMI 参数设置”中，点击“安装虚拟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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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装完成后，会在“设备管理器”——“端口（COM 和 LPT）”中显示成“JuncAuto Virtual COM（COM9）”，

端口号与 TsManager 中显示的一致，截图如下 

 

 

c. 若是想卸载，可以点击“卸载虚拟驱动”，卸载之后设备管理器中就没有虚拟的端口 JuncAuto Virtual COM 

 
 
2） Windows 7 或 Windows 8 系统有时不能正常安装，请参考以下方法 

a. 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添加硬件” 

 
b. 在“添加硬件”的对话框中，选择“手动从列表安装硬件”，驱动路径选择“触摸屏安装目录\VirtualSerial\ 

JuncAutoVSER.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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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安装完成后，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到虚拟串口“JuncAuto Virtual COM” 

 
 
【范例】：三菱 FX 3U-32M 与 GH070E 进行虚拟串口穿透 

a. HMI 与 PLC 的通讯参数，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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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线方式 

接线端口 说明 

HMI 端口 网口 当前通讯方式，是用于开启穿透的 

COM0 用 232 通讯线连接屏和 PLC 

计算机 PC 虚拟串口（COM9） 安装虚拟驱动后，穿透类型选择网口 

 

c. 确保已经正确 “安装虚拟驱动”，在 TsManager 中设置参数，穿透类型选择“网口”，HMI 的 IP 地址要与【HMI

属性】中的一致，并且要和计算机 PC 在同一网段，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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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若穿透类型选择“USB”参数设置如下截图所示 

 
d. 点击“开始穿透通讯”，软件提示如下对话框，此时屏上显示成穿透状态：白底“STRAIGHT MODE” 

 
e. 打开 PLC 编程软件，设置通讯参数，PLC 软件中的 COM 端口要与虚拟驱动的串口号一致，波特率要改为 9600bps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 

 482 

 
注意：与三菱 FX 系列进行串口穿透时，需要把 PLC 软件中的传送速度改为 9600bps 

f. 点击“通讯测试“，显示与 FX 3U 连接成功，此时，可以上传或下载 PLC 的工程 

 
g. 点击“结束穿透通讯”，提示“退出穿透通讯状态成功”，HMI 恢复到正常的工作模式，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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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当 HMI 和 PLC 处于通讯状态时，使用串口穿透通讯或虚拟串口穿透通讯，可以不用插拔通讯线，就能在计算机上对

与屏所连接的 PLC 进行监控，编程，下载等操作，此时 HMI 就扮演着一个转换器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从测试的

记录来看，可以支持 JuncAuto，三菱，西门子，台达等厂家的 PLC，但并不是所有的 PLC 都可以实现穿透通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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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里云 IIoT 
阿里云 IIoT 目前分为终端用户和制造商两类，二者只在注册过程有所差异。 
17.1 HMI 设置 
①设置 IP 地址和 DNS 服务器地址 

 
①设置与阿里云的连接属性 

选择“物联网”>>“启动阿里云 IIoT 功能”>>“基础设置”>“控制设置”，可以设置与阿里云是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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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设置数据发送到服务器的方式 

选择“物联网”>>“启动阿里云 IIoT 功能”>>“基础设置”>“属性设置”，可以设置数据发送到服务器的方

式，这是一个全局的设置（属性中增加的所有条目都以此设置方式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 

 
③“用户信息管理”将在第三步（注册）讲解怎么使用。 

④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的三种功能类型 

选择“物联网”<<“启动阿里云 IIoT 功能”，可以看到数据设置，数据设置分为属性、事件、服务三种，用来

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 

1、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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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使用文本元件，不支持扩展 ASCII 编码 

2、事件  

事件一般作为重要数据的发送，例如一条温度的超限报警，触摸屏组态设置好报警的触发条件，来触发一条报

警内容至阿里云服务器，阿里云服务器可对每一条报警内容进行文字编辑说明，最终推送到用户的远端设备（APP、

手机短信等方式接收），因此发送模式一般选择“地址触发发送”。 

下面以三个回风温度为例，添加事件报警的输出参数（事件报警触发时，将输出这三个温度值，推送给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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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 

主要用于服务器对服务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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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阿里云平台设置 
①注册一个阿里云平台账户，获得 AppKey 和 AppSecret（用于注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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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联项目（具体见：④项目管理），建议使用项目的 AppKey 和 AppSecret。选择“项目管理中心”>>“XX

项目”>>“组态”>>“开发信息”，可以找到项目的 AppKey 和 AppSecret。 

 

②产品开发 

选择“设备管理”>>“产品开发”>>“新增产品”>>“查看”，可以看到增加了很多属性以及事件（和前面

HMI 设置中的一样，主要是标识符一定要对应），并且生成了一个 ProductKey（用于注册使用） 

 



进阶篇 HMI 通信 

 491 

 
③设备列表 

选择“设备管理”>>“设备列表”>>“查看”，可以在设备列表里看到已经注册的那台屏，选择自动刷新，可

以实时查看屏上的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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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项目管理 

选择“项目管理中心”>>“新建项目”>>“设备”>>“添加关联设备”，可以看到自己注册的屏，然后选择“关

联设备”，就可以把设备放到指定的项目里了。 

 

 
⑤阿里云组态 

与阿里云连接，组态可以做到军创的屏里，也可以通过阿里云平台自己的组态去呈现。阿里云平台怎样去做组

态，可以参考阿里云帮助文档。 

 
17.3 注册 

HMI 设置中我们提到“用户信息管理”，是用来注册账户信息的，包含：AppKey、AppSecret 和 ProductKey，这

些账户信息都可以从阿里云平台获得。终端用户和制造商注册过程不同，下面分开讲解。 

①终端用户 

终端用户注册是通过 DRT 动态注册工具来实现的，具体注册过程可参考 DRT 使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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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制造商 

制造商注册是在用户信息管理中设置，并通过下载工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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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寄存器 

HMI 支持的寄存器分为本地寄存器和外部 PLC 或控制设备的寄存器。内部寄存器包括 Local Word(LW)，Local Bit(LB)，

Recipe Word(RW)等，外部寄存器如 M，D，S 等。 

18.1 HMI 内部寄存器 

18.1.1 位地址 

描述 地址类型 地址范围 格式 

Local bit，本地位地址，HMI 自带的存储器，掉

电不保存 

LB 0～9999 DDDD：十进制 

Bit extended from local word，本地字地址扩充出

来的位地址 

LW.B 0～10255.F DDDDD.H；第 DDDDD 字的

第“H”个位，H 范围：0~F 

Bit extended from local word，本地字地址扩充出

来的位地址 

ELW.B 0～134217727.F DDDDDDDDD.H 

Recipe bit，配方位地址，HMI 自带的存储器，掉

电保存 

RB 0～261000.F DDDDDD.H 

Recipe bit index，配方位索引地址，HMI 自带的

存储器，使用间接寻址方式，掉电保存 

RBI 0～261000.F DDDDDD.H；【举例】RBI50 

RB address=50+[LW9000] 

Flash recipe bit，Flash 配方位地址，采用 FLASH

保存不常擦写的数据，掉电或者电池没电都保

存，但擦写次数有限 

FRB 0～134217727.F DDDDDDDDD.H 

Flash recipe bit index，Flash 配方位索引地址，采

用 FLASH 保存不常擦写的数据，使用间接寻址

方式，掉电或者电池没电都保存，但擦写次数有

限 

FRBI 0～134217727.F DDDDDDDDD.H 

18.1.2 字地址 

描述 地址类型 地址范围 格式 

Local word，本地字地址 LW 0～10255 DDDDD 

Local word，本地字地址 ELW 0～134217727 DDDDDDDDD 

Recipe word，本地配方字地址，指 HMI 自带的

存储器，掉电保存 

RW 0～261000 DDDDDD 

Recipe word index，本地配方索引字地址，HMI

自带的存储器，使用间接寻址方式，掉电保存 

RWI 0～261000 DDDDDD；【举例】RWI50 

RW address = 50 + [LW9000] 

Extended Recipe word，扩展配方字地址，一般用

于 HMI 外部存储设备访问，如 SD 卡，U 盘等，

当 有 多 个 外 部 存 储 设 备 时 ， 使 用

ERW0/ERW1/ERW2 标识 

ERW0 ～

ERW2 

0～2147483647 DDDDDDDDDD 

Extended Recipe word index，扩展配方索引字地

址，一般用于 HMI 外部存储设备访问，如 SD 卡，

U 盘等，当有多个外部存储设备时，使用

ERWI0 ～

ERWI2 

0～2147483647 DDDD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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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WI0/ERWI1/ERWI2 标识 

Flash recipe word，Flash配方字地址，采用FLASH

保存不常擦写的数据，掉电或者电池没电都保

存，但擦写次数有限 

FRW 0～134217727 DDDDDDDDD 

Flash recipe word，Flash 配方字索引地址，采用

FLASH 保存不常擦写的数据，使用间接寻址方

式，掉电或者电池没电都保存，但擦写次数有限 

FRWI 0～134217727 DDDDDDDDD 

18.2 HMI 系统特殊寄存器 

系统保留了一些 Local Word(LW)，Local Bit(LB)地址作特殊用途，用户必须按照相关说明来使用这一部分寄存器地址。 

 

!
 

用户在使用本地寄存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和系统保留的特殊寄存器冲突，否则将不能正常

使用或带来非预期的结果 

 

18.2.1 硬件参数设置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18 进入背光节能指示。处于背光节能状态，置 ON；退出，置 OFF 读 

LB9019 退出背光节能指示。退出背光节能状态，置 ON；处于，置 OFF 读 

LB9045 重启触摸屏。置 ON 执行此功能 写 

LB9051 当背光灯在关闭状态时，控制触控操作能否执行。背光灯在关闭状态时，置 ON 关闭

屏幕的触控 

读写 

LB9091 增加液晶对比度。置 ON，增加对比度，成功后自动置 OFF 写 

LB9092 降低液晶对比度。置 ON，降低对比度，成功后自动置 OFF 写 

LB9093 增加背光亮度。置 ON，增加亮度，成功后自动置 OFF 写 

LB9094 降低背光亮度。置 ON，降低亮度，成功后自动置 OFF 写 

LB9120 触发蜂鸣器长鸣。置 ON，蜂鸣器长鸣一次，成功后自动置 OFF 写 

LB9121 触发蜂鸣器短鸣。置 ON，蜂鸣器短鸣一次，成功后自动置 OFF 写 

LB9145 系统崩溃后自动重启。置 ON，HMI 崩溃 5 秒后自动重启 读写 

LB9160 CPU 灯开关位。置 ON，关闭 CPU 灯，禁止闪烁 读写 

LB9163 屏幕翻转显示。置 ON，HMI 屏幕上下翻转显示 读写 

LW9140 设置屏幕亮度级。范围 0~32，亮度逐渐增加 读写 

LW9141 设置屏幕对比度。范围 0~32，对比度逐渐增加 

注意：对 CZ6 来说，LW9141 的值设置的是按键的亮度 

读写 

LW9464 音频音量寄存器。范围 0～100，0 表示静音，1～100 音量逐渐增大 读写 

LW9532 屏保窗口编号。显示和设置屏幕保护的窗口编号 读写 

18.2.2 系统设置 

 系统参数设置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131 设置背光节能秒级别，单位为：秒。背光时间为软件设置的分+特殊 LW 设置的秒。 

【例 1】软件设置背光时间 1 分钟，同时特殊 LW 设置 20，那么最终背光时间为 1 分

20 秒。 

【例 2】软件设置不开启背光功能，特殊 LW 设置 30，那么最终背光时间为 30 秒。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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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软件设置不开启背光功能，特殊 LW 设置 0，那么最终背光功能不使用。 

LW10010 起始窗口编号，范围 0～65535 读写 

LW10011 背光节能。0：关闭背光；1～65535：开启背光（不需要重启生效）。单位为：分钟 读写 

LW10012 蜂音。0：关闭；1：启用（不需要重启，生效，不为 0 启用）注意：LW10012 只支持

关闭蜂鸣器，不支持关闭报警和事件触发的蜂鸣器 

读写 

LW10013 弹出窗口属性。0：正常显示；1：显示在最上层 读写 

LW10014 公共窗口属性。0:显示在基本窗口以下；1:显示在基本窗口以上 读写 

LW10015 存储事件数。范围 0～65535 读写 

LW10017 默认语种。范围 0～7 读写 

LW10018 系统预留。HMI 内部使用 读写 

LW10019 通信串号互换。置 1 时，将 HMI 的 COM0 和 COM1 交换 读写 

LW10028 屏保设置。0：关闭屏保；1~65535：开启屏保（不需要重启生效）。单位为：分钟 读写 

 任务栏控制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40 隐藏/显示快选窗口。置 ON 隐藏；置 OFF 显示 读写 

LB9041 隐藏/显示任务栏。置 ON 隐藏；置 OFF 显示 读写 

LB9042 隐藏/显示工作按钮。置 ON 隐藏；置 OFF 显示 读写 

LB9043 隐藏/显示全部（快选窗口、任务栏、工作按钮）。置 ON 隐藏；置 OFF 显示 读写 

 键盘控制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60 

LB9061 

由窗口左边元件控制键盘弹出。用户激活数值或文本输入元件时，触摸屏自动置这个

位为 ON，弹出键盘窗口。输入成功或按下【ESC】则自动置 OFF，关闭键盘窗口 

读 

LB9062 由窗口左上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LB9063 由窗口左下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LB9064\LB9065 由窗口右边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LB9066 由窗口右上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LB9067 由窗口右下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LB9068\LB9069 由窗口任意位置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LB9080 由窗口上半部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LB9081 由窗口下半部元件控制键盘弹出 读 

 拼音输入法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00 用于切换中英文输入法。置 ON：拼音输入法；置 OFF，英文输入法 读写 

LW9150 当前汉字显示窗口的序号，用来翻页 读写 

LW9152～9167 显示当前输入的拼音字符 读 

 触控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53 触控标志。触控按下时置 ON，松开时置 OFF 读 

LW9030 触控坐标。记录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的触控坐标，X 位置 读写 

LW9031 触控坐标。记录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的触控坐标，Y 位置 读写 

LW9540～9543 触控元件的位置（元件的位置），触控元件的时候，该元件相对于窗口的坐标(x,y,w,h)  读 

LW9544～9547 触控元件所在窗口的位置（窗口的位置），触控元件所在窗口的位置相对于屏幕的坐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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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x,y,w,h)  

 光标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35 光标锁定。置 ON 时，光标被锁定在当前输入元件，当且仅当输入完成后才能切换到

其他输入元件。默认置 ON 

读写 

LW9520 光标位置。光标在输入元件中的 X 位置 读 

LW9521 光标位置。光标在输入元件中的 Y 位置 读 

LW9530 光标半透明显示。当值不为 0 时，输入的光标半透明显示，半透明值范围 20~100 读写 

 弹出窗口透明度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611 指定需动态改变窗口透明度的弹出窗口编号 读写 

LW9612 设置指定弹出窗口的透明度百分值。0~100 可设，0 表示全透明，100 表示不透明 读写 

LB9210 为 ON 时执行所设置的弹出窗口透明度操作 写 

 切换基本窗口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52 关闭【PLC 控制】—【切换基本窗口】返回值功能。置 ON，关闭；置 OFF，未关闭。 

【举例】使用【PLC 控制】—【切换基本窗口】，读取地址为 D20，从基本窗口 10 切

换到窗口 12，那么 D20=12 控制切换。当切换到窗口 12 以后，PLC 会自动把 12 这个

数值返回到字地址 D21。如果关闭了返回值功能，那么就不会把 12 返回到 D21 

读写 

LB9139 切换基本窗口时设置。切换显示基本窗口时，置 ON 读 

LW9100 

LW9101 

LW9100 为窗口编号；LW9101 为 PLC 地址改变的偏移量。仅适用于外部 PLC。 

【举例】如设置 LW9100 为 11，LW9101 为 20，那么窗口 11 的所有元件的 PLC 字地址

都将加上偏移量 20，即 D10 变为 D30，所有的位地址都将加上偏移量 20*16=320，即

M20 变为 M340 

读写 

LW9050 显示当前基本窗口编号。从机可以通过此字保持与主机一样的基本窗口 读 

LW9051 显示上一个基本窗口编号。 读 

 打印控制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16 打印机出错提示。出错时置 ON，正常时置 OFF 读 

LB9017 打印机控制。关闭打印功能，置 ON；开启置 OFF。注意：【HMI 属性】—【打印机

设置】中【开启本地打印功能】必须勾选，否则这个位地址功能无效 

读写 

LB9123 事件打印设置。置 ON 时，序号、时间等设置与事件内容分行打印 读写 

LB9132 打印标志位。处于打印状态置 ON，结束后置 OFF 读 

LB9133 打印预处理。置 ON 时执行打印预处理操作，改善打印效果 读写 

LB9143 USB 打印机连接标志。连接置 ON，断开置 OFF 读 

LB9202 历史数据显示元件打印表头功能设置。置 ON，每次打印表头；置 OFF，只在开始时

打印一次； 

读写 

LW9800 错误码接收寄存器，字数为 2 读 

LW10254 Pictbridge 打印使能。1：开启 Pictbridge 打印功能；0：屏蔽 Pictbridge 打印功能 读写 

 HMI 系统版本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640 硬件版本号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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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9641 内核版本号 读 

LW9642 文件系统版本号 读 

LW9643 GUI 版本号 读 

LW9644 Comserver 版本号 读 

LW9645 Servo 版本号 读 

 HMI 时间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034～9035 秒表，双字，显示以 0.1 秒为单位计算的时间 读 

LW9999 BIN 码，系统时间（毫秒），范围 0～999 读 

LW10000 BIN 码，系统时间（秒），范围 0～59 读写 

LW10001 BIN 码，系统时间（分），范围 0～59 读写 

LW10002 BIN 码，系统时间（时），范围 0～23 读写 

LW10003 BIN 码，系统时间（日），范围 1～31 读写 

LW10004 BIN 码，系统时间（月），范围 1～12 读写 

LW10005 BIN 码，系统时间（年），范围 2000～2037 读写 

LW10006 BIN 码，系统时间（星期），范围 0～6 读写 

 

!
 

时间需要下载到 HMI 里调试，在 PC 上离线模拟调用的是 PC 的系统时间 

 
 外部时间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010 本地时间（秒），范围 0～59 读写 

LW9011 本地时间（分），范围 0～59 读写 

LW9012 本地时间（时），范围 0～23 读写 

LW9013 本地时间（日），范围 1～31 读写 

LW9014 本地时间（月），范围 1～12 读写 

LW9015 本地时间（年），范围 2000～2037 读写 

LW9016 本地时间（星期），范围 0～6 读写 

LW9017 本地时间（毫秒），范围 0～999 读写 

 

!
 

1.【HMI 属性】勾选【事件使用外部时钟】，事件不采用 HMI 时间，而读取 LW9010~9017 值 
2. 使用该功能需先将 PLC 的时间寄存器值传给 LW9010~9017 

 
 VNC 功能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290 VNC 功能开启。置 ON 时，开启远程 VNC 功能 读写 

LB9291 VNC 操作屏蔽。置 ON 时，屏蔽远程 HMI 操作功能 读写 

LB9292 VNC 操作密码有效。置 ON 时，操作密码使能 读写 

LB9293 VNC 查询密码有效。置 ON 时，查询密码使能 读写 

LW10146~10147 设置 VNC 操作密码 读写 

LW10148~10149 设置 VNC 查看密码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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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C 客户端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171 显示 VNC 客户端连接状态信息。 读 

=1 连接错误 

=2 密码错误 

=3 运行错误 

=4 连接正常 

 生成二维码功能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680 设置输入字符串地址 读写 

LW9681 设置输出二维码点阵地址（LW.B）,即自由绘图元件地址 读写 

LW9683 设置二维码的图像尺寸 读写 

LB9421 二维码生成触发位。置 ON，生成二维码，并自动置 OFF 读写 

 

!
 

1. 二维码功能必须搭配自由绘图元件； 
2. 自由绘图元件的尺寸必须与 LW9683 的值一致，否则生成的二维码是乱码； 
3. 因为特殊 LW 空间不足，所以用间接寻址。LW9680 设置输入字符串地址，如 LW9680=1000，则输
入字符串地址为 LW1000。LW9681 设置输出二维码点阵地址，如 LW9681=2000，则自由绘图元件地址
为 LW.B2000.0; 
4. 二维码的颜色搭配，前景色要比背景色深，这样才能确保手机能够顺利的扫描二维码。 

 

 USB 摄像头扫描二维码功能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420 开启 USB 摄像头扫描功能。置 ON：USB 摄像头会出现矩形框，将二维码扫入该矩形框，

若识别成功，蜂鸣器会响一声，同时将 LB9420 自动复位。OFF:USB 摄像头扫描二维码功

能无效。 

读写 

LW9819 显示扫描的内容长度（即字节数） 读 

LW9820 存放解码内容的 LW 地址。如 LW9820 的值为 1000，则 LW1000 开始存放解码内容；重新

扫描时，会自动清空 LW1000 开始的内容。 

写 

 

!
 

1. 扫描二维码功能必须配合摄像头元件一起使用，而且摄像头功能必须开启；摄像头元件的尺寸建议

为 640*480，摄像头元件尺寸小，会导致扫描二维码出现的矩形框太小，从而影响扫描效果； 

2. USB 摄像头扫描二维码功能目前不支持扫描中文字符； 

操作步骤： 

窗口 0 添加摄像头元件； 

读取地址 LW0 

显示设置 宽：640；高：480 

添加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 

读取写入地址 L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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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式 

 

添加位状态切换开关： 

读取写入地址 LB9420 (系统特殊寄存器) 

开关类型 切换开关 

添加多状态设定元件： 

写入地址 LW9820 (系统特殊寄存器) 

设定方式 窗口打开时设置 设置值 1000 

添加数值显示元件： 

读取地址 LW9819 (系统特殊寄存器) 

数据类型 无符号十进制 

添加文本显示元件： 

读取地址 LW1000 

字数 16 

运行结果： 

运行过程中，将多状态切换开关 LW0 置 1，同时将位状态切换开关 LB9420 置 on，此时就可以用摄像

头轻松扫描二维码在屏中显示。 

 

 USB 扫码枪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07 置 ON，开启 USB 扫描枪功能 读写 

LB8999 扫描到有效数据，扫码成功后会自动置 on，下次扫码前要手动置 off 读写 

LW8900 是文本接收字符起始地址 读 

LW9531 国标和 UTF8 的扫描枪输出编码方式选择。0：自适应；1：国标；2：UTF8 读写 

 外接键盘焦点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05 置 ON，开启 USB 键盘切换焦点功能 读写 

LB9106 置 ON，开启键盘切换按钮等元件焦点功能 读写 

 云相关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920 用户 Product Key 读 

LW9930 制造商 Product Key 读 

LW9940~9949 设备序列号 Device Name 读 

 其它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34 电池欠压提示。欠压=ON，正常=OFF，置 OFF 时关闭系统的电池欠压信息框 读写 

LB9148 立即同步趋势图等采样数据到 csv 文件的功能。置 ON，是将批量存储文件，但又没有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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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存储设置大小的文件立即同步到 CSV 文件。 

LB9149 清除保存至 HMI 的文件 写 

LB9162 TTF 字体优化显示。置 ON 后，优化 TTF 字体边缘显示效果 读写 

LB9164 视频模式选择。ON：NTSC 模式；OFF：PAL 模式 读写 

LB9242 串口触控设备功能控制位。置 ON，开启串口触控设备功能，屏蔽屏本身的触摸触控功

能。 

注：该功能还须配合串口 TP 自由口驱动协议一起使用 

读写 

LB 9246 操作日志用户名列显示用户等级功能。1：用户名列显示用户等级信息；0：显示用户

名。默认是 0 

R 

LB9260 切换页速度选择。置 ON，切换页显示快；置 OFF，切换页显示慢。默认为 OFF 读写 

LB9261 切换页数据显示选择。置 ON，切页显示之前页面上的数据；置 OFF，切页数据先刷

零，再显示有效数据。默认为 OFF 

读写 

LB9262 实时读重复请求不处理。置 ON，实时读重复请求不受理；置 OFF，实时读重复请求

受理。默认为 OFF 

读写 

LB9263 开启多站通讯优化。置 ON，开启多站优化 读写 

LB9264 优化大量事件导致切换窗口前台元件通讯慢的问题。置 ON，开启优化 读写 

LB9271 历史数据显示、数据报表导出 CSV 小数位设置与前台元件一致设置。置 ON，开启此

功能，若十进制带小数位，导出的 CSV 文件也带小数位。默认是 OFF，十进制不带小

数位 

读写 

LB9404 置 ON，实现由用户界面切换至系统设置界面；置 OFF，切换至用户界面 读写 

LB9910 开启 WebServer。置 ON，打开 WebServer 功能；置 OFF：关闭 读写 

LB9911 浏览器显示模式。置 ON，客户端浏览器以灰度模式显示 HMI 画面；置 OFF，显示 HMI

实际的画面内容 

读写 

LB9915 置 ON，如元件选了映射键，CZ6 左右旋钮就失效的功能 读写 

LB9917 置 ON，CZ6 开启按坐标位置上下左右切换元件功能 读写 

LB9920 置 ON，开启无效浮点数 NAN 显示旧值的功能 读写 

LB9921 置 ON，清除屏内工程 读写 

LB9924 置 ON，开启实时通讯功能 读写 

LW9036 显示 HMI 可用闪存空间，单位:B 读 

LW9370 操作确认方式。操作员确认方式：1：确认；2：取消 写 

LW9856~9863 U 盘导入工程，下载密码支持字符 读写 

 

!
 

1. 以上功能，重启 HMI 后生效 

2. 以上本地字的值断电可保存 

 

18.2.3 元件设置 

 输入元件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03 置 ON 时，数值输入完不清空 LW9060~9075 的数据 读写 

LB9129 基本窗口触发输入。置 ON 时，触发基本窗口上的输入元件 写 

LB9131 自动触发输入。置 ON 时，窗口打开后自动触发输入元件 读写 

LB9140 Caps Lock。置 ON 时，英文字母以大写形式输入；输入完毕自动置 OFF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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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9142 弹出窗口触发输入。置 ON，触发最上层弹出窗口上的输入元件 写 

LB9161 元件左对齐显示。置 ON，输入时键盘上的文本显示元件（LW9060）左对齐显示 读写 

LB9240 置 ON，读写地址相同的数值元件输入 ENT 后立即显示新数据。 读写 

LB9241 密码输入前数值输入元件显示空白。置 ON，密码输入前数值输入元件显示空白；置

OFF，密码输入前数值输入元件显示*号。默认为 OFF 

读写 

LW9002～9003 显示数值输入最大值。当激活数值输入元件，则显示数值元件的最大值。未激活置 0 读 

LW9004～9005 显示数值输入最小值。当激活数值输入元件，则显示数值元件的最小值。未激活置 0 读 

LW9060～9075 显示数值输入&文本输入过程。当激活数值或文本输入元件，该字显示输入过程。

LW9075 显示最近输入的数据。一般用文本元件显示 

读 

LW9180～9187 显示数值输入最大值。一般用文本元件显示 读写 

LW9190～9197 显示数值输入最小值。一般用文本元件显示 读写 

LW9380～9395 显示数值输入元件的历史值。一般用文本元件显示 读 

 文本元件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37 文本元件字节倒序显示。置 ON 时，文本元件高字节/低字节互换显示，即低字节显示

在文本元件的右边 

读写 

LB9138 屏蔽文本字符。置 ON 时，文本元件只显示编码为 33～127 之间的字符，其他字符用

空格符代替 

读写 

LB9243 文本输入元件输满后不允许输入的功能。置 ON，输满后不允许再输入；置 OFF，超

过位数后，最高位依次移出。默认为 OFF 

读写 

LB9410 置 ON 时，文本输入元件不足位显示为 0；置 OFF 时，不足位显示位空格。默认为 OFF 读写 

LB9411 置 ON 时，输入前清空记事本内容；置 OFF 时，输入前不清空记事本内容。默认为

OFF 

读写 

LW9130 在线切换文本库内容。其值表示文本库索引 读写 

LW9170 用于显示记事本元件页码。其值表示输入区的起始行 读 

 报警与事件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24 报警计数设置。置 ON 时，报警显示元件的条目起始处显示报警次数 读写 

LB9125 事件元件起始条目序号从 1 开始显示。置 ON，事件序号从 1 开始；默认为 OFF，序

号从 0 开始 

读写 

LB9141 关闭当前报警蜂鸣声。置 ON，关闭当前报警的蜂鸣声，并自动置 OFF 写 

LB9211 置 ON，清除事件报警累计时间，置 on 后立即复位 读写 

LB9212 置 ON，清除事件报警累计次数，置 on 后立即复位 读写 

LB9215 与 LW9618\9619 配合使用，置 on 执行清除操作，并自动复位 读写 

LB9270 
开启事件导出生成 csv 文件内容包含日期功能。ON：开启，置 ON 后，外设历史事件

查看功能格式会发生变化，不能与外设历史事件同时使用；OFF：关闭。默认为 OFF 
读写 

LB9280 未确认事件指示标识。ON:存在未确认的事件；OFF:无未确认事件 读写 

LB9281 确认所有触发事件的标识。置 ON 后确认所有事件。 读写 

LB9401 屏蔽事件信息和报警信息的蜂鸣器。置 ON，蜂鸣器处于关闭状态；置 OFF，开启。 读写 

LB9403 事件报警恢复不关闭蜂鸣的功能。置 ON，事件报警恢复不关闭蜂鸣；默认为 OFF 读写 

LB9916 
翻页寄存器的值禁止越界显示空页功能。置 ON 后，当翻页寄存器越界后，会自动改

为正常范围的最大值。 
读写 

LW9533 事件分类别导出生成 CSV 文件。LW9533 控制类别下限，LW9534 控制类别上限。注：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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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9534 指的是保存到配方区事件分类别显示 

LW9616 记录当前处于触发状态（即未恢复）的事件数 读 

LW9618 

LW9619 

事件分类别删除，必须与 LB9215 一起使用。LW9618 控制类别下限，LW9619 控制类

别上限 

读写 

 趋势图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10 激活趋势图查看和缩放功能 读写 

LB9111 激活趋势图滑动游标功能 读写 

LB9203 置 ON，开启每次打印纵坐标的功能；默认为 OFF 读写 

LW9200 趋势图浏览点的时间值，秒。BIN 码 读 

LW9201 趋势图浏览点的时间值，分。BIN 码 读 

LW9202 趋势图浏览点的时间值，时。BIN 码 读 

LW9203 趋势图浏览点的时间值，日。BIN 码 读 

LW9204 趋势图浏览点的时间值，月。BIN 码 读 

LW9205 趋势图浏览点的时间值，年。BIN 码 读 

LW9210～ 显示浏览点各通道值。根据被浏览的趋势图位宽情况，依次显示各通道的当前值。

LW9210 显示通道 0 值；LW9211 显示通道 1 值；…… 

读 

 Modbus slave 协议字节顺序特殊处理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810 调整 16 位整数解码顺序 读写 

值 对应顺序 16 位整数解码顺序 举例：0x0001 

0 12 表示字元件高低字节不颠倒（默认值） 表示 1 

1 21 表示字元件高低字节颠倒 表示 256 

LW9811 调整 32 位整数解码顺序 读写 

值 对应顺序 32 位整数解码顺序 举例：0x0000 0001 

0 1234 表示双字元件不做处理直接解码（默认值） 表示 1 

1 2143 表示双字元件高低字不颠倒，但字内高低

字节颠倒 

表示 256 

2 3412 表示双字元件高低字颠倒，但字内高低字

节不颠倒 

表示 65536 

3 4321 表示双字元件内 4 个字节全部颠倒 表示 16777216 

LW9812 调整 32 位浮点数解码顺序 读写 

值 对应顺序 32 位浮点数解码顺序说明 举例：0x3F80 0000 

0 1234 表示双字元件不做处理直接解码（默认值） 表示 1.0 

1 2143 表示双字元件高低字不颠倒，但字内高低

字节颠倒 

表示-5.78564e-039 

2 3412 表示双字元件高低字颠倒，但字内高低字

节不颠倒 

表示 2.27795e-041 

3 4321 表示双字元件内 4 个字节全部颠倒 表示 4.60060e-041 

 

!
 

1. 字节顺序特殊处理功能目前只适用于数值输入/显示、趋势图、历史数据显示、数据报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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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等级与权限 

 安全等级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46 安全等级切换失败标志。低安全等级进入高安全等级失败时，此位被置为 ON 读 

LW9040～9041 安全等级密码。输入安全等级对应的密码。双字 写 

LW9042 安全等级。显示当前基本窗口的安全等级 读 

LW9043 强迫切换安全等级。强迫从高等级(如 2 级)切换到低安全等级(如 0 级) 写 

 安全等级映射 

地址 描述 地址 描述 读写 

LW10024～10025 设置等级 1 密码。双字 LW10130～10131 设置等级 9 密码。双字 读写 

LW10026～10027 设置等级 2 密码。双字 LW10132～10133 设置等级 10 密码。双字 读写 

LW10118～10119 设置等级 3 密码。双字 LW10134～10135 设置等级 11 密码。双字 读写 

LW10120～10121 设置等级 4 密码。双字 LW10136～10137 设置等级 12 密码。双字 读写 

LW10122～10123 设置等级 5 密码。双字 LW10138～10139 设置等级 13 密码。双字 读写 

LW10124～10125 设置等级 6 密码。双字 LW10140～10141 设置等级 14 密码。双字 读写 

LW10126～10127 设置等级 7 密码。双字 LW10142～10143 设置等级 15 密码。双字 读写 

LW10128～10129 设置等级 8 密码。双字   读写 

 

!
 

1. 以上本地字的值断电可保存 

2. 该功能支持在线修改密码 

 
 用户权限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65 用户登录。置 ON 后，执行登录操作，并自动置 OFF 写 

LB9166 用户注销。置 ON 后，执行注销操作，并自动置 OFF 写 

LB9167 用户增加。置 ON 后，执行增加用户操作，并自动置 OFF 写 

LB9168 用户删除。置 ON 后，执行删除用户操作，并自动置 OFF 写 

LB9169 修改密码。置 ON 后，修改当前用户的密码，并自动置 OFF 写 

LB9190 用户管理执行标志，执行增删用户,修改密码等操作时置 ON 读 

LB9191 用户管理操作失败，用户管理操作失败时置 ON 读 

LB9192 用户密码禁止修改标志位 读 

LB9193 用户密码到期标志位 读 

LB9194 用户密码太短提示位 读 

LB9196 用户锁定标志位 读 

LB9197 用户新旧密码设置重复标志位 读 

LW.B9512.0 置 ON 后, LW9486 动态添加的用户名, 可做 Unicode 编码处理 读写 

LW9486～9501 登录用户名。输入登录的用户名，最多 32 个字符 读写 

LW9502～9503 用户密码。输入登录用户对应的密码 读写 

LW9504～9505 当前权限值。显示当前登录用户对应的 32 位权限值 读 

LW9506～9507 设置权限值。增加用户信息时设置 32 位权限值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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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9508～9509 设置自动注销时间。增加用户信息时设置自动注销时间 写 

LW9510～9511 输入密码确认。增加用户信息时再次输入密码以确认一致性 写 

LW9514 搭配清单或下拉清单,设置需要登录的用户名 读写 

LW9515 设置密码最短使用有效期，新密码被修改后，在规定时间内都不能修改密码 读写 

LW9516 设置密码最长使用有效期，规定时间到了后，未修改密码，系统会自动锁定该密码

并无法登入，必须管理员权限重新激活 

读写 

LW9650~9665 显示当前已登录的用户名 读 

LW9840~9847 用户权限对应全键盘密码 读写 

LW9848~9855 用户权限全键盘密码确认 读写 

  

 在线修改授权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048 到期授权登录密码，双字 读写 

LW9821 HMI 授权总数 读写 

LW9822 授权序号（授权 1-授权 12） 读写 

LW9823 到期跳转画面号 读写 

LW9824-LW9829 授权到期时间，连续 6 个字，分别对应年月日时分秒 读写 

LW9830 继续授权密码，双字 读写 

LW9832 分级授权有效标志位。LW.B9832.0：1 级授权标志，LW.B9832.1：2 级授权标

志，……LW.B9832.9：10 级授权标志，……LW.B9832.b：12 级授权标志 

读 

LW9834 当前授权锁定编号。注：这个值是当前所有未解锁的最早时间对应的授权序号；这

个值在锁定状态有效 

读 

LW9835 当前授权锁定编号。注：这个值是当前所有未解锁的最近时间对应的授权序号；这

个值在锁定状态有效 

读 

LB9425 保存，置 ON 在线修改的授权生效，会自动置 OFF 读写 

LB9426 屏蔽授权功能。置 ON，屏蔽授权功能 读写 

 

!
 

 举例说明： 

假如授权 1 的到期时间 2016 年 9 月 1 日 08:00:00，密码为 111111，而现在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 

08:00:00，通过特殊寄存器进行在线修改授 1，把到期时间设置成 2016 年 2 月 1 日 08:00:00，密码为

123456，点击 LB9425 保存，当屏系统时间到达 2016 年 2 月 1 日 08:00:00，屏会跳转到指定画面，需

要使用新密码 123456 来解除授权 1，或者使用等级高的密码来解除授权。 

 

18.2.5 数据及工程管理 

 配方操作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10 配方下载提示。处于下载状态时为 ON，完毕后为 OFF（配方下载到 PLC） 读 

LB9011 配方上传提示。处于上传状态时为 ON，完毕后为 OFF（PLC 上传到配方） 读 

LB9012 配方下载/上传提示。 处于下载/上传时为 ON，完毕后为 OFF 读 

LW9000～9001 配方数据索引地址。RWI 和 RBI 利用这个索引地址来访问配方数据，低位在 9000，高

位在 9001 

读写 

LB9130 RW 清零设置。置 ON 触发清零 读写 

LW9260～9261 RW 清零操作的起始地址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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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9262～9263 RW 清零操作字长 读写 

LW9536~9537 外部设备如 U 盘下载配方数据，配方起始地址设置 读写 

LW9538~9539 外部设备如 U 盘下载配方数据，下载字数。0：从起始地址开始到文件结束全部下载 读写 

 外部存储器操作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53 SD 卡安全删除设置。SD 卡插上后，自动置 ON；拔除前，应先置 OFF，确保 SD 卡安

全删除 

读写 

LB9154 U 盘 1 安全删除设置。U 盘插上后，自动置 ON；拔除前，应先置 OFF，确保 U 盘安

全删除 

读写 

LB9155 U 盘 2 安全删除设置。U 盘插上后，自动置 ON；拔除前，应先置 OFF，确保 U 盘安

全删除 

读写 

LB9156 清空 SD 卡文件夹里的文件。清空 HMI 在 SD 卡上生成的所有文件夹里的文件 写 

LB9157 清空 U 盘 1 文件夹里的文件。清空 HMI 在 U 盘 1 上生成的所有文件夹里的文件 写 

LB9158 清空 U 盘 2 文件夹里的文件。清空 HMI 在 U 盘 2 上生成的所有文件夹里的文件 写 

LB9220 SD 卡读访问状态指示。ON 表示有读操作 读 

LB9221 U 盘 1 读访问状态指示。ON 表示有读操作 读 

LB9222 U 盘 2 读访问状态指示。ON 表示有读操作 读 

LB9230 SD 卡写访问状态指示。ON 表示有写操作 读 

LB9231 U 盘 1 写访问状态指示。ON 表示有写操作 读 

LB9232 U 盘 2 写访问状态指示。ON 表示有写操作 读 

LW9133 分类删除外设文件，设置完毕，再将清空寄存器 LB9149（HMI）\9156（SD 卡）\9157(U

盘 1)置 ON，即可实现分类删除的功能。默认 LW9133 为 0，表示不分类，即清除所有。 

LW.B 9133.0 为 ON，表示删除事件相关文件； 

LW.B 9133.1 为 ON，表示删除趋势图和历史数据等后台采样相关文件； 

LW.B 9133.2 为 ON，表示删除数据报表文件； 

LW.B 9133.3 为 ON，表示删除操作日志文件； 

LW.B 9133.4 为 ON，表示删除截屏文件； 

LW.B 9133.5 为 ON，表示删除导出文件； 

 

读写 

LW9470～9485 拷屏文件的前缀标题。截屏拷贝到 U 盘或 SD 卡的文件名的前缀字符串 读写 

 用户界面外设直接下载工程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26 屏上有工程，外设根目录有 pkg、.pkgx，则会自动置 ON 读写 

LB9127 置 ON 时，会导入外设中的默认 pkg、.pkgx 文件 读写 

LB9128 自动将工程导出为根目录的 JuncAuto.pkg。置 ON，自动导出 读写 

LW9021 导入工程时的倒计时功能 读写 

 

!
 

绿色和蓝色两种情况区分，是为了解决屏上 U 盘断电、上电不断跳出提示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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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列表框操作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47 文件夹复制粘贴。置 ON，支持  

LB9150 执行工程/配方导入导出功能。置 ON，执行导入导出操作 写 

LB9151 工程导出保护位。导出工程时，上传密码输入正确，置 OFF，否则置 ON 读 

LB9152 文件夹树型和列表型显示切换。置 ON，树型显示；置 OFF，列表型显示 读写 

LB9265 执行 LOGO 导入/导出功能。置 ON，执行 LOGO 导入/导出功能；置 OFF，执行工程

导入/导出功能。与工程导入/导出的功能键复用 

写 

LB9266 执行 FRW 配方导入/导出功能。置 ON，执行 FRW 导入/导出功能；置 OFF，执行配方

导入/导出功能。与配方导入/导出的功能键复用 

读写 

LW9300～9331 文件浏览的当前路径。显示文件列表框当前浏览的路径名称 读 

LW9332～9363 当前选择的文件。显示文件列表框元件当前选择的文件名称 读写 

LW9364 工程/配方导入导出选择。1：工程导入；2：工程导出；3：配方导入；4：配方导出；

7：LOGO 导入；8：LOGO 导出；9：FRW 配方导入；10：FRW 配方导出 

读写 

LW9366 文件复制剪切粘贴操作。通过文件浏览元件执行，1：复制；2：剪切；3：粘贴；4：

删除 

写 

18.2.6 通讯 

 PLC 通讯信息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057 串口通讯参数在线修改立即生效，不需重启 HMI。置 ON，立即生效，默认为 OFF 读写 

LB9136 过滤无响应的 PLC 通信。置 ON，过滤无响应 PLC 的通信 读写 

LB9144 隐藏通信失败元件。置 ON，不显示未通信成功的元件 读写 

LB9180 PLC 访问错误的通知位，PLC 通讯出错时，置 ON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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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9245 控制 LW9296~9299 只屏蔽系统提示框的功能。置 ON，LW9296~9299 只屏蔽系统弹框，

不屏蔽 LW9550~9553 

读写 

LW9264～9279 PLC 站号屏蔽码（串口 0）。每个位对应端口 0 的一个站号（9264.0 对应站号 0，……，

9279.F 对应站号 255），置 ON 后屏蔽对应站号的通讯 

读写 

LW9280～9295 PLC 站号屏蔽码（串口 1）。每个位对应端口 1 的一个站号（9280.0 对应站号 0，……，

9295.F 对应站号 255），置 ON 后屏蔽对应站号的通讯 

读写 

LW9400～9415 HMI 号屏蔽码。每个位对应组网的一个 HMI 号（9400.0 对应 0 号 HMI，……，9415.F

对应 255 号 HMI），置 ON 后屏蔽对应 HMI 号的通信 

读写 

LW9432～9447 通信状态指示寄存器（串口 0）。每个位对应一个站号（9432.0 对应站号 0，……，9447.F

对应站号 255），当 PLC 通信超时无响应时，对应位置 ON，否则置 OFF 

读写 

LW9448～9463 通信状态指示寄存器（串口 1）。每个位对应一个站号（9448.0 对应站号 0，……， 9463.F

对应站号 255），当 PLC 通信超时无响应时，对应位置 ON，否则置 OFF 

读写 

LB9259 通讯状态指示寄存器（串口 2），当 PLC 通信超时无响应时，对应位置 ON，否则置

OFF 

读写 

LB9500~9531 通信状态指示寄存器。每个位对应一个端口号，当 PLC 通信超时无响应时，对应位置

ON，否则置 OFF 

读写 

LW9296～9299 错误信息屏蔽码。每个位对应一个错误信息，置 ON 后屏蔽对应错误信息提示。 

例如：“PLC No Response”为 9296.2,“Socket Connect Error”为 9296.4 

读写 

LW9550～9553 错误信息提示码。每个位对应一个错误信息，出现错误提示时对应位自动置 ON。 

例如：“PLC No Response”为 9550.2，“Socket Connect Error”为 9550.4 

读 

LW9605~9606 端口屏蔽寄存器，最多支持屏蔽 32 个端口。 

LW.B9605.0~9605.2 屏蔽串口 0~2；LW.B9605.3~9606.F 屏蔽网口 PLC，最多可屏蔽 29

个网口 PLC； 

读写 

 网络通讯参数映射 

地址 描述 读写 

LW10030～10033 IP 地址。每 WORD 放一个段，有效范围 0～255 读写 

LW10034 下载端口号。保存的是下载端口号而非通讯端口号 读写 

LW10035 保留 读写 

LW.B9614.4 置 ON 开启 DHCP 读写 

LW10110～10113 网关。每 WORD 放一个段，有效范围 0～255 读写 

LW10114～10117 子网掩码。每 WORD 放一个段，有效范围 0～255 读写 

LW10226～10233 DNS1 、 DNS2 地址。每 WORD 放一个段，有效范围 0 ～ 255 。例如 : 

DNS1:255.254.253.252; DNS2:251.250.249.248; 则 DNS1: LW10226=255, 

LW10227=254, LW10228=253, LW10229=252; DNS2:LW10230=251, LW10231=250, 

LW10232=249,LW10233=248 

读写 

 COM0 通讯参数映射 
地址 描述 读写 

LW10036 串口 0 工作模式。0：232；1：485-4w；2：485-2w 读写 

LW10037～10038 波特率。双字 读写 

LW10039 数据位 读写 

LW10040 校验位 读写 

LW10041 停止位 读写 

LW10042 从设备站号（HMI 站号）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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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10043～10044 PLC 超时常数 读写 

LW10045～10046 协议超时常数 1 读写 

LW10047～10048 协议超时常数 2 读写 

 COM1 通讯参数映射 
地址 描述 读写 

LW10056 串口 1 工作模式。0：232；1：485-4w；2：485-2w 读写 

LW10057～10058 波特率。双字 读写 

LW10059 数据位 读写 

LW10060 校验位 读写 

LW10061 停止位 读写 

LW10062 从设备站号（HMI 站号） 读写 

LW10063～10064 PLC 超时常数 读写 

LW10065～10066 协议超时常数 1 读写 

LW10067～10068 协议超时常数 2 读写 

 COM2 通讯参数映射 
地址 描述 读写 

LW10182 串口 2 工作模式。0：232； 读写 

LW10183～10184 波特率。双字 读写 

LW10185 数据位 读写 

LW10186 校验位 读写 

LW10187 停止位 读写 

LW10188 从设备站号（HMI 站号） 读写 

LW10189～10190 PLC 超时常数 读写 

LW10191～10192 协议超时常数 1 读写 

LW10193～10194 协议超时常数 2 读写 

 

!
 

1. 以上功能，重启 HMI 后生效 

2. 以上部分本地字的值断电可保存 

 
 无线参数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301 WIFI 登录信息设置 读写 

LB9302 WIFI 连接标志。置 ON,WIFI 已连接；置 OFF，WIFI 断开 读 

LW.B10204.0 WIFI 连接设置 读写 

LW9764 WIFI 连接状态。1-正在连接，2-连接成功，3-连接超时，4-密码错误 读 

LW9700 显示无线网络列表，每个条目占 8 个字（即 16 字符），可用记事本浏览列表名

称 

读 

LW9784 WIFI 登录名设置，最多支持 8 个字 读写 

LW9792 WIFI 登录密码设置，最多支持 8 个字 读写 

LW10200~10203 显示 WIFI IP 地址。每 WORD 放一个段，有效范围 0～255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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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输入无线登录名，密码后，必须先将 LB9301 置 ON，再将 LW10204 赋值等于 1，这样才能正确连

接至无线网络。 

 
 4G 参数 

地址 描述 读写 

LW.B 9614.E 4G 开关 R/W 

LW9038 4G 信号强度。有效范围 1~100，-1 表示出错； R 

LW9039 4G 连接状态。1：连接中；2：连接成功； R 

LW9076~9077 纬度。 R 

LW9078~9079 经度。 R 

  
 VPN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769 服务器选择。0：中国服务器；1：欧洲服务器 R/W 

LW.B9614.F VPN 开关 R/W 

LW 9768 -1：网络还没通；0：准备连接；1：HMI 授权无效；2：SSL 加载失败；3：证书

下载失败；4：VPN 连接成功； 

R 

LW9029~9026 虚拟 IP 地址，例如 IP 显示 10.8.0.2，LW9029 的值为 10，LW9028 的值为 8，LW9027

的值为 0，LW9026 的值为 2。 

R 

 
 站号变量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416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0 读写 

LW9417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1 读写 

LW9418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2 读写 

LW9419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3 读写 

LW9420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4 读写 

LW9421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5 读写 

LW9422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6 读写 

LW9423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7 读写 

LW9424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8 读写 

LW9425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9 读写 

LW9426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10 读写 

LW9427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11 读写 

LW9428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12 读写 

LW9429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13 读写 

LW9430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14 读写 

LW9431 站号变量寄存器。对应变量站号的索引 15 读写 

 动态 IP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176~9179 通讯 PLC 动态 IP 对应寄存器，该特殊寄存器仅支持一个网口 plc 通讯 

举例：PLC 的 IP 地址在线修改为 192.168.205.190，则 LW9179=192，LW9178=168，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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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9177=205，LW9176=190 

LW9175 动态网口 IP 的 LW 指针，该功能需配合 LB9244 使用，该寄存器支持多个网口 PLC

的动态 IP 

举例：PLC0 的 IP 地址在线修改为 192.168.205.190，PLC1 的 IP 地址在线修改为

192.168.205.191 

步骤：1）LW9175=1000 

2）LW1003=192，LW1002=168，LW1001=205，LW1000=190；（PLC0 IP） 

3）LW1007=192，LW1006=168，LW1005=205，LW1004=191；（PLC1 IP） 

4) LB9244=on 

读写 

LB9244 置 ON，表示更新动态 IP，执行后自动复位，配合 LW9175 使用 读写 

 

!
 

1. 该动态 IP 地址掉电不保持 

2. 如某个动态 IP 为 0，则表示对应的网口 PLC 仍用静态 IP 

 

 动态修改 CAN 从设备号 

地址 描述 读写 

LW10029 动态修改 CAN 从设备号 读 

LB9057 置 on，CAN 从设备新站号生效，并自动复位 读 

 

 总线错误码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145 记录 Profibus 总线错误码 读 

LW9146 记录 Canopen 总线错误码 读 

 宏指令操作 

地址 描述 读写 

LB9115 提高宏执行的优先级。置 ON，提高功能键、plc 控制执行宏的优先级 读写 

LB9116 宏指令读输入寄存器操作指示。读置 ON，完毕置 OFF 读 

LB9117 宏指令写输出寄存器操作指示。写置 ON，完毕置 OFF 读 

LB9118 宏指令工作指示。执行宏指令（包括读写寄存器操作）时置 ON，完毕置 OFF 读 

LW9465 宏指令超时时间倍率。若设置为 N，则宏指令单次允许的最大运行时间是默认值的 N 倍 读写 

LW9466 宏指令读取寄存器的通讯时间倍率 读写 

 数据传输操作 

地址 描述 读写 

LW9467 数据传输写通讯时间倍率 读写 

LW9468 数据传输读通讯时间倍率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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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为防止造成机器设备的损坏和人身伤害的事故，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在安装、运行、维护保养以及检查之前，请务必阅读本手册并正确使用产品。 

请充分了解产品的相关知识、安全信息以及所有注意事项后再使用。 

!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
 

注意 
表示如果不注意相应提示，可能会出现不希望的结果或状态 

!
 

禁止 
表示禁止执行的相关指令、流程或拆卸动作，以确保产品的正确使用 

!
 

提供正确使用产品的提示或补充信息 

安装环境 

请勿将 TS 系列产品安装在以下环境： 

 工作温度或湿度超出规格指定范围的场所 

 高湿度，易结成冷凝水的场所 

 温度变化剧烈的场所 

 受强紫外线直接照射的场所 

 具有腐蚀性或可燃性气体的场所 

 具有高粉尘环境的场所 

 易受化学物质污染的场所 

 易受油性物质污染的场所 

 具有强烈冲击或振动的场所 

 阳光直射、暴露在风雨环境下的场所 

 

!
 

在下列场所安装产品时，请采取充分和适当的防范措施： 

 具有强电磁场的场所 

 具有静电或易受其它设备噪声干扰的场所 

 靠近动力电源的场所 

 可能暴露于射线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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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 

建议将产品嵌入在控制柜的操作面板上安装。 

安装时请使用工具（十字头螺丝刀）和随机附带的面板安装金属件。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安装。 

1. 在面板表面，切割一个矩形安装槽，并按开孔尺寸开嵌入用孔，然后从面板正面嵌入 HMI 主机。 

宽

高开孔尺寸

单位：mm

 
2. 在 HMI 主机背面顶部和底部四个安装插孔位置插入面板固定件（附带），套入固定螺丝（附带）后用十字头螺丝

刀将其拧紧。 

面板

正面
背面

 
 

!
 

1. 用于安装 HMI 主机的操作面板厚度应为 1.6mm~4.8mm。并确保操作面板表面干净、无弯曲，且

具有足够的安装强度 

2. 采用 0.3~0.5 N.m 的力矩来紧固螺丝。若过分用力紧固螺丝或紧固不均匀，会导致前面板变形 

 

电源连接 

在安装 TS 系列产品前请确认符合所有当地和国家的电气标准。 

 

!
 

危险 
为避免触电事故，在连接产品终端电源接线端子时，确保供电电源端的电源已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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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由于产品没有电源开关，在连接电源的地方配备能快速切断电源的断路器开关 

!
 

注意 
请勿使用指定规格外的电源电压给产品供电，以免损坏产品 

!
 

注意 
请勿将产品与感性负载或控制器的输入电路共用供电电源 

 

!
 

电源电缆应使用直径 2mm²以上的屏蔽电缆或双绞线，且长度不超过 500m（屏蔽电缆）/300m（普

通双绞线） 

 

24V GND FG

MCCB

DC24V

+
-

MT系列
背面

 

接地要求 

TS 系列产品在通常环境下可抗干扰，但在干扰较大的环境使用时，请进行接地处理。 

 

!
 

注意 
为避免虚的点接地将外部噪声引入系统引起设备误动作，请根据使用环境正确接地 

!
 

注意 
如果 HMI 主机的 FG 接地后，出现设备运行不正常等现象时，请断开 FG 接地 

 
TS 系列产品带有功能接地端子（FG），请根据以下状况进行配线： 

HMI 主机和其它设备存在电位差时，可按图 a 方式进行接地；如果现场条件不允许图 a 方式进行接地，可按图 b 方

式进行接地；如果距离较远难以单点接地时，请勿将 HMI 主机的 FG 接地。 

G系列 变频器等其
它设备

允许（推荐）

 
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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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系列 变频器等其
它设备

允许

 
图 b 

G系列 变频器等其
它设备

不允许

 
图 c 

 

!
 

1. 请缩短接地线的距离使接地点尽量接近 HMI 主机 

2. 尽量使用横截面积足够大的接地线 

 

CE 认证 

TS 系列产品符合的 CE 规范： 

 符合 EMC 规范要求 

 符合 EN61000-6-2：2005/EN61000-6-4：2007 标准或符合 EN50081-2 和 EN50082-2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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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和规格 

本章主要介绍 TS 系列 HMI 通用部分的名称和规格。 

 

 关于 TS 系列 HMI 特殊部分的名称和规格请参阅相关型号的选型手册 

 

1.1 各部分的名称 

TS 系列通用部分的名称： 

正面： 

 

PWR
CPU
COM

a

d
c
b

 

a. 屏幕显示/触控区域  b. PWR 指示灯  c. CPU 指示灯  d. COM 指示灯 

背面： 

a b c d e

g

f

i

h
j

k

 

a. DC24V 电源输入端子  b. 1A 熔丝  c. LAN 接口  d. USB HOST(USB type A 接口)  e. USB SLAVE(USB type B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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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OM1(g)  g. COM0&COM2(公)  h. RESET 按钮  i. DIP 开关  j. SD CARD 接口 k. 一次性钮扣型锂电池 

1.2 各部分的规格 

1.2.1 屏幕显示/触摸区域 

可通过触控面板进行输入操作或输出显示。 

 

!
 

警告 
请勿在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将 HMI 的触摸开关等输入功能作为紧急停止

开关功能使用 

 

1.2.2 LED 指示灯 

指示灯 说明 

PWR HMI 电源通/断电时黄色指示灯亮/灭 

CPU HMI CPU 正常工作时绿色指示灯亮 

COM HMI 与 PLC 等控制器通过串口正常通讯时，红色指示灯处于频繁闪烁或常亮状态 

 

!
 

COM 指示灯只对接在 COM0 或 COM1 上的 PLC 等控制器的通讯状态有指示效果 

 

1.2.3 电源 

输入电压：DC24V±15% 

24V
GND

FG
 

24V：连接供电电源直流 24V+端 

GND：连接供电电源直流 COM 端或 0V 端 

FG：接地端 

1.2.4 熔丝 

使用额定电流为 1A 的快速熔丝。 

 

!
 

注意 
快速熔丝在电源电压过高或电源极性接反时可起保护作用，但并不能确保产品内部的电子零部件不被

损坏 

 

1.2.5 串行接口 

 

!
 

注意 
请勿带电插拔通讯电缆，避免导致通讯接口损坏 

 
 串行接口 COM0 

COM0 为 9 针 D 型公座管脚，此接口支持 RS-232C/RS-485/RS-422A 通讯功能，其管脚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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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 信号 
功能 

RS-232C RS-485 RS-422A 

1 RX-(B) -- RS485B 接收数据 

2 RXD 接收数据 -- -- 

3 TXD 发送数据 -- -- 

4 TX- -- -- 发送数据 

5 SG 信号地 

6 RX+(A) -- RS485A 接收数据 

7 NC -- -- -- 

8 NC -- -- -- 

9 TX+ -- -- 发送数据 
 

 串行接口 COM1 

COM1 为 9 针 D 型公座管脚，此接口支持 RS-232C/RS-485/RS-422A 通讯功能，其管脚定义如下： 

 

管脚 信号 
功能 

RS-232C RS-485 RS-422A 

1 RX-(B) -- RS485B 接收数据 

2 RXD 接收数据 -- -- 

3 TXD 发送数据 -- -- 

4 TX- -- -- 发送数据 

5 SG 信号地 

6 RX+(A) -- RS485A 接收数据 

7 CTS 清除发送 -- -- 

8 RTS 请求发送 -- -- 

9 TX+ -- -- 发送数据 
 

 串行接口 COM2 

COM2 与 COM0 共用物理接口，为 9 针 D 型公座管脚，此接口仅支持 RS-232C 通讯功能，其管脚定义如下： 

 

管脚 信号 
功能 

RS-232C 

1 NC -- 

2 NC -- 

3 NC -- 

4 NC -- 

5 SG 信号地 

6 NC -- 

7 RXD 接收数据 

8 TXD 发送数据 

9 NC -- 
 

COM2 接口能连接 RS-232C 功能的控制器，也可用于产品的程序上传/下载和调试。 

 串行接口 COM3 

COM3 与 COM1 共用物理接口，为 9 针 D 型公座管脚，此接口仅支持 RS-232C 通讯功能，其管脚定义如下： 

 

管脚 信号 
功能 

RS-485 

1 N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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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C -- 

3 NC -- 

4 NC -- 

5 SG 信号地 

6 NC -- 

7 RX-(B) RS485B 

8 RX+(A) RS485A 

9 NC -- 
 

 

1.2.6 USB 接口 

 USB HOST 

USB HOST 接口为 USB A 型接口，可连接如 USB 存储设备、键盘、鼠标等外围设备。其管脚定义如下： 

1234

 

管脚 信号 功能 

1 VCC +5V 电源 

2 D- Data- 

3 D+ Data+ 

4 GND -5V 接地 
 

 USB SLAVE 

USB SLAVE 接口为 USB B 型接口，可连接 PC 机的 USB 接口，用于产品的程序上传/下载和调试。其管脚定义如下： 

1 2

34  

管脚 信号 功能 

1 VCC +5V 电源 

2 D- Data- 

3 D+ Data+ 

4 GND -5V 接地 
 

1.2.7 LAN 接口 

LAN 接口为 10M/100M 传输速率自适应的 RJ-45 型接口，可用于产品程序的上传/下载和调试；多台具备 LAN 接口的

HMI 联机以及和支持以太网通讯的控制器通信。其管脚定义如下： 

12345678  

管脚 信号 功能 

1 TX+ 数据发送+ 

2 TX- 数据发送- 

3 RX+ 数据接收+ 

4 NC -- 

5 NC -- 

6 RX- 数据接收- 

7 NC -- 

8 NC -- 
 

1.2.8 SD CARD 接口 

SD CARD 接口适用于接入尺寸规格为 32mm×24mm×2.1mm 的普通 SD 卡，可用于数据存储以及用户工程、配方等

文件的快速上传/下载，其管脚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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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

SD

 

管脚 信号 功能 

1 CD/DAT3 卡检出/数据 3 

2 CMD 指令 

3 VSS1 GND 

4 VDD 电源（+3V） 

5 CLK 时钟 

6 VSS2 GND 

7 DAT0 数据 0 

8 DAT1 数据 1 

9 DAT2 数据 2 
 

1.2.9 DIP 开关 

设置 DIP Switch 处于不同的位置可使 HMI 系统处于不同的工作模式，其设置及相应工作模式如下： 

1 2

ON
ON

出厂状态  

 

SW1 SW2 工作模式 

OFF OFF 正常工作模式 

ON OFF 固件更新模式☞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5 固件更新
模式】 

OFF ON 触控校正模式☞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4 触控校准
模式】 

ON ON 系统设置模式☞详情请参阅【硬件篇 3 系统设置
模式】 

1.2.10 复位开关 

按下 RESET 按钮，HMI 系统将被重新启动。 

1.2.11 钮扣电池 

使用标准电压为 3V 的非充电式钮扣型锂锰电池（CR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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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外围设备的连接 

为满足用户实现智能化、信息化、人性化等多功能界面的要求，TS 系列 HMI 配备了多种接口，下面依次介绍这些接

口支持连接的设备。 

2.1 通过串行接口连接 

HMI

Serial cable
(RS-232C/RS-485/RS-422A)

Serial cable(RS-232C)

Serial Port
(COM0/COM1/

COM2)

(COM2)

(1)

PC(installed Kinco 
Dtools )

PLC etc.

(2)

Serial cable(RS-232C)(COM0/COM1/
COM2)

Bar-code 
Reader

Serial cable(RS-232C)(COM0/COM1/
COM2)

Micro Printer

(3)

(4)

 
(1) 通过串行接口与 PLC 等控制设备进行通信连接 

HMI 通过 RS-232C/RS-485/RS-422A 串行电缆和 PLC 等控制设备的串行接口连接进行通信。 

 连接条件 

和 HMI 通信的 PLC 等控制设备必须是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型号或具备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串口通讯协议。 

 电缆制作 

根据不同的控制设备型号和通信方式，用户可自行制作电缆进行连接。 

(2) 通过串行接口进行数据的上传/下载 

HMI 通过 RS-232C 串行电缆连接 PC 机侧的串行接口进行用户工程、配方等数据的上传/下载。 

 连接条件 

在 PC 机上安装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并运行，通过软件【工具】菜单进行下载方式选择。 

☞关于下载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7.3 下载】 
 电缆制作 

用户可自行制作电缆进行连接。☞详情请参阅【附录 3 连接电缆制作】。 

（3）通过串行接口连接扫描仪等设备 

HMI 可通过 RS-232C 串行电缆连接扫描仪设备进行条形码等数据的接收。 

 连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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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MI 通信的扫描仪设备必须是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型号或具备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通讯协议。 

 电缆制作 

直接使用扫描仪设备厂家提供的 RS-232C 通讯电缆。 

（4）通过串行接口连接微型打印机 

HMI 可通过 RS-232C 串行电缆连接微型打印机进行屏幕打印或报表打印输出。 

 连接条件 

和 HMI 通信的微型打印机必须是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型号或具备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打印机通讯协议。 

 

 更多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电缆制作 

用户可自行制作电缆进行连接。 

2.2 通过 USB 接口连接 

HMI

USB transfer cable

USB  Interface

USB HOST
  type A interface

USB SLAVE
 type B interface

(1)

(2)

USB port
  type A interface

Mouse

Keyboard

USB Memory Strage

Printer

USB Camera

PC(installed Kinco 
DTools )  

（1） 通过 USB HOST 接口连接 USB 接口的鼠标、键盘等设备 

 连接 USB 鼠标 

HMI 和 USB 鼠标进行连接，USB 鼠标可对 HMI 屏幕进行输入操作。 

 连接 USB 键盘 

HMI 和 USB 免驱键盘进行连接，USB 键盘可通过映射键功能对 HMI 屏幕进行输入操作。 

 连接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 

HMI 和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连接，可用于： 

 通过导入/导出功能在 HMI 与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间进行用户工程、配方等文件的快速上传/下载； 

 将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划分出一块物理存储区域 ERW，在 HMI 上直接对 ERW 存储区进行数据的读写访问； 

 将趋势图、XY 图采样的历史数据、历史事件信息、历史操作日志等数据信息存储在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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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 USB 打印机 

HMI 可通过 USB 传输电缆连接 USB 接口的打印机进行屏幕打印或报表打印输出。 

和 HMI 通信的 USB 打印机必须是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型号或具备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打印机通讯协议。 

 

 关于支持的打印机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连接 USB 摄像头 

HMI 可以和免驱型 USB 接口的摄像头进行连接，并通过摄像头元件显示由 USB 摄像头输入的视频画面。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10.2 摄像头】 
（2）通过 USB SLAVE 接口进行数据上传/下载 
HMI 可通过 USB 传输电缆连接 HMI 和 PC 机侧的 USB 接口进行工程、配方等数据的上传/下载。 

 连接条件 

在 PC 机上安装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并运行，通过软件【工具】菜单进行下载方式选择。 

 电缆制作 

用户可自行制作电缆进行连接。 

 

 关于电缆制作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2.3 通过 LAN 接口连接 

HMI

Ethernet Cable

LAN Port(RJ45 Interface)

(1)

(2)
LAN port

RJ45 interface

Ethernet Cable LAN port
RJ45 interface

PLC etc.

HMI

Ethernet Cable Hub/ Switch
(3) To an 

Ethernet 
Network

Ethernet Cable
(4)

LAN port
RJ45 interface

PC(installed Kinco 
DTools )

 
（1）通过 LAN 接口和 PLC 等控制设备进行通信连接 

HMI 可以通过两端为 RJ45 接头的交叉双绞线(Crossover Cable)和 PLC 等控制设备的 LAN 接口连接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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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条件 

和 HMI 进行以太网通讯的 PLC 等控制设备必须是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型号或具备 JuncAuto DTools 支持的以太网

通讯协议。 

 电缆制作 

用户可自行制作电缆进行连接。 

（2）通过 LAN 接口进行数据的上传/下载/监控 

HMI 可通过两端为 RJ45 接头的交叉双绞线(Crossover Cable)和 PC 机侧的 LAN 接口连接进行用户工程、配方等数据

的上传/下载；同时还可在 PC 机上监控 HMI 或与 HMI 通讯的 PLC 等控制设备的数据。 

 连接条件 

在 PC 机上安装 JuncAuto DTools 组态编辑软件并运行，通过软件【工具】菜单进行下载方式选择。 

 电缆制作 

用户可自行制作电缆进行连接。 
（3）通过 Hub/Switch 将 HMI 接入一个局域网络 

HMI 可通过两端为 RJ45 接头的直通双绞线(Straight Through Cable)或交叉双绞线(Crossover Cable)，经由集线器（Hub）

或交换机（Switch）接入一个局域网络，多用于多台 HMI 联机或与多台 PLC 等控制设备的组网通讯。 

☞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13 HMI 通信】 
（4）通过 LAN 接口联机 

HMI 可通过两端为 RJ45 接头的交叉双绞线(Crossover Cable)与另一台 HMI 进行联机。 

 连接条件 

联机的 HMI 都具备 LAN 接口，并在软件【HMI 属性】中设置【网络设备配置】。 

 电缆制作 

用户可自行制作电缆进行连接。 

 

 更多详情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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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设置模式 

在系统设置模式下用户可对系统时间、初始窗口、IP 地址等项目进行设置。 

3.1 系统设置模式的显示方法 

系统设置模式通过以下步骤进入： 

带拨码开关屏： 

将 HMI 背面的 DIP 开关 SW1、SW2 都置于 ON 位置； 

按下 RESET 按钮，HMI 系统重新启动后进入系统设置模式画面。 
不带拨码开关屏： 

触摸屏上电前用手指按住液晶屏不放，给触摸屏上电，待触摸屏自动进入模式选择界面之后方可松手； 

在菜单选择界面，选择系统设置模式。 

3.2 系统设置 

以 TS070 的系统设置画面为例： 

 
进入 TS070 SETUP 界面后，可对以下项目进行设定： 

 Startup Window No.：起始窗口。开机启动 HMI 时，屏幕所显示的窗口，默认起始窗口号为 0。 

 Backlight Saver Time：屏幕背光时间，单位为分钟。默认为 10 分钟，当这个数值为 0 时，表示不关闭屏幕背光。 

 Buzzer Disabled/Enabled：开启/关闭蜂鸣器。对于 TS 系列 HMI，则是勾选静音选项来关闭蜂鸣器。 

 网络参数设置：可对带以太网口的 HMI 进行网络参数设置，包括 IP 地址（IP Address）、端口号（Port）、子

网掩码（Subnet Mask）、网关（Gateway）等。 

 亮度调节：调节屏幕的亮度（Brightness Up/Down），使屏幕呈现最佳视觉效果。 

 时间校正：查看年、月、日、时、分、秒是否为当前时间，若不是，可手动对其进行设置。 

 导入/导出：快速上传/下载用户工程文件或配方数据文件。该功能仅支持带 USB HOST 接口/SD 卡接口的 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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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上的用户工程文件（.pkg、.pkgx）下载至 HMI 中 

 

将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上的开机画面文件（.logo、.bmp、.jpg、.gif）下载至 HMI 中 

注：1. .logo 文件在工程文件夹内的\tar\HMI0 目录 

    2. .gif 格式图片必须是非动画类型的；直接下载.bmp、.jpg、.gif 格式图片，图片分辨

率要<=实际屏的分辨率 

 
将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上的配方数据文件（.rcp）下载至 HMI 中 

 
将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上的配方数据文件（.frcp）下载至 HMI 中 

 

将 HMI 上运行的用户工程文件（.pkg、.pkgx）上传至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中。导出时要

求输入上传密码，如未设上传密码则使用默认密码 888888 

 

将 HMI 上运行的开机画面文件（.logo）上传至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中。导出时要求输入

上传密码，如未设上传密码则使用默认密码 888888 

 
将 HMI 中的配方数据文件（.rcp）上传至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中 

 
将 HMI 中的配方数据文件（.frcp）上传至 USB 存储器或 SD 卡中 

 

!
 

系统设置模式在一个画面显示不完时，请按“Next”或“à”按钮进入下一页，按“Back”或“ß”

按钮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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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触控校准模式 

在更新固件版本后出现屏幕触控不精准时，用户可在此模式下对 HMI 屏幕进行触控校正。 

4.1 触控校准模式的显示方法 

用户可通过两种方法进入触控校准模式。 

方法一：通过屏设置进入触控校准模式 

带拨码开关屏： 

将 HMI 背面的 DIP 开关 SW1 置于 OFF 位置，SW2 置于 ON 位置； 

按下 RESET 按钮，HMI 系统重新启动后进入触控校准模式画面。 
不带拨码开关屏： 

触摸屏上电前用手指按住液晶屏不放，给触摸屏上电，待触摸屏自动进入模式选择界面之后方可松手； 

在菜单选择界面，选择触控校准模式。 
方法二：通过【功能键】“校准触控”功能进入触控校准模式 

此方法直接在 HMI 屏幕上完成，无需操作 DIP 开关，省去了打开控制柜的麻烦。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4.2.6 功能键】 

4.2 触控校准设置 

跟随屏幕指示的“＋”进行触控，听到“嘀”声响，一直触控到“＋”消失，并显示“TP Adjust Succes！”后即表示

屏幕触控校准成功，再将 DIP 开关 SW2 拨到 OFF 位置，按 RESET 按钮 HMI 系统重启后即可退出触控校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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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件更新模式 

在固件更新模式下，用户可通过 TsManager 更新 HMI 的内核和文件系统版本（请在厂家指导下使用此功能）。 

5.1 固件更新模式的显示方法 

固件更新模式通过以下步骤进入： 

带拨码开关屏： 

将 HMI 背面的 DIP 开关 SW1 置于 ON 位置，SW2 置于 OFF 位置； 

按下 RESET 按钮，HMI 系统重新启动后进入固件更新模式画面。 
不带拨码开关屏： 

触摸屏上电前用手指按住液晶屏不放，给触摸屏上电，待触摸屏自动进入模式选择界面之后方可松手； 

在菜单选择界面，选择固件更新模式。 

5.2 固件更新设置 

打开 TsManager，进入【系统处理】更新 HMI 的内核和文件系统。 

☞更多详情请参阅【进阶篇 8 TsManager】 
 

!
 

更新内核/文件系统前请将 HMI 上运行的组态工程、配方数据等进行备份，以避免更新后资料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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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护保养 

本章主要描述防止错误发生的维护和检验方法以及当出现错误时所采取的故障排除措施，以确保用户正常使用产品。 

 

!
 

警告 
请勿在通电状态下拆开主机并接触内部任何零部件，否则会导致触电事故 

 

6.1 维护 

为了保证 HMI 主机处于最佳状态，请定期对以下项目进行维护： 

 工程数据备份 

注意定期备份工程数据并将其存储于安全可靠的地方，防止 HMI 主机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或更换零配件时导致工程数

据丢失。 

 背光灯更换 

当屏幕背光灯变暗以及很难看清楚显示内容时，必须更换背光灯。用户不能私自更换背光灯。 

当需要更换背光灯时，请与当地经销商或代表处联系。 

 电池更换 

部分型号的 HMI 使用钮扣型锂锰电池用于 HMI 失电时配方数据及系统时间的保存，当钮扣电池电压低于 2.5V 时，

必须更换钮扣电池。当需要更换钮扣电池时，用户可自行按规定的规格购买电池并更换。 

6.2 保养 

 屏幕保养 

当屏幕表面蒙尘或有污垢时，断开 HMI 主机电源，并使用中性洗涤剂浸湿软布，拧干后轻轻擦拭屏幕。 

 

Kinco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KO02CN01-1112

Kinco Automation(Shanghai)Ltd. 400-700-5281
[上海]
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
秋月路26号3幢（201203）

[深圳]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
区朗山一路6号一栋（518057）

电话：021-68798588
传真：021-68797688

电话：0755-26585555
传真：0755-26616372

[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中里7号
楼2单元402（100085）
电话：010-51552226/27
传真：010-51552228-810

www.kinco.cn

 

禁止 
1. 请勿使用油漆稀释剂、有机溶剂或强酸混合物清洁屏幕 

2. 请勿使用坚硬或尖锐的物体来操作或擦拭屏幕，否则会导致屏幕表面损坏 
 
 定期检查 

为了保证 HMI 主机处于最佳状态，请定期检查以下项目： 

 工作环境 

HMI 主机工作的温度或湿度是否在指定规格范围内？ 

HMI 主机工作的环境是否有腐蚀性或可燃性气体？ 

 电气性能 

供电电源的输入电压是否在指定规格范围内？ 

 其它相关 

所有电源接线端子上电源线或电源电缆是否有松动？ 

所有安装紧固件是否都被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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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HMI 支持的常用 PLC/控制器一览表 

制造商 连接设备 描述 

（ABB PLC）ABB AC31/ AC500  

（ 罗 克 韦 尔 PLC ）

Allen-Bradley 

MicroLogix PLC 支持串口与网络通讯协议： 

AB SLC500/PLC5/MicroLogix Series(DF1) 

AB SLC500/PLC5/MicroLogix Series 

Ethernet(TCP Slave) 

SLC500 PLC 

PLC-5 PLC 

CompactLogix PLC 支持串口与网络通讯协议： 

AB CompactLogix/ControlLogix 

Series(DF1) 

AB CompactLogix/ControlLogix Series 

Ethernet(TCP Slave) 

ControlLogix PLC 

（研华模块）ADAM ADAM-4015/ ADAM-4017  

（葆德控制器）Baldor NextMove ES Controller  

（ 包 米 勒 控 制 器 ）

Baumuller 

BM4413-ST0-02200-03  

（博世力士乐PLC及控制

器）Bosch Rexroth 

KVFC+ Inverter  

PPC-R Series Controller  

IndraLogic L Series Controller 支持串口与网络通讯协议： 

Bosch Rexroth 

Bosch Rexroth Ethernet 

（CAN 设备）CANOpen 

Node Slave 

JuncAuto k4 HMI 做 CAN 的从站，能和支持 CAN 主站

的设备通讯 Other company devices which support 

CANOpen 

（丹弗斯变频器和海利普

变频器）Danfoss 

FC-300 以及其他协议相同的型号  

（台达）Delta DVP PLC  

DVP 温控器  

（艾默生 PLC）Emerson EC10/ EC20 Series PLC  

（永宏 PLC）Facon FBs/ FBe/FBn 支持两种协议：Facon FB/Modbus RTU 

（富士 PLC）Fuji SPB Series PLC/ NB Series PLC  

（通用 PLC）GE Fanuc Series 90-30 Series PLC 支持两种串口通讯协议： 

GE Fanuc Series SNP/GE SNP-X 

支持网络通讯协议：Modbus TCP 
Fanuc Series 90-70 Series PLC 

VersaMax Series PLC 

VersaMax Micro&Nano Series PLC 

PACSystem RX7i Series PLC 

（日立 PLC 及变频器）

Hitachi 

H Series PLC  

EH-150 Series PLC 

MICRO-EH Series PLC 

SJ300 I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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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时 PLC）Hollysys LM Series PLC  

LK Series PLC 支持串口与网络通讯协议： 

Hollysys LK Modbus RTU 

Hollysys LK Modbus TCP Slave 

（和泉）IDEC Micro Smart Series PLC  

（汇川 PLC）Inovance H2U Series PLC 支持两种串口通讯协议：Inovance H2u 

Modbus RTU 

（JUNCAUTO PLC 及伺

服）JUNCAUTO 

JUNCAUTO K3 PLC  

ED Series Servo  

CD Series Servo 

EB-MOD2P-01 支持两种串口通讯协议：Modbus RTU 

JUNCAUTO EB-MOD2P-01 

EB-MOD2P-11  

（基恩士 PLC）Keyence KV-16DT/ KV-1000/ KV-3000/ KV-5000  

（伦茨控制器）Lenze Lecom A/B Series Inverter  

（LS 产电 PLC）LS 

 

Master-k Series PLC 支持三种串口通讯协议： 

LS K-Master Cnet 

LS K-Master CPU Direct 

LS K-Master Modbus RTU 

XGT Series PLC 支持两种串口通讯协议：LS XGT Cnet 

LS XGT CPU Direct 

GLOFA Series PLC 支持两种协议：LS GLOFA Cnet 

LS GLOFA FEnet 

（路斯特控制器）LUST CDE34.008  

ServoOne junior  

（三菱 PLC）Mitsubishi FX Series PLC  

Q Series PLC  

FX Series Link Module                              

QJ Series Link Module        

（支持标准 modbus 协议

的 PLC/变频器/温控表/单

片机等产品）Modbus 

Modbus RTU 常用的 PLC 及变频器：JuncAuto PLC/台

达 PLC/爱默生 PLC/和利时 PLC/GE PLC/

信捷 PLC/ LS 变频器/永宏 Modbus 模块/

汇川变频器/台达变频器/倍福 PLC/ABB

变频器/蓝海华腾变频器/英威腾变频器/

海利普变频器/三菱变频器/森兰变频器/

东芝变频器/施耐德 PLC 及变频器/酷玛

变频器/三肯变频器 

Modbus RTU Extend 

Modbus RTU Slave 

Modbus RTU MT500 Compatible 

Modbus ASCII 

Modbus TCP 

Modbus TCP Slave 

Modbus UDP 

Modbus UDP Slave 

（欧姆龙 PLC 及温控表）

Omron  

C Series PLC  

C Series Link PLC  

CJ2 Series PLC  

CJ1 Series PLC  

CS1 Series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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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 Series Link Module 

CS Series Link Module 

E5EZ-R3 Controller  

（奥普图）OPTO SNAP  

（松下 PLC）Panasonic FP Series PLC  

（Parker 控制器）Parker Compax3 Series  

SLVD Series  

6K4 Series  

（DP 设备）Profibus DP 

Slave 

Siemens S7-300/ Siemens S7-400 HMI 做 DP 的从站，和能支持 DP 主站的

设备通讯 Other company devices which support 

PROFIBUS DP Master 

（施耐德 PLC）Schneider Micro Series PLC 支持两种串口通讯协议：Modbus RTU 

Schneider Modicon Uni-TelWay Premium Series PLC 

Nano Series PLC 

Twido  

（西门子 PLC）Siemens S7-200 支持串口与网络通讯协议： 

SIEMENS S7-200 

SIEMENS S7-200 Ethernet(TCP Slave) 

S7-300 支持串口协议： 

SIEMENS S7-300/400(PC Adapter Direct) 

支持 MPI 协议： 

SIEMENS S7-300/400(MPI Direct) 

支持 DP 协议：Profibus Slave 

支持网络通讯协议： 

SIEMENS S7-300 Ethernet(TCP Slave) 

S7-400 支持串口协议： 

SIEMENS S7-300/400(PC Adapter Direct) 

支持 MPI 协议： 

SIEMENS S7-300/400(MPI  Direct) 

支持 DP 协议：Profibus Slave 

支持网络通讯协议： 

SIEMENS S7-400 Ethernet(TCP Slave) 

S7-1200  

（信捷 PLC）Thinget XC3-32R-E 支持两种串口通讯协议：Modbus RTU 

Thinget Controller 

（翠欧控制器）Trio Euro 支持两种串口通讯协议：Trio 

Modbus RTU Extend 

（丰炜）Vigor VH series PLC/ VB0 series PLC  

（安川控制器）Yaskawa V Inverter  

MP Series 支持串口与网络通讯协议： 

Yaskawa MP2300 

Yaskawa Ethernet(UDP Slave) 

∑Ⅱ/∑Ⅱ Plus Ser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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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 PLC）Yokogawa FA-M3 支持串口与网络通讯协议： 

Yokogawa FA-M3 

Yokogawa FA-M3 Ethernet(TCP Slave) 

（宇电温控表）YuDian AI Series PLC  

 

 这里只列出常用的型号，其他未列出的型号以及通讯参数设置，请参阅《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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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错误信息一览表 

序号 错误信息 描述 

1 编译失败，未生成 PKG 文件 宏指令或其它原因导致编译失败，没有生成编译好的

PKG、.pkgx 文件 

2 警告：启动画面不存在，软件自动添加默认启

动画面！ 

原工程保存时启动画面可能已丢失，自动替换为

JuncAuto 启动画面 

3 Logo 图形尺寸过大，请调整图片尺寸

为%dx%d,超出 Logo 图片限制：宽*高 < %d 

启动画面导入的位图尺寸大于软件限制 

4 Logo 文件错误 HMI0.lg 文件出错 

5 触摸屏%s Logo 编译失败，启动画面编译失败! Logo 对应的 HMI0.lg 不存在，或者 logo 里面使用的图片

不存在了 

6 当前 HMI 设备不支持此元件！ 当前 HMI 不支持此元件 

7 导出文件已存在，是否覆盖？ 同一文件多次导出至同一路径 

8 无法写入导出文件，导出失败！ 导出的文件名可能不合法 

9 无法解析导入文件，导入失败！ 导入的文件不存在或者文件格式不符 

10 这个工程已经存在于您选择的目录，替换旧的

工程吗？ 

新建工程名与同一路径中的工程同名 

11 工程已处于打开状态，不能重复打开！ JuncAuto DTools 软件不能重复打开同一个工程 

12 软件版本过低，无法打开新版本工程，请更新

软件！ 

低版本软件无法打开新版本做的工程，软件是向上兼容

的，请更换新版本软件 

13 保存工程失败，请确认以下文件是否具有读写

权限! 

工程设置成只读属性，则不能再对其修改并保存 

14 保存工程错误，请从工程目录下的 temp 目录

下恢复上次保存的工程! 

Temp 目录中会自动备份上次保存的工程 

15 工程已修改，请先保存并编译工程! 工程修改后需重新保存并编译 

16 未找到编译文件，请先编译工程! PKG、.pkgx 文件出错或丢失 

17 选择的路径中存在同名工程，请重新选择另存

为文件夹! 

同名工程不能另存在同一个路径 

18 软件上次运行异常关闭，是否恢复未保存的工

程？ 

软件异常关闭后重新打开的提示 

19 您打开的是旧版本的工程，是否升级并备份旧

工程？注意：升级过后的工程一旦保存将无法

使用旧版本软件打开! 

高版本软件打开低版本做的工程时的提示备份 

20 系统默认窗口，不能删除! Frame0~9 为系统默认窗口，不能删除 

21 变量名命名错误！ 变量名可能存在“？”、“、”、“/”等非法字符 

22 工程不完整！ 拓扑结构窗口可能只有串口线或 PLC  

23 工程错误，存在未连接的触摸屏、PLC 或是连

接线！ 

拓扑结构窗口触摸屏、PLC、通讯线三者未连接好 

24 一旦删除，此 HMI 相关的组态画面将全部丢

失且不可恢复，是否删除？ 

删除拓扑结构窗口中的触摸屏，会将组态画面全删掉，

且不可恢复，请慎用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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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旦删除，与此 PLC 相关的 PLC 元件的寄存

器地址将全部变为默认值且不可恢复，是否删

除？ 

删除PLC时会将所有与PLC相关的元件寄存器变为HMI

系统默认寄存器，且不可恢复，请慎用此操作 

26 全部删除后，所有的信息将不能恢复! 是否继

续? 

总线，事件，报警，文本库，地址标签，PLC 控制属性

框里面的【全部删除】提示信息 

27 一旦替换，此 HMI 中元件位置，大小，颜色

可能被修改且不可撤销，是否继续? 

更换 HMI 型号，屏幕尺寸可能不一致会导致组态工程里

的元件属性自动调整 

28 元件，或不支持该元件的特定功能，元件已被

删除！ 

替换 HMI 时，因 HMI 硬件不一样，某些不支持的元件

会自动删除，如视频、外设历史事件显示等元件 

29 组态工程中存在本版组态软件已不再支持的

HMI 型号，为了使您能继续使用该工程，软件

会自动替换该 HMI 

较高版本的组态软件删除了某些停产的 HMI 型号，打开

旧版本的软件做的工程会自动替换停产的屏 

30 错误: 地址越界 地址超过允许范围 

31 错误: 地址格式错误 

错误: 地址输入错误 

地址与元件实际格式不符，可能八进制写成了十进制，

或输入非法字符 

32 地址类型错误！ 工程中用到了驱动协议不支持的地址类型 

33 音频文件被损坏或被删除,不能播放! 音频文件出现故障 

34 加载系统字库出错！/工程中使用了系统不存在

的字体文件，建议关闭工程，安装缺少的字体

文件 

工程中用到的字库，在打开该工程的电脑系统中不存在，

软件默认为宋体 
 

35 目标窗口 ID 已存在,无法复制 源窗口不能复制到已存在的窗口中 

36 尺寸过大，不能进行粘贴! 跨窗口或跨工程复制元件，元件尺寸应小于目标窗口的

尺寸 

37 文件%s 大小超过 256K，不能被添加音频库中! 导入到音频库中的单个音频文件应小于 256k 

38 现场总线设备已定义，是否替换？/网络设备已

定义，是否替换？ 

HMI 中已定义一种现场总线或网络设备，再增加同种现

场总线或网络设备会提示 

39 同一个设备只能定义一种现场总线! HMI 中已定义一种现场总线，再增加同种现场总线会提

示 

40 路径不能为空!/ 工程名不能为空! 工程另存为或打开时，未选路径或工程名 

41 底层窗口定义错误：存在互为底层窗口的画

面！ 

两个窗口不能互为底层窗口 

42 窗口大小设置失败，请先调整元件位置，再重

新设置！ 

修改窗口宽和高的值应大于元件所处的坐标值 

43 GIF 和 PNG 格式及含透明通道图片不支持附

加透明色处理！ 

图片编辑窗口中对GIF和PNG及透明通道图片使用透明

色处理是无效的 

44 错误: 请至少选择一种显示条件! 元件选中【条件显示】，但未勾选任一显示条件就点击

【确定】按钮 

45 元件尺寸错误: 元件宽和高必须大于 1！ 修改元件尺寸，注意宽和高都应大于 1 

46 静态文字内容不能为空，请重新设置！ 使用静态文字时必须输入内容 

47 静态文字超出显示范围，请重新设置！ 输入的静态文字的内容太长，超过窗口尺寸范围 

48 文本库中存在同名项，是否替换？ 导入文本库，如存在同名项会提示 

49 字体过大，文字超出显示范围，请重新设置！ 字体过大超过元件或窗口显示范围 

50 当前屏不支持历史数据显示元件! KW5300T/KM5303T/KG5509T/KG5300T 不支持历史数据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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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HMI 不支持 USB2，请重新选择! MT4220TE/4414TE/4424/4522/4523/4620TE 这些屏只有

一个 USB 主口 

52 IP 地址冲突，请修改！/ IP 地址冲突，请修改

网络配置! 

组态中存在多个屏，使用网络通讯协议或组网时，网络

配置中 IP 地址不能重复 

53 从站站号重复，请修改！ 新增网络 PLC 时，同一协议存在相同站号 

54 窗口编号非法或窗口已存在，请重新输入！ 新建窗口的编号非法或者已经存在 

55 当前屏不支持声音属性! 目标 HMI 不支持音频 

56 当前屏%s 不支持保存屏幕截图到扩展内存的

属性! 

目标 HMI 不支持外部存储设备 

57 打开文件错误 上传处理时，文件出错 

58 打开串口失败 可能串口被占用 

59 打开 USB 端口失败 USB 线未接或 USB 口坏掉，USB 驱动未安装成功 

60 发送数据失败/读取数据失败/数据校验错误/

文件总校验和错误 

下载过程出错，导致 HMI 上接收到的数据和上位机传下

去的数据不一致，拔掉 HMI 和 PLC 的通讯线，重启 HMI

再尝试 

61 配方文件大小不匹配,无法下载 配方文件大于 HMI 配方大小 

62 沒有选择下载选项 KHDownload 对话框中未选中下载项就点击【确定】按

钮 

63 软件不支持目标 HMI,下载失败 HMI 硬件型号，是使用的软件不支持的，需要更换较高

版本的软件 

64 请启用压缩大尺寸位图功能或精简组态 工程过大，无法下载，检查工程是否使用了大量位图或

者矢量字体，需要精简工程再尝试下载 

65 创建文件失败（例如文件名含有非法字符） 无法下载到外设存储设备，可能文件名含有非法字符 

66 保存文件失败（例如存储空间不足） 下载到外设存储设备，当存储空间不足时提示 

67 上传密码不能为全零字符! 【HMI 属性】页设置上传密码应注意密码不能全为零 

68 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 上传密码输入错误 

69 密码校验错误，拒绝继续 目标 HMI 里的程序设置了【禁止上传】 

70 密码错误，无法打开工程！ 工程加密后，打开工程密码输入错误 

71 密码错误次数过多，请 RESET 系统后重新输

入 

反编译密码多次输入错误 

72 上传文件数据失败 上传文件过程数据包丢失，拔掉 HMI 和 PLC 的通讯线，

重启 HMI 再尝试 

73 未选择反编译 PKG 文件 未选中反编译 PKG 文件或反编译目标工程文件夹就点

击【反编译】按钮 

74 PKG 文件包数量不符，不能进行反编译!/ PKG

文件非同一工程同次编译,不能进行反编译! 

多个触摸屏组网，不支持反编译功能 

75 PKG 文件不允许反编译! 【HMI 属性】页设置了禁止反编译 

76 组态软件版本低于(1.2.3.0)生成的 PKG 文件,

不能进行反编译! 

只有高于版本（1.2.3.0）的 PKG 文件才能反编译 

77 另外一个反编译进程还未结束，请先将其关

闭! 

正在进行反编译又开启一个新的反编译 

78 目标工程文件夹与 PKG 文件路径冲突，请重

新选择目标工程文件夹! 

目标工程文件夹不能与原 PKG 文件路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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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直接在线模拟时间过长，程序已退出！如果需

要，请重新模拟 

直接在线模拟最长时间为 15 分钟，超过需重新模拟 

80 软件已有一个实例在运行，请先将其关闭 只能执行一个模拟进程 



 

 518 

附录 3 系统提示信息一览表 

编辑/屏蔽 屏蔽地址 提示信息 描述 

允许屏蔽/编

辑 

 

LW.B9296.0 [0]System Error 系统错误（可能是文件系统故障） 

LW.B9296.1 [1]PLC Response Error 与 PLC 通信出错，所选择的驱动协议可能不支持

当前连接的 PLC（读写错误） 

LW.B9296.2 [2]PLC No Response:xx-xx-x PLC 无响应：xx-xx-x（HMI 号-PLC 站号-端口号）

（与 PLC 通信失败，请检查通讯线，PLC 和 HMI

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 

LW.B9296.4 [4]Socket Connect Error 连接服务器失败（连接本地或远程服务器失败，

一般是组网通讯故障或网口 PLC 驱动故障，也有

极少数 PLC 的通讯线出现问题） 

LW.B9296.5 [5]Socket COMM Error 与服务器通信出错 

LW.B9296.6 [6]MacroCode Error:xxxx xxxx 号宏指令执行出错（检查宏指令，可能是宏

指令里存在内存访问越界或者除数为零的错误） 

LW.B9296.7 [7]Print Error 打印出错（与打印机通信出错，检查打印机接线，

确认所选打印机协议是否支持当前的打印机） 

LW.B9296.8 [8]Send Package Error 发送网络报文失败 

LW.B9296.9 [9]Memory Shortage 内存不足（可能打开了过多弹出窗口或元件运行

占用资源过多，检查工程是否使用了大量弹出窗

口，直接窗口，间接窗口，趋势图示波器，XY

图元件，报警和事件是不是太多） 

LW.B9296.A [10]BCD Transform Overflow BCD 转换溢出，检查元件的 BCD 设置是否正确 

LW.B9296.B [11]MacroCode Timeout:xxxx xxxx 号宏指令执行超时（宏指令执行时间太长或

者有死循环） 

LW.B9296.E [14]RW Access Overflow 配方存储器访问越界（访问的配方地址 RW/RWI

超出了当前 HMI 允许范围） 

LW.B9296.F [15]Waiting to Print 等待打印，正在处理打印数据（这是打印时的正

常提示） 

LW.B9297.0 [16]Servo Not Ready 服务器数据未准备好（可能是服务器有问题），

可能底层程序出错或者 PLC 驱动出错 

LW.B9297.2 [18]Transmit Data Failed  数据传输失败 

LW.B9297.3 [19]Data Input Failed 数值输入失败，在键盘上输入的值超过了数值输

入元件设置的最大/最小值的范围 

LW.B9297.4 [20]Device Error 设备故障（访问输入输出设备出错，可能是文件

系统问题或者底层硬件驱动问题） 

LW.B9297.5 [21]Copying File ... 文件拷贝中（这是工程导出或者截屏操作时的正

常提示） 

LW.B9297.6 [22]Copy File Failed 文件拷贝失败（工程导出或者截屏操作失败） 

LW.B9297.7 [23]Invalid File 导入文件无效（文件名无效） 

LW.B9297.8 [24]Password Error 密码输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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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B9297.9 [25]SD Card Full  SD 卡已存满 

LW.B9297.A [26]USB Disk1 Full U 盘 1 已存满 

LW.B9297.B [27]USB Disk2 Full U 盘 2 已存满 

LW.B9297.C [28]Profibus Error DP 协议通讯失败 

LW.B9297.D [29]No authorization 无授权 

LW.B9298.0 [32]RTC Device Error RTC 时钟故障（可能是 RTC 芯片故障） 

LW.B9298.2 [34]Invalid UserName 无效用户名（用户登录或者增加/删除用户时，输

入的用户名无效） 

LW.B9298.3 [35]Operation Complete  提示操作成功（这是增加/删除用户或者修改密

码、清除文件后的正确提示） 

LW.B9298.4 [36]Print Busy  打印任务忙 

LW.B9298.5 [37]HMI Flash Full  HMI 的 flash 已存满 

LW.B9298.6 [38]Searching DB… 历史数据查询过程中 

LW.B9298.8 [40]HMI will be locked 触摸屏即将被锁定 

不允许编辑/

屏蔽 

无对应屏蔽位 

 

DOWNLOAD/SIM MODE 进入下载模式 

STRAIGHT MODE 进入穿透模式 

SIMULATION MODE 进入间接在线模拟 

LOAD PKG OK! 工程导入成功 

LOAD PKG ERROR! 工程导入失败 

TP adjust success! 触控校正成功 

TP adjust fail,try again! 触控校正失败，重新校正 

DOWNLOAD/SIM MODE 

User Data invalid,please 

redownload! 

HMI 里没有工程，重新下载工程 

JuncAuto DTools version too 

low! 

Please compile with new 

version! 

使用的软件版本过低，需要用新版本的软件重新

编译再下载工程 

System Crash HMI 系统崩溃，可能工程太大直接导致系统崩

溃；底层程序错误；历史事件存储配方数据区与

历史数据显示或趋势图配方区数据有冲突；趋势

图，历史数据显示，数据报表等采样点过大从而

导致内存不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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