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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注意！
1.在安装前，敬请仔细参阅本使用说明书。

2.切勿擅自拆开主机箱及键盘。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售后服务电话。

危险！

1.

  使整个系统安全工作，请务必在控制系统的外

  部设置安全电路。

2.控制系统不能检测的输入输出等异常情况发生

  时，则不能控制输出，为使机器能安全运转请

  设计外部电路和机构。

外部电源发生异常，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为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

妥善保管本手册，放置于操作人员易于取阅的地方，并应将本手册交给最终用户。

测试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危险

1.

  进行测试操作（位元件的ON/OFF、字软元件的

  当前值更改、 定时器 / 计数器的设置值/当前

  值更改）。

2.此外，对于系统中执行重要动作的软元件绝对

  不要通过测试操作更改其数据。

3.误输出、误动作可能发生事故。

应在熟读手册，充分理解了操作方法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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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第一节 MT系列人机界面产品

     欢迎您使用我们的产品，MT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产品拥有人性化的使用界面，高速的硬件架构,

呈献给您一个真正好用的可规划的输入界面。同时期望您提供宝贵的意见，让 MT系列产品能够有更优

良的功能。

以

第二节 功能介绍

     我们支持以下的厂商，PS、Omron、Siemens、 Mitsubish、 ModBus RTU、 ModBus ASCII、 LG、

Delta、Telemecanique、Matsushita 等超过二十种不同厂商 PLC。对于新的PLC，我们也会在网站上

提供对应的通讯协议供您随时更新（本文所提到的各厂商的品名与商标，为各厂商所有）。

     ■支持既存及将来的各厂商的 PLC

     利用运算巨集帮助 PLC 处理复杂的运算功能,并配合通讯巨集指令，使用者可以自行撰写通讯协

议，通过 COM Port 与特定系统相接。

     ■便利的运算与通讯巨集指令

     利用 USB Ver1.1/2.0 下载，将大大的缩短下载时间。
     ■使用USB快速下载程序

     可同时支持两个通讯 port，可同时连接两台不同或是相同通讯协议的控制器。

     ■可同时支持两台 PLC

     编辑完成后，可直接使用 PC (不连接控制器)进行模拟人机动作是否正确。

     ■离线模拟功能

     编辑完成后，可直接使用 PC 连接控制器进行模拟人机动作是否正确。

     ■在线模拟功能

     10/100BASE-T 提供快速的资料交换功能，任何 TP皆可组建网络进行聚合远程

控制。也可藉由以太网络在短时间内上载工程数据。

以太网络通信端口

     ■以太网络通信端口

     利用 SD 卡来备份资料，或是以 SD 卡里面的资料，来开启另一台人机，开启后，再把资料烧到 

FLASH 里面，如此同样的资料就不需用 PC 来下载了。历史资料及警报讯息也可转存到 SD卡，使用者 

可利用卡片阅读机来读取此资料以供整理及打印。

     ■SD卡备份资料

     提供密码保护功能保障程序设计者的知识产权同时提供画面中元件使用权限密码功能，只有使用

者权限等级等于或高于此组件的状况下，使用者才可以使用此元件。

     ■多重保密功能

绪 言

    触摸屏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机界面，从一出现就倍受关注，它的简单易用，强大的功能及优异的稳

定性使它非常适合用于工业环境，甚至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自动化停车设

备、自动洗车机、天车升降控制、生产线监控等，以及可用于智能大厦管理、会议室声光控制、温度

调整…… 。

    CoolMay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MT系列触摸屏是专门面向 PLC 应用的，它不同于一些简单的仪

表式或其它的一些简单的控制 PLC的设备，其功能非常强大，使用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现代工业越来

越庞大的工作量及功能的需求。日益成为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   

    相信我们的产品能更好的满足您的需要，让您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对我们产品的缺陷及不足

之处，我们希望您能提供宝贵的意见，我们将对您的意见以最短的时间作出让您满意的答复！下面请

让我们为您详细的介绍我们的产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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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070: 7.0"  (800X480)

100: 10.2" (800X480)

第三节 MT 系列产品命名规则

第四节 注意事项

     当温度 -20~70℃ 以及湿度 10%～90%RH 正常范围内，可以调整屏幕亮度与对比，以提供使用

者最佳影像，如果是超出范围以外，则不保证其液晶屏幕可容许长时间正常显示。

     ■使用环境的温度与湿度

     当 COM 端口在 MT 系列运行期间禁止插拔；进行通讯线连接及拔除时,请关闭电源!!

     ■禁止随意插拔

     计算机请采用 PIII 500 以上，内存 128MB ，WindowsR2000 & R98 以上的版本。以上

     ■最佳配备

M T 6 0 4 3

同类产品后续代号

产品线代号：

LCD尺寸表示:

037: 3.5"  (320X240)

043: 4.3"  (480X272)

050: 5.0"  (800X480) MT:MT系列人机界面
H/V:H为横屏，V为竖屏

H/V W

W:网口（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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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型号 MT6037H

3.5"TFT液晶屏 4.3"TFT液晶屏 7.0"TFT液晶屏 10.2"TFT液晶屏

MT6043H/V MT6070H/V MT6100H/V

320*240像素 480*272像素 800*480像素 800*480像素

88*88*25mm 134*102*30mm 212*148*40mm 275*194*36mm

72*72mm 119*93mm 194*138mm 261*180mm

73*56mm 97*56mm 154*87mm 222*133mm

350cd/m² 350cd/m² 350cd/m² 350cd/m²

LED LED LED LED

128MB Flash ROM

65536真彩

4线电阻屏

3W以下 3W以下 5W以下 8W以下

COM1:PC RS232&PLC RS485&PLC RS232

有

400:1

32-bit260MHz RISC

20ms以内

有

电源失效检测

12-24VDC±10%<150mA@24VDC

符合EN50081-2和EN50082-2标准

符合FCC Class A

电压1500Vp-p，脉冲周期1μs，持续1s

10-25Hz（X、Y、Z方向2G 30分钟）

超过10MΩ@500VDC

工程塑料ABS+PC

500VAC 1分钟

IP65（前面板）

-20~60℃

20~90%RH

-20~70℃

自然风冷

显示屏

分辨率

外形尺寸

安装开孔尺寸

显示尺寸

亮度

背光灯

存储器

颜色

触摸面板

功耗

通讯端口

USB下载口

对比度

CPU

容许掉电

打印端口

系统诊断

供电电源

认证

FCC兼容性

抗干扰测试

防震测试

绝缘电阻

外壳材料

耐压测试

防护等级

工作环境温度

工作环境湿度

存储温度

冷却方式

65536真彩

4线电阻屏

65536真彩

4线电阻屏

65536真彩

4线电阻屏

0.3kg 0.33kg 0.54kg 0.7kg重量

MT6050H/V

5.0"TFT液晶屏

800*480像素

88*146*30mm

137*72mm

108*65mm

350cd/m²

LED

5W以下

65536真彩

4线电阻屏

0.33kg

128MB Flash ROM 128MB Flash ROM 128MB Flash ROM 128MB Flash ROM

第五节 触摸屏参数规格



第一章 简介

第六节 硬件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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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6037H

LAN(网口选装)

USB2

GNDTX  B  ARX 24V USB1

     黑色常规面板（底壳为黑色）      银色拉丝面板（底壳为黑色）

     金色拉丝面板（底壳为白色）      白色底壳背部图

    6:DC24V正
    5:DC24V负/232公共端
   4:485正
    3:485负
    2:232发送
   1:232接收

    7:触摸屏程序下载口
   8:USB接口(U盘、鼠标)
    9:网口(选装)

    黑色底壳背部图及接口定义

    接口定义:

52  3  41 6 7

9

8

RX

TX

GNG

2 TXD

3 RXD

5 GND

    触摸屏---PLC 232通讯口连接图:

  触摸屏    9PIN公口         PLC(9PIN母口)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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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6050H

LAN(网口选装) TX GND A B 24VRXUSB1 GNDUSB2

     黑色常规面板（底壳为黑色）      银色拉丝面板（底壳为黑色）

     金色拉丝面板（底壳为白色）      白色底壳背部图

    黑色底壳背部图及接口定义

    1:网口(选装)
    2:USB接口(U盘、鼠标)
    3:触摸屏程序下载口
    4:232公共端
    5:232接收
    6:232发送
    7:485负
    8:485正
   9:DC24V负
    10:DC24V正

    接口定义:

6 9 8 7 1053 421

RX

TX

GNG

2 TXD

3 RXD

5 GND

    触摸屏---PLC 232通讯口连接图:

  触摸屏    9PIN公口         PLC(9PIN母口)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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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6043H

USB DEVICEFG DC 24 LAN(网口选装) COM1/COM2 USB HOST

    灰色底壳背部图及接口定义

     灰色常规面板

1 3 4 5 6 7

    1:机壳保护地
    2:DC24V负
    3:DC24V正
    4:网口(选装)
    5:232/485通讯口
    6:USB接口(U盘、鼠标)
    7:触摸屏程序下载口

    接口定义:

0V

2

2 RXD

3 TXD

5 GND

2 TXD

3 RXD

5 GND

    触摸屏COM1/COM2---PLC 232通讯口连线图:
  触摸屏(9PIN母口)   PLC(9PIN母口)

1 A

  触摸屏COM1/COM2---PLC 485通讯口连线图: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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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6070H

USB DEVICEDC 24 LAN(网口选装) USB HOST

    灰色底壳背部图及接口定义

3 4 5 6 7

    1:机壳保护地
    2:DC24V负
    3:DC24V正
    4:网口(选装)
    5:232/485通讯口
    6:触摸屏程序下载口
    7:USB接口(U盘、鼠标)

    接口定义:

FG

1

0V

2

COM2

     灰色常规面板

2 RXD

3 TXD

5 GND

2 TXD

3 RXD

5 GND

    触摸屏COM1/COM2---PLC 232通讯口连线图:
  触摸屏(9PIN母口)   PLC(9PIN母口)

1 A

  触摸屏COM1/COM2---PLC 485通讯口连线图: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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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6100H

USB DEVICE DC 24LAN(网口选装)USB HOST

    灰色底壳背部图及接口定义

7321

    1:USB接口(U盘、鼠标)
    2:触摸屏程序下载口
    3:网口(选装)
    4:232/485通讯口
    5:机壳保护地
    6:DC24V负
    7:DC24V正

    接口定义:

FG

5

0V

64

COM1

     灰色常规面板

2 RXD

3 TXD

5 GND

2 TXD

3 RXD

5 GND

    触摸屏COM1/COM2---PLC 232通讯口连线图:
  触摸屏(9PIN母口)   PLC(9PIN母口)

1 A

  触摸屏COM1/COM2---PLC 485通讯口连线图:

6 B



墙体安装 镶嵌安装

墙体安装

外观尺寸图(MT6037H)

外观尺寸图(MT6050H)

镶嵌安装

第一章 简介

第七节 安装说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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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尺寸图(MT6043H)

外观尺寸图(MT6070H)

外观尺寸图(MT6100H)

10

嵌入面板
扣孔

螺丝扣

安装扣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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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第一节 如何安装 MayHMI 软件（请到WWW.COOLMAY.NET官网下载最新版本）Cool

     本章将详细介绍  软件安装 及编辑画面的各项功能，使用者通过它可以

设计所要的工作画面。比较深入的探讨会在往后的章节里面讨论。

CoolMayHMI 过程

     安装  编辑软件的基本硬件需求如下：

     1、个人电脑主机：建议使用 CPU 为 80486 或更高级机种。

     2、内存：建议使用 128MB 以上 RAM 扩充内存。

     3、硬盘：硬盘必须有 100MB 以上的空间。

     4、显示器：一般 VGA 或 SVGA 显示卡。 

     5、鼠标：使用 Windows 兼容鼠标。

     6、打印机：使用 Windows 兼容打印机。

CoolMayHMI

     ■硬件需求

     可由随机附光盘获取，也可进入本公司网站  

最新版本软件及最新软件更新档案。

HTTP://WWW.COOLMAY.NET获取

     ■软件来源

     在安装程序窗口中选择“  V3.77.EXE”，启动安装程序开始安装；CoolMayHMI 

● 在欢迎界面中，点击下一步； 

     ■安装步骤（以  简体中文版为例）注：《CoolMayHMI V3.77》软件版本以官网为准。CoolMayHMI

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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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择安装文件夹对话框中输入程序文件夹名称，或默认即可，然后点击下一步；

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 点击“下一步”确认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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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过程中。。。

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  最后点击“完成”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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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如何开启 CoolMayHMI软件

     CoolMayHMI软件 在安装完成后，会在桌面上放置运行快捷方式            同时 Windows 开

始菜单中也添加了相应的 CoolMayHMI 程序组:

     ■以打开例子库工程为例：选择以上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运行组态软件，当你开启 应用

   程序时弹出欢迎窗口：

CoolMayHMI 

选择打开例子库,宏应用\宏应用.OP6 ->打开后界面如下：

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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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界面布局CoolMayHMI

     画面编辑区域

     绘图元素

     编辑工具

     画面管理

     标题栏     菜单栏      标准工具栏
     设计部件

     状态栏

     ■标题栏: 显示当前打开的工程路径及文件名、窗口编号和窗口名称。

     菜单栏: 显示  的各项命令的菜单，这些菜单均是下拉式菜单。■ CoolMayHMI

     标准工具栏: 放置一些命令的快捷方式按钮。显示文件，编辑，打印等功能的相应按钮。■

     : ■设计部件 用于部件对象的命令按钮。

     绘图元素: 用于绘制图形对象的命令按钮。■

     画面 : 工程使用画面的管理窗口。■ 管理

     画面编辑区域: 工程设计人员进行组态，编辑图形对象的窗口。■

     显示当前你操作的状态、人机界面参数、通讯设备 。■状态栏: ...

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 用于对象的 命令按钮。■编辑工具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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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的运行菜单CoolMayHMI软件

     3.1 文件菜单

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1) 新建工程

     一个新项目，可直接点选菜单[文件]下的[新建]或是点选工具列中的     图标，

系统所设定的热键 Ctrl+N。

新建 或是使用

     设定好人机界面参数 Link1/Link2 的通信端口和PLC 型号后按下“确定”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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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2) 打开工程

     一个已有的项目，可直接点选菜单[文件]下的[打开]或是点选工具列中的     图标，

使用系统所设定的热键 Ctrl+O。

打开 或是

     [ ]选择要打开的工程文件，按下 打开 或用鼠标双击该工程文件即可。

     3) 保存工程

     将当前编辑的项目储存至磁盘，可直接点选菜单[文件]下的[ ]或是点选工具列中的     图

标，或是使用系统所设定的热键 Ctrl+S。

保存

     保存新工程时，则弹出保存OP6文件框，输入您要保存的工程名称，按下[保存]即可。 如果该

工程已经保存过，那么按下[保存]将并不显示任何对话框，只是把当前工程的最新信息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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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4) 另存为新工程

     将 前编辑的画面资料储存至磁盘中另外指定的文件名称，此项只能选择[ ] 的[另存为]

选项，无其它方法可以选择，不管是新 或是旧 ，都会弹出另存新文件对话框：

当 文件 下

工程 工程

     输入新的工程名称后，点击“保存”即可把工程保存到新的工程文件。

     5) 打印

     将 前编辑的画面输出至打印机， 打印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所设定的热键Ctrl + P。

当 可直接点选菜单[文件]下的[ ]或是点选工具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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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画面编辑软件操作说明

     6) 打印机设置

     选择菜单[文件]下的[打印 设置]选项可以选择打印机和设置打印机的属性。机

     7) 输出图片

     将当前编辑的画面资料以图形格式（bmp文件）储存至磁盘，选择菜单[文件]下的[输出图片]或

是工具中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所设定的热键Ctrl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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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最近存取项目路径

     最近存取项目路径：此处存放着最近使用过的项目路径，点选后其功能就有如开启旧文件一

般，使用者可参考之前的开启旧档说明。

     9) 退出

     结束应用程序并且储存 ，

钮，如果工程有变更，或是尚未存盘，则会出现:

的对话框，询问是否储存变更。此时如果选择 [取消]，程序便不会结束，如果是选择是（Y）， 或

是否（N），之后都会关闭程序；如果是新编辑的项目，选择：是（Y），便会出现另存新文件的对

话框，之后选存盘或是取消都会关闭程序。

工程 选择菜单[文件]下的[退出]选项，或是点选主窗口的“关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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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剪切

     将所选的元件剪下来，以便贴上新的位置，除了可以选择[编辑] [ ]选项外，还可以选

择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 或是使用系统所设定的热键 Ctrl + X。

下的 剪切

     

     在“复制数量”上面选取“水平方向个数” X 以及“垂直 个数” Y，点击“确认”得到总

数 为X * Y的组件。由于元件本身也算是此矩阵所包含的元件之一，因此个数最小为 1。而间隔则是

输入个元件间的间隔，输入后会在新元件复制完成后自动依设定隔开。递增地址，则是依照所设定

的地址，每来依序依照水平或是垂直方向来递增， 如果元件以 word 为单位，就以 word 单位来递

增；如果是 bit 单位，则依照 bit 单位来递增。请参考范例图:

方向

     3.2 编辑菜单

     2) 复制

     可以将所选定的元件，复制起来，那么便不需要再重新制作一个新的元件，只要贴上去就可以

得到一模一样的元件了，除了可以选择[编辑]下的[复制]选项外，还可以选择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 

或是使用系统所设定的热键 Ctrl + C。

     3) 粘贴

     插入已复制 的元件，除了可以选择[编辑] [ ]选项外，还可以选 选工具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所设定的热键 Ctrl + V。

或剪切 下的 粘贴 择点

     4) 多重复制

     选取一个特定元件，来做多重复制，点选后会出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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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重复制范例：在复制数量上面选取水平个数 = 2,以及垂直个数 = 3 

      ● 多重复制范例：最后点击“确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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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撤消

     复原上一次编辑的动作，除进入[编辑]选择[ ]的选项外，也可以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

或是使用系统预定的热键 Ctrl + Z。

撤消

     7) 复制当前画面

     复制整个画面，如果此时再点选画面贴上的话， 就会将原本的画面贴上，类似文字编辑的复

制，唯一不同的是整个画面，除进入[编辑]选择[复制当前画面]的选项外，也可以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预定的热键 Shift + C。

     6) 重复

     前一个 的动作，除进入[编辑]选择[ ]的选项外，也可以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

或是使用系统预定的热键 Ctrl + Y。

重复 撤消 重复

     8) 新画面粘贴

     将剪下的画面，或是复制的画面贴上，

工具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预定的热键 Shift + V。

贴上后其画面各项设定都不改变，只是会自动指定名称。

除进入[编辑]选择[粘贴新画面]的选项外，也可以点选

     9) 锁定

     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移动版面，

选工具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预定的热键 Shift + Ctrl + Z。

除进入[编辑]选择[锁定]的选项外，也可以点

     10) 解锁

     解除部件锁定，

系统预定的热键 Shift + Ctrl + Y。

除进入[编辑]选择[解锁]的选项外，也可以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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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视图菜单

     1) 预览画面使用数据信息

     ；

工具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预定的热键 F2。

显示画面使用数据的分配情况 除进入[视图]选择[预览画面使用数据]的选项外，也可以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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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标准工具栏

     选择 工具栏是否显示, 如下图：标准

   图 形    解 释    功 能

  新建工程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打印

输出图片

剪切

复制

粘贴

撤消

重复

  新建画面

打开一个旧工程项目

将当前编辑的工程项目储存至磁盘

 将当前编辑的画面输出至打印机

将当前编辑的画面资料以图形格式（bmp文件）储存至磁盘

将所选的元件剪下来，以便贴上新的位置

可以将所选定的元件，复制起来 以便贴上新的位置,

粘上已复制的元件

复原上一次编辑的动作

重复前一个撤消的动作

新建一个新工程项目

创建一个新画面

  修改画面属性 修改画面属性

  复制当前画面 复制当前画面

  粘贴新画面 将剪下的画面，或是复制的画面贴上

  删除画面 将当前画面删除

  预览画面使用数据 显示画面使用数据的分配情况

  设置OP系列 设置OP工作参数

  批量修改 批量修改工程的各种项目的各种属性

  设置下键盘参数 设置下键盘参数

  Initial宏编辑 Initial宏编辑登录

  Clock宏编辑 Clock宏编辑登录



   图 形    解 释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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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宏编辑 Sub宏编辑登录

  编译 编译工程

  上载 由以太网络在短时间内上载工程数据

  显示格栅 选择是否显示格栅

  位元件表示OFF 位元件表示切换至OFF状态

  位元件表示ON 位元件表示切换至ON状态

  预览比例选择 画面预览比例选择

  预览画面使用数据 预览画面使用数据，输出接点

  层叠 使MDI窗口层叠

  横向平铺 使MDI窗口横向平铺

  纵向平铺 使MDI窗口纵向平铺

  计算器 打开 Windows 计算器

  画图 打开 Windows 画图

  码制转换器 打开码制转换器

  帮助 打开在线帮助

  离线模拟 在 PC 端测试编译后的工程，不必连接PLC

  在线模拟 在 PC 端测试编译后的工程，须连接PLC

  以太网监控 在 PC 端组建网络进行聚合远程控制

  目标文件路径 目标文件路径设置登录

  语言选择 元件表示语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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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设计部 栏件工具

     选择 是否显示, 如下图：设计部件工具栏

   图 形    解 释    功 能

  文本 放置一个新的文本部件

  寄存器 放置一个新的寄存器部件

  指示灯 放置一个新的指示灯部件

  位操作开关 放置一个新的位操作开关部件

  历史趋势图 放置一个新的历史趋势图部件

  棒状图 放置一个新的棒状图部件

  仪表 放置一个新的仪表部件

  图片 放置一个新的图片部件

  动态文本 放置一个新的动态文本部件

  功能键 放置一个新的功能键部件

  可变文本 放置一个新的可变文本部件

  字母组合 放置一个新的字母组合部件

  走马灯 放置一个新的走马灯部件

  日期 放置一个新的日期部件

  时间 放置一个新的时间部件

  时钟脉冲 放置一个新的时钟脉冲部件

  时钟计数器 放置一个新的时钟计数器部件

  数据保存 放置一个新的数据保存部件

  历史资料列表 放置一个新的历史资料列表

  配方资料列表 放置一个新的配方资料列表

  报警记录列表 放置一个新的报警记录列表

  修改记录列表 放置一个新的修改记录列表

  备忘录 放置一个新的备忘录部件

  实时趋势图 放置一个新的实时趋势图部件

  焦点提示 放置一个新的焦点提示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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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绘图元素工 栏具

     选择 是否显示；如下图：绘图元素工具栏

   图 形    解 释    功 能

  长方形 放置一个新的长方形元素

  凹长方形 放置一个新的凹长方形元素

  凸长方形 放置一个新的凸长方形元素

  横管道 放置一个新的横管道元素

  竖管道 放置一个新的竖管道元素

  刻度 放置一个新的刻度元素

  线 放置一个新的线元素

  椭圆 放置一个新的椭圆元素

  管道接头 放置一个新的管道接头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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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编辑工 栏具

     选择 是否显示；如下图：编辑工具栏

   图 形    解 释    功 能

  靠左对齐 将所选元件靠左对齐

  水平置中 将所选元件水平置中

  靠右对齐 将所选元件靠右对齐

  靠上对齐 将所选元件靠上对齐

  垂直置中 将所选元件垂直置中

  靠下对齐 将所选元件靠下对齐

  造成相同宽度 将所选元件的宽度设成和基准元件一样

  造成相同高度 将所选元件的高度设成和基准元件一样

  造成相同尺寸 将所选元件的长跟宽设成和基准元件一样

  锁定 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解锁 解除部件锁定

  下推至最底层 将所选元件下推至最底层

  多重复制 选取一个特定元件，来做多重复制

     7) 状态栏

     选择 是否显示；如下图：状态栏

     动态提示信息      工程型号参数      Link1通信协议     编辑区滑鼠坐标     当前日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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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工具菜单

     新增一编辑画面，画面名称由使用者输入决定，或采用系统内定，除了可以点选[工具]下的[新

画面]选项，或是按下工具列中的    图标，之后会出现如图:

重设画面号及画面名称，或使用系统内定，最后按确定按钮。

     1) 新画面

     2) 修改画面属性

     设定此画面的属性，

图标，之后会出现如图:

可由此决定此画面是否要改成窗口，以及改成子窗口后，窗口的宽高设定，并且由此决定画面的背

景色、描述、按键设置、可见度控制。

除了可以点选[工具]下的[修改画面属性]选项， 或是按下工具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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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删除画面

     删除目前编辑的画面窗口及元件(注意：当你执行这项动作后，被删除掉的画面是无法作回复

的，因此删除前一定要仔细考虑)，除了可以点选[工具]下的[删除画面]选项， 或是按下工具列中的    

图标。删除画面时所出现的讯息如图:

     4) 寄存器查找

     / 先 搜寻的内容， 之后便可以 寻找 ，找到

找到找到的元件输出到输出栏的选项，点选输出栏的选项，光标会自动选定到此元件，如图:

除了可以点选[工具]下的[寄存器查找]选项，也可以使用系统预定的热键 F3/CTRL + F。

查找寄存器使用 分布情况， 设置 点击“ ” 后，会将所

     5) 元件统计

     ，

定的热键 F4； 如图:

统计当前画面的元件使用情况 除了可以点选[工具]下的[元件统计]选项，也可以使用系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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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数据库浏览器

     可以查看使用U盘导出的历史资料列表、历史趋势图和报警记录表等数据库存储区的数据，通过数据库

     浏览器可以输出成Excel和曲线。

     7) 账户控制设置

     在win7和win8电脑上使用时，需要更改用户账户控制设置，将光标移至从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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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网络连接设置

     当触摸屏下载线与电脑端连接好后，会在网络连接里添加一个CoolMayHMI的本地连接,右击该本地连接，

     点属性，可以查看IP地址，若为自动获得IP，可将其选为使用下面IP地址,IP地址设为222.222.222.X,

    子网掩码设为255.255.255.0,例如下图IP设为222.222.222.3,子网掩码设为255.255.255.0。若没有自动识

    官网技术支持查看win7 32/64位驱动安装步骤。别可至www.coolm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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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MayHMI提供了35组类型的元件，而各组

其中这 35 组种类为：长方形、凹长方形、凸长方形、横管道、竖管道、

管道接头、刻度、线、椭圆、文本、寄存器、指示灯、位操作开关、历

史趋势图、实时趋势图、棒状图、仪表、图片、动态文本、功能键、可

变文本、字母组合、走马灯、焦点提示、日期、时间、时钟脉冲、时钟

计数器、数据保存、历史资料列表、配方资料列表、报警记录列表、修

改记录列表、备忘录等。你可以通过选单直接选择你要编辑的组件，在

CoolMayHMI 的画面编辑区放置此元件，如图所示：

各种类的元件属性设定请参考第三章。

又分别有多种的样式。

     3.5 绘图菜单

     3.6 元件菜单

     鼠标的操作，不管是按左键或是按右键，都跟 windows 使用方法一

样。当鼠标在元件上变成    的符号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就可以

移动元件。如图:

     1) 元件的移动

     当鼠标变成的    符号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就可以改变元件

的左右范围。如图:

     2) 元件的宽度改变

 



     4) 元件的宽高同时改变一

     当鼠标变成    的符号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就可以改变元件的上下左右范围。如图:

     5) 元件的宽高同时改变二

     当鼠标变成    的符号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就可以改变元件的上下左右范围。如图:

     6) 按鼠标右键

     如果你是按鼠标右键的话，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功能。如图:

     3) 元件的高度改变

     当鼠标变成   的符号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就可以改变元件的上下范围。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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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应用菜单

     选取此项目可以把编辑的元件，编译成人机端可以接受的格式，如果此一项目为新开启的项目，

则在编译前，会要求使用者先储存档案，之后才开始编译；如果此项目已有存盘，或是旧档案，则直

接编译。编译过程中会将讯息输出至输出栏，如果有错误，也会一并列出，提醒使用者，如果有错误

发生时，则不会产生目的档。使用者可以直接选取[应用]下的[编译]，也可以点选工具列上的      图

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建的热键 F5。

     1) 编译

     编译错误信息:

     编 :译讯息输出栏

     双击讯息输出栏

     自动定位于对应画面.控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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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画面资料到 MT 人机端，可点选 ，或是直接点选工具列里面的 图

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热键 F6。如果 PC 跟人机连接的接口，无法接通，那么会出现错误讯息来

警告使用者，范例如图:

取[应用]下的[上载]      

     2) 下载

     设定当前工程的工作参数，可点选 ，或是直接点选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热键 F7。其中分为一般、Link1设定、Link2设定、RS485/CAN_Bus、

以太网、交互、控制、默认值、语音、语言、记录缓冲区跟开机配方下载设置十二方面，详情请参考

“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如下图:

[应用]下的 [设定工作参数]     

     3) 设定工作参数

     2)Link2 使用: 选择是否  Link2 通讯使用 功能。

     3)通讯端口：设定与人机通讯的通讯端口，决定COM1(为232通讯)或COM2(为232或485通讯)。

     1)人机界面参数: 选择 MT 人机界面的分辨率，针对不同的人机 对应的 。选择 参数

MT6037H触摸屏选择MT6037(320*240);

MT6043H触摸屏和EX2N-43H一体机横屏选择MT6043(480*272);竖屏选择MT6043V(272*480);

MT6070H触摸屏和EX2N-70H一体机横屏选择MT6070(800*480);竖屏选择MT6070V(480*800);

MT6100H触摸屏和EX2N-100H一体机横屏选择MT6070(800*480);竖屏选择MT6070V(480*800)。

MT6050H触摸屏横屏选择MT6070(800*480);竖屏选择MT6070V(4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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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通讯速率: 选择 9600、19200、38400、57600 或是115200。

     5)通讯超时: 设定 时间，与PLC通讯默认为 200（ms）。通讯超时

     6) ID: (PLC)站号控制器 设定控制器 ，从1 到 255 。

     7)检查位元: 选择无、奇数或是偶 。数

     8)资料位元: 选择 6 、7 Bits 或是 8 Bits。 Bits

     9)停止位 ：选择 1 Bits 或是 2 Bits 。元

     ，可点选 ，或是直接点选工具

列里面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热键 F8。

批量修改工程的各种项目的各种属性 取[应用]下的[批量修改]

     4) 批量修改

     1) : 选择

凸 长方形元素 。

修改项目 画面、文本、寄存器、动态文本、备忘录、长方形元素、凹长方形元素或是

     2) : 选择

重设新颜色或是数值,按“执行”按钮则画面范围内的所有该类元件的相关属性自动被修改。

修改属性 根据 修改项目的改变，修改属性的内容也不同；选中需要批量修改的属性后

     3) : :1~240画面范围 设定批量修改的有效画面范围，设定数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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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ID，可点选 ，或是直接点选

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之后会出现如图:

设置下键盘的按键 指示灯的通信 取[应用]下的[设置下键盘参数]

     5) 设置下键盘参数

     编写Initial巨集，详情请参考第四章。可点选 ，或是直接点选工

列里面的    图标

取[应用]下的[Initial宏] 具

。

     5) Initial 宏

     编写 巨集，详情请参考第四章。可点选 ，或是直接点选工

面的    图标。

Clock 取[应用]下的[Clock宏] 具列里

     6) Clock 宏

     编写 Sub 巨集，详情请参考第四章。可点选 ，或是直接点选工

面的    图标。

取[应用]下的[ Sub 宏] 具列里

     7) Sub 宏

     输出的路径，会将编译 的 存在此一位置。

件路径]，或是直接点选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之后会出现如图:

目标文件 成功 目标文件 可点选取[应用]下的[目标文

     8) 目标文件路径

     自动存盘 设定于固定时间内自动存盘，单位分（m）；选择每次保存时是否创建备

份*.bak文件。可点选取[应用]下的[保存和备份]，之后会出现如图:

设置是否 ，

     9) 保存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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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调试菜单

     可用来测试所 的画面、读写地址以及巨集等等是否正确，并不需要真的接上PLC 来执行，

可直接点选 [调试]下的 [离线模拟]选项，也可以点选规划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

定的热键 F9，执行之后会出现如图:

编辑

     1) 离线模拟

          离线模拟器的操作菜单可直接点选模拟器右上角的 图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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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电脑模拟  MT 人机的程序， 必须接上 PLC，通过电脑的模拟，去驱动 PLC。可点选

调试]下的[在线模拟]选项，或是点选规划工具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热键 F10。执行

时的情况请参考图:

执行 电脑 [

     2) 在线模拟

     Link1通信端口      Link2通信端口     按“连接按钮开始”

     在线模拟时，需要修改参数前必须进行管理员登录，否则出现如下对话框：

可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       管理员登录 ，之后会出现如图:

它具有一个初始管理员帐户：用户名为 luo，口令为 luo。为了系统的安全，在初次启动系统后应

立即修改管理员帐户。

     IP地址或服务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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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点选 或是点选规划工具

列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热键 F11。执行时的情况请参考图:

在 PC 端组建网络进行聚合远程控制 [调试]下的[以太网监控]选项，

     3) 以太网监控

     IP地址或服务器名

     按“连接按钮开始”

     时，需要修改参数前必须进行管理员登录，否则出现如下对话框：以太网监控

可点选工具列的  图标       管理员登录 ，之后会出现如图:

它具有一个初始管理员帐户：用户名为 luo，口令为 luo。为了系统的安全，在初次启动系统后

应立即修改管理员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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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个性化菜单

     ，可直接点选[ ] [ ]选项， 也可以点选规划工具列里

面的     图标，下两图分别是使用格栅和不用格栅的效果图：

选择是否显示格栅 个性化菜单 下的 显示格栅

     1) 显示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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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直接点选[ ] [ ]选项设置格栅的属性 个性化菜单 下的 格栅属性 ，之后会出现如图:

     2) 格栅属性

     选择是否进行字体优化显示。

     3) 字体优化

字体没有优化     字体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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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窗口菜单

     可以一次显示多个画面，切换后所有画面会以重叠的方式显示出来。

可直接点选[窗口]下的[层叠]选项， 也可以点选规划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

热键 Shift+Enter。执行时的效果如图：

画面以重叠的方式显示，

     1) 层叠

     以水平并排的方式 画面会自动缩小高度让所有的画面显示出来，所以能一次显示多

个画面。可直接点选[窗口]下的[横向平铺]选项， 也可以点选规划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或是使

用系统内定的热键Ctrl+Enter。执行时的效果如图：

画面 显示，

     2) 横向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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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垂直并排的方式显示，画面会自动缩小宽度让所有的画面显示出来，所以能一次显示多

个画面。可直接点选[窗口]下的[纵向平铺]选项， 也可以点选规划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执行时

的效果如图：

画面

     3) 纵向平铺

     MDI关闭全部的 画面。可直接点选[窗口]下的[全部关闭]选项。

     4) 全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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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帮助菜单

     点选后将会出现 ONLINE  HELP，当你有想要查询的问题，可以先到这边查询。

助]下的[帮助主题]选项， 也可以点选规划工具列里面的    图标，之后会出现如图:

可直接点选[帮

     1) 主题帮助

     显示 CoolMayHMI 的版本，最新版本须到www.coolmay.net官网下载。可直接点选[帮助]下的

     3) 关于 CoolMayHMI

[关于 CoolMayHMI]选项，之后会出现如图:



48

第三章  元件功能说明

第一节 如何选择元件

     开始设计应用前，为了让使用者了解 CoolMayHMI 系统中每一个元件有其特有的功能，以应现

场各种不同的需要，以下各小节将依序介绍说明各种元件。

第三章 元件功能说明

     于编辑元件时，可使用下列 2 种方式开启元件功能:

1.进入菜单[绘图]/[元件]选项，选择所要的元件就可以开始编辑了,如图：

2.点选元件工具列，选择所要的元件就可以开始编辑了,如图：

     选择元件

     选择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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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本元件

     显示文本信息，包括汉字、英文 、Unicode字符集； 属性 :字母 文本元件的各 如图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部件的背景颜色。

    前景：部件的前景颜色。

 文本属性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部件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格式设定

    背景透明：把部件的背景色过滤掉。

    变色控制：选择部件使用变色控制。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文本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变色控制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 。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变化背景色：当变色条件满足后部件的背景色。

    变化前景色：当变色条件满足后部件的前景色。

位置属性

对象类型

 各种属性图例

背景透明使用 背景透明未使用 当变色条件满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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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寄存器元件

     在工业控制过程中，机器运行参数能够反映它的好坏，而把机器动作以数字的形式显示又是

显示器的一大优势，这种功能又是数据显示的功劳了。 数据输入就是通过触摸屏自由修改机器运

行的各种参数，是人机连接的又一个方式。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部件的背景颜色。

    前景：部件的前景颜色。

 寄存器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数据类型：可选择16位/32位两种类型。

    设定许可：选择许可才能设定寄存器参数，否则只能显示不能修改。

    有符号数：寄存器的最高位为1时，显示“-xxxx”。

    直接上下限：设置寄存器数据输入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由常数限制。

    间接上下限：设置寄存器数据输入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由其他寄存器的值限制。

 格式设定

    位数：寄存器最大设定和显示的位数。

    小数位：小数点位置。

    背景透明：过滤掉背景颜色。

    口令保护：修改寄存器内容时，要输入相应的口令密码才能修改。

    边框：选择边框的类型           。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数值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选择             

    

    

等级：口令保护的等级，只在口令保护 使用时才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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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

    当关键寄存器的值满足设定的条件时，本寄存器执行处理。

    

    设置说明  1     ***上图 ：当关键寄存器 M = 1 时，寄存器 D0 部件将显示为“ ”。

 属性各种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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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元件指示灯

     在操作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清楚显示操作人员进行何种操作或显示机器的某种工作状态，为

操作和检测提供快捷的依据。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OFF：指示灯OFF状态时显示的颜色。

    ON：指示灯ON状态时显示的颜色。

 寄存器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显示

    种类：指示灯的外形选择

    正逻辑：指示灯为OFF时显示OFF的颜色。ON时显示ON的颜色。

    负逻辑：指示灯为OFF时显示ON的颜色。ON时显示OFF的颜色。

    

    
 各种属性图例

    闪烁：  设定指示灯的闪烁间隔或无闪烁。

 受控寄存器

    受控寄存器：例此设置为M0 = ON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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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开关元件位操作

      在操作的过程中，触摸此按钮，人机马上送出信号给 PLC 相对应之接点 ON 或 OFF。按钮共

有四类可选择：设 ON 按钮；设 OFF 按钮；交替型按钮；保持型按钮。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文本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控制.寄存器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控制.功能

    

 控制. 控制

    最少按压时间：按下 ->  

按下

 控制.

    口令保护： 时，要输入相应的口令密码才能 。

    保护 选择             

    

    

设ON按钮：按一次该接点设为ON，手放开或再按仍为ON。

    设OFF按钮：按一次该接点设为OFF，手放开或再按仍为OFF。

    交替型按钮：按一次该接点ON，手放开仍为ON；再按一次则OFF。

    保持型按钮：按住此按钮、该接点ON，手放开则OFF。

安全

此按钮 送出信号给 PLC的延迟时间。

    需操作者确认： 此按钮后人机会弹出一确认对话，由操作者再一次确认。

保护

操作此按钮 操作

等级：口令保护的等级，只在口令保护 使用时才有效 。

     1) 位操作开关属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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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Ⅱ位操作开关属性

     的外形： 本开关 OFF/ON 状态时显示的外形效果，CoolMay 提供了 21*2 种

外形，图例如下:

位操作开关 选择

     选择       时 添加自定义图片。               ,操作开关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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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属性图例

     3) Ⅲ位操作开关属性

     选择               时 开关 OFF/ON 状态时显示的文字由以下两属性设定:

 OFF状态属性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部件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ON状态属性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部件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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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历史 元件趋势图

    历史 :  PLC 

 

趋势图

机的记录缓冲区内存中； 经持续而且长期取样后转换为趋势图连续曲线显示在人机屏幕上。

人机可设定取样时间、条件来读取 指定之缓冲器的数值资料 并存储存在人,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格子：网格线的颜色。

 基本属性

    记录  #：记录  #(1~12) 历史

            

    类型：可选择16位/32位。

    横向格子数：横向网格数。

    纵向格子数：纵向网格数。

      = 0 

    

缓冲区 缓冲区 ，指 趋势图之历史资料暂存位置。记录缓冲区的位

                   置及大小须先定义。

缓冲取数

可见度：当设定的内部寄存器$W 时，趋势图显示。反之趋势图隐藏。

     1) 历史趋势图属性

     2) .  1..5趋势图属性 曲线

     一个历史 部件提供 5 条曲线同时趋势图 显示。 

   属性

    显示 是否 。

趋势图 . 1..5

：选择 曲线

属性 曲线

使用该 及显示方式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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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记录

    满额度值

额度值

颜色： 曲线的颜色

    线型：绘制该曲线的线型，有solid，dash等类型。如图:

线宽：绘制该曲线的线宽度，1P---- P 可选。如图:

   

缓冲区资料位置：该曲线显示的资料来源在 缓冲区中的位置。

：该曲线表示的最大值，也是Y 轴的最大值，如果资料高于此值，则显示此值。

    零 ：棒形图表示的最小值，也是Y 轴的最小值，如果资料低于此值，则显示此值。

绘制该 。

     3) .趋势图属性 外观

 属性

    

    

    

    

趋势图 .

不显示网格：选择是否显示网格。

不显示X轴标注：选择是否显示X轴标注。

不显示Y轴标注：选择是否显示Y轴标注。

不显示卷轴：选择是否显示卷轴。

属性 外观

     4) .X 趋势图属性 轴

  属性

    时间格式：时间显示格式选择。

    标注颜色：时间显示的颜色。

    标注字体：时间标注的字体大小。

趋势图属性.X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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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Y 趋势图属性 轴

 Y 属性

     

  

  

  

  

  

趋势图属性. 轴

最大坐标：Y 轴标注的最大值。

   最小坐标：Y 轴标注的最小值。

   小数位数：Y 轴标注的小数位个数。

   标注个数：Y 轴标注的个数。

   标注颜色：Y 轴标注的颜色。

   标注字体：Y 轴标注的字体大小。

 图例（例程请至官网下载）



缓冲区#：选择记录区位置。

 记录缓冲区设置

数据来源D：设置存储的寄存器首地址，图例:首地址为D8。

触发旗标#：设置条件触发,其地址为快速读取区首地址

则触发旗标的地址为 . 位。D8 0
每笔长度：代表存储从数据来源D往后（包含数据来源D

首地址)的几个寄存器,

总笔数：代表总共存储的次数。

自动停止：选择为自动停止后,记满总笔数后会自动停止,

反之则为自动覆盖。

记录间隔：按照时间间隔保存数据，单位为秒。

注：记录条件只能选择触发旗标或记录间隔。

的32位寄存器,图例:触发旗标为0,

快速读取区首地址为D8,

图例:存储D10-D14这5个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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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实时 元件趋势图

     

50  WORD 

人机读取相对应地址的连续资料，用图形的方式实时的直观的展现给用户。例如：

为 点，设三条曲线，那么总共会取50x 3共150个 的数据并需要在PLC程序中做数据处理。

显示点数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格子：网格线的颜色。

 基本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数据来源：数据采集的来源。  50  数据类型

为 位，  50*3

 50 数据类型为

位，  50*2*2 

    数据类型：可选择16位/32位。

    横向格子数：横向网格数。

    纵向格子数：纵向网格数。

 控制属性

    显示点数 读取

     = Kxx 

例如：显示点数为 点， 三 ，地址设为 D0 ，

                              16 那么此曲 线图刷新触发后，将会读取  共 150 个 WORD 的数据，曲线

               1 的 Y 轴位置为 D0~D49 ，曲线 2 的 Y 轴位置为 D50~D99，曲线 3 的 Y 轴位置为

               D100~D149；又例如：显示点数为 点，设二条曲线，地址设为D0，  32

                            那么此曲 线图刷新触发后，将会读取 共 200 个 WORD 的数据，曲线 1 

               的 Y 轴位置为 D0~D99 ，曲线 2 的 Y 轴位置为 D100~D199。 

：数据 点数及在趋势图上显示的采集点数。

    清除触发ID：当页面发送一个跟设定匹配的ID时，清除掉曲线。例子见功能键。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的值 时，趋势图显示。反之趋势图隐藏。

设 条曲线

     1) 实时 属性趋势图

设置步骤请参照后面图例，或至官网下载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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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显示 是否 。

    

    

    

    

    6  

 

    满额度值

额度值

趋势图 . 1..3

：选择 曲线

颜色：绘制该曲线的颜色。

    

线型：绘制该曲线的线型，有solid，dash等类型。如图:

线宽：绘制该曲线的线宽度，1P---- P 可选。如图:

   

：该曲线表示的最大值，也是Y 轴的最大值，如果资料高于此值，则显示此值。

    零 ：棒形图表示的最小值，也是Y 轴的最小值，如果资料低于此值，则显示此值。

属性 曲线

使用该 及显示方式 如图:

     2) .  1..3趋势图属性 曲线

     一个历史 部件提供 3 条曲线同时采样及趋势图 显示。 

     3) .趋势图属性 外观

 属性

    

    

    

    

趋势图 .

不显示网格：选择是否显示网格。

不显示X轴标注：选择是否显示X轴标注。

不显示Y轴标注：选择是否显示Y轴标注。

不显示翻页按钮：选择是否显示翻页按钮。

属性 外观

     4) .X 趋势图属性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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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标注类型：可选择绝对时间和相对数值。

    时间格式：时间显示格式；标注类型选择“绝对时间”才有效。

    相对长度：时间显示的相对长度；标注类型选择“相对时间”才有效。

    标注个数：时间的显示个数；

    相对单位：时间的相对单位；标注类型选择“相对时间”才有效。

    小数位数：时间显示的小数位数；标注类型选择“相对数值”才有效。

    标注颜色：时间显示的颜色。

    标注字体：时间标注的字体大小。

趋势图属性.X 轴

     5) .Y 趋势图属性 轴

 Y 属性

     

  

  

  

  

  

趋势图属性. 轴

最大坐标：Y 轴标注的最大值。

   最小坐标：Y 轴标注的最小值。

   小数位数：Y 轴标注的小数位个数。

   标注个数：Y 轴标注的个数。

   标注颜色：Y 轴标注的颜色。

   标注字体：Y 轴标注的字体大小。

 图例 设置两条曲线，记录模拟量D50和D51的实时趋势图，曲线1记录D50，占用D100-D149共50个寄存器,

曲线2记录D51，占用D150-D199共50个寄存器,触摸屏及PLC程序设置如下,具体例程请至官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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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元件棒状图

     

满额度 额度

棒形图是另一种显示数字的形式。用于显示模拟量 ，如温度，压力 流量等。它根据设

置的 值和零 值以百分比的形式来显示数据。其高度、宽度可以任意指定。 

数据 或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数据类型：可选择16位/32位。

    显示格式 可选：

显示

 控制属性

    满额度值

额度值 。

   

    

：当寄存器的值变大时，棒状图变化的方向。 上，下，左和右。

    图案：棒状图填充的图案，如图:

：棒形图表示的最大值。

    零 ：棒形图表示的最小值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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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元件仪表

     亦 数据 、 或

满额度 额度

仪表

置的 值和零 值以百分比的形式来显示数据。 

是另一种显示数字的形式。用于显示模拟量 ，如温度 压力 流量等。它根据设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外框：外框颜色。

    底色：底部颜色。

 寄存器/刻度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满额度值：仪表指针表示的最大值。

    零额度值：仪表指针表示的最小值。

    主要刻度数目：主要刻度数目。

    次要刻度数目：每个主要刻度又分配的刻度数目。

    显示单位名称：设定显示单位的名称。

 坐标/目标/范围属性

    

    指针：动态指针颜色。

    

   

坐标轴、范围标记和目标指针可选择不显示。不显示时，相应的属性不可用。

    目标区域：目标指针显示的区域。

    目标指针：目标指针的颜色。

    刻度标记：刻度标记颜色。

动态

    低区色：低区颜色。

    高区色：高区颜色。

    低区域：低区域百分比。

    高区域：高区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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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度标记属性

    刻度标记选择不用时，

    位  数： 刻度标记最大显示的位数。

    小数位：  刻度标记小数点位置。

    最大标记：刻度标记的最大值。

    最小标记：刻度标记的最小值。

    

   

    

相应的属性不可用。

  

 各种属性图例

     仪表外框

     仪表底色

     主次刻度

     目标指针

     动态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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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图片元件

     为显示位图，可显示机器的图形，使操作员容易理解，还可显示厂标、厂徽以提升

产品形象。

图片元件

图形的状态和绝对位置由三个寄存器控制。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透明：过滤掉选择的透明颜色。

    拉伸：选择拉伸后，图片会根据设定的宽度和高度自动调整大小。

    透明颜色：选择透明的颜色，也可以在图片上通过选色器选色。

 状态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状态寄存器号：根据此寄存器的值对应显示相应的图片。

    状态动画图片数：通过    和    按钮，减少和增加动画图片的数量。

 移动属性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图片向右或

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图片向下或

               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的设定M为ON时，图片显示。反之为OFF时，图片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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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MayHMI 提供两种更换图片的方法,如图:  

取图方法

     直接双击某一状态栏选择图片

     双击当前 更换图片直接 图片

 

    使用以上任何一种更换图片方式后, CoolMayHMI即弹出图形库界面，图形库管理提供图形选择、

图案添加、导出、替换、删除、BMP<=>JPG转换、翻转/旋转、色彩对换、拉伸、压缩图库等功能如

图:  

图形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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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动态文本元件

     在工业控制过程中，机器的工作状态往往不止一种，通过动态文字串可以显示不同的状态，

使操作人员更容易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动态文字串就是理想的选择。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设定许可：选择由键盘控制。选择使用时一般用于键盘给PLC发数据。选择不用时一般用于根

               据PLC发过来数据显示文本，比如动作提示和报警提示等。

    焦点离开强制归零：“设定许可”选择使用时有效。键盘的光标离开时，寄存器数据自动归零。

    背景透明：过滤掉背景色。

    口令保护：“设定许可”选择使用时有效。选择口令保护使用要有相应的等级才能修改。

    边框：显示边框的类型。

    字体：字体大小。

    对齐：文字和部件边框的对齐方式。

    等级：口令等级。“口令保护”选择使用时才有效。

 语言属性

    语言一：选择语言一时显示的对应文本。

    语言二：选择语言二时显示的对应文本。

    语言三：选择语言三时显示的对应文本。

    语言四：选择语言四时显示的对应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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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特殊： “ ” “ ”

    

   

    

高级

当 关键寄存器 满足 条件 时执行相应的操作。

功能

      上图表示：当M0 = ON 时动态文字串显示为 "****" 。

                  

 修改记录内容设置

    说明：当用户对该部件进行修改时，向系统发送的修改记录消息之“修改项目”的内容。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部件修改所发送的对应内容。

    
 图例状态显示

    ：

    系统语言为语言一时， 对应寄存器等于    

   " " ......

    系统语言 语言 时， 对应寄存器等于 时显示  1    

2 "               " 8 "                        " ......

如上图

当 0时显示 "机器运行正常" ；等于1时显示 "手动

运行中" ； 等于2时显示"半自动运行中"；等于8 时显示 关模未定时完成

为 四 当 0 "           " ；等于 时显示 "          " ；

等于 时显示 ；等于 时显示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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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元件功能键

     功能键是对所有按键功能的集合。可以对按钮做功能选择，使按钮执行不同的功能。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基本属性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选择语言“x”时，显示的对应内容。

    口令保护：选择口令保护使用要有相应的等级才能修改。

 格式设定

    边框：选择边框的类型。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文本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等级：口令保护的等级，只在口令保护选择使用时有效。

 画面跳转和高级功能

    画面跳转和高级功能两者只能选其一。

    画面跳转：由本页面跳转到设定页面。

    高级功能：包括发送消息、屏幕亮度调节、语音音量调节、密码登录与注销、系统数据备份

               与还原、语言转换、输入法转换和按键音开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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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功能

其中发送消息还要分配一个发送消息的ID，用于向设定的ID发送一个信号。比如下图为报警记录列表。

功能键的发送消息设ID 30000，同时报警记录列表的全部清除触发消息为ID 30000,当按下功能键时,报警

记录列表会执行“全部记录数清除”；如下图：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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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元件可变文本

     字符、 。可变文本可以输入和显示字母、 数字和汉字 与数据输入类似，在输入字符时必须要

有与其相对应的字符小键盘或汉字拼音窗口。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设定许可：选择由键盘控制。选择使用时一般用于键盘给 PLC 发数据。选择不用时一般用于

               根据 PLC 发过来数据显示文本，比如显示 PLC 动作程序版本、各项文本信息等。

 格式设定

    背景透明：过滤掉背景色。

    口令保护：选择口令保护使用要有相应的等级才能修改。

    边框：选择边框的类型。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文本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等级：口令保护的等级，只在口令保护选择使用时有效。

 特殊

    当受控寄存器的值满足设定的条件时，本寄存器执行处理。

    

    设置说明  

    

上图 ：当寄存器号 M0 = ON 时，该可变文本部件将显示为"构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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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元件字母组合

     。字母组合的作用是设定的字母（A--Z）转换成数值。一般用于"可编程功能设定"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寄存器号：设定寄存器的地址。

    设定许可：选择由键盘控制。选择使用时一般用于键盘给 PLC 发数据。选择不用时一般用于

               根据 PLC 发过来数据显示字母。

 格式设定

    背景透明：过滤掉背景色。

    口令保护：选择口令保护使用要有相应的等级才能修改。

    边框：选择边框的类型。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文本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等级：口令保护的等级，只在口令保护选择使用时有效。

 特殊

    特殊属性和可变文本属性意义相同。

    

  

    

 图例

                 

                   

             

               

上图对应的元件意义为：A 对应 D620 的第 0 位，B 对应 D620 的第 1 位，C 对应 D620 的第2

位D 对应 D620 的第 3 位，E 对应 D620 的第 4 位，F 对应 D620 的第 5 位，J 对应 D620 的第6

位…依次类推。假如设定 "AB" 则表示 D620 的第 0 位第 1 位为 1 其他位为 0 即 D620=3。假如设

定 "EGJ" 则表示 D620 的第 4 位第 6 位第 9 位为 1 其他位为 0 即 D62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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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走马灯元件

     且文字显示会有如走马灯一样的移动 循环出现，此外还可以设定每次移动点数以及间隔时

间，来决定走马灯的显示方式。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文本属性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选择语言“x”时，显示的对应内容。

 格式设定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方向： 。

    移动间隔延迟：移动间隔延迟设定。

    每次移动字数：每次移动字的个数设定。

    

  

    

走马灯的移动方式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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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焦点提示元件

     元件，可即时获取并显示系统实时帮助信息

焦点提示元件

焦点提示 。

率。 就是理想的选择。

使操作人员更容易操作，提高工作效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文本属性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选择语言“x”时，头衔的对应内容。

 格式设定

    边框：选择边框的类型。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文本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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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元件日期

     用于日期的调整和显示。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格式设定

    显示格式：比如今天是“2007年05月22日，星期二”。当选择 YYYY 年 MM 月 DD 日时显示

               的格式是：2007年05月22日。选择 YYYY-MM-DD 格式时显示：2007-05-22 …

    显示星期：在日期前面显示星期。

    设定许可：选择许可才能设定，否则只能显示不能修改。

    背景透明：过滤掉背景颜色。

    边框：选择边框的类型。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显示内容跟部件的外框的对齐方式。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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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元件时间

     时间用于 的调整和显示。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格式设定

    显示格式：比如现在是"上午10点36分38秒"。当选择 HH时MM分SS 秒时显示的格式是：10时37分

               38秒。选择 HH:MM:SS 格式时显示：10:37:38 …

    设定许可：选择许可才能设定，否则只能显示不能修改。

    背景透明：过滤掉背景颜色。

    边框：选择边框的类型。

    字体：设置字体大小。

    对齐：部件跟部件外框的对齐方式。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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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历史资料列表

     ；常用于生产管理、SPC 追踪记录等用于保存历史生产状况的列表 。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格子：格子颜色。

 基本属性

   记录缓冲区：选择记录区位置。

    表刷新旗标：选择触发旗标地址。

    行

寄存器地址

最大记录数：设定记录的最大 数。

    口令保护：设定使用时，只有输入密码才能删除记录。

    当前记录数：设定保存当前记录条数的 。

    字体：显示字体的大小。

缓冲区#：选择记录区位置。

 记录缓冲区设置

数据来源D：设置存储的寄存器首地址，图例:首地址为D8。

触发旗标#：设置条件触发,其地址为快速读取区首地址

则触发旗标的地址为 . 位。D8 0
每笔长度：代表存储从数据来源D往后（包含数据来源D

首地址)的几个寄存器,

总笔数：代表总共存储的次数。

自动停止：选择为自动停止后,记满总笔数后会自动停止,

反之则为自动覆盖。

记录间隔：按照时间间隔保存数据，单位为秒。

注：记录条件只能选择触发旗标或记录间隔。

的32位寄存器,图例:触发旗标为0,

快速读取区首地址为D8,

图例:存储D10-D14这5个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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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列表 第 列.  1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该列标题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时间格式： 格式

该列

该列的

对齐方式： 跟本列的 的对齐方式。

显示本列：选择是否显示本列。

                   

                   

第1列属性

设定日期和时间的显示 。

    字体颜色： 显示字体的颜色。

    列宽度：设定 宽度。

    显示内容 宽度

     

历史资料列表 第 列.  2..15 

  2..15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该列标题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数据对象：设定该列记录寄存器的地址。

    数据类型：可选择16位/32位两种类型。

    资料格式：选择该列显示的资料格式。

    整数位数：设定该列显示的整数位数。        

第 列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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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小数位数：设定该列显示的小数位数。

该列

该列的

对齐方式： 跟本列的 的对齐方式。

显示本列：选择是否显示本列。

续

    字体 ： 显示字体的颜色。

    列宽度：设定 宽度。

    显示内容 宽度

    

第 列属性

颜色

 各种属性图例

 用于生产管理图例

 用于SPC追踪记录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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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 配方功能

      

 

配方数据传输可以激活一块连续的寄存器数据传输，既可以从配方记忆体下载到 PLC,又可以

从PLC 上传到配方记忆体。这给我们操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请参照官网《配方测试》例程。

配方描述：当前配方文件的名称描述和说明；
配方长度：当前配方读取记录地址的长度和数量，配方记录表的地址是按

顺序排序的，系统自动生成不可更改；配方最大长度是4096；

配方总数：配方数量，最大支持512 个配方；

备注：配方长度*数据类别所占字节数*配方总数<=512KB
数据类别：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类型；

写配方到PLC：设定配方与PLC 的相关数据寄存器地址；

从PLC 读取配方：设定配方与PLC 的相关数据寄存器地址；
配方记忆体：配方在HMI 中的存储地址范围，自动生成不可更改；
当前配方：配方在HMI 中的存储地址与PLC 中数据寄存器都是按排序方式
           自动生成的，不可更改。

配方数据查看及功能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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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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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报警记录列表

     是用来显示实时报警记录和历史报警记录内容。它是由一个寄存器地址信息来

控制事件信息和触发时间的显示，同时历史记录保存在MT系列触摸屏内部数据库中，对象地址以及

记录条数允许用户自由设定。

报警记录列表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格子：格子颜色。

 基本属性

    

行

    

最大记录数：设定记录的最大 数。

    口令保护：设定使用时，只有输入密码才能删除记录。

    当前记录数：把当前报警记录的总条数赋值给设定的寄存器。
    字体：显示字体的大小。

全部记录数清除消息ID 30000：功能键设置为高级功能，发送消息ID 设为30000,检测到该消息 
后将执行全部记录内容清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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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报警记录列表 第 列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该列标题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时间格式： 格式

该列

该列的

对齐方式： 跟本列的 的对齐方式。

                   

                   

第1列属性

设定日期和时间的显示 。

    字体颜色： 显示字体的颜色。

    列宽度：设定 宽度。

    显示内容 宽度

( )  2 报警记录列表 第 列

 2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该列标题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动态文本对象 设定该列记录[当前数值]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该列

该列的

对齐方式： 跟本列的 的对齐方式。

第 列属性

：

    字体颜色： 显示字体的颜色。

    列宽度：设定 宽度。

    显示内容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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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报警记录列表 第 列

 3

    语言一、二、三、四：系统语言选择语言“x”时，该列标题所显示的对应内容。

    动态文本对象 设定该列记录[当前内容]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该列

该列的

对齐方式： 跟本列的 的对齐方式。

第 列属性

：

    字体颜色： 显示字体的颜色。

    列宽度：设定 宽度。

    显示内容 宽度

 应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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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报警记录寄存器

    设定OP工作参数中的报警/其它选项中,触发条件可设为D寄存器或M寄存器。

 触发条件设为M

    报警触发条件设为M,

    点击(位)报警内容设置报警寄存器及报警内容。

 触发条件设为M

    报警触发条件设为D,

    需要添加动态文本      ,设置报警内容。若报警触发，

    可在PLC程序中给该报警触发寄存器数值，在报警列表

    应的报警内容。中会显示该数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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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实时报警列表

     是用来显示实时报警记录的，它和报警记录列表一样，是由一个寄存器地址信息来

控制事件信息和触发时间的显示， 当报警解除后，该记录就对象地址以及记录条数允许用户自由设定。

实时报警列表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格子：格子颜色。

 基本属性

    

行最大记录数：设定记录的最大 数。

    口令保护：设定使用时，只有输入密码才能删除记录。

    当前记录数：把当前报警记录的总条数赋值给设定的寄存器。
    字体：显示字体的大小。

会自动清除。报警寄存器地址及内容设定参照上一章节报警记录列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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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备忘录

     、显示文本备忘录用于记录 备忘信息。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背景：背景颜色。

    前景：前景颜色。

 基本属性

    可以

    

设定许可：选择使用时， 在键盘上更改内容。

口令保护：“设定许可”选择使用时才有效。选择口令保护使用要有相应的等级才能修改。

    边框：显示边框的类型。

    字体：字体大小。

    等级：口令等级。“口令保护”选择使用时才有效。

    卷轴：选择卷轴是垂直有效还是水平有效。

    行距：两行文字之间的距离大小。

 正文属性

    设定正文的初始内容。

备忘录 正文.



90

第三章 元件功能说明

备忘录 控制.

 

     ID ID ID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的数据

    

    

控制属性

本备忘录 ：设定本备忘录的 号，同一个工程中所有备忘录的 都是唯一的，不能重复。

控制

控制

可见度控制：选择使用时，设定的ID 等于设定的值时本备忘录才在屏幕上显示。

自动正文更新控制：选择使用且设定的ID变化时自动更新正文内容。

备忘录.高级

 

    

    

    

高级属性

关联语言选择：选择该备忘录语言处理模式所对应的系统选择语言。

正文下载触发消息ID：当检测到设定ID的消息时，执行正文下载到U盘。

正文清除触发消息ID：当检测到设定ID的消息时，执行正文清除。

 应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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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 元素长方形

     元素 ...长方形 用于数据排版分区、画面显示修饰等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右

               或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下

               或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M=ON时，元件显示。反之OFF时，元件隐藏。

 格式设定

    填充：选择使用时，填充设定的颜色，否则

    边线颜色：边框的颜色。

    填充颜色：填充的颜色，填充功能选择使用有效。

    填充效果：系统提供11种特效选择:                           填充效果参考应用图例。  

   

    

图形只是显示外框，其它部分透明。

 应用图例. 为 填充效果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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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属性图例

     长方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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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节 凹 元素长方形

     元素 ...凹长方形 也用于数据排版分区、画面显示修饰等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右

               或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下

               或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格式设定

    填充：选择使用时，填充设定的颜色，否则

    边线颜色：边框的颜色。

    填充颜色：填充的颜色，填充功能选择使用有效。

    填充效果：系统提供11种特效选择:                           填充效果参考应用图例。  

   

    

图形只是显示外框，其它部分透明。

 应用图例. 为 填充效果 “垂直”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M=ON时，元件显示。反之OFF时，元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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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属性图例

     凹长方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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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节 凸 元素长方形

     元素 ...凸长方形 也用于数据排版分区、画面显示修饰等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右

               或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下

               或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格式设定

    填充：选择使用时，填充设定的颜色，否则

    边线颜色：边框的颜色。

    填充颜色：填充的颜色，填充功能选择使用才有效。

    填充效果：系统提供11种特效选择:                           填充效果参考应用图例。  

   

    

图形只是显示外框，其它部分透明。

 应用图例.  = 填充效果 “椭圆形”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M=ON时，元件显示。反之OFF时，元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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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属性图例

     凸长方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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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节 横管道元素

     横管道元素 ...用于流程图定义，它可以模拟出现场的工艺流程，也用于画面显示修饰等 。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右

               或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下

               或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格式设定

    填充颜色：填充设定的颜色。

    边线颜色：边框设定的颜色。

    

   

    

 应用图例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M=ON时，元件显示。反之OFF时，元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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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节 竖管道元素

     管道元素 ...竖 用于流程图定义，它可以模拟出现场的工艺流程。也用于画面显示修饰等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右

               或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下

               或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格式设定

    填充颜色：填充设定的颜色。

    边线颜色：边框设定的颜色。

    

   

    

 应用图例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M=ON时，元件显示。反之OFF时，元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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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件功能说明

第二十九节 管道接头元素

     管道 元素接头 也用于流程图定义，它可以模拟出现场的工艺流程。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右

               或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元件向下

               或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格式设定

    填充颜色：填充设定的颜色。

    边线颜色：边框设定的颜色。

    接头造型：系统提供 4 造型选择:                  效果参考应用图例。  

    

   

    

 应用图例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M=ON时，元件显示。反之OFF时，元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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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件功能说明

第三十节 刻度元素

     相当于刻度尺作用， 种类可以利用元件 的选项，来改变刻度的方向，或是属性主次刻度数目，

来改变主次刻度的数目，并利用颜色的改变来创造独特的刻度。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显示属性

    种类：选择 。   

    颜色：表示的颜色。

    主要 主要的

    要 要的

 格式设定

    显示坐标轴：选择是否显示坐标轴。

刻度的方向

刻度数目：设定 刻度数目。

次 刻度数目：设定次 刻度数目。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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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件功能说明

第三十一节 线元素

     线元素属性设定如下，线的宽度跟颜色，使用者可以自行更改。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X1： 的坐标。

    Y1： 的坐标。

 特性属性

    X2： 的坐标。

    Y2： 的坐标。

 显示属性

    线宽： 。   

    颜色： 的颜色。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设定线的宽度

设定线

 各种属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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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件功能说明

第三十二节 椭圆形元素

     椭圆形  

 

填充效果

，宽度和高度设定决定椭圆的形状，如果是宽等于高，那么图形就会变成一个圆形，

如果是不相等，则会变成一个椭圆形，其椭圆形的长轴为矩形较长边的一半，短轴为矩形较短边的

一半，图形的颜色、 可以改变。

 位置属性

    移动锁定：锁定部件，防止版面调整好后不小心破坏版面。

    左边：部件最左边在页面的坐标。

    顶部：部件最顶部在页面的坐标。

 特性属性

    宽度：部件的宽度。   

    高度：部件的高度。

 寄存器属性

    通道连接：选择通信通道。

    元件种类：选择对象类型。

    水平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X轴水平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图片向右

               或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垂直移动：选择这一项时，移动元件做Y轴垂直移动。设定的寄存器增加或减少1时图片向下

               或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格式设定

    填充：选择使用时，填充设定的颜色，否则 只是显示外框

    边线颜色：边框的颜色。

    填充颜色：填充的颜色，填充功能选择使用有效。

    填充效果：系统提供 8 种特效选择:            填充效果参考应用图例。  

   

    

图形 ，其它部分透明。

 各种属性图例

    可见度：当设定的寄存器M=ON时，元件显示。反之OFF时，元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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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第一节 巨集的种类

     宏是一个相当方便且强大的功能，相对的如果撰写宏的人没有留心的话，也很容易造成大的

错误，因此在这里特别强调，使用者撰写宏后，要先在计算机上做离线或是线上的模拟， 并且一

定要模拟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在人机端执行你的宏。如果你能正确的使用宏的话， 不但

能帮你很多的忙，也能节省你很多的时间，如果再搭配一些感应组件或是硬设备的话，甚至能帮你

节省一些人力（类似自动化的过程）。每一个宏最多只能编写512行，如果是在一行内写入注解或

是字符串的话，每行最多50个字。而子宏最多允许 16 个，编号为1-16（请参考下图），使用方法

为呼叫“CALL 子宏编号”。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上图可以依照子巨集功能的不同，分别写上此子巨集的功能解释，如此一来， 在巨集的管理﹑

调试以及运用上就更加方便了。而所有子巨集的初始名称为 Sub-macro #n ， n为 1 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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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宏于整个程序或是机器中只有一个，为程序一开始时便会执行的宏，也因此可以在这边将

整个过程中必须先起始或是设定的值，先行放入， 不但可以省掉设定的麻烦，也可以做类似初期

设定的控制，避免因为初始值未知所造成的问题。如果在 PLC 某些位置上有特殊的设定，这里便

能够去起始或是设定它，如果宏设计够好的话，相信能节省你不少的工作时间。

     1)  Initial 宏

     ，于

下一个  触发时则再一次

此宏也是整个程序或机器中只有一个，会一直重复执行，而且是一次执行完毕，完毕后

Clock 重复执行。

     2) Clock 宏

      16 

   

 

  

  

共有 个子宏可供编写，子宏类似程序中的子程序一样，使用者可以把重复性高的动作或

是功能，放入子宏中，如此不但可以节省写宏的时间，而且调试容易。举例来说： 如果有 10 个

操作都使用到某一个功能，那么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子宏，比如写到子宏 1，需要此功能的宏只要

写一行 “CALL 1”便可以解决了； 而且如果此一功能需要修改的话，只需修改子宏 1，便完成了，

并不需要修改 10 个宏，而且子宏可以编写名字来表示此子宏功能，也比较方便管理。

     2) Sub 宏

第二节 巨集的编辑

     选好所要编写的宏后，点选后进入编辑画面，就可以开始编辑了，随便点选一行，宏指令编

辑窗口便会自动浮现，并且此输入窗口，会跟随着你所点选的位置而改变，以方便使用者编辑，最

左边的号码为每行的编号。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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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OP

当你开始编辑宏时，只要随便点选宏内任一行，便会出现编辑窗口（ 图），之后再点选

来决定你所要的指令，而点选之后便会浮现指令窗口，这时使用者只要移动鼠标到所需指令的位

置，按确定键返回，然后使用者就可以开始编辑宏了，而编辑的方法，一一陈列于以后几节。

     点选OP

     

 

为了方便使用者编辑宏，我们提供了开启旧文件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将所储存的宏开启，不

管是在那一个 PLC 厂商底下，都可以用此功能将所储存的档案开启，如此重复性高的宏文件便不

需要再次的重新输入，大大的缩减编辑宏的时间，开启的窗口请参考下图:

     1) 打开宏文件

     同样的，为了方便使用者编辑宏，我们提供了另存新文件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将正在编辑的

宏储存起来，不管是为了备份，或是为了减少其它宏的重新输入，都可以用此功能将宏储存起来。

     2) 另存宏文件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点选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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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运算：一共有ADD（加法）、SUB（减法）、MUL（乘法）、DIV（除法）、以及MOD（取余

数）五种，每种都有三个操作数，每个操作数（输出只能是内部存储器）都可以是内部存储器或是

常数，单位格式可以是 Word 、Double Word、Signed、Signed Double Word，详情请参考以下表格。

     1) 算术运算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第三节 的操作数巨集

记=内部存储器、常=常数、W=Word、D=Double Word、S=Signed。

例如：

A1(Word)=A2(Word) + A3(Word) 。

A1(Double Word)=A2(Double Word) + A3(Double Word) 。

A1(Signed)=A2(Signed) + A3(Signed) 。

A1(Signed Double Word)=A2(Signed Double Word) + A3(Signed Double Word) 。

 ADD → 加法，公式如 A1=A2+A3。就是 A2 和 A3 相加运算结果存在 A1。

例如：

A1(Word)=A2(Word) - A3(Word) 。

A1(Double Word)=A2(Double Word) - A3(Double Word) 。

A1(Signed)=A2(Signed) - A3(Signed) 。

A1(Signed Double Word)=A2(Signed Double Word) - A3(Signed Double Word) 。

       SUB → 减法，公式如 A1=A2-A3。就是 A2 和 A3 相减运算结果存在 A1。

例如：

A1(Word)=A2(Word) * A3(Word) 。

A1(Double Word)=A2(Double Word) * A3(Double Word) 。

A1(Signed)=A2(Signed) * A3(Signed) 。

A1(Signed Double Word)=A2(Signed Double Word) * A3(Signed Double Word) 。

  MUL → 相乘，公式如 A1=A2 * A3。

例如：

A1(Word)=A2(Word) / A3(Word)

A1(Double Word)=A2(Double Word) / A3(Double Word)。

A1(Signed)=A2(Signed) / A3(Signed) 。

A1(Signed Double Word)=A2(Signed Double Word) / A3(Signed Double Word) 。

   DIV → 除法，公式如 A1=A2 / A3。 A1为商，A3不可为0。

例如：

A1(Word)=A2(Word) % A3(Word)。

A1(Double Word)=A2(Double Word) % A3(Double Word)。

A1(Signed)=A2(Signed) % A3(Signed) 。

A1(Signed Double Word)=A2(Signed Double Word) % A3(Signed Double Word) 。

   MOD → 取余数，公式为 A1=A2 % A3。 A1为余数，A3不可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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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运算：一共有 OR、AND、XOR、SHL以及 SHR 五种，每种都有三个操作数，每个操作数（

输出只能是内部存储器）都可以是内部存储器、或是常数，单位格式可以是 Word 、Double Word，

请参考以下表格。

     2) 逻辑运算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记=内部存储器、常=常数、W=Word、D=Double Word。

就是A2(Word)和A3(Word)相对bit做OR运算结果存在A1(Word)。

又或A2(DWord)和A3(DWord)相对bit做OR运算，其结果存在A1(DWord)。

  OR → 逻辑或，公式如 A1=A2 | A3。

就是A2(Word)和A3(Word)相对的 bit 做AND运算，其结果存在A1(Word)。

又或A2(DWord)和A3(DWord)相对 bit 做AND运算，其结果存在A1(DWord)。

  AND → 逻辑积，公式如 A1=A2 & A3。

就是A2(Word)和A3(Word)相对 bit 做XOR运算，其结果存在A1(Word)。

又或A2(DWord)和A3(DWord)相对bit做XOR运算，其结果存在A1(DWord)。

 XOR → 逻辑互斥或，公式如A1=A2 ^ A3。

于A2(Word)的地址左移 A3 个 bit 运算，其结果存在 A1(Word)。左移位元指令是一边填入 

0 到 bit0，一边移出。假如移位量 A3 大于 16，则 A1 为 0。又或 A2(DWord)的地址左移 A3 

个 bit运算，其结果存在 A1(DWord)。左移位元指令是一边填入 0 到 bit0，一边移出。假如

移位量 A3 大于32，则 A1 为 0。

 SHL → 左移，公式如A1=A2 << A3。

于A2(Word)的地址右移 A3 个bit运算，其结果存在 A1(Word)。右移位元指令是一边填入 0 

到bit15，一边移出 bit0。假如移位量 A3大于16，则 A1 为 0。又或 A2(DWord)的地址右移 A3

个bit 运算，其结果存在 A1(DWord)。右移位元指令是一边填 0 到 bit31，一边移出 bit0。 

假如移位量 A3 大于 32，则 A1 为 0。

 SHR → 右移，公式如A1=A2 >>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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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搬移：一共有 MOV、BMOV、FILL、以及 CHR 四种，详情请参考以下表格（输出只能是内

部存储器）。

     3) 资料搬移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P=PLC、记=内部存储器、常=常数、W=Word、D=Double Word。

搬移指令是将缓存器 A2 的数据拷贝到目标缓存器 A1中，而缓存器 A2 的资料不会因搬移指

令而改变。搬移指令中如果 A1 使用为 PLC 地址，则表示将人机内部缓存器 A2 的资料由通

讯方式写入 PLC 位地址。反之如果 A2 使用为 PLC 地址，则表示由通讯方式将 PLC 位地址 

A2 的资料读出并搬移给人机内部缓存器 A1 地址。

     MOV → 搬移，如 A1(Word)= A2(Word)，又或 A1(DWord)= A2(DWord)。

就是从 A2 地址开始搬移到 A1 地址，共搬移 A3 个数目，资料格式只有 Word。区块搬移指

令是指从缓存器地址 A2 为起点， 将连续 A3 个缓存器资料区块拷贝到目标缓存器 A1 为起

始地址的连续 A3 个缓存器中，而缓存器 A2 的资料不会因区块搬移指令而改变。 

区块的长度如果超过内部存储器或是 PLC 的最大值，该指令将被放弃执行。

A3(个数目)

最大有效数值为 30 ；不管 A3 是直接或是间接数据，如果有效数值大于 30，则系统只按30处

理；

  BMOV → 区块搬移，如 BMOV(A1，A2，A3)。

就是从 A1 地址开始填满 A2 的数值，共 A3 个数目，资料格式只有 Word。填满指令是指将

缓存器 A2 的资料为起点， 填满到目标缓存器 A1 为起始地址的连续 A3 个缓存器中，而缓

存器A2 的资料不会因填满指令而改变。区块的长度如果超过内部存储器或是 PLC 的最大值，

编译将不会通过。

  FILL → 内存填满，如 FILL(A1，A2，A3)。

将 A2 内的文字转换为 ASCII 数字码存在 A1。字符串的长度最大为 50 个字符。

   (A1 A2 )CHR → 将文字转为 ASCII，如 CH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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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共有 IF ==、IF !=、IF >、IF >=、IF <、IF <=、IF AND == 0、IF AND != 0、IF == 

ON以及 IF == OFF 等十种，其它详情请参考以下表格。

     4) 比较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I    

  

F == → 假如比较相等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A2 THEN GOTO LABEL A3 。 可使用 Signed 

DW 的形式。

P=PLC、记=内部存储器、常=常数、W=Word、D=Double Word、S=Signed。

 I  

 

F != → 假如比较不相等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A2 THEN GOTO LABEL A3。可使用 Signed

 DW 的形式。

   

  

IF > → 假如比较大于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A2 THEN GOTO LABEL A3 。可使用 Signed DW 

的形式。

   

  

IF >= → 假如比较大于或等于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A2 THEN GOTO LABEL A3 。可使用 Si

gned DW 的形式。

   

  

IF < → 假如比较小于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A2 THEN GOTO LABEL A3 。可使用 Signed DW 

的形式。

   

  

IF <= → 假如比较小于或等于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A2 THEN GOTO LABEL A3 。可使用 Si

gned DW 的形式。

    

  

IF AND == 0 → 假如比较逻辑和等于 0 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A2)== 0 THEN GOTO LABEL

 A3 。可使用 DW 的形式。

   

  

IF AND != 0 → 假如比较逻辑和不等于 0 就跳到某个旗帜， 如 IF(A1&A2) != 0 THEN GOTO LAB

EL A3。可使用 DW 的形式。

     IF == ON → 假如比较 BIT 等于 1 (ON) 就跳到某个旗帜，如 IF A1==ON THEN GOTO LABEL A2。

    IF ==OFF → 假如比较 BIT 等于 0 (OFF)就跳到某个旗帜，如IF A1==OFF THEN GOTO  LABEL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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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控制：一共有 GOTO、LABEL、CALL、RET以及 END 等五种，详情请参考以下表格。

     5) 流程控制

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GOTO → 无条件跳到某个旗帜，如 GOTO LABEL A1。

常=常数。

支   

 

无条件跳跃指令会产生一个分 跳到该程序内部所指定的卷标 (Label A1) ，所指定的 LABEL 

A1 必须同在该程序内内。

  LABEL → 标帜，如 LABEL A1。

注意同一巨集程序内部所指定的卷标代码不能重复。但不同巨集程序间则可重复指定卷标代码。

 子  CALL → 呼叫 巨集(Sub-macro)程序，如 CALL A1。

子 子 子

  

 16 

呼叫 宏程序可将控制权转移到 宏程序中的程序指令，通常使用 宏程序来执行特定功能

之控制设计或传递参数表或复杂运算集合指令等等。注意子宏程序必须存在，且其程序最后

须由RET 指令返回，由 RET指令将控制权转移回到原呼叫此子宏程序处的下一行程序指令，子

宏程序编号可由 01~ 组，子宏程序名称可自订。

 。RET → 回巨集程序

      

 

只使用于次巨集 (Sub-macro) 程序中，而 CALL 放在主程序中。每个 RET 指令必须要有一

个CALL 指令与之对应。

 。END → 结束巨集程序

  

 

本 END 指令代表宏程序结束，其后面的宏程序将不会被执行，下次重新从第一行指令开始。

重要注意事项： END 指令代表宏程序结束。

        位设定：一共有 SETB、CLRB、以及 INVB 等三种，详情请参考以下表格。

     6) 位设定

 SETB →设特定 BIT 为 ON，用法：SETB  A1。

P=PLC、记=内部存储器、B=Bit。

     CLRB →设特定 BIT 为 OFF，用法：CLRB  A1。

    INVB →反置特定 BIT 状态，用法：INVB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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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巨集功能说明

  

  

TIMETICK → 得到系统的时间(CPU系统内部运算时间)，放入选定的地址里面，每增加 1，则表

示 增加100ms。

 Comment  → 增加宏可阅读性，实际上对宏并无影响。

       Comment 其它：有 TIMETICK以及 两种，详情请参考以下表格。

     7) 其它

记=内部存储器、字=字符串。

        此讯息表示找不到 GOTO 所要的 LABEL。如下图:

     1) 无此 LABEL

第四节 错误讯息

     此讯息表示注意同一巨集程序内部所指定的卷标代码重复。如下图:

     2) LABEL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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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第一节 设定MT工作参数

     为了让 MT 与各厂牌 PLC 的通讯连线能双向沟通资料及显示画面，故须定义人机接口的系

统用控制暂存区和状态应答暂存区(其相对于控制器的缓存器地址)。可点选取[应用]下的[设定工

作参数]，或是直接点选工具列里面的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热键 F7。

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此项设定可提高人机接口与 PLC 在实际联机时，达到 DATA 资料快速更新显示的作用。因为正

常设计画面时，可能有些 PLC 资料地址是零散而非连续的，为了得到最好的资料更新效果、及保证

通讯正确无误，建议您 PLC 资料地址是连续而不间断的。在快速读取区所设范围内的资料显示的

速度将远快于范围外的资料。

4) 快速读取区 通信设置.

     

设定参数的突变造成产品质量的不良及意外事故发生，系统程序更新只限于手动模式或马达停止

状态.

为防止机器在半/全自动运行模式下、马达打开... ，进行人机程序更新的操作，导致页面

1)通信设置. 程序更新条件系统

     选择是否  Link2通讯 , MT系列可支持2种不同之控制器 进行通讯连线，例如：

Link1连接 CoolMay PLC(2N)控制器，Link2连接 Omron C Series PLC控制器。 

使用 功能 同时

2)通信设置.Link2 使用

     设置通信连接失败，自动重复 的 ， 超过设置值时，人机

自动终止连接并报警“通信失败”。

尝试连接 次数 重复尝试连接的次数

3) 尝试次数通信设置.

     另外系统程序更新条件、自动变换显示画面、语音控制、历史曲线、时钟脉冲(触发条件)、时

钟计数器(计数条件)、数据保存(数据来源)、历史列表、报警列表、LED指示灯所使用的数据，也必

须在快速读取区范围内，否则系统将不主动读取以上部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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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  PLC

台人机与多台 PLC 的连接模式。MT系列支持“扩展”的地址操作模式，可以直接支持与 PLC 的“

一屏多机”的连接方式，即一台人机界面可以操作与之通过 RS422/485 相连的多台 PLC 的寄存器

地址，必须注意的是同一总线上的 PLC 必须属于相同的厂牌，或者支持相同的通信协议和寄存器地

址。由于 RS232 无法支持多点的连接方式， 所以当“一屏多机”系统中的 PLC 没有 RS422/485 

端口时，必须配置通信适配器将 RS232 转换成为 RS422/485 信号才能连接。 具体的系统硬件连接

随着采用的 PLC 的不同而不同，下面是两个通用的图例：

 

可选择“标准 扩展”模式，“标准”用于一台人机与一台 的连接模式；“扩展”用于一

5)RS485/CAN_Bus 多机通信.控制器 ID 地址模式

网络设置

 PLC  RS422/485 为 的通信端口

MT6043H
触摸屏

RS485端口

PLC #1

RS485端口

PLC #2

RS485端口

PLC #3

RS485端口

PLC #4

RS485端口

PLC #5

RS485端口

 PLC  RS232 为 的通信端口

MT6043H
触摸屏

RS485端口

PLC #1

RS232端口

PLC #2

RS232端口

PLC #3

RS232端口

PLC #4

RS232端口

PLC #5

RS232端口

RS232-485
转换器

RS232-485
转换器

RS232-485
转换器

RS232-485
转换器

RS232-485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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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的 起始 PLC ID(站号)地址。 

控制器 ID 地址模式为“扩展”时有效，扩展模式起始 ID 地址为“一屏多机”的连接总线上

6)RS485/CAN_Bus 多机通信.扩展模式起始 ID 地址

         

的 每一台 PLC ID(站号) 所占用的寄存器数。 例如：扩展模式起始 ID 地址 = 0，每个 ID 地址寄

存器数 = 100 如下图说明： 

控制器 ID 地址模式为“扩展”时有效，每个 ID 地址寄存器数为“一屏多机”的连接总线上

7)RS485/CAN_Bus 多机通信.每个 ID 地址寄存器数

PV=D0
灯 =D1
SV=D2

PV=D100
灯 =D101
SV=D102

PV=D200
灯 =D201
SV=D202

PV=D300
灯 =D301
SV=D302

PV=D400
灯 =D401
SV=D402

PV=D500
灯 =D501
SV=D502

PV=PLC #1的D0
灯 = D1
SV=PLC #1的D2

PLC #1的

PV=PLC #2的D0
灯 = 2 D1
SV=PLC #2的D2

PLC # 的

PV=PLC #3的D0
灯 = 3 D1
SV=PLC #3的D2

PLC # 的

PV=PLC #4的D0
灯 = 4 D1
SV=PLC #4的D2

PLC # 的

PV=PLC #5的D0
灯 = 5 D1
SV=PLC #5的D2

PLC # 的

PV=PLC #6的D0
灯 = 6 D1
SV=PLC #6的D2

PLC # 的

“扩展”的地址计算方法为：
   实际 PLC ID(站号) = 扩展模式起始 ID 地址 + 寄存器号 / 每个 ID 地址寄存器数
   实际 PLC 寄存器号 = 寄存器号 % 每个 ID 地址寄存器数

     在此处键入从网络管理员或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处获得的“网际协议”(IP) 地址。IP 地

址是 32 位数字，以用句点隔开的四个从 0 到 255 的数字表示。

8)以太网设置.IP 地址

     在此处键入从网络管理员或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处获得的子网掩码号。将该号码和 IP 地

址号结合来识别人机正在使用的网络段。子网掩码是一个32位数字，以用句点隔开的四个从 0 到 

255的数字表示。通常，默认的子网掩码数字使用 0 或 255 作为值（例如 255.255.255.0），但也

可以出现其他数字值。

9)以太网设置.子网掩码

     在此处键入要添加的默认网关的 IP 地址。 它是一个本地 IP 路由器的地址， 与用作将通信

传送到超出本地网络的计算机在同一网络上。每个字段的值必须在 0 到 255 之间。网关是连接独

立的IP 网络段的路由器。

     例如：网络段可能需要网关将其连接到其他网络段、广域网 (WAN) 或 INTERNET 。

10)以太网设置.默认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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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编辑框获得焦点颜色：设定编辑框、功能键等获得焦点时表示的颜色。

13)控制.编辑框获得焦点颜色

     ：设定开机后画面延迟显示时间，以等待 PLC 的启动。设定范围： 0~99 秒。延迟启动画面时间

17) 延迟启动画面时间控制.

      MT 

项目有如 WINDOWS 下的鼠标提示效果；提示时间长短可设定。

如果该属性有效，设定编辑框获得焦点时 即时提示该部件当前的设定范围或可供选择的

14) 设定参数自动提示控制.

     屏幕保护时间：设定屏幕保护时间。屏幕保护显示画面和屏幕保护关闭背光灯两者只能取其一。

15)控制.屏幕保护时间

其它设置

     通常情况下，画面切换都是通过按键来完成。除此之外 PLC 也可以通过修改寄存器数值来切

换画面。如果该属性有效，运行时将数值 n 写入寄存器 D1(例)， MT 自动将显示屏切换到第 

n 幅画面。随后 D1 的数值自动被清零。

11) 交互.自动变换显示画面

     M  。将当前画面号数据写入 D2，这样 PLC 能得知显示器的画面号。T

12) 报告当前画面号交互.

     当此功能选用时, 屏幕保护时间到, MT不关闭 , 。背光灯 而是自动将显示屏切换到该显示画面

16)控制.屏幕保护显示画面

     , 设定参数自动提示时间的长短 提示信息于该时间到达时自动消失。

18) ( )控制.设定参数自动提示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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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主控)画面号的背景颜色也被当做系统特殊画面的背景颜色；如以下画面：

19) .系统预设超级口令默认值

     

令等级被成功登录后，以上部件才能操作。使用此功能可以方便实现画面隐藏及设定数据加密 。

MT系统提供 6 等级口令管理，满足不同的数据管理层，例图:          

一个工程中当“数据设定”、“功能键”等部件的“加密”属性有效时，只有当系统相对口

20) 初始(主控)画面号默认值.

     M   

初始(主控)画面号的属性不能为窗口、可见度控制；否则编译时 CoolMayHMI 会提出警告，如下图：

上电后， T 显示的第一幅用户画面。一般将此画面设置为主菜单画面或使用频度最高的画面。

      

级、高级的默认密码全部为“12345678”，当用户使用默认密码成功登录后，可以重新配置新的密

码。

系统预设的超级口令为 MT 人机进行程序更新时的默认密码，其它如:普通、管理、系统、中

     "0"当指定寄存器的数据不为 时，系统重复播放对应的内容。

21)语音 播放条件.

     ( ), 当播放条件成立 系统发生异常报警 播放内容进行重复播放的间隔时间。

22)语音 重播间隔.

     0% 100% 50%( )朗读的语速设置， 为最慢， 为最快；通常取 正常速度 。

23)语音 语音速率.

24)语音 语音格式.

0. 8khz  16bit Mono
1. 8khz  16bit Stereo
2. 11khz 16bit Mono
3. 11khz 16bit Stereo
4. 22khz 16bit Mono
5. 22khz 16bit Stereo
6. 44khz 16bit Mono
7. 44khz 16bit Stereo
8. 48khz 16bit Mono
9. 48khz 16bit Ste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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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MT系列可同时支持四种语言在系统切换。新建工程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语言总数。

25)多语言选项.语言总数

语言选项

     选择系统语言“x”匹配的一种语言；CoolMayHMI 支持全球 编码的所有语言。语言

选择列表内容如下：

Unicode 

27) 语言选择匹配

26) 起始语言 多语言选项.

     选择系统初始运行的预定语言。

中文 中国
英语 美国
中文 台湾
中文 新加坡
日语
韩语
泰语
越南语
俄语
伊朗语 波斯文
西班牙语 阿根廷
西班牙语 墨西哥
西班牙语 西班牙
意大利语
希伯来语
阿拉伯语
希腊语
土耳其语
阿尔巴尼亚语
拉丁语
西里尔语
爱沙尼亚语
巴士克语
班图语
保加利亚语
北萨摩斯语 芬兰
北萨摩斯语 挪威
北萨摩斯语 瑞典
北梭托语
比利时语
冰岛语
波兰语
波斯尼亚语 拉丁文
朝鲜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茨瓦纳语
鞑靼语
丹麦语
德语 奥地利
德语 德国
德语 卢森堡
德语 瑞士
法罗语
法语 比利时
法语 法国
法语 加拿大
法语 卢森堡
法语 摩纳哥
法语 瑞士
芬兰语
哈萨克语
荷兰语
吉尔吉斯语 西里尔文
加里西亚语
加泰隆语
捷克语
克罗地亚语
玻利维亚语
厄瓜多尔语
秘鲁语
拉脱维亚语
挪威语
立陶宛语
罗马尼亚语
马尔他语
马来西亚语
马其顿语
毛利语
蒙古语 西里尔文

( )
( )

( )

南非语
葡萄牙语 巴西
葡萄牙语 葡萄牙
瑞典语
瑞典语 芬兰
拉丁语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
威尔士语
乌克兰语
希腊语
匈牙利语
印度尼西亚语
祖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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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记录缓冲区下载

     

寄存器$W 之内容是否≠0，如果是则执行记录。记录条件     时，则人机无条件执行记录。

设定记录缓冲区 #1 到 #12 读取 PLC 数据的条件，记录条件    时，则人机判断指定之条件

29) 记录条件记录缓冲区.  $W

28) 数据来源记录缓冲区. D

      #1  #12  PLC D10设定记录缓冲区 到 读取 数据对应的位置，例如 为启始位置。

    PLC

记录缓冲区是指取样资料存储在人机的内存中的 BACKUP RAM 位置。记录缓冲区的位置及大小须

先设定。

在操作历史资料显示组件的设置，则必须指定其数据对应 读取记录缓冲区；才能联机应用。

      10  10words=D10~D19 

例如 10000 表示每次读取 10words 可累计取样 10000 次。  

长度 表示 连续资料数，总笔数表示记录缓冲区记忆存储的最大取样数，

30) 长度和总笔数记录缓冲区.

     =10000 10001

笔取样读取时原第1笔记录将被移除记录缓冲区。

选择使用时，取样的最大笔数 次时，人机停止继续取样。选择不用时，表示当

31) 自动停止记录缓冲区.

      60*1=60s(1 )记录取样时间间隔由人机触发，取样周期单位是秒。例如 分 。

32) 记录间隔记录缓冲区.



2) 只读寄存器代号对照

     Word access：$Wn (n： 0~8255)；

     Bit access： $Bn (n： 0~4095)；

     人机提供8256个内部断电保持内部缓存器区；其中$W0~$W8199为（R/W）读写寄存器，$W8200~

$W8255为（R）只读寄存器。

1) 内部缓存器区

第二节 特殊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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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控制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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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T 系列与各厂牌联机说明 

第一节 宝捷信 PS 系列

附录2  MT 系列与各厂牌联机说明

1) MT 软件设置

参 数 项 推 荐 设 置
PLC类型 PORCHESON PS Slave
通信口类型 RS232
资料位元 8
停止位元 1

检查位元 偶数

波特率 57600
控制器ID 1

2) 可操作地址

3) MT( )-PS连接图COM1

PS系列 PLC 侧
15 针 D形母座

2 RXD

3 TXD

5 GND

4 RXD

5 TXD

8 GND

MT系列触摸屏侧 
9 针 D形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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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MT 系列与各厂牌联机说明

第二节 三菱 FX 系列

1) MT 软件设置

参 数 项 推 荐 设 置
PLC类型 Mitsubishi Fx Series
通信口类型
资料位元 7
停止位元 1

检查位元 偶数

波特率 9600
控制器ID 0

2) 可操作地址

3) MT( )-PS连接图COM1

PS系列 PLC 侧
8 针 母座

2 RXD

3 TXD

5 GND

MT系列触摸屏侧 
9 针 D形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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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MT 系列与各厂牌联机说明

第三节 欧姆龙 C 系列

1) MT 软件设置

参 数 项 推 荐 设 置
PLC类型 Omron CPM/CQM Series 
通信口类型 RS232
资料位元 7
停止位元 2

检查位元 偶数

波特率 9600
控制器ID 0

2) 可操作地址

3) MT( )- 连接图COM1 欧姆龙

欧姆龙 PLC 侧
9 针 D型公座

2 RXD

3 TXD

5 GND

3 RXD

2 TXD

9 GND

MT系列触摸屏侧 
9 针 D形母座



1 A

6 B

详细信息咨询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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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MT 系列与各厂牌联机说明

第四节 西门子 S7-200 系列

1) MT 软件设置

参 数 项 推 荐 设 置
PLC类型 Simatic S7-200 Series 
通信口类型 RS485
资料位元 8
停止位元 1

检查位元 偶数

波特率 9600
控制器ID 2

2) 可操作地址

3) MT( 2)-  连接图COM 西门子 S7-200

MT系列触摸屏侧 
9 针 D形母座

S7-200 系列 PLC 侧
9 孔圆型母座

3 A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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