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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1.1 1.1 什么是自动控制什么是自动控制什么是自动控制什么是自动控制？？？？

1.1.1 自动控制的定义
什么是控制？控制与被控制其实反映出了人与工具、机械、设备等的内在关

系。人类的控制活动贯穿于人类适应、改造、征服自然的历史中，自古以来人类就
一直进行着各种控制的尝试，如：用木牛流马运输、用水车灌溉农田等，这些简单
的控制活动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们的劳动强度。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控制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控制的能
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现代的大工业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工作条件或
为了生产出更高质量、更高性能的产品，必须对某些物理量(如温度、压力、力
矩、重量、流量、液位、电压、电流、位移、速度、转速等)进行精确的控制，尽
量使这些物理量保持在某个数值附近，或按特定的规律变化。如在药品生产过程
中，要控制温度保持恒定或按一定规律变化以保证生产出高质量的药品。为了满足
这种控制上述物理量的需求，就必须对生产机械或设备进行及时的、适当的操作控
制，以消除或减弱外界干扰对设备的影响。这种操作控制，如用人工来执行就称为
人工控制，如用自控装置来执行就称为自动控制。

综上所述，我们能得出自动控制的定义------是指不需要人类直接的参与，仅
利用控制装置就能使被控对象（如：机械设备或生产过程）的某些物理量或工作过
程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变化、运作。

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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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水箱水位控制系统的例子来说明人工控制和自动控制两种方法的异同

之处。下图是采用人工控制的方法保持水位恒定的水箱供水系统。

上图中，水箱中的水位是需要被控制的物理量，简称被控量。水箱本身是要控
制的对象，简称被控对象。当水箱的水位在设定位置并且进水量和出水量相等时，
供水系统处于平衡状态。当出水量由于用水量的大小变化而发生变化（变大、变
小）或水位的设定值人为地发生改变（变高、变低）时，供水系统的平衡状态就被
打破了，就必须相应地改变进水量以便使供水系统重新回到平衡状态；如不对进水
量进行任何的调整，则水位必定不能保持在设定位置，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水箱里的
水漫溢或干涸。为了避免此结果的发生，在人工控制方式下，工人时刻用眼测量当
前的实际水位，用脑比较实际水位与设定水位的差异并根据经验做出判断，确定调
节阀门1的方向和开度，然后用手调节阀门1，从而使水位保持在设定水位，使供水
系统回复平衡状态。只要水位偏离了设定值，工人就必须不断地重复上述的调节过
程。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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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采用自动控制的方法保持水位恒定的水箱供水系统。

上图中用浮子取代人的眼睛，用来测量当前的水位高低；浮子通过一个杠杆机
构和阀门1连接，此杠杆机构取代了人大脑的判断功能和手的操作调节功能，用来进
行比较、计算水位误差并实施具体的对阀门1的调节控制。杠杆的运动是由浮子带动
的，当用水量变大时，水位开始下降，浮子也随之下降，通过杠杆的作用使进水阀
门1开大，使水位上升到设定值附近。反之，若用水量减小，水位就上升，浮子也随
之上升，杠杆带动进水阀门1关小，使水位下降到设定值附近。整个水位测量、判
断、调节过程中无需人工直接参与，控制过程是由控制装置自动进行的。

通过上面对水箱水位的两种控制方案的工作原理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
自动控制和人工控制其实是极为相似的。在上面的例子中，第1步：浮子取代了人的
眼睛，对当前水位进行测量；第2步：连接到浮子的杠杆的作用类似于大脑，进行比
较、计算，判断出偏差的大小和偏差的方向；第3步：连接到阀门1的杠杆相当于人
手，根据第2步中的判断结果相应地调节阀门开度，对水位实施自动控制。

进水

水位 出水

阀门1

阀门2

浮子

杠杆垂直杆

杠杆水平杆

杠杆固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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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自动控制系统只不过是把某些机械或电气装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

取代人观察测量、计算判断和动作执行等职能而已。这些机械、电气装置相互配合，
实现自动控制的功能，我们把这种装置称为自动控制装置或控制器。

虽然人工控制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及其相似的，但人类本身的某些

局限性（如人类的环境适应性、劳动强度、复杂精确计算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等）决
定了在某些实际生产工作中无法实现人工控制，而必须使用自动控制装置。例如：人
类不能工作在有毒、危险的环境中，不能不休息地连续工作，而机械、电气控制装置
却能不怕危险、不知疲劳地连续工作；又如：人脑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复杂精确计
算，而电子计算机可以。

自动控制技术的应用突破了人工控制的局限性，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低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随着人类科技水平
的不断提高，必将有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智能化的自动控制系统来取代现在还必须由
人类直接参与的人工控制。

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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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
自动控制的过程是由自动控制系统来实现的。自动控制系统是由控制器和被控

对象结合在一起的，并能够对被控对象的某些物理量进行自动调节、控制的一个有
机整体。任何一个控制系统，都是由被控对象和控制器两大部分所组成的，控制器
又是由各种具有不同职能的基本元件组成的，通常包括给定元件、测量元件、比较
元件、放大元件、执行元件、以及校正元件。上述功能元件分别承担相应的职能并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实现控制任务。以下是常用术语的定义：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 ：：：：组成控制系统的两大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被控对象），是实现自动控
制功能的装置。
被控对象被控对象被控对象被控对象：：：：指需要被自动控制的机器设备或特定的生产过程。
被控量被控量被控量被控量 ：：：：反映被控对象工作状态的、需要进行自动控制的物理量，一般指系统的
输出量。
扰动量扰动量扰动量扰动量 ：：：：使被控量产生不利于控制的变化的各种内部或外部变量，分为内部扰动
和外部扰动。
给定元件给定元件给定元件给定元件：：：： 设定与希望的被控量的值相对应的系统输入量，主要用于产生给定值
（即根据生产过程的需要，被控量要达到的数值）。
测量元件测量元件测量元件测量元件：：：：测量被控量或输出量的实际数值，并把输出量的量纲转化成与输入量相
同。

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www.plcworld.cn



11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比较元件比较元件比较元件比较元件：：：：把测量元件测量到的被控量的当前的实际数值与给定元件给出的给定值
进行比较，得到它们之间的偏差。常用的比较元件有差动放大器、机械差动装置和
电桥等。
放大元件放大元件放大元件放大元件：：：：将比较元件给出的偏差进行放大和变换，使之具有足够的幅值和功率，
适应执行元件动作的要求，能够驱动执行机构去调节被控对象。例如功率放大器、
电液伺服阀门等。
执行元件执行元件执行元件执行元件：：：：根据放大后的偏差信号产生控制动作，使被控量跟随给定量、按一定的
规律变化。可作为执行元件的有：电磁阀、电机、液压马达等。
校正元件校正元件校正元件校正元件：：：：也叫补偿元件，其结构或参数易于调整，能改善、提高控制系统的性
能。常用串联或反馈的方式连接在系统中。例如由电阻、电容组成的无源或有源网
络、测速发电机等。
反馈反馈反馈反馈 ：：：：把采样出的系统输出量送回输入端，与系统输入量相比较产生偏差信号
的过程，称为反馈。若反馈的信号与输入量相减，使产生的偏差越来越小，则称为
负反馈；反之，则称为正反馈
负反馈闭环控制负反馈闭环控制负反馈闭环控制负反馈闭环控制：：：：把系统的输出量反馈到给定元件，与给定值相减，得到的偏差信
号通过控制器变成控制变量去调节被控对象，达到减小或消除偏差的目的。
开环控制开环控制开环控制开环控制：：：：系统输出量与输入量之间没有反馈通道的控制方式称为开环控制。开环
控制系统中，不需要将输出量反馈到系统输入端与输入量进行比较，因此也不必对
输出量进行测量。

www.plcworl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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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还是通过控制水箱水位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的各种元件和被控对象是如何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组成自动控制系统的。

进水

水位 出水

阀门1

阀门2

浮子

杠杆垂直杆

杠杆水平杆

杠杆固定端

放大元件 被控对象执行元件

偏差值

输入量
给定值

控制器

测量元件

输出量
被控量

给定元件

扰动

反馈比较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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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控制系统——水箱水位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框图。

被控对象被控对象被控对象被控对象：：：：水箱
被控量被控量被控量被控量（（（（系统输出量系统输出量系统输出量系统输出量）：）：）：）：水箱的水位
扰动量扰动量扰动量扰动量 ：：：：用水量；用水量的变化引起被控量（水位）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
给定元件给定元件给定元件给定元件：：：：杠杆的固定端；此固定端安装位置的高低给定了希望的水位
测量元件测量元件测量元件测量元件：：：：浮子；测量出输出量即水位的当前实际值
比较元件比较元件比较元件比较元件：：：：杠杆的水平杆；测量出浮子（当前水位）和杠杆固定端（给定水位）的
水位偏差值
放大元件放大元件放大元件放大元件：：：：杠杆的垂直杆；调整垂直杆在水平杆的安装位置，能调节垂直杆位移和
水位差之间的放大比例系数，使此位移具有合适的幅值，以适应执行元件（阀门
1）动作的要求，使之能够驱动执行元件
执行元件执行元件执行元件执行元件：：：：阀门1；阀门1开度的大小受杠杆垂直杆的控制，从而调节进水量的大小
上图种虚线框中的各种元件就构成了一个自动控制装置，即控制器。

在上面的自动控制系统基本原理框图中，信号从输入端到达输出端、从左到右

的传输通路称前向通路；测量元件把系统输出量反馈到输入端的传输通路称主反馈
通路。前向通路和主反馈通路共同构成主回路。

www.plcworl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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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提高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准确性和快速性，实际应用时，可以在上

述的基本原理框图的基础上，增加校正元件以构成局部反馈通路，如下图所示：

www.plcworld.cn



15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1.2 1.2 1.2 1.2 电气控制的基础知识电气控制的基础知识电气控制的基础知识电气控制的基础知识

1.2.1 自动控制的实现方法
自动控制的实现就是用合适的机械和电气设备来充当给定元件、测量元件、比

较元件、放大元件、执行元件、以及校正元件等控制器的构成要素，并把这些机械
和电气设备有机地、按逻辑地结合在一起，以实现自动检测、计算、判断、调节、
控制的功能。

其实自动控制的实现并不神秘，几百年前人类就已经用纯机械实现过多种自动
控制。如钟表、指南车、织布机、水车、八音盒、钢琴自动演奏等。

现代的生产工艺对自动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使用机械或电气设备很难满
足这种要求，实际上大部分的自控系统是由机械设备和电气元件相互配合来实现
的，机械和电气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相互配合，有时又能相互取代，而且有相
互融合的趋势，即机电一体化。

www.plcworld.cn



16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当机械或电气都能实现某一功能时，要考虑价格、性能、可靠性、寿命、参数
调整、维护维修等多种因素来进行选择。一般来说，机械和电气相比，具有制造成
本高、易磨损、不便于修改工艺参数、维护成本高等缺点，如常用的机械装置——
凸轮就具有如下的缺点：1、凸轮工作曲面的精度要求高，加工难度大；2、凸轮始
终与其它机械装置相摩擦，工作曲面极易磨损从而降低精度；3、生产工艺调整时
必须相应地调整凸轮曲线及相关的齿轮等机械装置，不利于实现柔性制造。

因此，随着电子电气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原先必须使用复杂机械结构的场
合都逐步使用电气设备来取代机械设备，特别是智能化的控制设备如可编程控制器
PLC、工控计算机等出现后，电气设备在自动控制领域越来越多地起着核心作用，
电气控制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www.plcworld.cn



17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1.2.2 自动控制常用的低压电器的分类和电磁式低压电器的原理
电器的定义：电器是指根据外部机械的、电气的或其他物理量的信号，能自动

或手动导通和断开电路，可控地改变电路工作状态和参数，从而实现对电路或非电
气设备的检测、控制、调节、保护等功能的电气设备（元件）。自动控制电路就是
由各种电器有机地、按控制逻辑关系组合起来构成的。

各种电器的种类繁多，原理、用途和构造各不相同。可以按工作电压、用途和
原理对电器进行区别分类。如按照电器工作电压的高低，可分为高压电器和低压电
器。额定工作电压不高于交流电压1200V，或直流电压1500V的电器称为低压电器。

低压电器的用途、工作原理及规格多种多样，按其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
类：

1、低压配电电器——主要用于低压供电系统，实现电能传输和分配。这类低

压电器常见的有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隔离开关以及转换开关等。这类电器的主
要特点是分断能力强，限流效果好，稳定性能好。

2、低压控制电器——用于各种控制电路的电器，常用于电力拖动控制系统。

这类低压电器包括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液位继电器
等。这类电器的技术特点是有一定的通断能力，能承受频繁的操作，耐用性好，寿
命长。

3、低压主令电器——用于发送控制指令、产生控制信号的电器。主要有按

钮、主令开关、限位开关、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等，这类电器的特点是能承受频繁
的操作，反应灵敏，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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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4、低压保护电器——保护电路和用电设备的电器。主要有熔断器、热继电

器、相序保护继电器、电压和电流继电器等。这类电器的主要技术特点是有一定的
通断能力，反应快，参数调节方便。

5、低压指示电器——用于反映和指示设备当前工作状况的电器。这类电器主

要有指示灯、灯柱、蜂鸣器等，技术特点是电压范围广，便于面板安装，美观，寿
命长。

6、低压执行电器——用于产生机械位移和实现传动功能的电器。这类低压电

器常见的有电磁阀、电磁铁等。主要技术特点是耐用性好，耐环境性好。

从工作原理上看，电磁式低压电器在电气控制系统中使用最多，种类也最多，
如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液位继电器、电压和电流继电器等。

各类电磁式低压电器在工作原理和结构上基本相同。其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检测部分和执行部分即电磁机构和触点系统，某些低压电器如接触器还具有灭
弧系统和其他缓冲机构等。

电磁机构通过将电磁能转换成机械能，带动机械结构来闭合或断开触点，从而
完成通断电路的控制作用。电磁机构由线圈、铁心(即静铁心)和衔铁(即动铁心)三
部分组成。电磁机构和触点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页所示：

www.plcworld.cn



19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2

1

5

6

3

7

4

1-线圈 2-铁心 3-衔铁 4-释放弹簧 5-静触点 6-动触点 7-触点弹簧

其工怍原理是：当线圈1通电后，将电能转变为磁能，磁吸力对衔铁3产生的吸
引力克服了释放弹簧4与触点弹簧7的反作用力，使衔铁3产生向下的机械位移，并
带动动触点6向下位移和静触点5点闭合。当线圈1断电后，磁吸力消失，衔铁3在弹
簧的作用力下返回原位，同时带动动触点6与静触点5断开。动触点6和静触点5构成
一副触点，把这副触点串联在负载回路中，那么通过控制线圈1通电、断电，就能
控制这副触点的闭合、断开，也就能控制最终负载得电、失电了，其实动触点6和
静触点5构成的这副触点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小开关。

触点系统是电器的执行机构，它在衔铁的带动下导通和断开负载电路，承受负
载的工作电流。因此，要求触点有良好的接触性能、导电导热性能，触点通常采用
铜质、银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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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点又有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之分。在线圈1未通电时，动、静触点之间是断
开状态，当线圈1通电后就闭合的称为常开触点；在线圈1未通电时，动、静触点之
间是闭合状态，当线圈1通电后就断开的称为常闭触点。

在通电状态下，动、静触点断开分断负载电路时，如果被分断的电流较大或分
断时触点间的电压过大，则动、静触点之间的空隙(即弧隙)中就会由于热电子发射
和强电场的作用，使气体在强电场下游离、在分断瞬间产生放电现象，即电弧。电
弧会产生高温、强光和火花，电弧能烧毁触点，降低电器的寿命，延长电路的分断
时间，甚至引起火灾等事故，因此有些电器的结构中增加灭弧系统来熄灭电弧。常
用的灭弧方法有电动力吹弧、磁吹灭弧、栅片灭弧、灭弧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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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常用低压电器（接触器、继电器等）的简介
下面分别介绍常用的低压电器如接触器、继电器、主令电器等的结构和原理。

一一一一、、、、接触器接触器接触器接触器
接触器是一种能频繁地导通或断开交直流主电路及大容量控制电路的电磁式电

器。接触器的最主要应用就是对设备进行起停控制，通过控制接触器的线圈的通
电、断电，从而控制主回路的通断。

在功能方面，接触器具有远距离操作功能和欠电压释放保护功能，但它过载能
力不高，不能切断短路电流，也没有过载保护功能。

接触器使用广泛、价格低、容量大、寿命长，常用于控制电机、电加热设备、
电焊机等负载，常用作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出执行元件。

接触器的工作原理符合电磁式电器的一般工作原理，其结构一般也由是电磁机
构、触点系统、灭弧系统、复位弹簧、缓冲机构、支架底座等几部分组成。下图所
示为接触器结构示意图：

1-线圈 2-铁心 3-缓冲弹簧 4-衔铁
5-静触点 6-动触点 7-触点弹簧 8-灭弧罩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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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器的触点通常分为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主触点用于通断电流较大的主电
路，通常为三对常开触点，体积较大。辅助触点体积较小，常用于通断电流较小的
控制电路，起电气联锁作用，一般接触器有两副常开、常闭触点。

当接触器线圈1通电后，在铁心2中产生磁通，在衔铁4气隙处产生吸力，使衔
铁4向下运动，带动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指所有主触点和辅助触点）。
当线圈1断电或电压显著降低时，吸力消失或减弱，衔铁4在弹簧的作用下释放，各
触点回复到原来位置。这就是接触器的工作原理。

接触器的线圈通电的瞬间，常闭触点将先断开，然后常开触点后闭合；线圈断
电的瞬间，常开触点先复位(断开)，然后常闭触点再复位(闭合)。这种常开触点和
常闭触点动作结果的时间顺序上的差异是由机械结构决定的，虽然此时间间隔很
短，我们分析电路时必须考虑到此时间间隔。

接触器的电气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KM。

线圈 主触点 常开辅助触点 常闭辅助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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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继电器继电器继电器继电器
继电器是一种能根据外部输入的电气量或非电气量信号的变化来导通或断开控

制电路，以实现自动控制和保护电气装置的电器，这里的电气量是指电压、电流等
物理量，非电气量是指温度、速度、压力、时间、流量、液位等物理量。

继电器一般由检测机构、中间机构和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无论继电器的输入
信号是电气量或非电气量，其工作方式都很相似，都是由检测机构检测电气量或非
电气量，并把测量值和整定值比较，当测量值达到某一整定值（过量或欠量)时，
中间机构便使执行机构带动常开、常闭触点动作，从而导通或断开被控电路。

继电器与接触器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区别：第一，继电器主要用于小电
流控制电路，其触点容量通常较小(一般在10A以下)，无主、辅助触点之分，结构
中一般没有灭弧装置；而接触器用于大电流主电路，控制电机、电炉等大功率负
载。第二，各种物理量（如电压、电流、温度、时间、速度、压力等）都能作为继
电器的输入信号，而接触器的输入信号一般只能是电压。

继电器种类很多，常用的有中间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功率继电
器、时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热继电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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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主要用来在控制电路中传递控制信号、放大信号的功率，把一个输

入信号变换成多个输出信号。中间继电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与接触器基本相同，但
它的触点数量较多(一般有2、3、4副常开常闭触点供用户选择)，并且无主触点、
辅助触点之分，触点容量10A左右，动作灵敏。其主要用途是：当其他继电器的触
点数目或容量不够、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数量不够时，可用中间继电器来增加触点数
目或扩大容量，起到中间转换、放大的作用。在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器系统中，中
间继电器也可用作输出执行元件。

中间继电器的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KA：

常用的中间继电器一般由继电器头和继电器座组成。例如施耐德电气出品的
RXL系 列中间继电器外形图如下所示，把继电器头插入继电器座即构成了一个中间
继电器。这种分离式结构有利于维护，当继电器触点由于动作次数过多而损坏后，
只需更换新的继电器头即可，无须更换继电器座，也无需重新接线。

线圈 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

KA

插入 插入
继电器座 继电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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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电流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电流继电器
电流继电器是能根据线圈中电流的大小而闭合或断开触点的继电器。电磁式电

流继电器线圈与被测电路串联，以测量电路中电流的变化并根据此变化使触点动
作。电流继电器常用于保护电气设备，以避免过大或过小的电流对设备造成损坏，
如电动机的过载及短路保护、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缺失保护。

电流继电器分为欠电流继电器和过电流继电器两种。当线圈中的电流高于整定
值时触点动怍的称为过电流继电器，当线圈中的电流低于整定值时触点动作的称为
欠电流继电器。

电流继电器的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KA：

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欠流线圈

KA

I<

过流线圈

KA

I>

K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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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电压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电压继电器
电压继电器与电流继电器的结构相似，不同之处是电压继电器的线圈与被测电

路并联，检测电压的变化并根据此变化导通和断开触点。

电压继电器根据动作电压的不同，可分为过电压、欠电压和零电压继电器三
种。过电压继电器是当被测电压大于整定值时触点动作的电压继电器；欠电压继电
器是当被测电压小于整定值时触点动作的电压继电器，零电压继电器是一种特殊的
欠电压继电器，是当被测电压降至接近零时触点才动作的电压继电器。

电压继电器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KV。

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欠压线圈

KV

U<

过压线圈

KV

U>

KV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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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在获得输入信号后，要经过一段延迟时间执行机构才动作的继电器叫做时间继

电器。这个延迟时间与一般的电磁式继电器从线圈得电到触点闭合的固有的机械滞
后时间是不同的。

时间继电器有两种延时方式：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通电延时是指收到输入信
号后，经过一定的延迟时间，触点输出才发生变化，当输入信号消失后，输出触点
立即复原；断电延时是指收到输入信号时，相应的触点立即产生输出，当输入信号
消失后，经过一定的延迟时间输出触点复原。

时间继电器用于按时间原则工作的控制电路中。按工作原理分，时间继电器可
分为：电磁式、空气阻尼式、晶体管式和电子式等。

时间继电器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KT。

延时闭合瞬时断开常
开触点

延时断开瞬时闭合常
闭触点

通电延时线圈

KT

断电延时线圈

KT KT KT KT

瞬时闭合延时断开
常开触点

瞬时断开延时闭合常
闭触点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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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主令电器主令电器主令电器主令电器
在控制电路中，主令电器是用来发出指令或产生控制信号的电器，直接或间接

地控制接触器、继电器或其它电器，从而控制机械设备。主令电器一般只用于控制
电路，不能直接通断大电流主电路。

主令电器应用广泛，种类繁多。根据作用不同可分为：按钮、限位开关、接近
开关、万能转换开关、主令控制器等。

1111、、、、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按钮结构简单，应用广泛。在控制电路中，按钮常用来手动发出控制信号，能

手动控制小电流控制电路的导通和断开，也能连接到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点，发
出信号给PLC。

常用的按钮可分为按钮式、紧急式、旋钮式及钥匙式等，还能选择是否带有指
示灯。控制按钮的一般结构示意图如图下所示。

1-按钮帽 2-复位弹簧 3-动触点 4-常开触点 5-常闭触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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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由按钮帽、复位弹簧，动、静触点和外壳等组成。按钮一般同时具有常
开、常闭触点。按下按钮时常闭触点先断开，常开触点后闭合。松开按钮后，在复
位弹簧的作用下，常开触点先断开，常闭触点后复位。有的按钮有带锁键的功能，
当按下去后即使去掉外力也不能自动复位，需再按一次后才能复位。

为了避免误操作，更好地让操作人员明确各个按钮的作用，通常用颜色（红、
绿、黑、白等）标明按钮的功能。常用红色表示停止按钮，绿色表示起动按钮，红
色蘑菇头表示紧急停止按钮。

按钮的电气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SB。

常开按钮 常闭按钮 复合按钮

SBSB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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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限位开关限位开关限位开关限位开关
限位开关即行程开关，是一种能感应生产机械某些运动部件的撞击，并发出控

制信号的小电流主令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生产机械的运动方向、位移大小或位置保
护等场合。限位开关和按钮的工作原理相似，不同之处是它不需要手来按压，而是
靠生产机械的运动部件上的挡块对限位开关的碰压而使触点动作。行程开关的种类
很多，从结构上分，有直动、滚轮、杠杆、单轮、双轮等。

限位开关的电气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SQ。

3333、、、、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是一种非接触式的限位开关，它无须直接接触就能感应到一定距离内
的物体，并能发出控制信号。接近开关能取代接触式的限位开关来完成行程控制和
限位保护，还能用于高速计数、液面检测、尺寸检测等。

按工作原理分，接近开关有：高频振荡型、电容型、电磁感应型、永磁型等。
接近开关的特点是性能稳定，寿命长，重复精度高，无机械磨损，所以在工业生产
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接近开关的电气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SQ。

S
Q

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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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电开关光电开关光电开关光电开关
光电开关是另一种非接触式的物理检测元件，它有发射光和接收光的装置，通

过光路的通断与否，感知是否有物体在检测范围内，并以一定形式的电气信号输
出，用于报警或后级控制器处理。

依照工作形式的不同，通常的光电开关有对射式、反射板式、漫反射式等，检

测距离从几厘米到几十米不等。光电开关作为简单、有效、可靠的一种检测元件，
广泛应用于现代工业生产中。

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都是检测元件，选用时要根据使用场合、检测

对象、控制方式等来确定检测元件的种类。例如，当被测物体运动速度较慢时，可
选用限位开关；而在工作频率高、速度快，对可靠性、响应时间及精度的要求也高
时，应选用接近开关；当与被测物体有距离上的限制时，可以选用光电开关。

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产品应用广泛，施耐德电气能提供全系列的

这三类产品。限位开关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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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自动控制常用的低压电器没有介绍，如低压断路器、熔断器、速度继电

器、刀开关等。如果读者想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常用低压电器，请参阅低压电器
相关的专业书籍和各品牌厂家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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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1.3 1.3 基本电气控制电路基本电气控制电路基本电气控制电路基本电气控制电路

1.3.1 电气控制电路的定义
电气控制电路是指用导线把接触器、继电器、按钮、限位开关、接近开关、保

护元件等低压电器，以一定逻辑关系、有机地连接起来组成的、并能实现某种控制
功能的电气线路。电气控制电路大多以电动机、电磁阀等执行电器为控制对象，其
特点是：结构简单、易于掌握、成本低廉。

由于各行各业的生产工艺不同、设备运行规律的不同，相应的电气控制电路也
是各种各样的，但无论这些电气控制电路有多复杂，其控制原理、基本控制电路、
设计方法等方面却是相当类似的，它们总是由一些基本控制电路组成的(基本电气
控制电路也称为电气控制电路的基本环节)。

在我们设计调试控制电路、分析电路原理和排查电路故障时，一般总是从基本
控制电路入手的，因此熟练掌握基本电气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电路结构，将有助
于我们阅读、分析、设计电气控制电路，对生产设备的电气控制电路的原理分析及
维修维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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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电气控制电路的表示方法——电气原理图

为了更好地表达电气控制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便于阅读、安装、调试和维
护，需要用统一的工程语言（即图形和符号）的形式来表示电气控制电路。

将构成电气控制电路的电器元件、连接线路用统一、标准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
号表达出来这种图就是电气控制图或称电气图。电气控制图应能准确反应电路的工
作原理，简单易懂，便于研究分析，必须使用标准的图形符号、文字符号和绘制画
法。

电气控制图的种类很多，分为电气原理图、安装接线图、元件布置图等。

电气控制图中，各种电气元件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国家
标准局颁布的绘制电气控制图常用的国家标准有：

1、GB／T 4728．1一1985《电气图用图形符号总则》；
2、GB／T 4728．2～13一1996~2000《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3、GB／T 5094--1985《电气技术中的项目代号》；
4、GB／T6988.1～4一1997~2002《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5、GB／T 6988.6一1993《控制系统功能表图的绘制》；
6、GB／T 7159一1987《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订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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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原理图是最常用的、用来表示电气电路原理的图纸，它是根据控制线路的
原理绘制的，反映所有电器元件的导电部件和接线端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详细表示
电路的基本组成原理和连接关系，而不考虑各电器元件的实际位置和元件的实际大
小。电气原理图具有结构简单、层次分明、便于全面理解工作原理、便于测试和排
查故障等优点。

电气控制线路根据电路中通过电流的大小可分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电路中通
过的电流较大的是主电路，如电源到电动机部分的电路等；电路中通过的电流较小
的是控制电路，如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部分以及消耗能量较少的按钮、接触器继
电器辅助触点、保护电路和联锁电路等。

绘制电气原理图的基本规则如下：
1、原理图一般分为主电路和辅助电路两部分。主电路指大电流通过的电路，

通常主电路用粗实线表示，画在图纸的左边；辅助电路是指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及
保护电路等，一般由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和触点、按钮、指示灯、传感器等元件组
成，辅助电路用细实线表示，画在图纸的右边。

2、各电器元件不需画出实际的外形，而是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图形符
号、文字符号来表示。同一电器元件的线圈和触点，采用同一文字符号来表示。如
果同一类型的电器在同一电路中用到多个时，可在文字符号后加数字符号来进行区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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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器元件和部件在控制线路中的位置、连接线路的布置，应遵循功能、动
作顺序的原则，方便阅读、理解。同一电器元件的各部件可以不画在一起，但其文
字符号必须相同，如同一接触器的线圈和触点可以布置在电气原理图的不同位置，
但它们必须使用相同的文字符号以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接触器。

4、电气图中，所有电器的触点都应按没有通电和没有外力时的初始开闭状态
画出。如按扭、限位开关触点按不受外力作用时的状态画出；继电器、接触器的触
点按吸合线圈不通电时的状态画出。

5、主电路、控制电路的各个电器元件按动作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排
列，尽可能减少线条和避免线路交叉。

6、电路直接连通的导线的交叉连接点，用黑圆点表示；电路不直接连通的导
线的交叉处，不能画黑圆点。

7、如元件之间存在某种机械联系，用虚线表示这种联系。

www.plcworld.cn



37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1.3.3 常用的基本电气控制电路举例说明以及梯形图的概念
任何复杂的电气控制电路都是由基本电气控制电路（环节）组成的，学习、理

解基本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有助于我们分析、理解、设计复杂控制电路。

本节通过举例介绍典型的基本电气控制电路的电气原理图和工作原理，来说明
如何利用低压电器（接触器、继电器等）组成控制电路。

由于各种机械设备的运动主要由电动机提供动力，而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具有
结构简单、价格便宜、耐用、易于维护等优点，获得广泛应用，其数量占电力拖动
设备的85％左右，因此本节主要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来举例。三相异步电
动机的控制电路大都由熔断器、断路器、按钮、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热继电器等
电器组成。

例一例一例一例一、、、、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全压起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全压起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全压起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全压起动、、、、停止控制电路停止控制电路停止控制电路停止控制电路
在电源容量足够大时，小容量的三相笼型异步电机可直接起动。直接起动的优

点是电气控制线路简单，缺点是起动电流过大，引起供电系统电压波动，干扰其他
用电设备。

电动机点动控制电路的要求是：按住按钮，电动机运行；松开按钮，电动机停
止。它能实现控制电动机短时运行然后停止，常用于设备的手动调整，如机床的对
刀和电动葫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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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电气原理图如下所示：

在上图中，主电路由刀开关QS、熔断器FU1、交流接触器KM的常开主触点和三
相电动机M组成；控制电路由熔断器FU2、起动按钮SB的常开触点和交流接触器KM的
线圈组成。

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

M
3~

L1 L2 L3

2

U1 V1 W1

KM

FU1

QS

FU2

KM

SB

4 6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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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过程：先合上刀开关QS，引入主电源，再按住起动按钮SB，按钮SB的常开
触点闭合，此时L2、L3之间的电源通过刀开关QS、熔断器FU1和FU2、按钮SB的常开
触点、接触器KM的线圈构成回路，因此接触器KM的线圈得电吸合，吸引接触器KM内
的衔铁动作，使得KM的常开主触点（1和2、3和4、5和6）闭合。此时L1、L2、L3之
间的三相电源通过刀开关QS、熔断器FU1、接触器KM的常开主触点、电动机M构成回
路，电动机M通电直接起动。

停止过程：松开按钮SB，按钮SB内的弹簧使得SB的常开触点断开，因此接触器
KM的线圈断电失去吸引力，衔铁复位，接触器KM的常开主触点断开，电动机M停电
自由停车。

当生产工艺较复杂时，相应的控制电路的原理图也变得复杂，其控制电路的各
元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也相应地变得复杂、难以理解。为了能更直观地、形象地表示
出控制电路的各元件之间的逻辑、因果、时间等关系，我们引入了梯形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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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图是和电气原理图严格对应的，具有直观性和对应性，因其看起来像是由
一个个梯阶（梯级）构成的梯子，所以得名“梯形图”。梯形图采用与电气原理图相

似的图形符号，主要用因果关系来表示事件发生的条件和结果、控制电路元件之间
的逻辑关系。梯级（梯阶）都是水平放置的，每个梯级就表示了一个因果关系，在
梯级中，描述事件发生的条件表示在左边，事件发生的结果表示在右边。所有的梯
级都画在左右两条垂直的母线（电源线）之间。

要了解、分析梯形图，须记住电流流动的概念，我们可以想象在左右电源母线
之间有只能从左到右单向的“虚拟”电流的流动线路，当电流能流经一个负载时它将

得电，而当电流不能流经一个负载时它将失电。控制电路的目的也就是决定在某种
情况下电路的各个负载应该得电还是失电。

如例一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全压起动、停止控制电路的原理图的等效梯形图

表示如下：

SB KM

常开触点 线圈

母线

“虚拟”电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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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梯形图中，用符号表示所有元件的常开触点（如继电器、接触器等的常开触
点）；用符号 表示所有元件的常闭触点（如继电器、接触器等的常闭触
点）；用符号 表示所有元件的线圈（如继电器、接触器等的线圈）；用
左、右两边的垂直线表示电源母线。

在上面的点动控制电路的等效梯形图中：只有按住按钮SB时，SB的常开触点闭
合，电流能从左电源母线流经按钮SB的常开触点、接触器KM的线圈回到右电源母
线，构成回路，KM的线圈就能得电吸合，使KM的主触点闭合，从而使主电路的电动
机M得电运行；松开按钮SB，SB的常开触点断开，不能构成电流回路，KM的线圈就
断电，KM的主触点就断开，从而使主电路的电动机M失电停止。

由此可见，等效梯形图和电路原理图都能表示控制电路的逻辑关系。相对而
言，梯形图对逻辑关系的表示方法更简洁、直观，更便于我们表达、分析、设计控
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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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例二例二例二、、、、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
例一中的点动控制电路只适用于机床刀具调整等工艺状况，而机械设备工作

时，实际上往往要求电动机实现长时间连续运行，即所谓长动控制。

三相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的要求是：按一下启动按钮后，电动机就能
启动并连续运行，直至按一下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运行。其电气原理图如下图所
示：

在上面的原理图中，主电路由刀开关QS、熔断器FU1、接触器KM的常开主触点
和电动机M组成；控制电路由熔断器FU2、停止按钮SB2的常闭触点、起动按钮SB1的
常开触点、接触器KM的线圈、接触器KM 的常开辅助触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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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合上刀开关QS，主电路引入三相电源。启动时，按下启动
按钮SB1，按钮SB1的常开触点闭合，此时L2、L3之间的电源通过刀开关QS、熔断器
FU1和FU2、按钮SB1的常开触点、按钮SB2的常闭触点、接触器KM的线圈构成回路，
因此接触器KM的线圈得电吸合，KM的主触点闭合，电动机接通电源开始全压启动。
同时KM辅助常开触点闭合，当松开启动按钮SB1后，接触器KM的线圈通过其辅助常
开触点的闭合仍能构成电流回路，保持吸合状态，从而保证电动机的连续运行。这
种依靠接触器本身辅助触点使其线圈保持通电的现象称为自锁或自保，起自锁作用
的触点称为自锁触点。

停止时，按下SB2按钮，按钮SB2的常闭触点断开，不能构成KM线圈的电流回
路，导致KM的线圈失电，主触点复位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电动机自由停车。同
时KM的自锁常开触点也复位断开，当手松开按钮SB2后，SB2的常闭触点在复位弹簧
的作用下，又恢复到原来的常闭状态，但接触器KM的线圈已不再能依靠自锁触点通
电了，因为原来闭合的自锁触点早已随着接触器线圈的断电而断开。控制电路回到
启动前的状态。与例二的控制电路相对应的等效梯形图表示如下：

SB1 KMSB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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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等效梯形图中：启动时，按一下按钮SB1，SB1的常开触点闭合，电流
能从左电源母线流经按钮SB1的常开触点、SB2的常闭触点、接触器KM的线圈回到右
电源母线，构成回路，KM的线圈就能得电吸合，使KM的常开主触点、常开辅助触点
闭合，从而使主电路的电动机M得电开始运行；此时由于KM的常开辅助触点闭合，
电流能从左电源母线流经KM的常开辅助触点、SB2的常闭触点、接触器KM的线圈回
到右电源母线，构成回路，因此即使松开按钮SB1，SB1的常开触点断开， KM的线
圈仍然有电保持吸合，电动机M继续有电运行。

要停止时，只有按下SB2，断开SB2的常闭触点，才能使KM线圈的电流回路断
开，从而使KM线圈失电，接触器KM的主触点、辅助触点复位，电动机M失电自由停
止。松开按钮SB2，控制电路回到初始状态。

例三例三例三例三、、、、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单向运行控制电路，，，，且这两台电机有互锁关系且这两台电机有互锁关系且这两台电机有互锁关系且这两台电机有互锁关系
本控制电路的要求是：1、能分别对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连续单向运行控

制；2、任何时间当有一台电机已运行，另一台电机的启动按钮失效，即使按住也
不能启动运行，只有等这一台电机停止，另一台的启动按钮才有效，才能启动运
行。

其电气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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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KM2的常闭辅助触点 串联KM1的常闭辅助触点

从上面的原理图可以看出，两台电机的控制电路和一台电机的非常相似，只是
用到的元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不同之处只是在每个电动机的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
串联了另一电动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如上图中虚线所示：KM1的线圈回路
中串联了KM2的常闭辅助触点；KM2的线圈回路中串联了KM1的常闭辅助触点。除此
之外，其它部分完全相同。

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在对两台电动机分别操作时，他们的工作原理与例二的完
全相同，能实现单向连续运行以及启动、停止控制；另外由于接触器KM1、KM2的线
圈回路分别串联了KM2、KM1的常闭辅助触点，使得两台电机之间还有一种互锁关
系，即任何时间保证只能有一台电机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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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原理图中：如果先按一下SB1按钮，则KM1吸合，电动机M1启动运行。
此时再按住按钮SB3就不能启动电动机M2了，因为此时KM1的常闭触点是断开的，
L2、L3的电源无法在KM2线圈构成回路，即使按住SB3，KM2也不能吸合。要启动电
机M2，只有按SB2停止电机M1，再按SB3才能启动电机 M2。反过来，如先按一下的
是SB3，情况完全对称地相同。

与例三的控制电路相对应的等效梯形图表示如下：

上面的梯形图和例二的梯形图很相似，只是增加了一个结构相似的梯级，每个
梯级中相互交叉串联了另一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以使得两个接触器形成有一种互
锁关系，即任何时间保证只能有一接触器吸合。如SB1按下，KM1导通吸合，此时
SB3按下无效，因为KM1的常闭触点已断开，KM2无法构成电流回路。反之亦然，如
SB3先按下，则KM2先导通吸合，SB1按下无效。

SB1 KM1SB2

KM1

SB3 KM2KM1

KM2

SB4

KM2

相互交叉串联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
点

梯级1

梯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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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例四例四例四、、、、自动门控制电路自动门控制电路自动门控制电路自动门控制电路
本控制电路的要求是：1、门用一台电动机M来实现开门、关门的动作，电机正

转开门，电机反转关门；2、用一个光电传感器SQ1检测门前是否有来人，如有人则
不论门在什么位置立即使电机正转开门；3、门开到位后，碰到限位开关SQ2后，电
动机停止；4、门停在全开位置后，用时间继电器KT1定时4秒钟，如连续4秒钟光电
传感器SQ1检测不到有来人，则使电机反转关门；5、门关到位后，碰到限位开关
SQ3后，电动机停止，门停在全关的位置。其电气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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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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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

4 6

1 3 5

SQ3

KM1
SQ1

SQ2

KM1

KM2

KT1

SQ2

SQ1

KM1－正转接触器 KM2-反转接触器 SQ1－光电开关（检测是否有人靠
近门） SQ2－限位开关（检测门是否完全打开） SQ3－限位开关（检测门
是否完全关闭）KT1－4秒钟延时导通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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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原理图中：
主电路由刀开关QS、熔断器FU1、接触器KM1的常开主触点、接触器KM2的常开

主触点和三相电动机M组成。其中KM1吸合时电动机M正转，KM2吸合时改变了电动机
M定子绕组的电源相序，使电机M反转，控制电路必须保证KM1和KM2不能同时吸合，
否则引起电源短路；

控制电路由3个子控制回路构成：回路1由光电开关SQ1的常开触点、限位开关
SQ2的常闭触点、接触器KM2的常闭辅助触点、接触器KM1的线圈和常开辅助触点、
熔断器FU2组成；回路2由光电开关SQ1的常闭触点、限位开关SQ2的常开触点、4秒
钟延时导通定时器KT1的线圈、熔断器FU2组成；回路3由定时器KT1的延时闭合瞬时
断开常开触点、光电开关SQ1的常闭触点、限位开关SQ3的常闭触点、接触器KM1的
常闭辅助触点、接触器KM2的线圈和常开辅助触点、熔断器FU2组成。

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合上刀开关QS，主电路引入三相电源，门处于关闭的初始
状态。

1、开门过程：在回路1中，当光电开关SQ1检测到有人时，其常开触点闭合，
KM1线圈得电吸合，电动机M正转开门，同时KM1的常开辅助触点对KM1的线圈进行自
保。当门完全打开碰撞到限位开关SQ2，SQ2的常闭触点断开，KM1的线圈失电，电
动机M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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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门延时过程：在回路2中，门停在完全打开的位置后，SQ2的常开触点闭
合；如光电开关SQ1连续4秒钟检测不到有人时，其常闭触点将连续导通4秒钟，然
后延时导通定时器KT1的线圈吸合。

3、关门过程：在回路3中，延时导通定时器KT1的线圈吸合后，其常开触点导
通，KM2线圈得电吸合，电动机M反转关门，同时KM2的常开辅助触点对KM2的线圈进
行自保。如门在关闭的过程中，光电开关SQ1又检测到有人靠近，则SQ1的常闭触点
断开，使KM2线圈的电流回路断开，电动机M停止。另外，SQ1的常开触点导通又使
KM1得电吸合，电机M正转，又重新进入开门过程；如门在关闭的过程中，光电开关
SQ1没有检测到有人靠近，则门会完全关闭，直至碰撞到限位开关SQ3，SQ3的常闭
触点断开，KM2的线圈失电，电动机M停止。回到门关闭的初始状态。

4、互锁控制：为了防止KM1和KM2同时吸合引起电源短路，在回路1、回路3的
KM1、KM2线圈回路中相互交叉串联了要互锁的接触器KM2、KM1的常闭触点。 与例
四的控制电路相对应的等效梯形图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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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例四的控制电路相对应的等效梯形图表示如下：

在上面的等效梯形图中：梯级1对应着开门过程；梯级2对应着关门延时过程；
梯级3对应着关门过程；梯级1、梯级3中相互交叉串联的接触器KM2、KM1的常闭辅
助触点对应着互锁控制。对此等效梯形图用“虚拟”电流流经线路的方法分析，也能

和分析电气原理图一样得到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由于篇幅有限，还有很多基本控制电路没有介绍，如按顺序控制电机运行、按时间

控制等。如果读者想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基本控制电路，请参阅相关的专业书
籍。

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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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设计电气控制电路的基本规律和电路保护环节

通过上面的四个实例分析，我们学习了分析电气原理图的一般方法，了解了使
用按钮、继电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等低压电器设计控制电路的基本规律，也对
如何运用等效梯形图的方法来分析、表示控制电路有了概念上的认识。对于梯形
图，由于它是PLC的主要编程语言，本书的其它部分还将多次提及。

此外通过学习前面几节的内容，我们能够归纳出两条在分析、设计控制电路时
经常使用到的基本原则：

原则原则原则原则1111：：：：电气电气电气电气、、、、机械等设备之间逻辑顺序上联锁控制的原则机械等设备之间逻辑顺序上联锁控制的原则机械等设备之间逻辑顺序上联锁控制的原则机械等设备之间逻辑顺序上联锁控制的原则
控制电路中，各电器元件之间常常存在着逻辑上、动作顺序上的相互制约、配

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联锁。如只有在电梯门发出关闭信号后，电梯轿厢才能上
升或下降，这就是一种动作顺序上的联锁；又如上节例四中的自动门控制，当门到
达完全打开位置时，限位开关发出信号，禁止电动机继续正转，这也是联锁；再如
电动机正、反转接触器不能同时吸合，以免电源短路，这是一种特殊的相互禁止的
联锁，我们称之为互锁。

遵循联锁控制原则的关键是找到有联锁关系的动作，选择合适的电器元件检测
并用触点输出来反映联锁动作的状况，再连接此触点到合适的电路中。例如上节例
四中的自动门控制，限位开关能反映门的动作状况，把限位开关的输出触点连接到
电机正转电路，就实现了开门和电机正转的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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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原则原则原则2222：：：：根据被控对象的物理参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控制的原则根据被控对象的物理参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控制的原则根据被控对象的物理参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控制的原则根据被控对象的物理参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控制的原则
在控制过程中，被控对象的各种物理参量（如位移、速度、温度、电流、时

间、压力、流量等）会发生某种变化，选择合适的电器元件去检测被控对象的物理
参量的变化，并根据这些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去控制相关的电器，以实现自动控制。
如空调的自动控制，就是检测当前室温的变化，并根据此变化调节压缩机等设备的
运行以实现温度的自动控制，这种方式就是按温度原则的控制。我们也能选择其它
的参量作为控制参量，从而实现按速度、压力、时间、位移、转速等原则的控制。

按物理参量变化规律进行自动控制的关键是选择能测量、反映此参量变化的电
器元件，并能根据参量的变化规律恰当地调整相关的电气设备。

另外，在设计电气控制电路时，对电路保护环节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控制电
路除了能满足生产的要求之外，还要保证设备安全、可靠、无故障地运行，电路保
护环节就是用来保障设备、人身安全的。

电气控制电路中常用的保护环节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零电压欠电压保
护、接地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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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路保护：当电路发生短路时，控制电路应能迅速切断电源，常用熔断器
和断路器来做短路保护。注意：熔断器只能做短路保护，而不能起到过载保护的作
用，因为熔断器选型时必须考虑到电动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并且熔断
器的保护特性是反时限的。

2、过载保护：电机的负荷过大、堵转或缺相，都会造成定子绕组中的电流过
大，这就是过载，我们通常用热继电器FR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于热继电器有
较大的热惯性，在短时间内，即使发热元件流过了数倍于额定值的过载电流，也不
会引起热继电器的立即动作，因此短时间的过载电流不会造成热继电器过于敏感的
动作；只有当过载电流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后，热继电器才会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
使接触器线圈失电，从而断开接触器的主触点，切断电源保护电动机。由于热继电
器对短时间的过载电流、冲击电流甚至是短路电流不十分敏感，因此还必须选用熔
断器来实现短路保护，选型时注意此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一般是热继电器发热元件的
额定电流的4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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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零电压和欠电压保护：利用启动按钮复位功能和接触器触点线圈的自锁特
性或欠电压继电器能实现零电压和欠电压保护。当接触器KM线圈的电源电压大幅度
降低或接近消失时，它的吸力不足以吸住衔铁，衔铁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释放，接
触器主触点断开，电动机断电停止。同时接触器KM自锁辅助触点也断开，即使后来
电源电压又恢复正常了，电源也不能自动通过接触器KM的线圈构成回路，接触器的
主触点不会自行吸合，电动机也不会自动运行。只有当操作者再次按下启动按钮
后，电机才能重新启动运行。零电压和欠电压保护功能对于控制电路而言具有三个
优点：

1）、防止电压过度下降后，电动机仍然低压运行导致过热烧毁电机；
2）、防止多台电机同时启动造成电网电压过度下降；
3）、防止电源电压恢复时，电动机突然自行启动运转导致设备损坏和人身伤

亡事故。

4、接地保护：电气设备的外壳必须良好地接地，以避免设备故障时对人员产

生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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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编程控制器的出现和发展可编程控制器的出现和发展可编程控制器的出现和发展可编程控制器的出现和发展

1.4.1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不足和PLC出现的历史背景
在各种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数字量、模拟量以及各种物理量需要被控制，例

如电磁阀的开闭、电机的运行停止、产量的计量，温度、压力、流量、速度、转
速、位移等物理量的控制等等，过去这些控制过程通常是用继电器、接触器、限位
开关、时间继电器等低压电器元件构成的控制电路来实现的。到1960年代，这种传
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各种控制电器种类、功
能非常繁多，已把布尔代数、真值表、卡诺图等数学工具广泛地应用到控制电路的
设计当中。

随着人们对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人们使用继电器接触器
控制电路时也发现了一些不足。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是用电线把继电器、接触
器、时间继电器、限位开关等电器的触点、线圈等按控制逻辑的要求进行串、并联
后组成的，这种控制系统有以下的缺点：

1、电路连接复杂、体积庞大、耗电量大，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如铜铝制成

的电线等。

2、难满足柔性制造的要求，对生产工艺适应性差。如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控制系统必须相应改变连接电路和增减相关的电器元件并重新调试，此过程浪费大
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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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较差。电器元件的物理触点数量有限，如一般的继电器
最多只有4对触点，当控制逻辑关系稍微复杂一点，触点数量就不够用了，必须增
加过渡用的中间继电器。

4、可靠性差，维修维护困难。继电器控制电路中使用了大量的机械触点，机
械触点寿命有限，易被电弧损坏，从而造成系统误动作。触点间用大量的电线连
接，难以查找、排除故障。

5、控制系统响应速度、工作频率不高。继电器和接触器的触点导通、断开的
机械滞后时间一般是几十至上百毫秒，不适合响应要求快，动作频率高的场合。

6、控制系统工作精度不高。有些电器如时间继电器等，会受环境因素的影
响，精度不高。

因此人们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易设计调试、易扩展、易维护、更通用、更可靠、
更经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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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GM)，为了满足汽车生产柔性

制造的要求，提出要开发新型控制器来取代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要求，
为此制定了公开招标的十大技术指标，即：

1、编程方便，易于调试，可现场修改程序。
2、维修方便，采用插件式结构。
3、可靠性高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装置。
4、体积小于继电器控制盘。
5、数据可直接送入管理计算机。
6、成本可与继电器控制盘竞争。
7、输入可为市电。
8、输出可为市电，容量要求在2A以上，可直接驱动接触器、电磁阀等。
9、扩展或更改工艺时，原有系统只需做很小的改动。
10、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至少可以扩展到4KB。

其核心的技术要求就是用计算机电子系统代替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用程序

逻辑代替硬接线逻辑，而且要求其输入输出部分和原来的电气设备相兼容并易于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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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根据招标要求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控
制器——PLC(PDP一14型)，并成功应用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线上。PLC作为一种

电子式控制器，既具有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方便易用的特点，又有计算机类设
备的可软件编程、计算能力强等特点，开创了工业控制新纪元。从此，可编程序控
制器这一新的控制技术迅速发展起来。

1.4.2 PLC的定义和特点
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是仿照传统的继电器接触

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在半导体技术、自控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新型工业自动控制装置，它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用程序仿真继电器控制电
路，具有较强的运算、控制功能，应用方便灵活，易于调试、维护和扩展；采用循
环执行用户程序的方式工作，运行速度快，适合于实时控制；编程语言除了采用电
气人员熟悉的梯形图语言，还支持指令表、功能块、SFC、计算机高级语言等编程
方式。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PLC作了如下定义：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

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它采用可编程序的存贮器，用
来在其内部存贮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
并通过数字式、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可编程序
控制器及其有关设备，都应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
的原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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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特点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特点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特点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特点：：：：
1、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PLC是用于工业环境的，要能克服强电磁干扰、机械振动、电压波动、极端高

温低温和湿度大等不利因素。在设计和制造PLC时，就已经着重强化了抗干扰能力
和耐环境性。在PLC内部硬件方面，采取了屏蔽电磁干扰、I/O光电隔离、滤波、电
压调整、自诊断电路等措施，严格筛选元器件并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先进的
生产制造工艺；在PLC内部系统软件方面，采取了故障软件检测报警、程序检查、
警戒时钟、数据备份、信息保存恢复等措施。在PLC的外部控制电路方面，PLC构成
的控制系统与和继电器接触器系统相比，连接电线和接点能减少90％以上，故障率
因此大大降低。以上各方面的措施使得以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和抗干扰能力。

2、编程简单，易学易用
设计PLC时就已经考虑到它的使用人员主要是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因此PLC一般

都支持梯形图编程语言，梯形图编程语言的图形符号与表达方式和继电器控制电路
非常相似，表达电路原理清晰直观，并且为广大电气技术人员所熟悉，非常方便操
作人员学习和编程使用，让不熟悉计算机原理、汇编语言的人员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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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少设计、施工的工作量，易于维修维护，利于柔性制造
PLC用软件逻辑取代继电器电路的硬接线逻辑，能大量减少控制电路的外部连

线，减少了设计施工的工作量；PLC的自诊断报警、故障信息提示等功能能帮助操
作人员维护维修控制系统；当控制工艺变化时，不改变控制电路硬件，只修改用户
程序就能适应工艺的变化，有利于实现柔性制造。

4、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PLC与继电器控制电路相比，体积减小95％以上，功耗减少70％以上。由于体

积小、功耗小，抗干扰能力强，易于安装在机械设备内部，是实现机电一体化的理
想控制设备。

5、产品线全，功能完善，通用性强
PLC发展至今，各种规模、结构、品牌的产品线都非常齐全。I/O点数范围覆盖

了从32～256点的微型小型PLC，256～4096点的中大型PLC，一直到8192点的巨型
PLC；除了逻辑处理功能以外，PLC还具有数学运算、定时、计数、通信等功能，还
能提供位置控制、温度控制、模拟量、高速计数、通信联网等各种模块让用户选
用，能满足控制系统的各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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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PLC的应用领域和发展前景
PLC的应用领域很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应用：
1、顺序控制——PLC的顺序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顺序控制系统，是

PLC最早、最广泛的应用。

2、闭环过程控制——PLC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把温度、速度、压力、位置等

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在PLC内进行控制运算，并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把
数字量运算结果以电压、电流形式输出去控制外部设备，这一运算、控制过程就是
模拟量的闭环控制。实际应用时，配合PID(比例、积分、微分)算法，能实现对控
制过程中某些物理量的稳定、精确的闭环控制。

3、数据处理——现代PLC具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实现数据采集、分析和

处理等功能。它不仅能实现四则运算、函数运算、字逻辑运算、浮点数运算等数字
运算功能，还有数据传送、数据转换、数据比较、数据显示、查表排序等功能。

4、通信和网络——目前大多数的PLC都有通信联网功能。PLC能以通信方式和

其他智能控制设备(如变频器、运动控制器、智能仪表等)配合使用，可以节约成
本，提高控制水平。PLC还能组成网络、控制远程I/O、执行和上位计算机的数据通
信任务，以实现“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多级分布式控制方式，提高工厂自动化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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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编程控制器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如冶金、石油化工、汽车制造、机
床、纺织、环保等。长远来看，在21世纪PLC会有更好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从控制点数规模、产品系列、性能价格比方面看，会同时向超小型微型和巨型
两个方向发展；特殊功能模块、产品规格系列会更多、更全，周边相关产品线也会
越来越丰富；性价比越来越高，能更加恰当而不浪费地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

从技术发展、通信联网功能发展方向看，新的集成电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都
会推动可编程控制器在设计和制造工艺上的不断进步，各生产厂家会持续开发出运
行更快、容量更大、功能更强、更智能化的PLC；PLC网络、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
也已成为可编程控制器重要的技术发展方向，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PLC作
为自动控制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在生产控制和生产管理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

总之，PLC已成为解决自动控制问题的最有效工具，必将越来越广泛地受到人
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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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1.5 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

1.5.1 PLC对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仿真
最初开发PLC的目的就是要用PLC来取代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PLC的工作思

想就是仿真、模拟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根据流过电流的大小，电气控制电路分
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而能被PLC取代的只是控制电路那部分，主电路基本
保持不变。

按功能和作用的不同，控制电路又能分为输入部分、输出部分和控制部分，如
下图所示：

输入部分
（按钮、限位开关
、接近开关、传感

器等）

控制部分
（继电器、接触器的辅
助触点、继电器线圈和

连接电线等）

输出部分
（接触器、指示灯
、电磁阀等）

被控对象

能被PLC仿真、
取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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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部分的作用是采集电路中的全部输入信号，这些输入信号是来自于被
控对象上的各种信息，如操作命令信息、位移信息、温度信息、水位信息等，因此
输入部分总是由各种输入设备，如按钮、限位开关、光电开关及各种传感器组成
的。

2、控制部分通常由继电器、接触器等电器的触点和导线组成，各种电器的触
点之间按控制要求、以一定逻辑关系接线。用户控制逻辑就存在于硬接线中，这种
硬接线的程序逻辑不便于更改。控制部分的作用是根据硬接线设定的逻辑对输入部
分采集的信息进行逻辑判断、运算，并发出相应的调整指令给输出部分。

3、输出部分的作用是根据控制部分的指令直接驱动输出设备去实现各种操
作，因此输出部分总是由各种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指示灯等执行元件组
成。

从上面对控制电路各部分的功能和组成的分析，可以看出控制系统常常是以一

种循环的、闭环的方式工作的：

第一步：输入部分采集被控对象的状态信息并传递给控制部分；
第二步：控制部分对输入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并发出指令给输出部分；
第三步：输出部分驱动输出设备改变被控对象的状态，然后又回到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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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对继电器控制系统的组成和工作方式的分析，我们发现只有控制部分
的功能可以用PLC去仿真和取代。而PLC要实现控制部分的功能，从功能结构上分，
PLC至少由4部分组成：输入接口、输出接口、软逻辑程序存储器和执行程序的
CPU。

由PLC作为控制部分核心的控制系统组成一般如下图所示：

上面的控制系统，只是用PLC取代了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控制部分，其
它部分不变。PLC实现控制部分功能的方法是：1、输入接口接受按钮、开关、传感
器从被控对象处采集的信息并存入PLC的输入映像区；2、CPU根据输入映像区的信
息，执行存储器内的用户逻辑程序，并把程序执行结果刷新到输出映像区；3、输
出接口根据输出映像区的信息驱动外部的接触器、电磁阀等设备，去改变被控对象
的状态。

由此可见，PLC是用存储器里的用户程序存放控制逻辑关系，用计算机软件仿
真、替代继电器的硬连接电路。

被控对象

输
入
接
口

输出部分
（接触器、指示灯
、电磁阀等）

输入部分
（按钮、限位开关
、接近开关、传感

器等）

CPU
执行程序

输
出
接
口

软逻辑程序
存储器

PLC的4个功能
结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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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PLC的硬件结构和各部分的作用
从功能上看，PLC只需要4个组成部分，即：输入接口、输出接口、软逻辑程序

存储器和执行程序的CPU。但为了向上述4个部分提供合适的工作电源，PLC的硬件
还必须包括电源部分，用于转换市电到合适的电压。另外为了方便地修改用户程
序，PLC的硬件还必须包括通信接口，用于和外部的编程设备相连接来传输、调试
用户程序。由此可见，PLC的硬件结构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111、、、、处理器处理器处理器处理器((((CPU)CPU)CPU)CPU)------------执行用户程序，读取输入信息，经逻辑判断、运算后输出；
2222、、、、存储器存储器存储器存储器---存储系统和用户程序及数据；
3333、、、、输入接口输入接口输入接口输入接口---从外部取入信息，也称为输入点，通常分为离散量输入点和模拟量
输入点。离散量输入点只能接收导通、断开（1或0）的信号，模拟量输入点能接收
0～10V电压、0～20mA电流或温度等信号；
4444、、、、输出接口输出接口输出接口输出接口---将运算结果输出给外部，也称为输出点，通常分为离散量输出点和
模拟量输出点。离散量输出点只能发出导通、断开（1或0）的信号，模拟量输出点
能发出0～10V电压、0～20mA电流的信号；
5555、、、、电源电源电源电源---向各部分提供电源；
6666、、、、通信接口通信接口通信接口通信接口---和外部编程设备、人机界面等相连接，用于传输及监控、调试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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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的硬件结构一般如下图所示：

外围设备
（编程器、编程软件、人机界面

等）

存储器

处理器CPU

电源

输
入
I/
O
接
口

输
出
I/
O
接
口

编程接口

开关、
按钮、
传感器
等

接触器、
电磁阀、
指示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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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PLCPLCPLC硬件各部分的作用硬件各部分的作用硬件各部分的作用硬件各部分的作用
一一一一、、、、CPUCPUCPUCPU

CPU即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是PLC的运算和控制中心，能
实现逻辑判断、数学运算、协调PLC各部分工作。它的主要作用有：1、接收并存储
由外围编程设备传输的用户程序和数据。2、诊断电源和PLC内部电路的工作状况以
及用户程序中的语法错误等。3、以扫描的方式通过输入接口接收外部的状态或数
据并存入输入映像寄存器或数据存储器中。4、从用户程序存储器逐条读取用户指
令经过解释后执行数据传递、逻辑判断、数字运算等操作，并更新有关标志位的状
态和输出映像寄存器的内容。5、根据输出映像寄存器的内容，经输出部件执行输
出控制、数据通信等功能。

PLC内部使用的微处理器一般是通用微处理器、单片机或位片式微处理器。小
型PLC内部使用的一般是8位微处理器或单片机，价格便宜、普及性好，如Z80、
8031等；而中型PLC一般采用16位微处理器、单片机，可靠性好，速度快，如
Intel8086系列单片机；大型PLC一般采用位片式微处理器，具有灵活高效、高速运
算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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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存储器存储器存储器存储器
PLC中的存储器是一种有记忆功能的集成电路芯片，用来存放系统程序、用户

程序和用户数据，常用的存储器有ROM、RAM和EPROM。
1、系统程序是实现PLC各种功能的基础，由PLC生产厂家用机器语言编写，并

在出厂时固化到系统程序存储区的ROM或EPROM芯片中，用户一般无权访问和修改。
系统程序类似于个人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如WIN98、WINXP等），它决定了PLC的功
能和性能。系统程序包括系统自检程序、用户指令解释执行程序、通信管理程序、
系统调用程序等。

2、用户程序是PLC的使用者根据生产工艺要求设计的应用程序。为了方便调
试、修改等工作，总是先把用户程序存放在RAM中，经过调试、修改完善后，再把
它固化在EPROM中。

3、用户数据是PLC在运行过程中用到和产生的各种工作数据，包括输入、输出
数据映像区的数据、数据寄存器的当前值、定时器计数器的预设值和当前值等。这
些数据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存储在随机读写存储器RAM中。由于当供电电源关
断后，随机读写存储器RAM中的数据会丢失。因此，须为其配备备用电池或大电
容，保证即使正常电源关断后，其存储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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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输入接口输入接口输入接口输入接口
输入接口采集外部输入信号，并经过接口电路把它们变成CPU能接受、识别和

处理的低电压信号。为了滤除信号的噪声和方便CPU对信号的处理，输入接口常包
括光电耦合、滤波、信号锁存和微处理器接口等电路。PLC输入接口的类型有：直
流、交流和交直流输入等。

四四四四、、、、输出接口输出接口输出接口输出接口
输出接口将中央处理器输出的低电压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和隔离，变换成外部电

器元件能接受的电压、电流信号，经过输出接线端子驱动指示灯、电磁阀、接触器
等。输出接口电路一般由微处理器输出接口电路、隔离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组成。
对于外部设备而言，PLC的输出接口常有三种形式，即：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
和双向可控硅输出。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PLCPLCPLCPLC的输出点的负载能力一般不强的输出点的负载能力一般不强的输出点的负载能力一般不强的输出点的负载能力一般不强，，，，不能直接用不能直接用不能直接用不能直接用PLCPLCPLCPLC的输出的输出的输出的输出（（（（如继电器如继电器如继电器如继电器））））驱驱驱驱
动大容量的负载动大容量的负载动大容量的负载动大容量的负载，，，，可先驱动一个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等来进行过渡可先驱动一个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等来进行过渡可先驱动一个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等来进行过渡可先驱动一个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等来进行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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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电源单元是PLC的电源供给部分，电源单元的作用是将市电转换成微处理器、

存储器及输入、输出接口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电压，有的PLC电源单元能向外部提供
24V直流电源，供传感器、无源开关等使用。由于PLC主要用于工业现场，受的干扰
较大，所以为了保证PLC可靠工作，PLC的电源一般使用开关电源，并采用较多的滤
波环节，同时常集成电压调整器以适应电网电压的波动，另外还采用了较多的屏蔽
措施来消除空间电磁干扰的影响。供电电源的电压等级主要有： AC100V、
AC200V、DC100V、DC48V、DC24V等。

六六六六、、、、通信接口通信接口通信接口通信接口
通信接口用于和外部编程设备、人机界面、其它PLC等相连接，实现传输、监

控、调试程序和联网工作等的功能。PLC的主机单元一般配备一个串行编程口（RS-
232或422或485），在需要时可扩展增加若干个串行通信口，甚至有的PLC能扩展以
太网、CANopen、AS-I以及其它现场总线的通信接口，能方便地实现控制和管理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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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编程器、编程软件等编程装置虽不属于PLC的硬件结构部分，但它们是
应用、维护PLC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设备。编程器有简易型和智能型两类。简易型
编程器只能联机编程，且往往只支持语句指令表的编程方式；智能编程器既能联
机，也能脱机编程，可支持梯形图编程。近年来，采用个人计算机加PLC编程软件
的开发方式得到推广，使用户可以方便地直接在计算机上以联机或脱机的方式编
程，可以采样指令表、梯形图、SFC、功能块、高级语言等多种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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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1.6 1.6 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1.6.1 PLC硬件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工作原理
其实PLC各硬件部分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协调工作的过程，就和人类利用各种感

觉器官感知外部世界的信息、用大脑去判断外部信息并发布命令给运动器官、最后
用运动器官去执行动作的，这一系列组合利用各器官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当分析
PLC各个硬件部分是如何协调工作时，甚至可以想象把PLC的各个部分等同成人类的
各种器官，如下图所示：

接触器、
电磁阀、
指示灯等

外围设备
（编程器、编程软件、人机界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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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出
I/O
接
口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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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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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PLC各个硬件部分协调工作起来就和人类利用身体各部分协调做事一样：
输入I/O接口相当于人眼，把从开关、传感器等采集的信息送给CPU；CPU相当于人
脑，负责协调各硬件部分，并根据存储器的程序逻辑，执行判断、处理输入信息的
工作，最后把处理结果送给输出I/O接口；输出接口相当于人的手和脚，执行从CPU
发来的命令，操控外部的接触器、电磁阀等动作元件；存储器相当于人脑的记忆空
间，记忆着各种逻辑规则即程序； 通信接口相当于人的耳朵和嘴，一方面从外部
“听取”信息，另一方面把PLC内部的信息“说出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PLC的各部分密切协作，周而复始地执行输入信
息、判断计算得出结果、输出结果等工作步骤，从而完成对被控对象的自动控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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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扫描工作原理
PLC是通过执行包含控制逻辑要求的用户程序来实现自动控制的，而CPU在执行

用户程序时，不可能同时去执行多条指令，它只能按串行工作、分时操作的原则，
一次执行一条指令，依次逐条执行。因此PLC的工作过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周期
性顺序扫描用户程序，另一个是集中批处理。

周期性顺序扫描执行用户程序的工作方式是PLC特有的。PLC运行时，为了保证
PLC的输出能对可能随时变化的输入信号产生及时的响应，如只执行一次用户程序
是不能满足快速响应的要求的，用户程序必须周而复始地被重复执行，即CPU循环
地顺序扫描并执行每条指令。由于CPU扫描执行一次用户程序的时间极短，所以从
外部看来，PLC的输出结果几乎是同时的、按并行方式完成的。这种串行的、按顺
序、循环扫描执行每条指令的工作方式就是PLC的扫描工作原理。

输入、输出I/O点采用集中批处理方式是和PLC的扫描工作原理相适应的。CPU
在执行到一条和输入、输出I/O点有关的指令时，只是对输入、输出映像区进行访
问和操作，并不需要立即采集当时输入点的状态或立即刷新输出运算结果。对输入
输出的处理是在扫描执行一次用户程序后，集中把输入点的状态采集到输入映像
区、把输出映像区的状态在输出点刷新输出。对输入输出I/O点采用集中批处理的
方式，可以简化操作、易于控制、提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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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工作方式执行用户程序时，按程序指令顺序，逐条执行用户程序。在无中
断程序、跳转和子程序的情况下，从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到最后一条指令结束，
进行输入、输出I/O的批处理刷新操作。然后再从第一条指令开始扫描执行，上述
过程周而复始。

由此可见，PLC的扫描工作原理和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不同。继
电器控制系统采用硬接线逻辑的并行工作方式：当某个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断电状
态变化时，那么属于该继电器的所有常开和常闭触点，不论这些触点位于控制电路
的哪个部分，都会立即同时动作；而PLC采用顺序扫描工作方式和输入输出I/O点的
集中批处理刷新方式：如某个逻辑软继电器的线圈的状态改变了，它的触点并不立
即动作，而是等CPU扫描到该触点时才会改变，只是PLC的扫描执行程序速度足够
快，一般使用时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在对输入输出I/O点的处理结果上并无
明显的不同。

PLC周而复始的每个扫描过程除了扫描执行用户程序、集中批处理刷新输入输
出点之外，还要完成通信服务、硬件自检等内部处理。PLC完成一次扫描工作过程
所用的时间称为一个扫描周期。扫描周期的长短由CPU指令执行速度、用户程序大
小、有无外围设备与PLC交换信息等多种因素决定。每隔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PLC
才能执行一次集中批处理刷新输入、输出I/O点，因此扫描周期的长短对输入、输
出响应速度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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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扫描周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内部处理：系统检测程序存储器容量、实时时钟当前值的修改、状态指示

灯的改变、检测PLC运行/停止的变化、检测其它系统参数、处理来自编程端口的请
求以及硬件自检等。

2、输入采样：将输入I/O点的信息以批处理的方式读入输入映像区。
3、程序执行：扫描执行用户程序，运算结果写入输出映像区。
4、输出刷新：以批处理的方式将输出映像区的运算结果刷新到输出I/O点。

PLC一个扫描周期的循环图示如下：

内部处理

输入采样

程序执行

输出刷新

RU
N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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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PLC对输入、输出I/O点的处理原理
由于PLC是以批处理的方式对输入I/O点的状态进行采集、对输出I/O点的状态

进行刷新、输出运算结果，因此PLC的内存必须有两个区域，用来保存批处理读入
的输入I/O点的状态信息和准备刷新到输出I/O点的运算结果数据，分别称为输入
I/O映象区和输出I/O映象区。在扫描周期的不同阶段，PLC对输入、输出I/O点的处
理原则是：

输入采样阶段：PLC在输入采样阶段批量读入所有输入点的状态和数据，存入
输入映象区。输入采样结束后，进入扫描执行用户程序阶段和更新输出映象区阶
段。在这两个阶段，即使输入状态变化，输入映象区的数据不会改变。因此如输入
信号是脉冲性质，则脉冲信号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此信号被正确
读入。

用户程序执行阶段：PLC总是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扫描执行用户程序
的。CPU从输入映像区读入输入点的状态，对用户程序指令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根
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输出映象区中的内容，或者执行该指令对应的特殊功能如
通信等操作。在用户程序执行的过程中，输入点I/O映象区内的状态数据不会发生
变化，只有输出I/O映象区内的数据和软元件在系统RAM存储区内的映像数据是根据
每条指令执行结果而被改变的。扫描执行前面的梯形图程序的结果会对后面扫描到
的梯形图程序的执行产生影响，通过扫描执行后面的梯形图程序而改变的逻辑线圈
的状态或软元件的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其前面的程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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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刷新阶段：当扫描执行完用户程序后，PLC就进入刷新输出点阶段。在此
期间，CPU按照输出点I/O映象区内对应的状态刷新所有的输出锁存器，再经输出端
子驱动相应的外部设备，实现批量的输出刷新处理。

以上PLC对输入、输出的处理原则能表示如下图：

由于PLC每隔一个扫描周期才对输入、输出点执行批处理刷新，因此必定导致
输入、输出I/O点的响应延迟；另外为了提高PLC的抗干扰能力，增加可靠性，PLC
的每个输入端都有光电隔离、滤波等环节，这也将导致一定的响应滞后。PLC的I/O
响应时间是指从PLC的某一输入点信号变化开始到某个输出点信号产生相应的改变
所需的时间，响应时间一般会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或更长。

PLC是以循环顺序扫描方式工作的，因此响应时间与检测到输入信号状态改变
的时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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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短响应时间：如果某一个输入信号的状态变化发生在一个扫描周期结束
之时，正好被紧接着的输入采样检测到此状态变化，这种情况下的响应时间最短。
最短I/O响应时间＝输入滤波延迟时间＋一个用户程序扫描周期＋输出电路滞后时
间，如左下图：

2、最长响应时间：如果某一个输入信号的状态变化发生在输入采样结束之
时，此状态变化刚好被错过，在接下来的扫描周期内此状态变化不能被检测出，要
到下一个输入采样阶段才能被检测到，这种情况下响应时间最长。最长I/O响应时
间＝输入滤波延迟时间＋两个用户程序扫描周期＋输出电路滞后时间，如右上图：

由此可见，输入信号变化后的状态至少应保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才能确保
此状态变化能被输入采样检测到。对于状态保持小于一个扫描周期时间的窄脉冲，
只有通过脉冲捕捉功能检测到。捕捉到状态变化的窄脉冲后，此变化被锁存住并一
直保持到下一个输入采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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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举例说明PLC如何取代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
当初研究开发PLC的目的主要是来取代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但两者的工作

方式是有不同之处的：

1、继电器控制系统采用硬接线逻辑的并行运行方式，如果某个继电器线圈的
通电、断电状态变化了，该继电器所有的常开常闭触点都会立即相应地同时动作，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各类触点的动作时间一般是几百毫秒。

2、PLC则采用顺序扫描执行用户程序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输出线圈或逻辑线
圈的导通、断开的状态变化了，该线圈的所有常开常闭触点不会立即动作，必须等
程序扫描到该触点时才会动作，PLC的扫描周期一般在100ms以内。

为了消除两者之间工作方式不同造成的差异，PLC和一般微型计算机的工作方
式不同，PLC采用了循环顺序扫描执行程序、周期性批处理刷新输入输出等工作方
式，在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在控制结果上没有
明显的差别。

www.plcworld.cn



82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L1

M
3~

1 3

2

U1 V1 W1

KM1

FU1

FU2
KM2

KT1

4 6

5

SQ1

KM2

KM1

2
KM2

4 6

1 3 5

SQ3

KM1
SQ1

SQ2

KM1

KM2

KT1

SQ2

SQ1

KM1－正转接触器 KM2-反转接触器 SQ1－光电开关（检测是否有人靠近门）
SQ2－限位开关（检测门是否完全打开） SQ3－限位开关（检测门是否完全关闭）
KT1－4秒钟延时导通定时器

L2 L3

下面还是以1.3.3节中的自动门控制的例子来说明PLC是如何取代传统的继电
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的。下图是采用继电器、接触器等电器的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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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PLC取代的只是控制电路部分（上图的虚像框内部分），而主电路不变，
自动门的PLC控制电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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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的虚线部分表示的是一个PLC，它的梯形图程序如下所示：

比较使用继电器接触器和PLC的两种电路结构，可以看出：使用PLC后，传感
器、接触器等电器之间不需要直接的电线相连接，只要把传感器、按钮、开关等连
接到PLC的输入点，把接触器、电磁阀等的线圈连接到PLC的输出点即可，接线非常
简单。这样除了能节省大量的电线及布线成本，还能用PLC内的电子定时器等软元
件替代时间继电器等低压电器，特别是当生产工艺复杂，使用大量的电器元件的时
候，PLC更能大量地节约硬件成本和软件调试、维护成本。

%I0.0 %Q0.0%I0.1

%Q0.0

%I0.0

TM1

%TM1.Q

%I0.1

%Q0.1

%Q0.1

%I0.0 %Q0.0

%Q0.1

%I0.2

Q0.0－正转接触器 Q0.1-反转接触器 I0.0－光电开关（检测是否有人靠近门）
I0.1－限位开关（检测门是否完全打开） I0.2－限位开关（检测门是否完全关闭）
TM1－PLC内软件仿真的4秒钟延时导通定时器

梯级1

梯级2

梯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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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由硬接线产生输入元件（光电传感器、限位开关等）和输出元件（接触器
等）之间的控制逻辑关系用PLC的用户程序来仿真实现。PLC的CPU周而复始地扫
描执行用户程序，不断检测从输入点%I0.0~%I0.2采样的光电传感器、限位开关的

状态信息，根据用户程序所规定的输入点和输出点的逻辑关系，不断刷新输出点
%Q0.0~%Q0.1的状态，去驱动接触器KM1、KM2执行正确的动作。

PLC的梯形图程序在控制逻辑上和继电器控制系统等效，而在计算等功能上优

于继电器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更复杂的控制。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上述自动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已经在上述自动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已经在上述自动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已经在上述自动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已经在1.3.3节中详细说明过了节中详细说明过了节中详细说明过了节中详细说明过了，，，，这里不再这里不再这里不再这里不再

重复重复重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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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PLC的编程语言
PLC的用户程序是利用PLC的编程语言、指令，按工艺逻辑要求编写的。由于

PLC的使用者是广大电气技术人员，为了符合他们的习惯，PLC的编程语言应具备简
单、易学、直观的特点。目前PLC支持的常用编程语言有：梯形图、指令表、FBD、
SFC、高级语言等。

1111、、、、梯形图梯形图梯形图梯形图：：：：
梯形图是应用最广泛、PLC都支持的编程语言，它模拟了继电器控制系统的电

路图，适合开关量逻辑顺序控制，形象直观、易于理解，电气技术人员很容易掌握
它。梯形图语言常用的图形符号有触点、线圈、功能块和连接线。触点用于判断开
关量信号的状态（“0”或“1”）；线圈用来执行开关量信号的输出；功能块用于表示

计数器、高速计数器、定时器或者执行程序分支、数学运算、通信等特殊指令；连
接线表示“能流”的路径。

在分析、设计梯形图时，可以想象两条垂直母线之间有从左向右流动的直流电
或“能流”。

2222、、、、指令表指令表指令表指令表：：：：
指令是一种与微机的机器语言指令相类似的助记符表达式，指令通常由步号、

操作码、操作数构成，由一系列指令组成的程序叫做指令表程序。有时梯形图不具
备的功能能用指令表实现，但这种编程语言对使用者的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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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FBDFBDFBDFBD
FBD语言类似于数字逻辑门电路，采用逻辑电路的方框符号表示与、或、非等

逻辑运算关系以及各种运算、比较功能。方框符号的左侧有若干输入端，右侧有若
干输出端，信号自左向右流动。其格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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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SFCSFCSFCSFC
SFC即顺序功能图，以图形方法表示程序块的执行流程。SFC把控制过程分为若

干“步”，各“步”有不同的动作程序，“步”之间有转换条件，只有条件满足才能实现
“步”的转换，任何时间只有一个“步”是激活的。步、转换和动作程序是SFC语言的

三要素，用SFC编写顺序控制程序特别适用。其格式如下所示：

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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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高级语言高级语言高级语言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与梯形图语言相比，能更容易地实现复杂的数学运算、数据处理及通

信等功能，程序结构能更为简洁紧凑。近年来新开发推出的中大型PLC，一般都能
支持高级语言，如BASIC脚本语言，C语言等。一般的结构文本语言的格式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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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和网络的基本知识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和网络的基本知识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和网络的基本知识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和网络的基本知识

1.7.1 可编程控制器信息交换的必要性
什么是“信息”？信息是一种可以传送、交换、存储的，并能被接受者感觉到

的、理解的，具有一定意义的抽象内容。近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有一句名言：
“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虽然这句话很抽象，但它说明了信息、

物质和能量具有不同的属性。信息、物质和能量，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三大要素。

用来运载信息的工具或媒介就是信号。例如：教师在课堂上讲课，他讲授的内

容对学生而言就是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在这里语言就成为信息
的媒介，即信号。

通过各种载体、媒介来传递和交换信息的过程就是通信。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交换不仅存在于人和人之间，还存在于人和机器之间、机

器和机器之间，而且这种存在有其必要性。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机
器之间信息交换的必要性。

在现代化的办公楼中，通常会有多台自动控制的电梯来为人们提供上下楼的服

务。在夜间非办公时间，为了节约用电，通常会只开放其中一台电梯，而其它的都
断电；在白天办公时间则开放多部电梯，以满足大量的人群上下楼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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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信息 信息

多台电梯同时运行时，当有人在某一层按一下召唤键要求上下楼，每台电梯的

自动控制装置都能接受到这一信息，这是人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交换。然后每台电梯
的自动控制装置需要相互传递各自的当前运行方向（上或下）和楼层等的信息，这
是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交换。最后电梯的自动控制装置判断这些信息，选择一台
运行方向符合要求、最接近的电梯停靠该层，而其它的电梯忽略此召唤请求。

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没有电梯的自动控制装置之间的信息交换，让每台电梯
完全独立地运行，则所有电梯会响应同一召唤、停靠同一楼层，从而产生电梯运行
效率低、浪费电能等问题。由此可见，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交换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工厂自动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量的可编程序控制器被作为自动控
制装置的核心用在各种设备、工序和生产线上。而这些设备、工序和生产线通常是
需要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因此作为控制核心的可编程控制器之间的信息交换
正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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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可编程控制器信息交换的实现方法——微机数据通信技术

最初人们在实现多台可编程控制器的信息交换时，很自然地想到了利用PLC的
输入、输出点来进行信息传递和接收，如下图所示：

在上面的示意图中，PLC A和PLC B的部分输入点和输出点相互交叉连接，即
PLC A的输出点连接到PLC B的输入点，PLC B的输出点连接到PLC A的输入点。PLC 
A通过控制它的输出点Q0.0~Q0.4的ON/OFF状态来传递信息，PLC B用它的输入点
I0.0~I0.4来接收信息，这样就能实现PLC A向PLC B的发布信息了；同样道理，PLC 
B也能通过上述方法向PLC A传递信息。

输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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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用上述的这种输出点→输入点的信息传递方式能实现可编程控制器之间的
信息交换，但当控制工艺复杂、交换的信息量大、距离远时，会有明显的缺点。例
如用这种方法来实现控制汽车生产线各道工序的可编程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信息交换
时，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状况：

分析上面的示意图，我们能看出这种利用I/O点（输出点→输入点）来交换信
息的方式，有如下的缺点：

1、要增加额外的输入输出点数；2、传递、交换的信息量少；3、使用大量的
连接电缆，布线工作量大；4、程序复杂；5、成本高；6、接线多，易出故障，难
以维护。

�传递信息的I/O点之间的连接电缆线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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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上述缺点，人们把微机数据通信技术应用到PLC上来实现信息交换。
上面的汽车生产线引入微机数据通信技术的概念后，系统简化如下图所示：

用微机数据通信技术来实现PLC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很多的优点：

1、数据量大，距离远；2、节约I/O点数，系统易配置和扩展；3、极大地降低
布线成本； 4、系统可靠性高，冗余性高；5、分散控制，集中显示，就地操
作，危险分散；6、用户编程容易；7、维护方便，易于查找通信故障。

正是由于微机数据通信技术的上述优点，现代的PLC大多具有数据通信的功
能，并且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PLC支持的数据通信方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
强。数据通信功能已经成为PLC不能或缺的重要功能之一。

�M

�用通信电缆取代了原来繁多的I/O点之间的连接电缆线

�数据通信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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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微机数据通信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开放系统模型OSI的概念
数据通信技术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的，它传递、交换的信息是以数据

信号的形式存在的，并且这种信号形式是和计算机技术中使用的二进制数字信号相
同的。

要交换的任何信息，如文字、图象、语音等的一切信息，都必须经过数字化处
理变换成一个个数码序列，这种包含一定信息、离散的数字信号就是数据。对这些
数据进行变换、收集、分类、计算、存储等的过程就是数据处理。对这些数据信息
进行传输、交换的过程就是数据传输。因此通常认为：数据通信包含数据处理和数
据传输两部分的工作内容。

信息传输率是指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信息量，常用来表示传输数据的速度快慢，
它的单位是比特/秒。一个二进制位能承载的信息量称为一个比特(比特——bit，

binary digit的缩写)。

数据通信的任务是实现多种电子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如计算机和PLC的数据
交换、PLC和智能仪表的数据交换。因此为了有效地实现在不同设备之间的数据通
信，所有的数据通信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步骤，使用标准的“语言”，这种标准化
的规则和“语言”就是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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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有一些专门的机构对数据通信的标准化问题进行研究，组织关于标准

化问题的讨论，并制定、公布国际标准。在数据通信方面有影响力的标准化组织有
以下4个：

1111、、、、EIAEIAEIAEIA
EIA（电子工业协会）是美国的一个定义接口设备电气和功能特性标准的标准

化组织，它制定并公布了RS系列标准，定义了终端与调制解调器、终端与计算机、
打印机与计算机，以及计算机部件之间的电气连接特性。RS系列标准包括RS-232-
C、RS449、RS-422-A、RS-485等，其中RS-232-C、RS-485等应用十分广泛，对微机
数据通信系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22、、、、IEEEIEEEIEEEIEEE
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是一个颁发自己的标准的国际性专业组织，它也

是美国国家标准局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员。它下设一个微处理器标准委员会，研
究制订计算机元件和系统的电气电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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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CITT
CCITT (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是国际电信联盟（ITU）的常设机构之一，

主要研究电信的新技术、新业务，并使全世界的电信标准化。它下设两个专门研究
数据通信标准的小组：一个小组研究电话网的通信标准，一个小组研究公共数据网
的数据通信标准。

4444、、、、ISOISOISOISO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标准化组织。它的任务是：研究、制

定国际标准，规范、协调、促进全球范围的标准化工作，并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等
方面的国际合作。ISO组织在数据通信方面设有两个委员会，一个分委员会研究数
据通信的标准；另一个分委员会研究开放系统互连模型（OSI——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为了实现不同厂家的电子智能设备之间的有效的数据通信，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提出了如下图所示开放系统模型OSI（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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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站 接收站

物理通信介质

第7层 应用层

第6层 表示层

第5层 会话层

第4层 传输层

第3层 网络层

第2层 链路层

第1层 物理层

第7层 应用层

第6层 表示层

第5层 会话层

第4层 传输层

第3层 网络层

第2层 链路层

第1层 物理层

ISO设计了一个7层模型来定义计算机类设备连接进行数据通信时的架构，定义
了软件7个层次的功能。这七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为：物理层、链路层、网络层、
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各层有明确的功能和各自的体系，使用这种7
层模型是为了达到开放式通信的目的。

通信系统的分层模型、模块结构使各种通信功能更易于设计、实现、管理、修
改、升级。把功能分隔成各自独立的层，并使各层标准化，能实现每个层的设计、
实施与其余各层的无关性。最终的通信用户并不需要去关心、了解这些层的存在、
结构、运作等状况，这些层次对于用户来说是透明的(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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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简要说明模型的7层：

1111、、、、物理层物理层物理层物理层（（（（Physical LayerPhysical LayerPhysical LayerPhysical Layer））））
物理层定义了互连部件之间的物理规范，即定义了机械、电气、功能和规程等

方面的特性，它负责在物理实体之间建立、维持和拆除连接通道，实现物理实体间
的二进制比特流的透明传输，并尽量使这种透明传输对高层协议有最大的透明性，
特别是要实现数据链路层对物理传输介质的无关性。例如物理层要定义传输介质、
网络接口连接方式、数据发送和接收方式等方面的规范，我们常用的串行异步通信
接口标准RS-232-C、RS-485就属于物理层的范畴。

2222、、、、链路层链路层链路层链路层（（（（DatalinkDatalinkDatalinkDatalink LayerLayerLayerLayer））））
在物理层建立物理连接后，链路层利用物理层提供的比特流传输服务，从一个

节点经物理层向另一个节点无差错地传输数据块——帧。帧是由多个比特位组成的

逻辑数据单元，常分为控制帧和信息帧两类。控制帧用来建立、维持、拆除数据链
路，以及对信息帧传输过程进行流量控制与差错控制，从而为网络层提供可靠的结
点之间的帧传输服务。微机数据通信常用的链路层协议有串行异步通信协议、二进
制同步通信协议和高级数据链路控制协议(HDL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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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网络层网络层网络层网络层（（（（Network LayerNetwork LayerNetwork LayerNetwork Layer））））
网络层定义网络操作系统的通信协议，负责网络的信息交换和路线，负责数据

寻址和路由选择，即把逻辑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和选择传输路径。网络层的主要功
能是对交换、路由和报文包阻塞处理的控制。常见的网络层协议有X.25分组协议和
IP协议，X.25定义了计算机与网络之同的逻辑接口。

4444、、、、传输层传输层传输层传输层（（（（Transport LayerTransport LayerTransport LayerTransport Layer））））
传输层负责错误的确认和恢复，向会话层提供一个高质量的端到端的数据传输

服务，保证数据传输的完整性、无差错、不遗漏、不重复和按顺序。传输层的信号
单位是报文，过长信息能分成小的报文包传输。典型的传输层协议有TCP，Novell
的SPX以及Microsoft的NetBIOS/NetBEUI 

5555、、、、会话层会话层会话层会话层（（（（Session LayerSession LayerSession LayerSession Layer））））
会话层负责在表示层的应用之间建立、协调和结束会话，向应用提供会话组织

和同步服务，管理和控制数据的传输过程，如哪边发送、何时发送、耗费时间等。
当会话层发现通信不正常时，尽量在不丢失数据的情况下使会话恢复；如果无法正
确恢复，则依据规则中止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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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表示层表示层表示层表示层（（（（Presentation LayerPresentation LayerPresentation LayerPresentation Layer））））
表示层从应用层获得数据信息，做形式变换后提供给会话层，如数据加密、解

密、信息压缩/解压和编码格式的变换等，保证数据经传输后意义不变并能被目的
端识别。通信软件的设计可归入此层。

7777、、、、应用层应用层应用层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Application LayerApplication Layer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作为开放互连模型（OSI）的最高层，为用户的应用进程访问网络提供

服务，直接与应用或进程发生关系，应用层需要其他各层的支持。常见的应用层服
务有：电子邮件、数据库、Web等。

在OSI的7层模型中，只有物理层之间是直接交换信息的，其余各层都工作在和
它相邻的下一层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上，可以理解为：数据信息是从发送端的应用层
开始“垂直”逐层向底层传送，到达物理层后再“水平”经过物理通信介质传输接收端
的物理层，然后再“垂直”逐层向上传送到应用层的。

OSI的7层模型的低3层提供通信功能，高4层提供用户功能。并非所有的数据通
信都要经历这7层，应根据具体需要，省略某些层次，尽量使用最简单、最少的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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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数据通信的数据传输方式
任何数据通信都会涉及信源端、目的端、传输控制机构和数据信息等4部分，

这些部分能归纳成3个要素：1、传输方向；2、数据信息位的多少；3、传输控制方
式。根据这些要素，能对数据传送方式进行多种分类，如根据数据传送的方向能分
为单工、双工等通信；根据一次传送数据位的多少能分为并行通信、串行通信；根
据控制方式能分为同步通信、异步通信；

下面分别对上述的通信方式进行说明。

一一一一、、、、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
并行通信并行通信并行通信并行通信
在微机系统内部，数据传送大都是8位（或16位）数据同时传送的，这种同时

传送多个数据信息位（位数一般是8的倍数）的方式就是并行通信。并行通信是以
字节或字为单位来传送数据的，在这种传输方式中，除了需要8根（或16根）数据
线和一根公共线外，还需要通信双方联络用的控制线，控制线包括选通、应答等
线。并行通信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数据线

信
源
端

目
的
端公共地线

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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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信源端通过独立的8条（或16条）数据线同时发送出这8位（或16
位）数据信息，目的端通过数据总线接收这些数据；公共信号地线为确定数据线的
逻辑状态提供参考电平；控制线用来协调通信双方发送、接收的时机。
并行通信的过程如下：

1、信源端要发送数据时，先要检查目的端应答控制线发出的信号的状态，以

确定目的端是否已准备好接收数据。信源端在确定目的端就绪后，就可以通过数据
线发送数据给目的端了，并同时在选通控制线上输出一个信号，表示数据线上的数
据有效；

2、目的端在收到信源端选通控制线发出的表示数据线上的数据有效的信号
后，开始从数据线上接收数据，并在应答控制线上输出一个状态信号给信源端，表
示可继续发送数据。

由于并行通信是若干数据位同时传送的，它的通信数据率在短距离内很高，可
达几百万比特/秒(bps)，但并行通信硬件成本高，不适合远距离通信，通常小于30
米，常用于距离较近、传输速度要求高的场合。如在PLC的CPU和存储器之间、CPU
模块和扩展模块之间的通信常采用并行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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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通信串行通信串行通信串行通信
在信源端和目的端之间每次只传输一个数据位，依次传输一个字或字节的每个

数据位，这种通信方式就是串行通信。串行通信在传输速度上虽然不及并行通信
快，但信源端和目的端只需要一条数据线传送数据，加上地线、控制线，最少时两
三条线就能实现数据通信，特别是当通信距离较远时，如几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
串行通信比较经济实用。串行通信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串行通信是以二进制位为单位进行数据传输的。传输数据时，字节或字数据的

各个位分时使用同一条数据传输线，从低位到高位依次传输，有几个数据位就要传
输几次；目的端也从低位开始一位接一位地依次接收这些位数据，并把它们组合成
字节或字数据。

信
源
端

目
的
端

数据线

公共地线

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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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单工单工单工单工、、、、半双工半双工半双工半双工、、、、全双工通信全双工通信全双工通信全双工通信
根据数据传送的方向能分为单工、半双工、全双工通信等，它们的示意图如下

所示：

单工通信单工通信单工通信单工通信：：：：数据线只有一组，只能按固定的单一方向传送、接收数据，如上图
a）所示；

半双工通信半双工通信半双工通信半双工通信：：：：数据线只有一组，允许数据双向传输，但在同一时刻，数据只能
单向传输，要实现双向传输只能分时切换，因此半双工实际上是可以切换方向的单
工通信。要可控地切换数据传输方向，必须附加控制线或软件编程来对两端的数据
通信设备进行控制，以保证正确的数据流向，因此半双工通信时效率不高，如上图
b）所示；

全双工通信全双工通信全双工通信全双工通信：：：：有两组数据线，允许数据同时双向传输，两端设备也都能同时接
收和发送数据，数据传送效率高。全双工通信要求有两组独立的数据传输线，两端
的设备也必须具有独立的同时接收和发送的能力；如上图c）所示。

A
单向传输

B

A
分时双向传输

B

A B同时双向传输

a)单工通信

b)半双工通信

c)全双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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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
要进行数据通信的任何信息，如数字、文字、图象、语音等，都必须先经过数

字化处理变换成由一系列二进制数的“0”和“1”组成的编码序列，这是因为通信线路

上一般只能传送逻辑0和逻辑1两种信息，这两种逻辑信息刚好能表示二进制数的
“0”和“1”。数据通信时，必须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约定：

1、正逻辑或负逻辑
我们可以用多种物理信号的两种状态来表示通信线路上传送的逻辑0和逻辑1两

种信息。例如逻辑0和逻辑1能用两种不同电压的电平来表示，也可以用电流的有和
无来表示，甚至还能用两种音频来表示。但在通信前必须约定好：哪一种物理状态
表示逻辑l，哪一种物理状态表示逻辑0。

2、传送顺序
收、发端必须提前约定好编码序列的传送顺序，是从最低位开始依次传送，还

是从最高位开始依次传送。

3、定时
要测量出数据通信线路上的逻辑0或逻辑1信号的开始时刻和结束时刻，以便根

据逻辑信号的持续时间测算出该逻辑位信号已连续发送了几个位。这就是数据通信
中的定时问题。要解决定时问题，就要求发送端和接收端都必须有一个精确的时
钟，并且还要求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时钟保持精确一致，该时钟被用来测算每一个位
信号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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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数据通信解决定时问题的控制方式有两种:异步通信和同步通信。

异步通信异步通信异步通信异步通信：：：：
异步串行通信解决定时问题的方法是：发送每一个数据字符前先发送一个“开

始”标志位；发送一个数据字符后，再发送一个“停止”标志位，并且在通信设备间

使用一致的字符数据格式和相同的传输速率。因此异步通信允许各个通信设备有各
自的时钟，在通信设备之间不需要有统一的时间标准，相邻字符发送时的间隔时间
也没有硬性的规定。

异步通信是以字符为单位，一个一个字符地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每个字符的组
成格式如下所示：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0

第n个字符的数据位

低位 高位

奇偶
校验
位

11

空闲位

起
始
位

11

空闲位

1

停
止
位

0

起
始
位

0/1

低位

第n+1个字符的数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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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字符的数据位发送前，发送端会先发送一个起始位，它是宽度为一个bit
的低电平信号；然后再依次发送各个数据位(数据位可以是5~8位)，以高电平表示
“l” ，低电平表示“0”；数据位发送完后，再发送奇偶校验位(是否有奇偶校验，奇校
验还是偶校验可选)；最后再发送一位或多位的停止位，停止位是宽度为一个bit的
高电平信号。

奇偶校验位能用来检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出错。在设定为奇校验或偶检验后，
发送端在发送每一个字符的数据位后，会增加发送一个位作为奇偶校验位。奇偶校
验位为“1”还是为“0”取决于设定的校验是奇还是偶以及数据里 “1”的个数。如设定为
奇校验，每发送一个字符数据，发送端都会调整奇偶校验位的“0”或“1”的状态，以
保证数据位与奇偶校验位里“1”的个数始终为奇数；如设定为偶校验，则要保证数
据位与奇偶校验位里“1”的个数始终为偶数。

例如某字符数据位是以下8个位：1 0 0 0 1 0 0 1
其中字符数据中“1”的个数是3个。如果设定了奇校验，奇偶校验位将是“0”，

使“1” 的个数是奇数；如果选择了偶校验，奇偶校验位将是“1” ，使“1”的个数为偶

数。
接收端能利用奇偶校验位检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出错。当有某个位信息传送时

受干扰导致高低电平改变，此位信息的“1”、 “0”状态也因此改变，那么“1”的总个数

会发生改变，通过奇偶校验就能发现这一传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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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不进行奇偶校验，传送时不增加奇偶校验位，接收时也不进行奇偶校
验位检测。

在进行串行异步通信时，字符的发送间隔时间长短不定，停止位和下一个起始
位之间可以根据需要加一个或多个空闲位（空闲位是宽度为一个bit的高电平信
号）。另外，每个字符中包含的数据位不多（5～8位），不会因为通信设备之间的
收发频率差异和时钟误差而导致接收错位，因此串行异步通信的接收和发送可以随
时开始、随时停止，间断地进行。

由于异步通信时要附加许多的无效信息位（如起始位、停止位）来控制通信过
程，有效信息传输效率较低，一般只适合低速通信。PLC和外围设备通信时大多采
用串行异步通信方式。

同步通信同步通信同步通信同步通信：：：：
同步通信要求发送端和接收端保持完全的同步，必须使用同一时钟信号，因为

串行同步通信传输每个数据块时必须同时传输同步时钟信号或在数据块上附加时钟
信号标记：在近距离传送时，专门增加一条线用来传送同步时钟信号；在远距离传
送时，发送端先将时钟信号标记与数据一起编码然后再发送，接收端设法解码得到
同步时钟信号并分离出有效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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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通信传输的数据块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每个数据块包含l、2个同步字符、
若干个数据字符和校验字符。同步字符起到通知接收端开始接收数据的标志作用。

同步通信方式不需要在每个数据字符中加无效的冗余标志位（如起始位、停止
位等），只需要在大串的数据块前加少量的同步字符，所以有效信息的传输效率
高。同步通信对硬件的要求较高，要求有统一的时钟信号且时钟的相位一致性要
好，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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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数据通信的常用通信接口和通信物理介质
一一一一、、、、PLCPLCPLCPLC常用的通信接口常用的通信接口常用的通信接口常用的通信接口

目前PLC，特别是小型PLC，常用的通信接口主要是串行异步通信口。
通信接口方面的一些规则主要由通信设备的物理层协议定义，需要定义的规则

有：

1111、、、、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对连接的插头、插座、插针、插孔的外形和尺寸，插脚数量，引脚
分配等的定义。
2222、、、、电气特性电气特性电气特性电气特性：：：：对信号的逻辑电平的数值，通信距离，数据传输率，发送和接收驱
动电路特性等方面的定义。
3333、、、、信号功能信号功能信号功能信号功能：：：：对各信号的名称、功能、作用、传送方向和相互关系的定义。
4444、、、、过程特性过程特性过程特性过程特性：：：：对过程、时序关系方面的定义。

常用的串行通信的物理层协议大都是由EIA制定的，包括以下常用的接口：

1111、、、、RSRSRSRS----232232232232----CCCC：：：：远程通信数据终端设备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与数据通信
设备DCE（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之间的串行二进制数据的通信接口。
2222、、、、RSRSRSRS----422/485422/485422/485422/485：：：：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RS-423：非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
3333、、、、RSRSRSRS----499499499499：：：：采用二进制交换的数据终端接收设备的37针和9针通用接口。RS-422和
RS-423是RS-499标准的两个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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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最常用的是RS-422、RS-485、RS-232-C，例如施耐德的Twido PLC的编程口
就是RS-485的，第二路扩展通信口可以是RS-485或RS-232-C的。下面介绍这三种通
信接口：

1111、、、、RSRSRSRS----232232232232----CCCC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于1969年公布了这一串行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

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有25条信号线，包

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

数据通信设备(DCE)实现在数据终端设备和通信线路之间建立、保持和断开连
接的功能，并执行信号变换及编码任务，如调制解调器。数据终端没备(DTE)是指
数据的发送端或接收端，如输入/输出设备、计算机、PLC等。

DTE DTEDCEDCE

RS-232-C接口 RS-232-C接口

公共电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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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C接口标准是目前计算机和PLC中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信接口。RS-232-
C采用负逻辑：用－5～－15V表示逻辑“1”，表示二进制数据的“1”（传号）或控制
线的“断开”状态；用+5～+15V表示逻辑“0”，表示二进制数据的“0”（空号）或控制
线的“接通”状态。电压值都是对“信号地”而言的。

RS-232-C的噪声容限为2V，所谓噪声容限是指发送端发出的信号到达接收端
时，允许的最大信号损失。对于RS-232-C，接收端能把最低至+3V的信号正确识别
为逻辑“0”，能把最高至－3V的信号正确识别为逻辑“1”，－3V～＋3V之间是过渡区

间，识别为无效信号。RS-232-C的通信电缆中任何导线的短路不会造成设备驱动电
路的损坏，如调制解调器、计算机、PLC等设备的串行口电路。

RS-232-C只能进行一对一的通信，从机械特性上看，计算机、PLC的RS-232-C
常使用的是9针或25针的D型连接器，PLC有时也用8针Mini-Din连接器(如Twido的第
二路扩展RS-232-C串行通信口)，它们的外形分别如下图所示：

1 13

14 25
D型-25针

1 5

6 9

D型-9针 MiniDin-8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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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RS-232-C的D型9针、D型25针和Mini-Din型8针连接器各引脚信号名
称、功能、信号方向以及引脚的对应关系：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有些设备的有些设备的有些设备的有些设备的RSRSRSRS----232232232232----CCCC接口并不采用上述的三种机械外形接口并不采用上述的三种机械外形接口并不采用上述的三种机械外形接口并不采用上述的三种机械外形，，，，可能采用可能采用可能采用可能采用DDDD型型型型15151515
针针针针，，，，甚至是甚至是甚至是甚至是RJ45RJ45RJ45RJ45接口的机械外形接口的机械外形接口的机械外形接口的机械外形。。。。其实不论是何种通信口其实不论是何种通信口其实不论是何种通信口其实不论是何种通信口((((RSRSRSRS----422A422A422A422A、、、、RSRSRSRS----485485485485、、、、RSRSRSRS----
232232232232----C)C)C)C)，，，，也不论这些通信接口采用何种机械外形形式也不论这些通信接口采用何种机械外形形式也不论这些通信接口采用何种机械外形形式也不论这些通信接口采用何种机械外形形式，，，，我们最关心的本质是通信我们最关心的本质是通信我们最关心的本质是通信我们最关心的本质是通信
口的针脚名称口的针脚名称口的针脚名称口的针脚名称、、、、定义和功能等方面的电气特性定义和功能等方面的电气特性定义和功能等方面的电气特性定义和功能等方面的电气特性。。。。电气特性符合哪种通信接口标电气特性符合哪种通信接口标电气特性符合哪种通信接口标电气特性符合哪种通信接口标
准准准准，，，，它就属于这种通信接口它就属于这种通信接口它就属于这种通信接口它就属于这种通信接口，，，，而不要被而不要被而不要被而不要被DDDD型型型型9999、、、、15151515、、、、25252525针针针针，，，，或者是或者是或者是或者是RJ45RJ45RJ45RJ45口的机械外口的机械外口的机械外口的机械外
形所迷惑形所迷惑形所迷惑形所迷惑，，，，机械外形只是外形机械外形只是外形机械外形只是外形机械外形只是外形，，，，不表示它一定是某种通信接口不表示它一定是某种通信接口不表示它一定是某种通信接口不表示它一定是某种通信接口。。。。

振铃指示←RI229无

清除传送←CTS58无

请求传送→RTS471

数据通信装置(DCE)准备就绪←DSR665

信号公共地—GND756、7

数据终端装置(DTE)准备就绪→DTR2042

发送数据→TxD233

接收数据←RxD324

数据载波检测←DCD8l无

功能信号方向信号名称引脚号（D型25
针）

引脚号（D型9
针）

引脚号（MiniDin-8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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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列出的每个信号名称的解释如下：

DCD:DCD:DCD:DCD:载波检测，也叫接收线信号检出(Received Line detection-RLSD)。当本地的
DCE收到由通信链路另一端的DCE送来的载波信号时，使DCD变为有效(高电

平)，
表示已检测出远端的载波信号，要求数据终端设备(DTE)准备接收。

RXD:RXD:RXD:RXD:接收数据。通过RxD线DTE从本地的DCE接收串行数据，本地DCE发送给DTE的串
行数据是从远端的DCE发送来的载波信号中解调而来的。

TXD:TXD:TXD:TXD:发送数据。通过TXD线DTE发送串行数据给本地的DCE，本地DCE把这些串行数
调制成载波信号后发送给远端的DCE。

DTR:DTR:DTR:DTR:数据终端准就绪。当DTE准备好，可以进行通信时，向本地的DCE发出DTR信
号，

表明DTE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DTR信号的有效状态是高电平。

GND:GND:GND:GND:信号地线，无方向。

DSR:DSR:DSR:DSR:数据通信装置就绪。当DCE准备好，可以进行通信时，向DTE发出DSR信号，表
明DCE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DSR信号的有效状态是高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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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S:RTS:RTS:RTS:请求发送。当DTE要发送数据时，发送RTS信号给DCE表示请求发送数据，用来
控制DCE是否要进入发送状态。RTS信号的有效状态是高电平。

CTS:CTS:CTS:CTS:允许发送。是对DTE发出的RTS信号的响应。当本地DCE得知远端的DCE已准备好
接收时，就发送CTS信号给本地的DTE，表示DCE已准备好接收数据，允许DTE从
发送数据线TxD上发送数据。CTS信号的有效状态是高电平。

RI:RI:RI:RI:振铃指示。当本地DCE收到交换台发送的振铃呼叫信号时，使RI信号有效（高电
平），通知DTE，已被呼叫。

近距离时，两台数据终端设备(DTE)不通过数据通信设备(DCE)而直接连接是可
能的，常用的接线图如下所示：

TxD     3
RxD     2
RTS     7
CTS     8
DTR    4
DSR    6
DCD    1
GND    5

TxD     3
RxD     2
RTS     7
CTS     8
DTR    4
DSR    6
DCD    1
G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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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RSRSRSRS----422A422A422A422A
由于RS-232-C的电气接口电路采取的是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其

发送电平与接收电平的差只有2～3V，所以共模抑制能力较差，容易受到共地噪声
和外部干扰的影响，再加上信号线之间的分布电容，因此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
米，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20kb/s。此外RS-232-C的接口电路的信号电平较高，容易
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与TTL电路的电平也不兼容，影响其通用性。

为了弥补RS-232-C的不足，提高数据传输率和延长通信距离，EIA于1977年制
订了RS－499串行通信标准，这个标准对RS-232-C的不足做了改进和补充。RS-422A
是RS-499的标准子集之一。

RS-422A采用的是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为平衡传输。RS-422A单工发、收电路的
示意图如下：

TXD RXDSDA+    RDA+

SDB- 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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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A使用一对双绞线实现一个方向的信号传输、接收，上图中SDA+、SDB-
发送，RDA+、RDB-接收。发送驱动电路在SDA+、SDB-产生+2～+6V的电平表示正逻
辑状态，产生-2～－6V的电平表示负逻辑状态。

平衡驱动器相当于两个单端驱动器，发送端发送信号时会同时在SDA+、SDB-输
出两个互为反相的输出信号，上图中的小圆圈表示信号取反相。由于接收器在
RDA+、RDB-接受的信号输入是差分电压，当外部干扰信号是共模形式时，两根传输
线上的共模干扰信号相同，会相互抵消，大大提高了抗共模干扰的能力，所以RS-
422A串行接口能进行长距离传输，并且数据传输速率也明显提高了。

RS-422A的数据传输率和距离有关系，如在1200m距离时的传输速率为100kbit
／s，而在12m距离时可高达10Mbit／s。

RS-422A的接收电路的输入阻抗高并且发送电路的驱动能力强，所以在同一传
输线路上能接最多至10个接收节点，RS-422A支持点对多的双向通信。RS-422A通信
线路的两端需要连接终端电阻，其阻值约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做短距离通
信时可以省略终端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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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RSRSRSRS----485485485485
RS-485是在RS-422A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RS-422A为全

双工，发送和接收分别使用两对平衡差分信号线，最少需要4根通信线；而RS-485
为半双工，发送、接收都使用同一对平衡差分信号线，RS-485的SDA+、RDA+在内部
短接成A＋，SDB-、RDB-在内部短接成B-，最少只要两根通信线，如下图所示：

RS-485的接口电平比RS-232-C低，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并且该电平与
TTL电路的电平兼容。RS-485的数据传输速率、传输距离、抗干扰能力等方面的指
标与RS-422A相同，在长距离通信时也需要两端连接终端电阻。

RS－485是半双工的，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站点发送数据，其他站点只能接
收，发送电路需要使能端来协调。RS－485接口适合连接多个站点，使用新的接口
元器件一条总线上最多能连接128个站点，能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且有较好安
全性、稳定性(如隔离、抗干扰、低功耗等)。因此现在许多工业设备上常使用RS－
485接口。

TXD

TXDRXD

RXD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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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计算机一般不配备RS-422A或RS-485通信口，而PLC一般都配备RS-422A或
RS-485通信口。RS-422A、RS-485也能使用9针、25针的D型连接器或8针Mini－Din
连接器，但针脚定义和RS-232-C的不同：RS-422A一般至少有SDA＋、SDB-、RDA
＋、RDB-等针脚，RS-485一般有A＋、B-等针脚。例如施耐德的Twido PLC的多功能
编程口就是8针Mini－Din的RS-485通信口，它的第二路扩展串行通信口能选择8针
Mini－Din的RS-485通信口，其外形和针脚名称、定义如下所示：

RS-485
MiniDin-8针

5V5V8

0V0V7

NCNC6

NCDPT5

NCDE4

NCNC3

B-B-2

A+A+1

扩展第二路串行通信口(RS-485)多功能编程口（RS-485)引脚号（MiniDin-8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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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通信物理介质通信物理介质通信物理介质通信物理介质
通信介质就是通信系统中在发送端与接收端之间的、数据信息传输的物理通

路。通信介质一般可分为有线传输介质和无线传输介质。有线传输介质包括双绞
线、同轴电缆和光纤等；无线传输介质包括短波、微波、激光和红外线通信等。
下面简介几种常用的有线传输通信介质。

1111、、、、双绞线双绞线双绞线双绞线
双绞线也称为双扭线，是一种便宜、应用广泛的通信介质，把两根互相绝缘的

导线并排放置，然后按照一定规则以螺旋方式扭绞起来就构成了双绞线，采用这种
绞合的结构可以减少对相邻的导线的干扰和减弱来自外部的电磁干扰。双绞线能提
供较高的传送频带，但在距离、传输速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限制。

通常是将多对双绞线捆在一起，在其外面包上硬的塑料外皮护套制成电缆。每
根导线的颜色不同便于接线时识别。为了减少双绞线间的相互干扰，每对双绞线的
绞合长度也不同。为了提高双绞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有时在双绞线的外面再加上
一层金属丝屏蔽层，制成屏蔽双绞线。

双绞线常用于局域网的布线，当选择适当的材料、长度及传输技术时，短距离
内数据传输率达到l0Mbps～100Mbps。双绞线的特点是价格便宜、使用方便灵活、
易于安装。主要的缺点是抗高频干扰的能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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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绞线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2222、、、、同轴电缆同轴电缆同轴电缆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是由轴心的内导体芯线（通常是铜制的单股实心线或多股绞合线）、

绝缘层、网状外层导体屏蔽层和塑料外层护套组成的。同轴电缆的外层导体屏蔽层
既能够用作导体，又有屏蔽的作用。屏蔽层一方面能减弱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另
一方面也能减少内导体芯线对外部的的辐射干扰，因此同轴电缆具有高带宽、极好
的噪声抑制特性，抗干扰能力强，适用于频率高、传输速率高的数据传输。

同轴电缆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护套

双绞线
（塑料绝缘色标线）

外层导体屏蔽
层

导体芯
线

护套 绝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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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特性阻抗值分类，目前常用的同轴电缆有50欧姆电缆和75欧姆电缆两种：
（1）50Ω同轴电缆
也称为基带同轴电缆，电缆中只有一个信道，常用于直接传输数字基带信号，

传输速率可达10Mbps左右，在局域网中广泛使用这种同轴电缆。
（2）75Ω同轴电缆
也称为宽带同轴电缆，是公用电视系统（CATV）的标准电缆，在这种电缆上传

输的信号采用了频分复用技术，既能传输宽带模拟信号，也能传输数字信号。在传
输模拟信号时，其频率可高达300～400MHz；在传输数字信号时，必须先将数字信
号变换成模拟信号再发送，而接收时，再把收到的模拟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宽带
电缆还能划分成多个独立的信道，例如：300MHz带宽的电缆能分成50个带宽6MHz的
独立信道，每个6MHz带宽的信道足以传送一路模拟电视信号或速率高达3Mb／S的数
字信号，一条带宽为300MHz的电缆可以支持150Mb／S的数据传输率。

3333、、、、光纤光纤光纤光纤
光纤是以光脉冲的形式来传输信号的一种通信介质，材质以石英玻璃或有机玻

璃为主，它由纤芯、包层和护套组成。最里面是纤芯，它的横截面积很小（8μm～
50μm），是光传播的通路；包层包裹在纤芯的外面，它的折射率比纤芯小。根据
光的全反射原理，当光线从高折射率的介质射向低折射率的介质时，折射角将会大
于入射角。因此，当入射角足够大，光线将以全反射的方式保持在纤芯内向前传
播；最外面的是起保护作用的护套。通常多根光纤扎在一起，外面用保护层包裹做
成多芯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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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光纤有多种分类方式：
1111））））按照光纤的材料分按照光纤的材料分按照光纤的材料分按照光纤的材料分：：：：石英光纤，多组分玻璃光纤、塑料包层光纤和全塑料光

纤。
2222））））按光在光纤中的传输模式分按光在光纤中的传输模式分按光在光纤中的传输模式分按光在光纤中的传输模式分：：：：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
3333））））按最佳传输频率窗口分按最佳传输频率窗口分按最佳传输频率窗口分按最佳传输频率窗口分：：：：常规型单模光纤和色散位移型单模光纤。
4444））））按折射率分布情况分按折射率分布情况分按折射率分布情况分按折射率分布情况分：：：：阶跃型光纤、渐变型光纤、环形光纤和W型光纤
5555））））按光纤的工作波长分按光纤的工作波长分按光纤的工作波长分按光纤的工作波长分：：：：短波长光纤、长波长光纤和超长波长光纤。

单模光纤的纤芯直径很小,约8μm～10μm，在给定的工作波长上只能以单一模
式传输，避免了模式色散,传输频带宽,因而适用于大容量远距离的光纤通信，单模
光纤使用的光波长为1310nm或1550nm。多模光纤的直径约15μm～50μm，在给定的
工作波长上,有多个模式同时传输，由于色散或像差，其频带较窄，容量较小，距
离较短，多模光纤适于中小容量中短距离的通信，光波长为850nm或1300nm。

包层 护套 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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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传输系统中能用作信号源的光源发生器件，常用的有两种：发光二极管
LED(light-emitting diode)和半导体激光ILD(injection laser diode)。光检测
器件的作用是在接收端把收到的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常用的有光敏二极管(PIN)
和雪崩光敏二极管(APD)。光敏二极管的响应时间一般为1ns，因此数据传输速率通
常被限制在1Gb/s。

光纤通信具有以下的优点：
1）光纤的传输速率极高，通信频带很宽，理论可达30亿兆赫兹，传输容量比

电缆大10到10000倍。
2）光纤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光线的传输是不受外界电磁干扰的影响的。
3）光纤衰减较小，传输距离长。在无转发器、中继器时也能传送6-8公里，中

继器的间距可以拉大，减少中继器的数目，降低成本。
4）安全性、数据保密性好。光纤不带电，可用于易燃、易爆场所。光束不向

外辐射，适用于保密性、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5）重量轻，体积小，利于施工和运输，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寿命长。
6）节约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

光纤也有一定的缺点：光纤衔接、分支困难，且分支时信号能量损失很大，成
本高，机械强度低于金属电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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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可编程控制器网络和现场总线
一一一一、、、、可编程控制器网络可编程控制器网络可编程控制器网络可编程控制器网络

随着PLC、变频器、运动控制器、工控计算机、人机界面和智能仪表等装置在
工厂自动化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工厂用户希望能把这些装置相互连接起来进行数
据通信，以实现数据共享、集中管理。为了满足这种工厂自动化发展的新需求，各
PLC生产厂家加大研发力度，在PLC数据通信技术日渐成熟的基础上，把计算机网络
技术也应用到PLC上，让PLC也象计算机那样具备了组网运行的能力。

PLC构成网络后，能扩大控制规模和延伸控制范围，可简化布线、安装等工
作，方便地对控制系统进行操作和集中监控，提高维护维修效率，使自动化水平从
设备层提高到控制层乃至管理层，最终实现智能化、远程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全
方位自动控制。PLC网络种类很多，能从网络的拓扑结构和传输控制等方面对网络
进行分类。

PLCPLCPLCPLC网络的拓扑结构网络的拓扑结构网络的拓扑结构网络的拓扑结构：：：：
在网络中，通过通信线路互相连接的站点（可能是PLC、计算机等设备）称为

节点。网络的拓扑结构是指网络中通信线路和节点之间的相互连接的几何排列形
式。从拓扑结构上分，网络主要分为树形结构、总线结构、星形结构、环形结构等
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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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形结构树形结构树形结构树形结构
树形结构如下图所示：

树形结构象一颗倒置的树，很适合分主次的、分等级的层次形控制系统，在分
级分布式系统中广泛使用。其特点是：网络结构关系简单明了，通信控制逻辑比较
简单，实现方便，易于扩展和管理，故障隔离较容易。位于较高等级的站点控制它
下面的站点的数据通信，同级站点之间的数据通信要经过上一级站点的中转来实
现，上级站点的通信负荷较大，特别是当一个上级站点连接的下级站点较多，数据
通信量较大，那么这里就会出现数据通信的“瓶颈”。另外当某一个站点出现故障

时，它上面的各级站点的通信不受影响，而它的下级站点包括它本身的通信就都会
瘫痪。

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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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总线结构总线结构总线结构总线结构
总线结构如下图所示：

总线结构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实现容易，易于扩展，可靠性较好，总线不封
闭，便于增加和减少节点。多个节点共享一条总线，以广播通信方式，即总线上任
一节点发送的信息，能被总线上的其它所有节点接收，信道利用率高，通信速度
快。但由于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设备发送，总线形结构会出现节点之间竞争总线控
制权，而降低传输效率的问题，需要软件来控制以消除这种对总线的竞争。节点本
身的故障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较小，但对通信总线要求较高，因为如果通信总线发生
故障，所有节点的通信都会中断，所以总线网络结构有时采用冗余总线技术来确保
通信总线可靠工作。另外，总线形结构的故障诊断、隔离较为困难，接入节点数量
有限，通信的实时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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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星形结构星形结构星形结构星形结构
星形结构如下图所示：

星形结构由中央节点和直接连接到中央节点的各个节点组成，中央节点集中式
控制通信，外围节点的数据通信都由中央节点控制并中转，中央节点相当复杂,对
中央节点的可靠性和冗余性的要求很高。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实现容易，通信控制
软件简单，数据通信流向清晰，发现故障、排除故障容易。缺点是：中央节点的负
担较重,成为瓶颈，危险过于集中，中央节点的故障会引起整个网络瘫痪。另外星
形结构安装费用高、可靠性低、线路利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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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环形结构环形结构环形结构环形结构
环形结构如下图所示：

环型结构由节点和连接节点的链路组成一个闭合环。所有结点共享一条环形传
输总线，以广播方式把信息在一个方向上从源节点传输到目的节点，节点之间也有
竞争使用环形传输总线的问题，需对此用软件进行协调控制。这种结构的优点是：
结构简单，信道利用率高，电缆长度短，控制方式比较简单，每个节点只是以“接
力”的方式把数据传输到下一个站点，传输信息误码率低，数据传输效率高。其缺

点是：当某个节点或某段环线发生故障时，都会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可靠性较差，
故障诊断、排除困难。为了提高可靠性，可采用双环或多环等冗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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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PLCPLCPLC网络的传输控制网络的传输控制网络的传输控制网络的传输控制：：：：
传输控制是对传输介质（即数据传输通路）的访问权、使用权的控制和管理。

由于网络上的节点共享传输介质，如总线结构、环形结构的网络节点都共享一条
（或一个环形）传输总线，必然会出现几个节点同时争抢使用传输介质而产生数据
冲突的现象，因此需要有某种传输介质访问控制方式来分配、协调各节点对传输介
质的访问权、使用权，使传输介质的利用效率和可靠性都达到最高的水平。正如举
办辩论比赛时，必须给辩论双方的每个选手制定发言顺序、发言时间等规则，让每
个选手都有发言的机会和听清别人发言的机会。设想一下：如取消这些发言规则，
会发生什么？辩论赛必定会陷入七嘴八舌、乱成一团，谁也说不清、谁也听不清的
困境，传输控制对于网络的意义就象发言规则对于辩论赛的意义一样重要。传输控
制、网络拓扑结构、通信介质是网络通信有效、有序的基础。

网络信息交换方式有两种：线路交换和报文交换。用线路交换方式时，发送节
点和接收节点之间存在着物理的传输通道，直到本次通信结束此传输通道才被断
开。例如电话系统就是典型的线路交换方式；报文交换即数据包交换，用报文交换
方式时，源节点把数据分成包并编上地址发送出去，每个节点都以“接力”的方式传
输这些数据包，不停地重复此“接力”过程，直到把数据包发送给目的节点。传输数

据包并不需要固定的物理传输介质路线，如某中间节点或线路发生故障，则尽量通
过其他节点、传输线路把数据包送到目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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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传输介质访问控制方式和网络的拓扑结构、工作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在局域网络中较流行的有三种访问控制方式：令牌环(Token Ring)、令牌总线
(Token Bus)和CSMA/CD，它们都具有协议简单、传输通道利用率高、对各节点公平
合理等特点。

1111、、、、CSMA/CDCSMA/CDCSMA/CDCSMA/CD
IEEE～802.3—CSMA/CD即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的访问访式，它包含两个

方面:载波监听（CSMA）和冲突检测（CD）。在CSMA/CD方式下，网络中各节点是平
等的，任一节点都可以占用总线发送信息。但在如何一个节点要占用总线发送信息
时，必须先监听传输介质，以确定总线上是否有其

它节点正在发送信息，这就是载波监听。如果监听到传输介质是空闲的，则开
始发送一个数据包；如果监听到传输介质上有信号，说明总线被占用，则等待一段
时间后再监听，直到总线空闲后才发送。

发送开始后，发送节点一边发送，一边监听，把自己发送的信息与监听到的信
息进行对比，如一致，则说明发送正常，抢占总线成功；如不一致，说明总线上同
时有多个节点在发送信息，已产生冲突。发送时边发边听的过程就是冲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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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发送节点检测到发生冲突时，立即停止发送数据包，并向总线上发一串
阻塞码，以通知总线上各节点“已发生冲突了”。所有发送节点检测到冲突后都立即

停止发送，延迟一段时间后再去抢占总线发送，这样就不会因为传送已损坏的、无
效的数据包而浪费传输介质的容量了。

而究竟要延迟多少时间再去尝试抢占总线呢？这是由“截断二进制指数后退算
法”来确定的。最短延迟时间为一个时间片，一个时间片是指数据信息在网络上往

返一次的时间。

CSMA/CD控制方式的优点是：原理简单，技术上易实现，各站平等竞争，不需
集中控制，不支持优先级控制，控制分散，效率高，实时性好，适合于工业控制计
算机网络、PLC网络。但在网络负载较大时，发送时间增长，发送效率急剧下降。

2222、、、、令牌总线令牌总线令牌总线令牌总线((((Token Bus)Token Bus)Token Bus)Token Bus)
在令牌总线中，对传输介质的访问权、使用权是以令牌为标志的。令牌

（Token）也称为通行证，是二进制数组成的码，具有特殊的格式。网络上各个节
点按一定顺序排列成一个逻辑环，令牌在这个逻辑环路上被依次从一个节点传到下
一个节点，只有得到令牌的节点才能控制总线，才能发送信息。每个节点都能检测
到其它节点发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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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得到“空”状态令牌的节点有信息发送，那么它就可以发送信息到传输
介质，它先将Token的状态改变成“忙”，并写入要传送的信息、发送节点地址和接

收节点地址，然后将载有信息的令牌发送到环路上。等此令牌循环一圈返回来时，
信息已被接收节点收到，发送节点置令牌状态为“空”送回环网；如果得到Token的

节点没有信息发送，立即将Token放行。

因为每个节点都要按次序接收Token，对传输介质的访问权利是公平的。特殊
情况下，Token Bus还能对某些节点设定不同的优先级别。例如，对实时性要求不
高的节点，可以让它收到几次Token后才发送一次信息；再如，高优先级别的节点
可以比低级别的节点发送更大的数据信息包。

Token Bus能避免CSMA/CD方式下的冲突，而且Token Bus数据包的控制信息很
短，有利于提高网络的传输效率。

令牌总线的实时性好，通信负荷大时效率高，很适合PLC网络的需要。缺点是
控制电路复杂、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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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令牌环令牌环令牌环令牌环((((Token Ring)Token Ring)Token Ring)Token Ring)
令牌环介质访问方式是IBM开发的，采用IEEE802.5国际标准，它的工作方式类

似于令牌总线，主要不同是：数据包是点对点直接传送的，上一节点传送、转发到
下一节点，不以广播形式传播。每一个节点都要判断数据信息包的目的地址是否和
自己的地址相同，如相同就接收此数据包。

一个节点要发送信息时，它才接收Token，并把要发送的信息加在Token域后面
发到环上；如无信息要发送，只是重复发Token域到环上即可。

由于数据包在环路上可以无限循环，因此必须要由发出数据包的源节点将其从
环上除去。当数据包循环一周到达源节点后，信息已被接收节点接收，源节点将数
据包从环上取下，修改Token域，然后把一个新的Token传送到下一节点，以供其它
节点使用。如果令牌在传输过程中丢失，由监控节点产生一个新的令牌。

令牌环实时性好，重负载时效率较高。其缺点是令牌容易丢失，控制电路复
杂，当环路上一个节点或一段线路发生故障时，会导致网络的瘫痪。

目前PLC生产厂家已开发出多种网络拓扑结构、传输介质访问控制方式、通信
介质的PLC网络，PLC及PLC构成的网络在工厂自动化系统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作
用，

www.plcworld.cn



136第一章 PLC基础知识

这个金字塔的特点是：分为两层，上层负责经营管理，可再分成3级；下层负
责生产控制、过程监控和优化以及现场控制，也能分成3级，各级都规定了相应的
功能。这一金字塔模型说明引入PLC网络的概念后，企业的自动化系统既能负责生
产过程控制监控又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由于金字塔模型各级别、各层次的功能不同，对通信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现
代的PLC网络要满足金字塔模型各级别、各层次的要求，其网络结构就必须也相应
地分层次。

上层是管理层，主要传输生产管理经营的信息，网络的通信数据量大，通信地
域范围较广，但对实时性的要求不高；下层是控制层、设备层，主要传输工艺数据
及控制命令，每次通信数据量不大，通信距离较近，但对实时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却
很高。

公司级

工厂级

区间级

监控级

设备级

装置级

Cor.

Plant

Area

Supervisory

Equipment

Device

管
理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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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PLC网络通常采用复合型网络拓扑结构，用多层子网并配置不同的通信
协议，来满足各层对通信的不同要求。但PLC网络的层次并不是和金字塔模型的层
次严格一一对应的，当金字塔模型中的相邻几层的通信要求相近时，可以合并用一
级PLC子网实现。

下面通过施耐德公司PLC网络的举例来说明PLC网络拓扑结构如何与金字塔模型
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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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层位于网络系统的最高层，主要用来在PLC、智能控制器以及管理用的
计算机之间传输生产管理信息、质量控制信息、订单信息及设备的运行状况等数
据，它是以Ethernet(以太网)为基础的，能方便地把计算机、工作站、PLC以及各
种工厂自动化设备连接起来通信。如施耐德的Quantum系列PLC的Ethernet模块支持
TCP/IP协议，能让Quantum系列PLC连接到管理层的Ethernet(以太网)上，还支持电
子邮件和Web Server等功能。

2）控制层处于整个网络系统的中间层，是PLC等设备之间高速数据交换的控制
网络。施耐德的Modbus Plus就处于金字塔模型的中层，具有实时性好、网络参数
设定简单、网络数据共享等特点。

3）设备层处于网络系统的最底层，是由PLC、现场的传感器、远程I/O、驱动
设备、现场执行元件以及人机界面等连接起来构成的现场网络。施耐德PLC在设备
层采用CANopen或AS-I等现场总线，大大减少了布线工作量，提高系统维护维修的
工作效率，实现对终端生产设备的信息控制。

在上面金字塔形的多层PLC网络的通信过程中，用户不会明显察觉到网络层次
之间的差别，能方便地实现不同层次、不同网络之间的数据通信，也能进行远程上
载、下载、监控、修改、调试程序等工作。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PLC
网络在网络结构、传输方式、通信协议和功能方面的分层能更恰如其分地满足不同
层次工厂自动化水平的要求，是网络产品细分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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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现场总线现场总线现场总线现场总线
通过对PLC网络结构的学习，以及对工厂管理层、控制层和设备层金字塔模型

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管理层、控制层进行通信实现信息共享、信息控制相对比较
简单、容易，因为在这两个层次上的设备大都具备多种通信接口和支持多种通信协
议；而要在设备层特别是在现场装置一级上实现通信、信息控制相对就困难得多，
因为在传统的概念中这一层次上的设备或元器件如传感器、变送器、仪表、阀门、
接触器等是没有通信功能的，通常是用控制器（如PLC等）的数字量I/O点、模拟量
I/O点和这些设备器件直接通过电缆连接的。例如，我们在工厂常常能看到如下图
所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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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有多少测量仪表、传感器、接触器、电磁阀，控制器就要有多少数
字量、模拟量I/O点去和它们连接，就要有多少根电缆线从控制器连接到现场设备
器件，布线成本高，维护维修困难，信息不通畅。

引入现场总线的概念就是要把底层的现场测量仪表、控制仪表、传感器、电磁
阀、执行结构等设备连接起来构成实时控制通讯网络，以实现分布式实时现场总线
控制系统（Fieldbus Control System，FCS）。譬如，上面例子中的结构，在引入
现场总线的概念后，将变成下图所示的状况：

现
场
总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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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的使用能减少现场布线，所有设备连接到一根总线上，节省控制器的
点数，能实现现场设备的信息化，便于故障诊断、排除。
什么是现场总线？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定义是:安装在制造或过程区域的现场装置与控制室
内的自动控制装置之间的数字式、串行和多点通信的数据总线称为现场总线。它的
特点是支持多节点、双向、总线式的数字通信。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场总线已成为当今自动化领域的热点之一，被业界看
作是自动化领域的“计算机局域网”。现场总线技术把微处理器植入现场仪表、传感

器、执行机构、阀门等设备，使现场设备具备了通信能力变成网络节点，在现场总
线的基础上，组成共同完成控制任务的网络。现场总线的意义就和计算机网络对于
单台计算机的意义一样深远、重大，是工业控制技术领域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必将
成为21世纪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方向。

现场总线具有以下特点：
1111、、、、开放性和互换性开放性和互换性开放性和互换性开放性和互换性
现场总线着眼于把不同厂家的产品互连组成开放网络系统。开放性意味着通信

协议标准是公开的，只要符合同一标准，就能互连通信、传输信息；互换性意味着
不同厂家的性能类似的产品，只要符合同一总线标准，就能互换，用户有更大的选
择权，因此现场总线的开发性、可集成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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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高度的分散性高度的分散性高度的分散性高度的分散性
分散性意味着现场设备具有一定的控制功能，构成了分布式控制体系，系统结

构简化了，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易于扩展、维护。

3333、、、、智能化智能化智能化智能化
现场设备内置微处理器，具有一定的计算、存储、控制、诊断、报警、通信功

能。

4444、、、、环境适应性强环境适应性强环境适应性强环境适应性强
现场总线环境适应性强，设计时已考虑到各种抗干扰措施。支持各种通信介

质，如便宜的双绞线等，有时两根线就能实现电源供电和数据通信两种功能。

5555、、、、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
控制系统的成本，不仅指硬件成本，还包括施工、编程、调试和运行维护等方

面的成本。现场总线能大量减少硬件数量和接线，节约布线、施工成本；现场总线
设备的智能化也能减少编程、调试的工作量，降低控制系统运行、后续维修等方面
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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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使得控制系统结构简化，现场设备的智能化、信息化使现场总线控制
系统在设计、施工、调试、运行、日常维护维修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众多的优点：

1、减少硬件数量，降低采购成本；现场总线的接线简单，节省安装费用。
2、自诊断与处理简单故障的能力，减少维护工作量，节约维护成本。
3、协议兼容的前提下，能自由选择不同厂商的现场总线产品来集成系统，系

统集成自由度高。
4、准确性和可靠性高。数字化智能设备取代了模拟信号设备，提高了测量和

控制的精度。设备与连线的减少，也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常用的现场总线：

1111、、、、FFFFFFFF（（（（FoundationFoundationFoundationFoundation FieldbusFieldbusFieldbusFieldbus现场基金会总线现场基金会总线现场基金会总线现场基金会总线））））
FF现场总线基金会是由WORLDFIP NA（北美）和ISP Foundation在1994年合并

而成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目标是研究、开发、推广统一的现场总线国际标准。
FF现场总线基金会给IEC现场总线标准起草工作组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现在FF拥有
120多个会员，如ABB、Honeywell自动化产品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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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的特色是其通信模型在OSI模型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用户层，通过对象字典OD（Object Dictionary）和设备描述语言DDL
（De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实现可开发性、互用性。

2222、、、、ProfibusProfibusProfibusProfibus（（（（ProcessProcessProcessProcess FieldbusFieldbusFieldbusFieldbus））））
最初是德国的一位大学教授提出了PROFIBUS的技术构想，1989年德国联邦科技

部联合了Siemens等13家公司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开放系统互联（OSI）作为
参考模型，开始制定Profibus标准，1991年完成标准制定并在DIN19245中发表。
PROFIBUS主要应用于PLC，分为三类：PROFIBUS－FMS用于分布式I/O；PROFIBUS－
DP用于现场总线信息规范；PROFIBUS－PA用于过程控制自动化。

现在PROFIBUS协会拥有600多个成员，遍布世界各地，近800个系列的PROFIBUS
产品，并广泛应用于自动化控制各个领域。

3333、、、、WORLDFIPWORLDFIPWORLDFIPWORLDFIP
成立于1987年，以法国的著名公司ALSTHOM、施耐德电气公司等为核心的现场

总线技术协会。1996年WORLDFIP被采纳作为欧洲标准EN 5017O－3。现在WORLDFIP
协会已拥有100多个成员，生产300多个系列的WORLDFIP现场总线产品，这些产品广
泛用于发电、输配电、运输、制造业等自动化领域。

WorldFIP采用单一总线结构，用不同的总线速率来适应不同的应用领域，通过
支持冗余总线方式增加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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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ModbusModbusModbusModbus
Modbus是Modicon公司发明的一中用在PLC和编程器之间通信的协议，MODBUS是

OSI模型第7层上的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现在MODICON公司成为施耐德自动化
(Schneider Automation)部门的一部分，Modbus协议也成为了“事实上的工业现场
总线标准”，已经成为工业领域内在全球最流行的协议之一。

Modbus协议通常分为两种：MODBUS ASCII和MODBUS RTU，它没有具体地规定物
理层，因此协议广泛支持传统的RS-232、RS-422、RS-485串口以及以太网等。许多
品牌的PLC、现场仪表、阀门等都在使用Modbus协议作为的通信协议标准，不同厂
商的产品使用此协议连接构成工业网络，进行现场控制和监控。

目前，简单、有效的MODBUS通信协议还在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支持，如互联网组
织规定用TCP/IP的保留系统端口502来支持MODBUS TCP/IP协议。
如想了解更多的Modbus知识，请参见第7章

5555、、、、CANBUSCANBUSCANBUSCANBUS（（（（Controller Area NetworkController Area NetworkController Area Network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BUS是由德国Bosch公司最先推出的，它是一种分布式实时控制通信网络，

最初应用在汽车行业，如大众POLO轿车上就有CAN的应用。CANBUS实时性很好，且
开发工具要求不高，因此CAN被逐渐应用到工业控制领域。1993年，CAN国际标准
（ISO11898）正式颁布，它的结构采用了OSI模型的第1、2、7层协议，它具有多主
站方式运行、分散总线仲裁、广播式通信等特点，任何节点都能随时主动发送信息
给其他节点，实现各节点间的实时通信。CAN总线以其成熟的技术、高的性价比而
广受工业用户的青睐，非常适合分布式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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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WIDO PLC系列构成

TWIDO PLC是紧凑型可编程控制器，可应用于各种设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中。
TWIDO系列小型PLC具有灵活的配置、紧凑的结构、强大的功能、丰富的通讯方
式、完善的编程软件、CPU的FIRMWARE可不断升级等特点,因此性价比极高。

•1． 灵活的配置

多种CPU模块、数字量、模拟量扩展模块、通讯模块以及多种可选件，使得
控制系统的硬件构架更适合用户的应用要求。

•2． 紧凑的结构

体积小巧，多种接线方式，易于安装。如附带40点I/O的CPU模块的正面面积
只有名片大小。

•3． 强大的功能

除具有PLC基本的控制和运算功能之外，还有双字、浮点数、三角函数、PID
等的运算指令。单机的控制点数高达264点，用户程序容量达64KB。

•4． 丰富的通讯方式

TWIDO PLC支持多种通讯方式，如TWIDO PLC之间的REMOT I/O和对等PLC的通
讯方式、与其它智能设备的自由ASCII通讯方式、MODBUS的主站和从站通讯方
式、通过以太网的通讯方式，甚至有一款40点PLC已内置以太网接口。众多的通
讯功能使TWIDO PLC与其它电气设备的配合更加完美。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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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善的编程软件

全中文的WINDOWS编程界面和在线帮助文档使用户编程更方便、更高效，支
持多种编程接口，如串口、USB口、以太网口，甚至是远程有线、无线接口方
式。

•6． CPU的FIRMWARE可不断升级

在不改变任何硬件的情况下，只需更新CPU的FIRMWARE,就能使CPU的功能不
断地升级，满足用户新的需求。（就像升级电脑的BIOS一样）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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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CPU模块的分类

TWIDO是小型PLC，由本体和扩展模块组成。

本体：集成了CPU，存储器，电源，输入、输出几部分。

Twido 控制器有以下两种模式CPU本体：

一体型CPU 

模块型CPU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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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通讯口

输入接线端
子

电源接线端子
输出接线端子

CPU状态指示灯:
RUN、PWR、ERR

I/O LED指示灯

2个模拟电位
器

通讯扩展适
配器插槽

时钟卡和内存卡插槽

迷你显示单元插槽

24VDC输出接
线端子

内置以太网接口（如型号为TWDLCAE40DRF，则有此接口）

图1－1： TWIDO一体型CPU本体外形图

一体型CPU本体的外形如下图1－1所示：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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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型CPU本体的外形如下图1－2所示：

多功能通讯口

1个模拟电位器

1个A/D转换

时钟卡和内存卡插槽 输入、输出接线端子

CPU状态指示灯:
RUN、PWR、ERR

I/O LED指示灯

电源接线端子

图1－2： TWIDO模块型CPU本体外形图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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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系列PLC的CPU型号共有13种：

其中TWIDO PLC一体型CPU有8种型号：
10 I/Os    TWDLCAA 10DRF  、TWDLCDA 10DRF  不可扩展
16 I/Os    TWDLCAA 16DRF  、TWDLCDA 16DRF  不可扩展
24 I/Os    TWDLCAA 24DRF  、TWDLCDA 24DRF  可扩展4个模块
40 I/Os    TWDLCAA 40DRF                   可扩展7个模块

TWDLCAE 40DRF  可扩展7个模块,带以太网接口

TWIDO PLC 模块型CPU有5种型号：
20 I/Os    TWDLMDA 20DTK                   可扩展4个模块

TWDLMDA 20DUK                   可扩展4个模块
TWDLMDA 20DRT                   可扩展7个模块

40 I/Os    TWDLMDA 40DTK                   可扩展7个模块
TWDLMDA 40DUK                   可扩展7个模块

以下是TWIDO PLC的一体型CPU和模块型CPU的两张汇总表：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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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名

称

定货号 通道数 通道类型 输入/输出

类型

安装尺寸

(单位mm)

供应电源

6 输入 24 VDC 80x90x70

4 输出 继电器

6 输入 24 VDC 80x90x70

4 输出 继电器

9 输入 24 VDC 80x90x70

7 输出 继电器

9 输入 24 VDC 80x90x70

7 输出 继电器

14 输入 24 VDC 95x90x70

10 输出 继电器

14 输入 24 VDC 95x90x70

10 输出 继电器

TWDLCAA40

DRF

24 输入 24 VDC 157x90x70

TWDLCAE40

DRF( 以太

网)

16 输出 继电器14

个,晶体管

2个

一体型 10

I/O

TWDLCAA10

DRF

100/240

VAC

一体型 10

I/O

TWDLCDA10

DRF

24 VDC

一体型 16

I/O

TWDLCAA16

DRF

100/240

VAC

一体型 16

I/O

TWDLCDA16

DRF

24 VDC

一体型 24

I/O

TWDLCAA24

DRF

100/240

VAC

一体型 24

I/O

TWDLCDA24

DRF

24 VDC

一体型 40

I/O

100/240

VAC

一体型CPU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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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名

称

定货号 通道数 通道类型 输入/输出

类型

安装尺寸

(单位mm)

供应电源

12 输入 24 VDC 35.4x90x7

0

8 输出 漏极晶体

管

12 输入 24 VDC 35.4x90x7

0

8 输出 源极晶体

管

12 输入 24 VDC 47.5x90x7

0

8 输出 继 电 器 6

个,晶体管

2个

24 输入 24 VDC 47.5x90x7

0

16 输出 漏极晶体

管

24 输入 24 VDC 47.5x90x7

0

16 输出 源极晶体

管

模块型 20

I/O

TWDLMDA20

DUK

24 VDC

模块型 20

I/O

TWDLMDA20

DTK

24 VDC

模块型 20

I/O

TWDLMDA20

DRT

24 VDC

模块型 40

I/O

TWDLMDA40

DUK

24 VDC

模块型 40

I/O

TWDLMDA40

DTK

24 VDC

模块型CPU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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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离散量、模拟量扩展模块和通讯扩展模块
TWIDO CPU本体可通过连接扩展模块增加I/O点数和特殊功 能（如

AD/DA，通讯接口等）。
离散量I/O有15种扩展模块
模拟量I/O有8个扩展模块
有多种点数组合、输出类型供用户选择
下表为离散量扩展I/O模块：

通道通道通道通道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8点输入 TWDDDI
8DT

8 输入 24 VDC 可拆卸端

子排

8点输入 TWDDAI
8DT

8 输入 120 VAC 可拆卸端

子排

16点输入 TWDDDI
16DT

16 输入 24 VDC 可拆卸端

子排

16点输入 TWDDDI
16DK

16 输入 24 VDC 连接器

32点输入 TWDDDI
32DK

32 输入 24 VDC 连接器

端子类型端子类型端子类型端子类型

输入模块

模块名称模块名称模块名称模块名称 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 通道数通道数通道数通道数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输出输出输出输出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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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道通道通道通道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8点输出 TWDDD0
8UT

8 输出 漏极晶体

管

可拆卸端

子排

8点输出 TWDDD0
8TT

8 输出 源极晶体

管

可拆卸端

子排

8点输出 TWDDRA
8RT

8 输出 继电器 可拆卸端

子排

16点输出 TWDDRA
16RT

16 输出 继电器 可拆卸端

子排

16点输出 TWDDDO
16UK

16 输出 漏极晶体

管

连接器

16点输出 TWDDDO
16TK

16 输出 源极晶体

管

连接器

32点输出 TWDDDO
32UK

32 输出 漏极晶体

管

连接器

32点输出 TWDDDO
32TK

32 输出 源极晶体

管

连接器

4 输入 24 VDC

4 输出 继电器

16 输入 24 VDC

8 输出 继电器

输出模块

混合型模块

模块名称模块名称模块名称模块名称 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 通道数通道数通道数通道数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输出输出输出输出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端子类型端子类型端子类型端子类型

4点输入/4
点输出

TWDDM
M8DRT

可拆卸端

子排

16点输入

/8点输出

TWDDM
M24DRF

不可拆卸

端子排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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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模拟量扩展I/O模块：

模块名称模块名称模块名称模块名称 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 通道通道通道通道 通道类型通道类型通道类型通道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端子类型端子类型端子类型端子类型

2路模拟量输入 TWDAMI2HT 2 输入 12位 0-10 V, 4-20 mA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1路模拟量输出 TWDAM01HT 1 输出 12位 0-10 V, 4-20 mA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2 输入

1 输出

2 输入

1 输出

4路模拟量或温度输入 TWDAMI4LT 4 输入 12 位 0-10 V, 0-20

mA,3线制PT100，3线制

PT1000,3线制NI100，3

线制NI1000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2路模拟量输出 TWDAVO2HT 2 输出 12位 -10~+10 V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8路模拟量输入 TWDAMI8HT 8 输入 10 位,0 - 10V, 0-20mA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8路温度输入 TWDARI8HT 8 输入 10 位 ,NTC/PTC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2 路 模 拟 量 输 入 /

1路模拟量输出

TWDAMM3HT 12位 0-10 V, 4-20 mA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2 路温度输入 /

1路模拟量输出

TWDALM3LT RTD 、 热 电 偶 输 入 :

12 位0-10V, 4-20mA输

可拆卸螺钉端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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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的通讯模块
TWIDO PLC的通讯功能很强大，提供多种通讯模块支持不同的通讯方式：
（1）TWDNCO1M：CANOPEN主站模块，作为扩展模块使用，连接在本体控制器右侧，

最大能连接16个从站，CANopen总线的参数设置完全在编程软件TwidoSoft中
完成。

（2）TWDNOI10M3:AS-I主站模块，作为扩展模块使用，连接在本体控制器右侧，一
台CPU最多能用两个TWDNOI10M3模块。

（3）499TWD01100：以太网网桥，10/100兆，RJ45接口，
可以配合任意型号TWIDO PLC使用,串行链路配置的自动检测。连接到Twido控
制器的RS-485端口，无需外接的辅助电源。

以下列出了部分TWIDO CPU可用的通讯模块：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www.plcworld.cn



159

以下列出了部分TWIDO CPU模块和扩展模块的照片，CPU模块和扩展模块之间采用硬
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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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TWIDO的附件和可选件
TWIDO PLC具有可选卡插槽，可选择安装时钟卡、内存卡、通讯扩展卡、迷你
型人机界面等选件。

（1） TWDXCPRTC――实时时钟(RTC)插卡：除TWDLCAA/E 40DRF两种CPU内置时钟功
能外，其它的CPU都需安装TWDXCPRTC时钟卡后，才具有时钟功能。

（2） TWDXCPMFK32/64――内存卡：TWDXCPMFK32是32Kb的EEPROM存储卡，能备份和

复制用户程序，能快速复制程序到多台PLC，操作简单－只需把TWDXCPMFK32
插到其它CPU模块上，通电后TWDXCPMFK32中的程序会自动复制到CPU中；
TWDXCPMFK64是64Kb的EEPROM存储卡，它能扩展用户程序至最大6000步。

（3） TWDNAC/TWDNOZ――系列扩展通讯卡：能扩展一路串行通讯接口，能实现

MODBUS主/从站通讯、ASCII无协议通讯、REMOTE LINK等功能。用户能根据需
要选择RS485或RS232,螺钉端子或MINI DIN接线方式。

（4） TWDXCPODC/TWDXCPODM――迷你型人机界面：即插即用，不需要任何编程即可

使用，能显示PLC状态，存取CPU内部数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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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可用选件和TWIDO PLC的相关附件：

选件名称选件名称选件名称选件名称 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定货号
操作显示模块 TWDXCPODC
操作显示扩展模块 TWDXCPODM
实时时钟 (RTC) 插卡 TWDXCPRTC
32 Kb EEPROM存储卡 TWDXCPMFK32
64 Kb EEPROM存储卡 TWDXCPMFK64
通信适配器， RS485, miniDIN TWDNAC485D
通信适配器，RS232, miniDIN TWDNAC232D
通信适配器，RS485, 端子 TWDNAC485T
通信扩展模块，RS485, miniDIN TWDNOZ485D
通信扩展模块，RS232, miniDIN TWDNOZ232D
通信扩展模块，RS485, 端子 TWDNOZ485T
6点输入模拟器 TWDXSM6
9点输入模拟器 TWDXSM9
14点输入模拟器 TWDXSM14
5固定卡件 TWDDXMT5
2 个端子排（10个接线端子） TWDFTB2T10
2 个端子排（11个接线端子） TWDFTB2T11
2 个端子排（13个接线端子） TWDFTB2T13
2 个端子排（16个接线端子） TWDFTB2T16T
2 个连接器（20引脚） TWDFCN2K20
2 个连接器（26引脚） TWDFCN2K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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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了部分TWIDO CPU可用选件和附件：

注意：
1：模块型控制器可以选择存储卡和RTC插卡。
2：模块型控制器可以选择带有可选通信适配器的扩展操显示模块或通信扩展模块。
3：一体型控制器可以选择存储卡或RTC插卡，对于板上已有RTC的，则只有存储卡。
4：TWDLCA40DRF 和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都有内置RTC.因此，这些控制器上不
可再增加RTC插卡，只能加存储卡；TWDLCAE40DRF、TWDLCA40DRF可外加外部电池。
5：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内置 100Base-TX 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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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TWIDO主要性能参数表：

一条指令0.14us ～ 0.9us

内部字(%MW) 3000个内存字

内部位(%M) 除TWDLC(A/D)A 10DRF和TWDLC(A/D)A 16DRF有128个内存位外，其它型号都有256个内存位

定时器(%TM) 除TWDLC(A/D)A 10DRF和TWDLC(A/D)A 16DRF有64个定时器外，其它型号都有128个定时器

计数器(%C) 128个计数器

双字 除TWDLC(A/D)A 10DRF不支持外，其它型号都支持双字

TWDLC(A/D)A 10DRF：700条指令,TWDLC(A/D)A 16DRF：2000条指令

TWDLC(A/D)A 24DRF、TWDLMDA 20D(T/U)K：3000指令

所有控制器：EIA RS-485  MINIDIN8针多功能编程口，可用于编程和一般通讯

TWDLCAE40DRF 一体型控制器：内置RJ45以太网通讯口,可用于编程和一般通讯
编程端口

TWDLCA(A/E) 40DRF一体型控制器：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下(控制器无长时间断电)，通过外加可更换的锂

电池(除内部锂电池外)，大约可持续备份数据3年(典型)，在 25ºC (77ºF)。CPU前面板的BAT LED 指示
灯会显示电池供电状态

TWDLCA(A/E) 40DRF、TWDLMDA 40D(T/U)K、TWDLMDA 20DRT：6000条指令(带有一块TWDXCPMFK64内存卡

时，否则只有3000条指令)

所有CPU：在锂电池充满电后，通过内部锂电池备份数据大约可持续30天(典型)，在 25ºC (77ºF）。电
池从0%到90%的充电时间为15小时。在充电9小时使用15小时的情况下，电池寿命大约为10年。电池不可

更换。

程序容量

RAM 备份

除TWDLC(A/D)A 10DRF、TWDLC(A/D)A 16DRF、TWDLC(A/D)A 24DRF、TWDLMDA 20D(T/U)K不支持外，其它

型号都支持浮点数

存储器容量

浮点数

指令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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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除TWDLC(A/D)A 10DRF外，其它控制器能扩展一路RS-485或RS-232通讯口

TWDLC(A/D)A 10DRF、TWDLC(A/D)A 16DRF：没有扩展模块

TWDLC(A/D)A  24DRF、TWDLMDA  20D(T/U)K：最多4个扩展模块

TWDLCA(A/E)  40DRF、TWDLMDA  40D(T/U)K、TWDLMDA  20DRT：最多7个扩展模块

TWDLC(A/D)A  10DRF、TWDLC(A/D)A 16DRF控制器：无AS-I总线接口模块

其它控制器：最多2个AS-I 总线接口模块

TWDLC(A/D)A 10DRF、TWDLC(A/D)A 16DRF：无CANopen 现场总线接口模块

其它控制器：1个 CANopen 现场总线接口模块

通过远程I/O或对等控制器可连接最多7个从设备，整个网络的最大长度：200米

非隔离 EIA RS-485型，最大长度为200米，ASCII 或 RTU 模式

除TWDLCAE 40DRF内置以太网接口外，其它控制器需通过499TWD01100以太网网桥

设备采用半双工协议

一体型控制器：2个，模块型控制器：1个

一体型控制器：无，模块型控制器：1 个

TWDLC(A/D)A 10DRF、TWDLC(A/D)A 16DRF、TWDLC(A/D)A 24DRF: 3路5kHz,1路20kHz

TWDLCA(A/E) 40DRF: 4路5kHz,2路20kHz

TWDLMDA 40D(T/U)K、TWDLMDA 20DRT、TWDLMDA 20D(T/U)K: 2路5kHz,2路20kHz

除TWDLCA(A/E) 40DRF内置实时时钟外，其它控制器需配TWDXCPRTC时钟卡实时时钟

扩展串行通讯口

扩展模块数量

AS-I V2 总线接口模块

内置模拟量通道（A/D转换）

高速计数

高速计数器：

最大5 kHz     超

高速计数器：最大

20 kHz

Modbus 通信

以太网通信

ASCII 通信

模拟电位器

远程连接通信

CANopen 现场总线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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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TIWDO数据保持简介

TIWDO PLC支持多种数据保持的方法：
（1） 所有CPU都内置锂电池，在锂电池充满电后，通过内部锂电池备份数据大约可

持续30天(在25ºC(77ºF)时)。电池从0%到90%的充电时间为15小时。在充电9小

时使用15小时的情况下，电池寿命大约为10年。此锂电池不可更换。
（2） TWDLCA(A/E) 40DRF一体型控制器，除内置的锂电池外，还可通过外加可更换

的锂电池来保持数据，大约可持续备份数据3年(在25ºC(77ºF)时)。CPU前面板

的BAT LED 指示灯会显示电池供电状态。
（3） 使用％KW常量数据区来保持不需要被更改的常量数据（％KW被存放在EEPROM

中，与电池无关，可长期保持）。
（4） 把常量数据编写在用户程序中，也能实现数据保持（此常量数据在程序中，

被存放在EEPROM，与电池无关，可长期保持）。
（5） 可有选择性地用特殊指令把存放在％MW中的动态数据（最大512个）保持到

EEPROM中（此时％MW中的动态数据被写入EEPROM中，与电池无关，可长期保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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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PLC数据和程序存储区

TWIDO PLC内置的存储区分为两类：RAM存储区和EEPROM存储区。RAM存储区需要为其
提供电源方能保持其中的数据不丢失(如TM--定时器和C--计数器的当前值数
据)，RAM存储区能存放动态字、存储字、程序和动态数据；EEPROM不需要另
外的供电就能永久保存数据（如程序和常量字），EEPORM存储区能存放程序
和配置数据。另外，还能保存最多可达512个的%MW字，要把动态数据％MW存
入EEPROM，需要做一些编程，下次CPU上电时，也需要做一些编程来把上次保
持在EEPROM中数据再复制到RAM中。

TWIDO PLC能选配32K备份卡或64K扩展存储卡：32K备份卡是一个可选择的外部卡，
可用于保存程序和传递程序给其它Twido控制器。能用来更新控制器RAM中的
程序，包含程序和常量，但不包含存储字；64K扩展存储卡是一个可选择的外
部卡，用于扩展用户程序。当用户程序超过3000步时，需要选用64K扩展存储
卡，此时64K扩展存储卡必须插在控制器中，卡中的程序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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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TWIDO PLC的内存结构图：

（1）内部存储器结构（没选用任何备份或扩展内存卡时）
下图是控制器的存储器结构图。箭头显示了哪些内容可从RAM备份到EE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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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32K（TWDXCPMFK32）外部备份卡时：

备份卡用来保存程序及传递程序到其它Twido控制器。一旦程序安装或保存完
毕，卡应从控制器卸载并放到旁边。卡只能保存程序和配置字（%MWs不能保存在
32K备份卡里）。动态数据可存储在存储字里然后备份到EEPROM。当程序安装完
成，任何在安装之前备份到EEPROM的%MWs都将丢失。

下图是选用32K（TWDXCPMFK32）外部备份卡时的存储器结构图。箭头显示了哪些
内容可从RAM备份到EEPROM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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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64K（TWDXCPMFK64）外部程序扩展卡时：

64K扩展存储卡将Twido控制器的程序存储容量从32K扩展到64K。扩展程序使用时卡必
须插在控制器里。如果卡被卸载，控制器将进入停止状态。存储字仍然备份到控制器
的EEPROM。动态数据可存储在存储字里然后备份到EEPROM。64K扩展存储卡的上电动作
和32K备份卡相同。

下图是选用了64K（TWDXCPMFK64）扩展内存卡时的存储器结构图。箭头显示了哪些内
容可从RAM备份到EEPROM和64K扩展内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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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TIWDO的通讯功能简介

本节介绍以下各种通信类型：MODBUS主/从站、远程连接、ASCII自由协议、Modbus
TCP/IP、MODEM远程通讯。Twido提供了一个或两个串行通信口用于和远程I/O控制
器、对等控制器或普通设备通讯。只能使用第一个端口和Twidosoft编程软件通讯。
每个Twido控制器支持三种不同的基本协议：远程连接，ASCII自由协议，或Modbus
（Modbus主协议或Modbus从协议）。通过增加通讯扩展模块，TWIDO PLC还能被用作
CANOPEN、ASI总线的主站。

此外，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提供一个RJ-45以太网通信端口。其支持Modbus
TCP/IP客户端/服务端协议，可以在以太网上进行控制器之间的端对端通信或用
TWIDOSOFT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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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DBUS通讯

Modbus协议是一个主/从协议，它允许一个并且只能一个主机发送命令，查询从机的
响应。主机可单独对一个从机发送命令，也可以广播方式对所有从机发送命令。从
机对每一个单独发送给它们的查询返回讯息（响应）。但对广播方式的查询不做响
应。

Modbus主站模式 - Modbus主站模式允许Twido控制器向从站发出Modbus查询并等待
响应。 Modbus主站模式只能通过“EXCH”指令得到支持。 Modbus ASCII 和 RTU均为

Modbus主站模式所支持。

Modbus从站模式 - Modbus从站模式允许Twido控制器响应主站的Modbus查询，如果
没有配置其它类型的通信，它将是缺省的通信模式。 Twido控制器支持供对象访问
的标准modbus 数据，控制功能和服务扩展。 Modbus ASCII 和 RTU均为Modbus从站
模式所支持。

注意： RS-485网络（没有中继器）可安装32个设备（1个主机和最多31个从机），
它们的地址可在1到247之间选择,距离可200米,通讯波特率达3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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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MODBUS主/从站通讯结构图：

主站 从站1 从站2 从站10 从站121 从站30

主站
(下层网络)

从站2 从站4 从站180 从站121 从站51

TWIDO PLC的编程口和扩展串行口都能支持MODBUS主、从站协议。TWIDO PLC做从站时，只
需设定相应的参数即可，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TWIDO PLC做主站时，需设定相应的参
数，还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去访问从站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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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远程连接

远程连接协议是一种高速主/从总线，它支持一个主控制器和最多七个远程（从）控
制器之间的少量数据通信。根据远程控制器的配置，传送相应的字元件或I/O位元件
数据。远程控制器的类型可以是远程I/O或对等控制器，对于远程I/O只能传送I/O位
元件数据，；对于对等控制器只能传送少量的字元件。

注意：远程 I/O总线和协议属于专用，第三方设备不允许出现在网络中。确信远程
连接中只有一个主控制器且每个从机都有唯一地址。一次只能有一个通信端口配置
成远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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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远程连接通讯结构图：

主站0 REMOT I/O 1#站 对等控制器2#站 对等控制器5#站

最多7个从站

TWIDO PLC工作于远程连接的方式下时，只需设定相应的参数即可，不需要编写通讯
程序即可完成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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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SCII自由协议

ASCII自由通讯协议是一个简单的半双工字符模式协议，用于传输或接收一个字符串
到或自一个简单设备（打印机或终端）。此自由通讯协议使TWIDO PLC能与协议公开
的其它设备或控制器进行通讯，如串口打印机、条形码读入器或智能仪表等设备。
TWIDO PLC工作于ASCII自由通讯协议方式下时，用户必须编写通讯程序。

TIWDO PLC

外围第三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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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S-I总线通讯

AS-I是一种执行器和传感器的现场网络，通过增加通讯扩展模块TWDNOI10M3，TWIDO 
PLC能被用作AS-I总线的主站，一个TWIDO PLC最多能用2块TWDNOI10M3主模块。
TWIDOSOFT编程软件内置AS-I总线配置工具，能对AS-I总线上的每个从站进行配置和
组态，用户使用时只需配置参数即可，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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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NOPEN总线通讯

CANOPEN总线（Controller Area Network）最初发展于汽车行业，目前在许多场合
得到应用，从工业到其他行业。通过增加通讯扩展模块TWDNCO1M，TWIDO PLC能被用
作CANOPEN总线的主站，一个TWIDO PLC最多能用1块TWDNCO1M主模块,并最多能管理
16个从站。TWIDOSOFT编程软件内置CANOPEN总线配置工具，能对CANOPEN总线上的每
个从站进行配置和组态，用户使用时只需配置参数即可，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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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太网通讯

TWIDO PLC通过加装499TWD01100以太网网桥模块能够支持以太网通讯。另外，
TWDLCAE40DRF内置以太网接口，TWDLCAE40DRF实现以太网上的传输是通过基于
TCP/IP上的Modbus 应用协议。Modbus协议传输是典型的请求－响应信息对。 PLC可
用作客户端或服务器，取决于其发送或接收信息。

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是一种4-实时-信道设备，可在100Base-TX 以太网上通
信。.它可以完成100Base-TX 自协商功能，也可以在10Base-T 网络上工作。而且它
还允许标记IP的连接，如在TwidoSoft 应用程序中配置的那样。

每个TWDLCAE40DRF控制器默认赋给唯一静态IP地址。.设备的默认IP地址来自唯一的
MAC物理地址(IEEE 全球地址)，将永久存储在一体型本体控制器中。

为了增加网络的灵活性，除了使用默认的IP地址，TwidoSoft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为设
备配置不同的静态IP地址，也可定义子网和网关的IP地址。

Modbus TCP 客户端/服务器

TWDLCAE40DRF控制器可以是 Modbus TCP/IP客户端 或者服务器，分别取决于其查询
或响应其他远程设备。TCP 通讯服务通过TCP端口502完成。Modbus客户端通过
%EXCH3 指令和 %MSG3 功能实现。用户可以对多条%EXCH3指令进行编程，但一次只
能有一条%EXCH3指令被激活。TCP连接在%EXCH3指令被激活时由一体型控制器自动协
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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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odem远程通讯

TWIDO PLC能提供远程Modem通讯接近方案。其编程口能连接外置式Modem，通过电话
网络实现远距离通讯，如编程、设定参数、监控等。如果Modem是无线式的，TWIDO 
PLC也能实现无线远程通讯。

下图是远程通讯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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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WIDO的选型

要做到PLC的正确选型，不仅要对自控系统的工艺要求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对PLC
的各种性能指标有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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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如何理解PLC的性能指标

PLC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存储容量、扫描周期、扩展能力、输入输出响应时间、通讯功
能、编程语言等、指令系统。

（1） 存储容量

可编程控制器的存储器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存放程序和其所需数据的存储器。前
者多由EPROM组成，后者用RAM构成。存放系统程序的ROM在机器形成时由生产厂家已将
程序写入，用户无法改变也不能访问，它们的容量大小也都已确定，不再变动。后者是
随用户的使用情况变化的。生产PLC时，已按照机器型号设置了一定存储容量的存储
器，一般小型机器的存储容量1K到几K，大型机器的容量几十K，甚至到l一2M．用户可
以根据所需存储容量作为选择机型的一个条件。为此，用户必须根据用户程序的大小预
估所需存储容量，并以此去选择机型。

用户程序(包括有关数据存放所需的存储器)大小主要决定于被控对象的控制复杂
性。所谓控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控制量的多少和完成控制的难易。用户能根据经验计算
公式，初步估算容量。

离散量控制：在一般简易系统中，经验计算公式是：

所需内存字数＝逻辑变量数X25    

离散量数即输入点数和输出点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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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量的控制：由于对模拟量的处理都是经过模／数转换后的数字量来进行的，
而任何一个模拟量都需要用一个或几个字节的数字量来表示，因此就要用数字传送和
数宇运算指令组。一般情况，这些指令组的内存利用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所占内存数
要增多。在模拟量输入、输出同时存在时，除上述数据处理内容外，一般还要进行一
些较为复杂的运算。这时多数情况是闭环控制，内存需求量相对要大些。为此在估算
内存需求量时常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来。下面给出参考经验计算公式。

只有模拟量输入时：

所需内存字数＝模拟量路数X120

在模拟量输入、输出同时存在时；

所需内存字数＝模拟量路数回X250

上述路数一般是以十路模拟量为标准考虑的，当路数小于十路时所需内存量要大
点，反之则小一些。所需内存量还和程序结构有关，当采用子程序结构或块式结构时
有些程序可以采用多次调用的方式，因此内存量可以大为减少，特别是在模拟量路数
较多，输入转换、数字滤波或各路的运算处理基本相同时，内存需求量都会有明显的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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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扫描周期

可编程控制器可以被看成是在系统软件支持下的一种扫描设备，它一直在周而复始
地循环扫描，并执行由系统软件规定好了的任务。我们规定从扫描过程中的一点开始，
经过顺序扫描又回到该点的过程为一个扫描周期。

自监视扫描过程：为了保证设备可靠运行，出现故障及时反应，可编程控制器具有
自监视功能。机器的自监视功能主要由一个硬件计时器完成(WDT)。该计时器有一设定
值，扫描周期开始前计时器复位，然后开始计时。当扫描时间超过设定值，则报警并停
止CPU运行，复位输入输出。这种故障称为WDT故障，以防止因系统硬件或执行用户程序
而引起的扫描周期过长。一般机器给WDT的设定值在10～500ms。

系统检查主要是对系统硬件及程序存储器内存储的程序做周期性检查，以保证每个

扫描周期内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与编程器进行信息交换的扫描过程：系统应用程序是通过编程器送入的，对程序的
修改也是通过它实现的，操作者可以通过它监视和修改程序的执行。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用户可以利用它修改内存程序，读CPU状态，读或写数字变量或逻辑变量，封锁或开放输
入输出以及控制CPU。在这一时间总线控制权为编程器，一般机器控制在一定时间内完
成。

与网络通信的扫描过程：主要是可编程控制器与上位计算机、其它可编程控制器或
一些终端设备，如条形码读入机、打印机一类设备进行通信。它和CPU与数字处理器信息

交换的扫描过程都是随机器系统的情况可有可无的。一般小型系统没有这一扫描过程，
这一扫描过程占用时间随信息交换量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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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扫描过程和输入输出扫描过程：机器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每一个扫描周期都包
含这两个扫描过程，也就是要对用户程序执行一次。这两个过程在机器运行中是否执行
是可控的。随着用户程序的长短，输入输出点数的多少，这两个过程所用时间也是变化
的。一般情况下用一十粗略的指标，即每执行一千条指令所需时间(大约1ms／K字)来估
算．

从以上对扫描周期的分析可知。扫描周期由三部分组成即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公共操
作、系统与外部设备信息的交换和用户程序的执行，第一部分的扫描时间基本是固定
的，随机器类型而有所不同。第二部分并不是每次扫描都有的，占用的扫描时间也是变
化的。第三部分随用户控制程序的变化而变化，程序有长有短．而且在各个扫描周期中
也随着条件的不同面影响着程序长短的变化。因此这一部分扫描时间不仅对不同系统其
长短不同，而且同一系统不同时间也有不同的扫描时间。所以系统扫描周期的长短，除
了因是否运行用户程序而有较大的差异外，在运行用户程序时也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
实际上扫描周期的不固定，给机器实现某些控制是带来一些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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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展能力

1、控制容量的可扩展性：通过增加扩展模块来实现I/O点数的扩展、各种功能模块的扩
展，如模拟量、通讯、定位、计数、温度等。

2、存储容量的可扩展性：存储容量的大小影响PLC对负责生产过程的控制，决定了用户
程序、用户数据的容量。可通过加扩展内存卡来扩展存储容量。

3、控制区域的扩展：随着PLC的应用领域的扩大，要求能实现PLC的I/O分布式控制，PLC
的联网等通讯功能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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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令功能

目前各个厂家的指令差异很大，还投有一种编程语言是所有可编程控制器都兼容
的。各厂家产品的主要差异体现在指令的表达方式和指令的完整性上。一般来说各PLC都
包括以下指令：基本逻辑指令、控制指令、算术指令等。指令丰富将有助于用户编程和
调试，如现在的PLC能支持浮点数、三角函数等指令，则用户编程更方便、计算结果更精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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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令执行时间

不同可编程控制器的运算速度不同，执行不同指令所用的时间也不同。一般来说各
PLC执行指令的时间越短，越能缩短扫描周期，以保证系统的高响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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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编程语言和编程设备

现代的可编程控制器一般能支持的编程语言有：梯形图、指令表、FBD、SFC、结构
化文本等。编程设备一般是个人电脑和掌上编程器。

支持的编程语言越多，用户编程越方便，更易选择符合工艺要求和习惯的编程方
式。

编程设备和软件则需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提供易于编程操作和调试的功能。

PLC选型时要综合考虑上述几项性能特点，并结合工艺要求。PLC的选型要考虑功能性和
经济性，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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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WIDO的安装与接线

基本接线规则：

1、每个端子最多接两根截面积从18 AWG (0.82 mm2）到28 AWG (0.08 mm2） 的线鼻子

或标签。

2、输出模块熔断器由用户负责。不包括在Twido供货范围内。根据电气代号为负载选
择合适的熔断器。

3、根据负载情况，确定是否需要模块上的继电器输出保护电路。

4、电源线的截面积应在18 AWG (0.82 mm2） 和 22 AWG (0.33 mm2）之间。电源线应尽
量短。

5、接地线应选用16 AWG (1.30 mm2). 

6、柜体内的电源线应与I/O和通信线分开布置。电源线应尽可能布置在单独的电缆槽
中。

7、在为源型或漏型输出模块接线时应特别注意。连线错误会损坏设备。

8、确保运行条件和环境在规定值之内。

9、根据电压和电流选择合适的导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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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TWIDO的导轨安装

TWIDO PLC的CPU模块和各种扩展模块都能安装在标准导轨上，每个模块底部都有
弹性卡件，用于固定模块。模块之间用硬连接方式，可用锁扣把各模块紧密连接在一
起。

第二章 TWIDO PLC基础知识

www.plcworld.cn



191

2.3.2 TWIDO CPU电源的接线

（1） 模块式 直流供电：DC24V （允许电压：DC20.4~26.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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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体式 TWDLCAA•••••DRF 系列控制器交流供电：AC100~240V（允许电压：

AC85~26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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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体式 TWDLCDA•••••DRF 系列控制器直流供电：DC24V （允许电压：

DC20.4~26.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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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离散量I/O接线

常用模块的输入/输出配线举例：

（1）模块型CPU模块的I/O接线:

下图适用于带有连接器的 TWDLMDA20/40DUK 型控制器。

COM(-)端在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

COM 和COM(-) 端在内部是没有 内部连
接。

+V端子通过内部连接。

根据负载选择合适的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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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体型CPU的DC源极输入接线图

下图是TWDLC•A10DRF, TWDLC•A16DRF, 和 TWDLC•A24DRF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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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体型CPU的输出配线：

本接线图适用于TWDLC•A16DRF系列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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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O扩展模块接线举例：

TWDDDI16DT 16点输入模块接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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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O扩展模块接线举例：

TWDDDO16DK 16点源极输出模块接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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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接线端子块TELEFAST接线举例：

当CPU模块和I/O模块是HE10型接口时，可用TELEFAST预接线系统，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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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模拟量I/O接线

常用模块的输入/输出配线举例：

（1）TWDAMM3HT模拟量模块的接线:

下图适用于TWDAMM3HT，2路AD,1路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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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WDALM3LT模块的接线:

下图适用于TWDALM3LT，2路温度信号,1路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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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上内容是一些常用模块的接线举例。所有模块的接线图参见TWIDO硬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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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寻址和内部软元件

� 目录

� 3.1 硬件地址分配方法

� 3.1.1 图解说明硬件地址分配方法(离散量％I、％Q和模拟量％IW、％QW的寻址规则)

� 3.2 TWIDO内部软元件介绍

� 3.2.1 位元件：％M、％S、％MW:X0～X15、功能块的位元件

� 3.2.2 字元件：％MW、％MD、％MF、 ％KW、％KD、％KF、％SW、功能块的字元件

� 3.2.3 结构化元件：位串、字表

� 3.2.4 字的寻址方式：直接寻址、索引寻址

� 3.2.5 标准功能块和专用功能块：定时器、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等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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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硬件地址分配方法

I/O地址的分配：本体、扩展上的输入、输出点对应的PLC地址。

由左向右，从0到7给模块分配地址号，CPU的地址号总是为0。

TWIDO 系列PLC中离散量地址、模拟量地址由如下字符串表示：

% I/Q/IW/QW x.y.z

I ：数字量输入

Q ：数字量输出

IW：模拟量输入

QW：模拟量输出

x=控制器位置（0~7），0表示主控制器（远程连接主机），（1~7）表示远
程控制器（远程连接从机）。

y=模块号（0~7）,  0表示控制器本体I/O，1~7表示扩展I/O

z=通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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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图解说明离散量％I、％Q和模拟量％IW、％QW的寻址规则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模块模块模块模块1 模块模块模块模块2 模块模块模块模块3
电位器1 %IW0.0.0

内置式模

拟通道

%IW0.0.1

通道1模拟

输入

%IW0.1.0 %IW0.3.0

通道2模拟

输入

%IW0.1.1 %IW0.3.1

通道11模
拟输出

%QW0.1.0 %QW0.3.
0

通道数字

输入

%I0.2.0 -
%I0.2.3

通道数字

输出

%Q0.2.0 -
%Q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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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WIDO内部软元件介绍

语言对象生效概念：

TWIDO PLC内部的软元件，如字元件和位元件，只有在程序中被用到过，控制器才给它们分
配储空间，也就是说某元件在程序中出现过，或在程序中出现过比该元件的编号更大的同
类元件，该元件才真正生效。

举例

软元件的有效范围是从零到此类元件的最大编号值。例如：如果字元件在您的应用程序中
最大编号值是%MW99，则%MW0到%MW99被分配空间。该例中%MW100无效且其内部访问和外部
访问均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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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位元件介绍

位元件是位类型的软件变量。下面是常用的位元件举例：

I/O 位 ： ％I、％Q

内部位（存储位） ％M 

系统位 ％S

字的抽取位 ％MW：X0～X15

功能块的位元件 如％TM.Q、％C.D等

下表列举并描述了所有在布尔指令用到的位元件

类型 描述 地址或值 最大值 写访问（1）

立即值 0或1（假或真） 0或1 - -

输入 %Ix.y.z (2) 不可以

输出 %Qx.y.z (2) 可以

AS-I %IAx.y.z 不可以

输入 %QAx.y.z 可以

输出

内部位是程序运行时存储立即数的内存区域。 128 TWDLC • A10DRF,
TWDLC•A16DRF

注意： 未用的I/O位不能用作内部位。 256 其它控制器

内部位(存
储)

%Mi 可以

这些位是I/O电气状态的“逻辑映像”。它们存储在数

据存储器中且在每次程序逻辑扫描时得到更新。

注解（4）

这些位是I/O电气状态的“逻辑映像”。它们存储在数

据存储器中且在每次程序逻辑扫描时得到更新。

注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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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描述 地址或值 最大值 写访问（1）

系统位 系统位%S0到%S127监控控制器的正确操作及应用

程序的正确运行。

%Si 128 对应i

功能模块位对应功能模块的输出。

这些输出或者直接被连接，或者用作一个对象。

可逆功能

模块

用可逆编程指令BLK，OUT_BLK，和END_BLK编

程的功能模块。

E, D, F, Q,
TH0, TH1

注解（4） 不可以

字的抽取

位

一些16位的字中一位可被抽取为操作位。 %Mwi:Xj 不定 不定

62 TWDLC •A10DRF,
TWDLC•A16 DRF

96 TWDLC •A24DRF,
TWDLCA • 40DRF 和

模块型控制器

功能模块

位

%TMi.Q,
%Ci.D等等

不可以(3)

Grafcet步 位%X1到%Xi对应Grafcet步。步位Xi当对应步处于

活动状态时置为1，当对应步处于非活动状态时置为

0。

%X21 可以

注解（4）

注解：

1.  被程序写或用活动表编辑器写。

2.  参见3.1.1硬件I/O地址分配方法

3.  除了位%SBRi.j 和%SCi.j能被读和写。

4.  数值由控制器型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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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字元件介绍

字是指存放在数据存储区中的16位的字元件，它们可表示-32768到32767之间的任何整数
（除了高速计数器功能模块是0 到 65535）。

常用的字元件举例：

立即值： 如890，16＃12DE 

内部字： %MWi 

常量字： %KWi 

模拟量I/O交换字：%IWi, %QWi 

AS-I模拟量 I/O 字： ％IWAi, %QWAi 

系统字： %SWi 

功能模块(配置数据和/或运行数据) ： 如％TMi.V、％Ci.P

字的格式 :

字的值根据下述约定以16位二进制码（或补码）的形式存放在用户内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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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D C B A 9 8 7 6 5 4 3 2 1 0

0 1 0 1 0 1 0 0 1 0 0 1 1 1 0 1

十六进制： 5 4 9     D

    十进制： +21069 （最高位F为符号位：0-正数，1-负数）

十六进制数范围：0000~FFFF
十进制数范围： -32768~32767

字的格式如下 :

字的值根据下述约定以16位二进制码（或补码）的形式存放在用户内存中：

在带符号的二进制码中，第15位根据约定用于标示值的正负：

第15位为0：字的值为正。

第15位为1：字的值为负（负值用二进制补码逻辑表示）。

字和立即值用以下形式存储和读取：

十进制的最小值 ：-32768，最大值：32767（例如，1579）

十六进制的最小值：16#0000，最大值：16#FFFF（例如，16#A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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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举并描述了所有的字元件

字 地址或值 最大值 写访问（1）
立即值

-32768 到
16#0000到

内部字(存
储)

%MWi 3000 可以

可以，

但是只能通

过TwidoSoft

通过读字%Swi对直接来自控制器的数据进

行访问。

完成应用程序中的操作（例如，调节时间

模块）。
功能模块 %TM2.P，%C 可以

%INWi.j 不可以
%QNWi.j 可以
%IWi.j 不可以
%QWi.j 可以

%IWAx.y.z 不可以
%QWAx.y.z 可以

描述

这些整数值的格式和16位字一样，允许这些值赋给这些字。 - 不可以

10进制

16进制

操作期间作为“工作”字存储于数据存储区。字%MW0和%MW255
直接被程序读或写。

常量字 存储常量或文字数字信息。它们的内容只能通过TwidoSoft配置来

写或修改。常量字%KW0到%KW63程序中为只读。

%KWi 256

系统字 这些16位字具有功能： %SWi 128 对应i

这些字对应功能模块的当前参数或值。

网络交换

字

赋值给远程连接控制器。这些字用于控制器间通信：

网络输入

网络输出

AS-I 模 拟

量 I/O 字
为AS-I 从模块分配模拟量输入和输出.
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出

模 拟 量

I/O 字
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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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下表列出了能被抽取位的字元件）

字 地址或值 最大值 写访问

%MWi:Xk 3000 可以
%SWi:Xk 128 决定于i
%KWi:Xk 256 不可以
%IWi.j:Xk 不可以
%QWi.j:Xk 可以
%IWAx.y.z:Xk 不可以
%QWAx.y.z:X 可以
%INWi.j:Xk 不可以
%QNWi.j:Xk 可以

网络输入

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出

AS-i从设备输入

AS-i从设备输出

描述

网络输出

抽取位 可以从下列字中的16位中抽取一位：

内部

系统

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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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点字和双字元件

TwidoSoft允许进行浮点数和双字对象操作。

浮点数是其表达式中含有小数的数学量。（例如：3.4E+38，2.3 或 1.0}。

双字是存放在数据存储区中的4字节字，包含介于-2147483648 和 +2147483647之间的一
个值。

浮点数格式及值

所用浮点格式是基于IEEE STD 734-1985标准（等价于IEC 559）。其字长32位，对应一
个小数点和浮点数值。

浮点值格式见下表：

浮点值表达式中可有或没有指数，但它们一般必须有小数点（浮点）。浮点值范围
从-3.402824e+38 和 -1.175494e-38 到 1.175494e-38 和 3.402824e+38（图中灰
色值）。它们也包含值0，记为0.0。

位31 位 {30.. .23} 位 {22...0}

S 指数 小数部分

第三章 硬件寻址和内部软元件

www.plcworld.cn



214

当计算结果是：
小于-3.402824e+38，显示符号-1.#INF（表示负无穷），
大于+3.402824e+38，显示符号 1.#INF（表示正无穷），
介于-1.175494e-38 和 1.175494e-38之间，近似为0.0。这两个界限之间的值不是浮
点值。
不确定值时：（例如负数的平方根），则显示符号1.#NAN或-1.#NAN。
显示浮点数，小数点后6位阿拉伯数字即精度足够。
注意：
值“1285”是整型数；为了将其作为浮点数标识，必须记做： "1285.0" 

硬件兼容性
不是所有Twido控制器支持浮
点和双字操作，右表显示硬
件兼容性：

Twido控制器 双字支持 浮点支持
TWDLMDA40DUK 可以 可以
TWDLMDA40DTK 可以 可以
TWDLMDA20DUK 可以 不可以
TWDLMDA20DTK 可以 不可以
TWDLMDA20DRT 可以 可以
TWDLCA•40DRF 可以 可以
TWDLC•A24DRF 可以 不可以
TWDLC•A16DRF 可以 不可以
TWDLC•A10DRF 不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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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检查
当结果不在有效范围之内，系统位%S18将置为1。

状态字%SW17的位显示浮点操作出错的原因：
字%SW17的不同位：

%SW17:X0 无效操作，结果不是一个数(1.#NAN 或 -1.#NAN)
%SW17:X1 保留
%SW17:X2 被0除，结果为无穷(-1.#INF 或 1.#INF)
%SW17:X3 结果绝对值大于+3.402824e+38，视为无穷大(-1.#INF 或1.#INF)
%SW17:X4 to X15 保留

下表是可用的浮点字和双字元件的列表汇总：

对象类型对象类型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写访问写访问写访问写访问

立即值 32位同样格式的整数或小数对象 - [-] 不可以

内部浮点 %MFi 1500 可以

内部双字 %MDi 1500 可以

浮点常量 %KFi 128 可以，但只能通过

TwidoSoft

双字常量 %KDi 128 可以，但只能通过

TwidoSoft

对象用于操作过程中存储值于数

据存储区中。

用于存储常量。

第三章 硬件寻址和内部软元件

www.plcworld.cn



216

单字、双字和浮点字之间重迭的可能性
单字，双字和浮点字均存储于同一存储区域。浮点字%MFi和双字%MDi是与单字

%Mwi和%MWi+1使用同一内存空间的。
下表显示了变量浮点字%MF和双字%MD以及单字%MW是怎样重迭的：

浮点字浮点字浮点字浮点字/双字双字双字双字 奇数地址奇数地址奇数地址奇数地址 内部字内部字内部字内部字

%MW0

%MW1

%MW2

%MW3

%MW4

%MW5

...

%MWi

%MWi+1

%MF1 / %MD1

%MF3 / %MD3

%MF0 / %MD0

%MF2 / %MD2

%MF4 / %MD4

...

...

%MFi / %MDi

%MFi+1 / %MD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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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变量浮点字%MF和双字%MD以及单字%MW是怎样重迭的：

常量浮点字常量浮点字常量浮点字常量浮点字/双字双字双字双字 奇数地址奇数地址奇数地址奇数地址 内部字内部字内部字内部字

%KW0

%KW1

%KW2

%KW3

%KW4

%KW5

...

%KWi

%KWi+1

%KF1 / %KD1

%KF3 / %KD3

%KF0 / %KD0

%KF2 / %KD2

%KF4 / %KD4

...

...

%kFi / %kDi

%KFi+1 / %KDi+1

示例：

如程序中使用了%MF0，则占据了 %MW0 和 %MW1的内存空间，因此％MD0、％MD1、
％MF1、％MW0、%MW1不能再被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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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结构化元件：位串、字表
结构化对象是邻近对象的联合。 Twido支持下列结构化对象：
位串
字表
双字表
浮点字表

（1)位串
位串是指一系列类型相同的相邻的位元件，并被定义了长度L，如%Mi：L
示例：位串%M8:6表示从％M8开始的连续6个位元件

注意：%Mi:L中的i必须为8的倍数，如%M10:16的表示法是不正确的，因为10不是
8的倍数。位串可作为一个字元件来使用，如可被用于赋值指令（见赋值指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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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地址 最大值 写访问

离散输入位 %I0.0:L或 %I1.0:L (1) 0<L<17 不可以

离散输出位 %Q0.0:L 或 %Q1.0:L (1) 0<L<17 可以

%Si:L， 0<L<17 和 i+L<128
i为8的倍数 128
%Xi:L 0<L<17 和 i+L<128
i为8的倍数 95 (2)
%Mi:L 0<L<17 和 i+L<128
i为8的倍数 256 (3)

系统位

Grafcet步位

内部位

取决于i

可以(通过

程序)

可以

能被组合成位串的位元件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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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表
字表是由一系列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字元件组合成的，并被定义了长度L，如％Mwi：L。

示例：%KW10:7表示从常量字%KW10开始的连续7个字元件组合成的字表。字表可被用于
赋值指令（见赋值指令)，进行批量数据的传输。

能被组合成字表的字元件列表如下：

类型 地址 最大值 写访问

内部字 %MWi:L 0<L<256 且 i+L< 3000 可以

常量字 %KWi:L 0<L<256 和 i+L< 256 不可以

系统字 %SWi:L 0<L 和 i+L<128 取决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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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字表、浮点字表
双字表、浮点字表是由一系列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双字、浮点字元件组合成的，并被定义
了长度L，如％MFi：L、％MD：L。
示例：%KF10:7表示从常量字%KF10开始的连续7个浮点字元件组合成的字表。字表可被
用于赋值指令（见赋值指令)，进行批量数据的传输。

能被组合成双字、浮点字表的元件列表如下：

类型 地址 最大值 写访问

内部浮点字 %MFi:L 0<L<256 且 i+L< 3000 可以

常量浮点字 %KFi:L 0<L 和 i+L<256 不可以

内部双字 %MDi:L 0<L<256 且 i+L< 3000 可以

常量双字 %KDi:L 0<L 和 i+L< 256 不可以

第三章 硬件寻址和内部软元件

www.plcworld.cn



222

3.2.4字的寻址方式：直接寻址、索引寻址
索引对象
索引字指的是含有索引对象地址的单字，双字或浮点。字元件寻址方式有两种：

直接寻址
索引寻址

A、直接寻址
当程序写完之后，元件的直接地址就被设定和定义。
示例： %M26此内部位的直接地址是26。

B、索引寻址
对象的索引地址通过给对象的直接地址添加一个索引，提供了一个修改对象地址的方
法。索引的内容被加到对象的直接地址中去。索引由内部字%MWi定义。“索引字”的数

量没有限制。
示例： %MW108[%MW2]字的地址由直接地址108加上字%MW2的内容组成。
如果字%MW2的值是12，则写入%MW108[%MW2]等价于写入%MW120（180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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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地址 最大值 写访问

内部字 %MWi[MWj] 0<= i+%MWj<3000 可以

常量字 %KWi[%MWj] 0<= i+%MWj<256 不可以

内部双字 %MDi[MWj] 0<= i+%MWj<2999 可以

常量双字 %KDi[%MWj] 0<= i+%MWj<255 不可以

内部浮点 %MFi[MWj] 0<= i+%MWj<2999 可以

常量浮点 %KFi[%MWj] 0<= i+%MWj<255 不可以

下表是可以索引寻址的字元件类型。

索引对象可被用于赋值指令（见赋值指令 用于单\双字) 和比较指令 (见比较指令 用于
单\双字).这种寻址使得通过修改程序中索引对象的内容，可以连续扫描一系列相同类型
的对象（如内部字和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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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溢出系统位%S20 
当索引对象的地址超出此类对象存储区域的限制，就会发生索引溢出。概括如下：

对象地址加索引内容小于0。对象地址加索引内容大于程序直接引用字的最大值。最大
值是2999（对字%MWi）或255（对字%KWi）。

索引溢出事件发生后，系统将系统位%S20置为1，且该对象索引值赋为0。
注意：用户有责任对任何溢出进行监测。用户程序必须读位%S20并作可能的处理。

用户必须确认将其复位到0。

%S20（初始状态=0）：
索引溢出发生： 系统将其置为1。
溢出确认： 用户在修改索引后，将其置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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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标准功能块和专用功能模块
TWIDO PLC中是以功能块的方式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等功能的，

功能模块提供了可供程序访问的位元件和字元件。每一种功能块都有其相应的位元
件、字元件以及特定的功能模块图标。

功能模块示例，下面是一个计数器功能模块图标：

(1)位元件
位元件对应功能模块输出。布尔测试指令能用下面任一方法访问这些位：
直接方式：功能模块上直接输出(例如在指令表显示时，LD E)；
间接方式：在程序的梯形图中，用标准布尔指令来访问（例如，LD %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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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元件
每一种功能模块都有一些参数，其中一些参数有相应的字元件对应，这些参数能在程
序中访问。例如，%Ci.V表示计数器的当前计数值，可被测试和访问；又如，％TM.P
表示定时器的设定值，也能在程序中访问或赋值。

（3）双字元件
有些特殊的功能块有相关的双字元件，增强Twido控制器的计算能力。如使用高速计数
器(%FC)，超高速计数器(%VFC)和脉冲发生器(%PLS)等特殊功能模块时，能访问到相
关的32位双字元件。如％FC.VD表示高速计数器的双字的当前值。

TWIDO PLC支持如下的功能模块。将在第四章和第六章的教程中对下列每一种模块的
图标、参数及用法进一步进行讲解。

定时器％TM、计数器％C、鼓控制器％DR、队列堆栈寄存器％R、高速计数器％FC、超
高速计数器％VFC、脉冲输出％PLS、脉宽调制％PWM、移位寄存器％SBR、步进计数器
％SC、调度功能块、报文能块％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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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本编程指令

� 目录

� 4.1 布尔指令

� 4.1.1 位逻辑指令（LD、AND、OR、ST等）

� 4.2 标准功能块

� 4.2.1 定时器％TM

� 4.2.2 计数器％C

� 4.2.3 鼓控制器％DR

� 4.2.4 队列堆栈寄存器％R 

� 4.3 数值处理指令

� 4.3.1 赋值指令

� 4.3.2 比较指令

� 4.3.3 整数算术指令

� 4.3.4 逻辑指令

� 4.3.5 移位指令

� 4.3.6 转换指令

� 4.3.7 单/双字转换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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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续

� 4.4 程序指令

� END 指令

� NOP指令

� 跳转指令

� 子程序指令

� 4.5 浮点指令

� 浮点算术指令

� 三角指令

� 转换指令

� 整数转换指令<-> 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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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布尔指令

4.1.1位逻辑指令（LD、AND、OR、ST等）

(1) Load指令（装入）：LD，LDN，LDR，LDF
其中: N 代表 “非”

R 代表 “上升沿”
F 代表 “下降沿”
程序例:

LDLDLDLD %I0.2
ST  %Q0.7

（  ）
%I0.2 %Q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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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逻辑AND 指令 :   AND, ANDN , ANDR , ANDF

程序例:

LD  %I0.7
ANDN  %M2
ST  %Q0.2 （  ）

%I0.7 %Q0.2%M2

(3)逻辑OR指令:   OR , ORN , ORR , ORF

程序例:

LD  %I0.7
ORR  %M2
ST  %Q0.2

（  ）
%I0.7 %Q0.2

%M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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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储指令(输出指令): ST    STN     S     R

其中: 
N  表示输出的非
S  表示强制置位
R  表示强制复位

程序例:

LD  %I0.7
S   %Q0.2
LD  %M3
R   %Q0.2

（  ）

%I0.7 %Q0.2

%M3

（  ）

S

R

%Q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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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异或指令:  XOR , XORN , XORR , XORF

程序例:

LD        %I0.7
XOR     %M2
ST         %Q0.2

（  ）
%I0.7 %Q0.2%M2

（  ）
%I0.7 %Q0.2

%M2

XOR

%M2

%I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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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准功能块
TWIDO PLC中是以功能块的方式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等功能的，功
能模块提供了可供程序访问的位元件和字元件。每一种功能块都有其相应的位元
件、字元件以及特定的功能模块图标。标准功能块包括定时器％TM、计数器％C、
鼓控制器％DR、队列堆栈寄存器％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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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定时器％TMi
TWIDO PLC 可提供128个定时器(i = 0 ～127)
定时器有三种类型,可在配置时设定:
TON:  ON延时定时器----- 这种定时器用于控制导通－延时动作
TOF:  OFF延时定时器----这种定时器用于控制关断－延时动作
TP:   脉冲发生定时器-- 这种定时器用于产生精确宽度的脉冲。
功能块图标如下：

          %TMi

 IN           Q

      TYPE TON
        TB 1 min
         ADJ  Y
     %TMi.P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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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Tmi使用的参数列表如下：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值值值值

0 到 63:TWDLCAA10DRF 和 TWDLCAA16DRF

0 到 127对所有其它控制器。

TON • 定时器 导通－延时（默认）

TOF • 定时器 关断－延时

TP • 脉冲（单稳态）

时基 TB 1 分钟 (默认), 1 秒, 100 毫秒, 10 毫秒, 1 毫秒

当前值 %TMi.V 当定时器工作时，该字从0增加到%TMi.P。可被程序读和

测试，但不可写。%TMi.V可以通过活动表编辑器修改。

预置值 %TMi.P 0～9999，该字可读，测试和被赋值，默认值是9999。周

期或产生的延时为%TMi.P x TB。
Y:Yes，预置%TMi.P值可以通过活动表编辑器修改。

N:No，预置%TMi.P值不能被修改。

输入使能（或指

令）

IN 上升沿（TON或TP类型）或下降沿（TOF类型）启动定时

器。

定时器输出 Q 根据执行功能的类型，相关位%TMi.Q置为1：TON, TOF,

或 TP

定时器编号 %TMi

类型

动态监控表编辑器 Y/N

第四章 基本编程指令

www.plcworld.cn



236

操作说明: 
（1）TON: 
当输入IN上升沿时定时器启动, 定时器当前值(%TMi.V)以时基TB为单位增加,当定时
器当前值(%TMi.V) = 预设值(%TMi.P)时Q(%TMi.Q)输出为"1"
当输入IN的下降沿来临时定时器停止,%TMi.V=0,即使计数器当前值(%TMi.V) 没有到
达 预设置(%TMi.P), Q(%TMi.Q)输出为“0”.
下面是TON类型定时器操作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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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2）TOF: 
当输入IN上升沿时定时器停止%TMi.V=0, Q(%TMi.Q)输出为"1"
定时器在输入IN的下降沿来临时启动,定时器当前值(%TMi.V)以时基TB为单位增加,  
当定时器当前值(%TMi.V) = 预设置(%TMi.P)时Q(%TMi.Q)输出为"0"
下面是TOF类型定时器操作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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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3）TP: 
当输入IN上升沿时定时器启动, Q(%TMi.Q)输出为"1"
定时器当前值(%TMi.V)以时基TB为单位增加,当定时器当前值(%TMi.V) = 预置值
(%TMi.P)时Q(%TMi.Q)输出为"0"
当输入IN的下降沿来临时定时器停止,%TMi.V=0,在计数器当前值(%TMi.V) 没有到达
预设置(%TMi.P)时定时器不会停止.
下面是TOF类型定时器操作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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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使用举例：
利用定时器％TM1和％TM2编写程序在％Q0.2上产生OFF 0.5秒、ON 0.5秒的持续方波。
定时器参数设定菜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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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图和指令表程序如下：

(    )

%TM0

 IN             Q

      TYPE    TON
        TB   100ms
        ADJ  Y
     %TM0.P   5

%TM1

 IN             Q

      TYPE    TON
        TB   100ms
        ADJ  Y
     %TM0.P   5

%TM1.Q

%TM0.Q

%Q0.2 BLK     %TM0

LDN     %TM1.Q     

IN

OUT_BLK

LD          Q

ST         %Q0.2

END_BLK

BLK     %TM1

LD        %TM0.Q

IN

END_BLK

第四章 基本编程指令

www.plcworld.cn



241

4.2.2计数器％Ci
TWIDO PLC 可提供128个双向计数器 ( i = 0 ～127 )。使用UP/DOWN 计数器功能块
可用来双向计录事件数，加计数和减计数可同时进行。
功能块图标如下：

          %Ci

 R           E

 S     ADJ  Y
     %Ci.P 9999    D
 CU

 C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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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Ci使用的参数列表如下：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计数器编号 %Ci

当前值 %Ci.V

预置值 %Ci.P

Y:Yes, 预置值可以通过活动表编辑器修改。

N:No, 预置值不能使用活动表编辑器修改。

输入（或指令）复位 R

输入（或指令）复位 S

加运算输入（或指令） CU

减运算输入（或指令） CD

减运算溢出输出 E (Empty)

预置输出达到 D (完成)

加运算溢出输出 F (Full)

用活动表编辑器编辑 ADJ

值值值值

0 到 127

字根据输入（或指令）CU 和 CD被增加或减少。可被程序读和测

试，但不可写。使用数据编辑器修改%Ci.V。
0～9999. 能被读、测试和写(默认值: 9999).

当减计数器%Ci.V从0变到9999时，相关位%Ci.E=1（当%Ci.V到达

9999时置为1，如果计数器继续减少则复位为0）。

当%Ci.V=%Ci.P时，相关位%Ci.D=1。

当%Ci.V从9999变到0时，相关位%Ci.F=1（当%Ci.V到达0时置为1，

如果计数器继续增加则复位为0）。

状态为1：%Ci.V = 0.

状态为1：%Ci.V = %Ci.P.

在上升沿增加%Ci.V。

在上升沿减少%C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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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向上计数：

当从CU输入一个上升沿时，%Ci.V加1，当%Ci.V=%Ci.P时输出位%Ci.D=1, 当
%Ci.V从9999变为0时，相关位%Ci.F=1，计数器继续向上计数，%Ci.F=0
向下计数：

当从CD输入一个上升沿时，%Ci.V减1，当%Ci.V从0变为9999时，相关位%Ci.E=1
，计数器继续向下计数，%Ci.E=0
双向计数：

当同时使用向上计数和向下计数时，CU和CD 必须用软件加以控制，如果CU和CD
同时为1，则%Ci.V保持不变
复位：当R被置为1时，%Ci.V强制为0 ，并且输出位%Ci.E，%Ci.D，%Ci.F均为0    
预置：当S=1且R=0时，%Ci.V=%Ci.P，输出位%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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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使用举例：
利用计数器％C1和％C2编写程序产生分钟和小时计数器，计数器参数设定菜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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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图和指令表程序如下：

             %C0
 R

            E

 S        ADJ  Y

        %C0.P   60    D

 CU
            F

 CD

             %C1
 R

            E

 S        ADJ  Y

        %C0.P   60    D

 CU
            F

 CD

(    )
%Q0.0 

%S6 

%C0.D 

%C0.D 
BLK      %C0

LD         %C0.D

R

LD         %S6

CU

END_BLK

BLK      %C1

LD         %C0.D

CU

OUT_BLK

LD          D

ST          %Q0.0

END_B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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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鼓型控制器％DRi
鼓型控制器功能块的工作原理和电气机械凸轮控制器类似, 它按照外部事件改

变步数, 在每一步凸轮的最高点由状态"1"表示,并分配给输出位 %Qi.j 或内部位
%Mi,这些位称为"控制位".
TWIOP PLC 提供8个鼓型控制器功能块 ( i = 0 ～7)

功能块图标如下：

          %DRi

 R          F

          STEPS  8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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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型控制器％DRi使用的参数列表如下：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值值值值

编号 %DRi 0到3对一体型控制器，0到7对模块型控制器

当前步号 %DRi.S 0<%DRi.S<7。该字可被读和写。被写值必须是十进制立即

值。被写后，在功能模块下次执行时生效。

步数 1到8（默认值）

回到0步输入

（或指令）

R (Reset) 状态为1时，将磁鼓控制器置为步0。

前进输入

（或指令）

U (Upper) 上升沿使鼓控制器前进一步并更新控制位。

输出 F (Full) 表示当前步等于定义的最后一步。相关位可被测试（例

如，如果%DRi.S=配置的步数-1，则%DRi.F=1）。

控制位 与步（16位控制位）相关的输出或内部位，在配置编辑器

中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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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当前进控制位 U 上升沿来临时,凸轮前进一步,上一步的控制位被刷新, 控制位

的状态根据当前步所配置的而定.
当复位位R为ON时,凸轮控制器复位,步数置为"0".
当凸轮进至最后一步时,输出位F为ON.再遇 U 的上升沿时重新从第0步开始
下图为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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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型控制器使用举例：
程序要求:
初始状态: 输出点: %Q0.0为”ON” ,其余为”OFF”.
输入点%I0.1控制输出点 %Q0.0 ~ %Q0.7 按每秒跳动一下的频率,依次点亮.
%I0.1每”ON”一次.输出点向后(右)跳动一次.
%I0.0为复位信号, %I0.0为ON时,输出点回到初始状态:%Q0.0为”ON”,其余为”OFF”.

具体配置鼓型控制器如下:
步数: 8 
控制位: 位0 : %Q0.0

位1 : %Q0.1
位2 : %Q0.2
位3 : %Q0.3
位4 : %Q0.4
位5 : %Q0.5
位6 : %Q0.6
位7 : %Q0.7

鼓型控制器配置:
步数 位 0   1   2   3   4   5   6   7

0          1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2          0   0   1   0   0   0   0   0
3          0   0   0   1   0   0   0   0
4          0   0   0   0   1   0   0   0
5          0   0   0   0   0   1   0   0
6          0   0   0   0   0   0   1   0
7          0   0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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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型控制器参数设定菜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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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图和指令表程序如下：

          %DR2

 R           F

        STEP 6
 U

%I0.0

%I0.1

BLK      %DR2

LD       %I0.0

R

LD       %I0.1

U

OUT_BLK

END_B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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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队列堆栈寄存器％Ri
队列堆栈寄存器％Ri是一个内存块，可以存储16个16位的字，可用两种方

式： 队列方式（先入先出）即FIFO和堆栈方式（后进先出）即LIFO。
功能块图标如下：

          %Ri

 R           E

 I           F
     TYPE  FIF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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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堆栈寄存器％Ri使用的参数列表如下：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值值值值

寄存器编号 %Ri 0 到 3.

类型 FIFO 或

LIFO

队列方式或堆栈方式。

输入字 %Ri.I 寄存器输入字。可读取，测试，和写入。

输出字 %Ri.O 寄存器输出字。可读取，测试，和写入。

存储输入

（或指令）

I (In) 上升沿处将字%Ri.I的内容存入寄存器。

取回输入

（或指令）

O (Out) 上升沿处将一个数据字装入字%Ri.O内。

输入（或指

令）复位

R (Reset) 状态为1时，初始化寄存器。

空输出 E (Empty) 对应位%Ri.E表示寄存器空。可调试。

满输出 F (Full) 对应位表%Ri.F示寄存器满。可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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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FIFO(先进先出):
当 输入标志位 I 上升沿时,输入字

%Ri.I的内容(已装入)存储在寄存器队
列顶端.当寄存器满时,输出 F=1,不能
再有数据被存入.

20

80

50

20

%Ri.I

20

80

50

20

80

50

%Ri.
O

当输出标志位O上升沿时,寄存器队列
最下端的数据装入输出字%Ri.O,寄存器中
的内容向下移.当寄存器空时,输出 E = 1, 
不能再有数据被输出.输出字%Ri.O不改变,
保持原值.

寄存器可在任意时间复位.(复位位R为"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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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LIFO(后进先出):
当 输入标志位I上升沿时,输入字

%Ri.I的内容(已装入)存储在寄存器队列
顶端.当寄存器满时,输出 F=1,不能再有
数据被存入.

当输出标志位O上升沿时,寄存器队列最
下端的数据装入输出字%Ri.O,寄存器中当
寄存器空时,输出 E = 1, 不能再有数据被
输出.输出字%Ri.O不改变,保持原值.

寄存器可在任意时间复位.(复位位R为
"1"时)

20

80

50

20

%Ri.I

20

80

50

80

50

20

%R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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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堆栈寄存器％Ri使用举例：
程序要求:
用％M1进队列，用％I0.3出队列

鼓型控制器参数设定菜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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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K      %R1
LD         %M1
I
LD         %I0.3
O
END_BLK
LD         %I0.3
ANDN   %R1.E
[%MW20:=%R1.O]
LD          %I0.2
ANDN   %R1.F
[%R1.I:=%MW13]
ST          %M1

          %R1
 R
            E

 I
            F
      TYPE  FIFO
 O

%MW20:=%R1.O

%R1.I:=%MW13

(   )

%M1

%M1

%I0.3

%I0.3

%I0.
2

%R1.E

%R1.F

梯形图和指令表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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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数值处理指令
数值指令一般用于16位字和32位字元件，它们写在方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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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赋值指令
赋值指令用于把操作数Op2装入操作数Op1。
赋值指令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 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1 (Op1) 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2 (Op2)
[Op1:= Op2 ] %MWi,%QWi,

%QWAi,%SWi
%MWi[%MWi], %MDi,
%MDi[%MWi]

立即数, %MWi, %KWi, %IW,%IWAi, %INWi, %QWi, %QWAi
%QNWi, %SWi, %BLK.x, %MWi[%MWi], %KWi[%MWi],
%MDi[%MWi], %KDi[%MWi],%Mi:L,%Qi:L, %Si:L, %Xi:L,
%Ii:L

把操作数2（Op2）的

值 赋 给 操 作 数 1
（Op1）

%Mi:L, %Qi:L, %Si:L, %Xi:L

%MFi, %MFi[%MWj] 立即浮点值， %MFi, %MFi[%MWj], %KFi, %KFi[%MWj]

:=

%I0.7

%M3

%MW2:=%MW10

%MW10:=200

程序例：

LD    %I0.7
[%MW2:=%MW10]
LD    %M3
[%MW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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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比较指令
用来比较两个操作数, 包括： 大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 < )，小于

等于( <= )，不等于( <> )，等于( = ).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程序例：

操作 语法 操作数1 操作数2
立即数，%MWi , %KWi

 >, >=  ,<  LD[OP1比较OP2]   %MWi,   %KWi， %IWi.j , %QWi.j , %SWi
<=, <>,  = AND[OP1比较OP2]      %IWi.j,  %QWi.j, %BLK.x , %MWi[MWJ]

 OR[OP1比较OP2]      %SWi,  %BLK.x %KWi[MWj]

%I0.1

%I0.8

%MW19=%KW1

%MW10>20

（  ）

（  ）

%Q0.1

%M2

LD       %I0.1
AND      [%MW19=%KW1]
ST       %Q0.1
LD       %I0.8
AND      [%MW10>20]
ST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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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整数算术指令
整数算术指令用于执行两个整数操作数之间或一个整数操作数上的算术运算。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程序例：

LD          %I0.7
[%MW2:=%MW10+%KW10]
LD          %M3
[%MW10:=%MW40-200]
LDR         %I0.3
[INC   %MW30]

操作 语法 操作数1 操作数2
+，-，*，/，REM [OP1:=OP2 计算 OP3]  %MWi,%QWi.j,%SWi  立即数，%MWi,%KWi

SQRT [OP1:=SQRT(OP2)]  %IWi.j, %QWi.j,%SWi,
INC，DEC [操作（OP1）]  %BLK.x

%I0.7

%M3

%MW2:=%MW10+%KW10

%MW10:=%MW40-200

%I0.3

INC   %MW30
P

第四章 基本编程指令

www.plcworld.cn



262

4.3.4 逻辑指令
逻辑指令用来在两个操作数之间或对单一操作数进行逻辑运算。
包括：

两个操作数之间按位相与（AND），两个操作数之间按位相或（OR）
两个操作数之间按位相异或（XOR）,对操作数按位求非（NOT）

程序例：

LD         %I0.7
[%MW5:=%MW10 AND %KW10]
LD         %M3
[%MW10:=NOT(%MW40)]

操作 语法 操作数1 操作数2
AND，OR，XOR [OP1:=OP2 计算 OP3]  %MWi,%QWi.j,%SWi  立即数，%MWi,%KWi

NOT [NOT(OP2)]  %IWi.j, %QWi.j,%SWi,
 %BLK.x

%I0.7

%M3

%MW5:=%MW10  AND  %KW10

%MW10:=NOT(%MW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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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移位指令
移位指令用于将操作数中的16个位依次向左或向右移 i 位。
包括：

逻 辑 移 位 ： 逻 辑 左 移 ： SHL
（OP2,i）

F 0

%S17

F 0

%S17

逻 辑 移 位 ： 逻 辑 右 移 ： SHR
（OP2,i）

循环移位:循环左移：ROL（OP2,i）

循环移位:循环右移：ROR（OP2,i）

被移出的最后一位的状态储存在
%S17中

F 0

%S17

F 0

%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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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例：

LD        %S6
ST        %M0
LDR       %M0
[%MW0 : = ROL ( %MW0,1)]
LD        1
[%Q0:8 : = %MW0]
LDN     %MW0:X8
ST         %MW0:X0

操作 语法 操作数1 操作数2
 SHL，SHR，ROL [OP1:=操作（OP2 ,i）]  %MWi,%QWi.j,%SWi  %MWi,%KWi,
  ROR  %IWi.j, %QWi.j,%SWi,

 %BLK.x

%S6

%MW0:X8

%MW0:=ROL(  %MW0,1  )P

（  ）
%M0

%M0

%Q0:8:=%MW0

（  ）
%MW0:X0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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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转换指令
转换指令用于数制转换，共有两种转换指令：
BTI：BCD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ITB：十六进制数转换成BCD数
BCD数和十六进制数的比较：

例：字%MW20存储的值为位BCD数“2450”用16位二进制数表示为：

0010  0100  0101  0000
字%MW21存储的值为十六进值数“2450”用16位二进制数表示为：

0000  1001  1001  0010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操作 语法 操作数1 操作数2
 BTI，IBT [OP1:=操作（OP2 ）]  %MWi,%QWi.j,%SWi  %MWi,%KWi,

 %IWi.j, %QWi.j,%SWi,
 %BL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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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例：

%I0.7

%MW20:= BTI (  %KW10 ) LD         %I0.7
[%MW20:=BTI(%MW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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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单/双字转换指令
单/双字转换指令用于单、双字之间底转换，下表列举了用于单字和双字

之间转换的指令功能说明。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LW 抽取双字的LSB到一个字。

HW 抽取双字的MSB到一个字。

CONCATW 合并两个字到一个双字。

DWORD 转换一个16位字到一个32位字。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 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1111

(Op1)(Op1)(Op1)(Op1)

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2222

(Op2)(Op2)(Op2)(Op2)

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3333

(Op3)(Op3)(Op3)(Op3)

LW, HW Op1 =运算符(Op2) %MWi %MDi,

%KDi

[-]

CONCATW Op1 = Operator (Op2, Op3)) %MDi %MWi,

%KWi, 自

然数

%MWi,

%KWi, 自

然数

DWORD Op1 =运算符(Op2) %MDi %MWi,

%KW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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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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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程序指令
程序控制指令包括结束指令,跳转指令,空操作指令,子程序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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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END指令
END指令定义一个程序扫描执行的结束。
有三个不同的结束指令可用： END, ENDC, 和 ENDCN 
END:程序无条件结束
ENDC:如果前面测试指令布尔运算结果是1，则程序结束。
ENDCN:如果前面测试指令布尔运算结果是0，则程序结束。
默认（正常模式）情况下，当程序结束被激活时，输出被更新且开始下一次扫
描。 如果是周期扫描，则当周期结束时输出被更新且开始下一次扫描。

程 序
例：
%I0.1

%M10

（  ）
%Q0.1%M2

<          >END

%I0.3

（  ）
%Q0.2%I0.4

<          >END

LD          %I0.2
AND     %M2
ST          %Q0.1
LD          %M10
ENDC
LD          %I0.3
ANDN    %I0.4
ST          %Q0.2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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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NOP指令
NOP指令不执行任何操作。用它在程序中“保留”行，以便您以后插入指令而无需

修改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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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跳转指令
跳转指令使程序执行立即中断并转入执行标号为%Li（i = 1到16对于一体型控制
器，1到63对于其它控制器）的程序行。
有三个不同的跳转指令可用：JMP, JMPC 和 JMPCN 
JMP:程序无条件跳转
JMPC:如果前面逻辑布尔运算结果为1，则程序跳转
JMPCN:如果前面逻辑布尔运算结果为0，则程序跳转

程 序
例：

LD         %M15
JMPC       %L8
LD         %M10
ST         %Q0.1
JMP     %L12
%L8:
LD         %I0.4
ANDN       %I0.3
ST         %Q0.2
%L12:
LD        [%MW12>100]
ST        %Q0.3

%M15

%M10 %Q0.1

%L8

%I0.3

（  ）

%Q0.2
%I0.4

（  ）

%L12

%L8:

%L12:

%MW12>100
%Q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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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子程序指令
子程序指令使程序执行一个子程序，然后返回到主程序。
SRn, SRn:和RET
子程序由三步组成：SRn指令调用标号为SRn的子程序。子程序用标号SRn:表示，
n = 0 到 15对于TWDLCAA10DRF, TWDLCAA16DRF，0到63对于其它控制器。RET指
令位于子程序的最后，返回到主程序。

程 序
例：

LD          %M15
AND     %M5
ST          %Q0.0
LD          %M10
ST          %Q0.1
SR2
LD          %I0.4
ANDN        %I0.3
ST          %Q0.2
END
SR2:
LD         [%MW12>100]
ST           %Q0.3
RET

%M15

%M10 %Q0.1

%I0.3

（  ）

%Q0.2
%I0.4

（  ）

SR2

SR2:

%MW12>100

%Q0.3

（  ）

%M5

（  ）
%Q0.0

<          >END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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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浮点数指令
浮点数指令使TWIDO PLC能支持实数的运算，使计算的范围更大，精确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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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浮点算术指令
浮点算术指令是指浮点数的四则运算。如：
+ 两个操作数相加 SQRT 一个操作数的平方根
- 两个操作数相减 ABS 一个操作数的绝对值
* 两个操作数相乘 TRUNC 浮点值的整数部分
/ 两个操作数相除 EXP 自然指数
LOG 以10为底的对数 EXPT 实数的实求幂
LN 自然对数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 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 - *, / Op1:=Op2 运算符 Op3

SQRT, ABS,

TRUNC, LOG,

EXP, LN

Op1:=运算符(Op2)

EXPT Op1:=运算符 (Op2,Op3)

程序例：
指令列表语言

LD      %M0 
[%MF0:=%MF10+129.7]
LD      I3.2
[%MF1:=SQRT(%MF10)]
LDR %I3.3
[%MF2:=ABS(%M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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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三角函数指令
三角函数指令使得用户可以执行三角函数运算，如下表：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程序例：
指令列表语言
LD %M0
[%MF0:=SIN(%MF10)]
LD %I3.2
[%MF2:=TAN(%MF10)]
LDR %I3.3
[%MF4:=ATAN(%MF20)]

SIN 一个角度（弧度）的正弦， ASIN 反正弦
COS 一个角度（弧度）的余弦， ACOS 反余弦
TAN 一个角度（弧度）的正切， ATAN 反正切

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 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操操操操 作作作作 数数数数 1111
(Op1)(Op1)(Op1)(Op1)

操操操操 作作作作 数数数数 2222
(Op2)(Op2)(Op2)(Op2)

SIN, COS, TAN,
ASIN, ACOS, ATAN

Op1:=运算符(Op2) %MFi %MFi, %K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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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角度弧度转换指令
该指令用于执行转换操作。
DEG_TO_RAD 将角度转换为弧度，结果值介于0和 之间
RAD_TO_DEG 将弧度转换为角度，结果值介于0和360度之间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程序例：
指令列表语言
LD     %M0
[%MF0:=DEG_TO_RAD(%MF10)]

LD     %M2
[%MF2:=RAD_TO_DEG(%MF20)]

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 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1 1 1 1 ((((OpOpOpOp1111)))) 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操作数2 2 2 2 ((((OpOpOpOp2222))))

DEG_TO_RAD RAD_TO_DEG Op1:=运算符(Op2) %MFi %MFi, %K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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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整型数浮点数转换指令
提供了四个转换指令。整数转换指令列表<-> 浮点， 如下表：

语法及操作数类型

程序例：

INT_TO_REAL 转换一个整数字--> 浮点

DINT_TO_REAL 转换一个整数双字--> 浮点

REAL_TO_INT 浮点转换--> 字整数（结果为最接近的代数值）

REAL_TO_DINT 浮点转换--> 双字整数（结果为最接近的代数值）

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运算符 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INT_TO_REAL Op1=INT_TO_REAL(Op2)

DINT_TO_REAL Op1=DINT_TO_REAL(Op2)

REAL_TO_INT

REAL_TO_DINT

Op1=操作数(O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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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TWIDOSOFT编程软件

� 目录

� 5.1 安装TWIDOSOFT软件

� 5.2 启动TWIDOSOFT软件

� 5.2.1 编程软件菜单、界面各部分介绍

� 5.3 硬件、软件配置方法

� 5.3.1 添加和配置选件、扩展模块的方法

� 5.3.2 软元件配置方法

� 5.4 梯形图编辑器的用法

� 5.4.1 输入梯形图的操作方法

� 5.4.2 输入梯级头的操作方法

� 5.5 指令表编辑器的用法

� 5.6 程序校验功能和交叉表引用

� 5.7 连接管理的功能和用法

� 5.8 程序下载、备份、运行程序、停止程序

� 5.9 密码、程序保护功能

� 5.10 在线监控、调试工具、动态数据表的用法

� 5.11 FIRMWARE升级工具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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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装TWIDOSOFT软件
TwidoSoft是一个用于Twido可编程控制器的配置、编写和维护应用程序的图形化开

发环境。TwidoSoft是一款32位的基于Windows的程序，可在操作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98第二版和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的个人计算机运行。
TwidoSoft 1.13 或更高版本也可以在Microsoft Windows XP上运行。

TwidoSoft是标准的Windows界面，有应用程序浏览器和多窗口浏览支持编程、调试
和配置，可与控制器进行多种方式的通讯，如串行口，USB，以太网，MODEM拨号等。

安装步骤：
1、在光驱放入TWIDOSOFT安装软件，或拷贝安装软件到硬盘。
2、找到SETUP.EXE文件并运行。
3、默认选择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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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步骤续：
4、选择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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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步骤续：
5、选择安装后底TWIDOSOFT的界面的语言，可选择简体中文，其它按屏幕提示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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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启动TWIDOSOFT软件
1、在桌面上双击TWIDOSOFT的图标

2、或点击“开始”进入程序组启动TWID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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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编程软件菜单、界面各部分介绍
TWIDOSOFT运行后，新建一个程序，界面如下：

应用程序
浏览器

程序编辑
窗口

快捷工具栏：连接、断开、
运行、停止、监控等

添加、修
改梯极和
显示模式
选择的快
捷图标硬件配置

选件、模
块

软件配置
参数设定

通讯宏功
能

动态数据
监控表

梯级头

梯形图程
序区

主菜单标题栏

状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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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硬件、软件配置方法
TWIDO PLC的硬件、软件配置，如添加选件、扩展离散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

块以及定时器、计数器参数设定等操作，都能在应用浏览器中方便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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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添加和配置选件、扩展模块地方法
（1）为用户应用程序命名:在应用浏览器中，右键点击“未命名”，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快捷

菜单，选中“重命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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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的应用程序默认使用的CPU是TWDLMDA40DTK,用户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CPU型号
的更换，操作方式为：右键点击原来的CPU，出现如左下图的快捷菜单，选中“更换
控制器类型”，左键点击，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CPU类型选择菜单，选择所需的CPU
类型，在菜单的下方的描述栏显示相应的CPU性能描述，左键点击“更改”即完成了

CPU类型的更改。

对CPU的简单说明，点数，输
出形式，接线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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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选件选件：右键点击“硬件”出现如左下图所示的弹出菜单，左键点击“添加选
件”菜单，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添加可选件”菜单，用户能在此选择所需的通讯扩展

卡、时钟卡、内存扩展卡等选件。

与CPU相应的可用选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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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置选件、删除选件：右键点击需要进一步配置的选件，如“端口2  ”出现如左下图
所示的弹出菜单，如左键点击“通讯配置”菜单，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PLC通讯配置”
菜单；如左键点击“删除”菜单，则删除当前选中的选件。

在此菜单中设置通讯协议，波特率，校验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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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讯口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退出时，出现如下配置总结界面，如接受此配置，则
点击“对勾”图标；如不接受此配置，则点击“叉”图标，

如 接 受 此 配
置，则点击“ 对
勾”图标；如不

接受此配置，
则点击 “ 叉 ” 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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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添加扩展离散量、模拟量模块：右键点击“扩展总线”，出现如左下图所示的弹出菜
单，左键点击“添加模块”菜单，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添加模块”菜单；选中所需扩
展模块，然后点击“添加”按钮，完成添加模块操作。

所有的扩展模块的列表选中模块的描述 扩展模块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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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置或删除扩展模块：扩展总线的下方列出了所有已添加的扩展模块，右键点击需
要进一步配置的模块，出现如左下图所示的弹出菜单，如左键点击“配置”菜单，则
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与该模块相应的配置菜单；如左键点击“删除”菜单，则出现“删
除模块”菜单，可用于删除该模块。

选择模拟量输入输出的
性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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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模块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退出时，出现如下配置总结界面，如接受
此配置，则点击“对勾”图标；如不接受此配置，则点击“叉”图标，

如 接 受 此 配
置，则点击“ 对
勾”图标；如不

接受此配置，
则点击 “ 叉 ” 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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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软元件配置方法
软元件的配置是指为定时器、计数器、常量字等进行参数设定，对于这些参数
的设定可以在梯形图编程时进行；也可在应用浏览器中，对“软件”项目下的所有

软元件进行批量的设定或检查。如左下图所示；右下图所示为定时器批量设定
界面举例，同理，所有软元件设定完毕，也出现参数配置结果总结表，也要点
击屏幕右上角的“对勾”按钮使设定被接受。

“ 软件 ”
项 目
下，所
有的软
元件能
进行批
量设定

点 击
“ 对
勾”按
钮 ，
接 受
参 数
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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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梯形图编辑器的用法
TWIDO PLC用户程序可用两种编程语言编写: 
1、梯形语言编写的梯形图程序包括一系列以左右电源线为界的图形符号元件，它们
代表：PLC的I/O；功能块；数字、逻辑以及专用的操作；PLC的内部变量，这些图
形元件由水平线和垂直线相连接.

2、指令表语言所编写的程序包括一系列由PLC依次执行的指令，每条指令由一个指令
代码和一个操作对象组成。这些指令作用于：PLC的I/O；功能块；数学、逻辑以及
专用的操作；PLC的内部变量.

使用编程软件可以将梯形图程序和指令表程序进行相互转换. 所有梯形图程序都可
转换成指令表程序. 但只有可逆的指令表程序才可转换成梯形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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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输入梯形图的操作方法
在硬件、软件配置完成后，点击如下图所示的“添加”图标，插入一行新的梯形图；如
点击“修改”图标，则对当前的梯形图程序行进行修改。并弹出下页所示的梯形图编

辑器。

“ 添
加 ” 图
标

“ 修改 ”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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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梯形图编辑器，此编辑器对一个梯级编辑时，最大的编辑区域为7行11列。注
意:程序需逐行编写,不可在同一梯级下写多行程序。如下图中的箭头所指的是梯形图编辑
所需的指令图标（取常开、常闭触点，功能块等）。

指令图标栏

编辑区域，7
行1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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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指令图标的含义解释如下图。用户能用左键选取指令图标，并放置在编辑区
域中，并输入相应的软元件和操作数。如同时按住CTRL键，能一次输入多个相同的指
令图标。

取
常
开
触
点
LD

取
常
闭
触
点
LDN

取
上
升
沿
LDR

取
下
降
沿
LDR

画
水
平
连
线

画
垂
直
连
线

断
开
垂
直
连
线

填
充
水
平
连
线

比
较
功
能
块

驱
动
线
圈
ST

反
向
驱
动
线
圈
STN

复
位
线
圈
R

置
位
线
圈
S

跳
转
或
子
程
序
调
用

操
作
块

定
时
器
块
％
TM

计
数
器
块
％C

扩
展
指
令
如
：
高
速
计
数
、
PWM
等

接受新编写或修改
的梯形图程序

不接受新编写或修
改的梯形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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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如何输入一简单梯形图程序。该程
序是一自保程序，指令列表如下：

例1: 自保程序

LD  %I0.0
OR     %Q0.0
ANDN   %I0.1
ST     %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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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如何输入一简单梯形图程序。该程
序是一定时器程序，指令列表如下：

例2:用两个定时器

在输出点%Q0.2产
生一个秒脉冲.

BLK   %TM0
LDN   %TM1.Q
IN
OUT_BLK
LD   Q
ST    %Q0.2
END_BLK
BLK   %TM1
LD     %TM0.Q
IN
END_B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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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如何输入一简单梯形图程序。该程
序是一比较、运算指令的程序，指令列表如下：

例3:比较指令、
运算指令

LD  %I0.2
MPS
AND  [ %MW20 > 
= %MW13 ]
ST   %Q0.0
MPP
AND  [ %MW20 < 
%MW13 ]
[ %MW20 : =  
%MW20 + %MW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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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输入梯级头的操作方法，梯级头指的是下图中箭头所指的部分。每一梯级程
序都有一个梯级头，梯级头可输入注释、标号、子程序号等，双击梯级头进
入编辑。编辑界面如下页所示。

梯
级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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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指令表编辑器的用法
指令表和梯形图之间能进行相互的转换，但在指令表编辑中要符合可逆化编程
的规则。下图为指令表编程时的界面。

指令表
编辑区
域

指令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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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程序校验功能和交叉表引用
TWIDOSOFT具有程序校验功能和交叉表引用，程序编制完成后，可让TWIDOSOFT
的校验功能检查用户程序是否有语法等错误。交叉表引用功能汇总应用程序中
用过的变量的相关信息。
(1)在“程序”菜单中，点击“分析程序”菜单，出现如右下图的界面，汇总了错误

和警告信息。点击确定显示每一条错误、警告信息如下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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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误、警告信息中，点击任何一条信息，自动显示与此信息相关的程序梯级，如
右下图所示：

左键点击
任一行错
误、警告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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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叉表引用功能
TWIDOSOFT交叉表引用功能可以把用户程序中已用过的软元件的情况进行汇总，
以表格方式列出有哪些软元件用过，用于何种指令，用于程序的哪一部分等信
息。便于用户调试程序。在“程序”菜单中，点击“交叉引用”菜单，显示如右下
图的菜单，可在此选择要汇总的软元件型号等选项，然后点击“确定”按钮生成
“交叉引用表”如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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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叉表引用列表中，用户能查找用过的软元件，该软元件所在程序行号及相
关指令，此时如点击某软元件出现过得程序行号，TWIDOSOFT会自动打开指令表编辑
器显示此行程序，便于用户编程和调试、修改，如下页所示。

左键点击
软元件出
现的行号

第五章 TWIDOSOFT编程软件

www.plcworld.cn



309第五章 TWIDOSOFT编程软件

www.plcworld.cn



310

5.7 连接管理的功能和用法
TWIDOSOFT软件与TWIDO PLC连接时可采取多种通讯方式，如串行口、USB、

以太网、MODEM+电话线，因此在TWIDOSOFT与TWIDO PLC连接前，用户需根据实
际使用的硬件连接方式，在TWIDOSOFT的连接管理菜单中做相应的设定。

在“文件”菜单中点击“首选项”菜单，显示如下图的“首选设置”界面，然后点
击“连接管理”按钮，显示如下页所示的“连接管理”界面。

左键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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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理界面用于添加、设定TWIDOSOFT与TWIDO PLC的硬件连接方式，左键点
击“添加”按钮，TWIDOSOFT自动添加一行连接，用户能进一步对此新增的连接设定参

数，如最下方的图所示。

左键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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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连接管理”设定完成，TWIDOSOFT显示最下方的“首选设置”界
面，点击“连接”栏下拉按钮，出现已配置的各种硬件连接类型，选中本次连接的硬
件类型，点击“确定”按钮退出。

左键点击

左键选中
本次连接
的硬件类
型

左键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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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程序下载、备份、运行程序、停止程序等操作
在完成软硬件配置、程序编写、连接管理设定后，就可以开始下载和调试程序
了。点击“连接”图标或在“控制器”菜单中选择“连接”按钮，如控制器中的程序和
电脑中的程序不相同，则出现下图的菜单，“不等号”图标表示控制器中的程序和
电脑中的程序不相同。用户能通过点击“PC=>控制器”或“控制器=>PC”按钮来选择

程序的下载或上载，然后完成连接；如控制器中的程序和电脑中的程序相同，则
立即完成连接，不出现下图菜单。

“连接”图标

“不等号”表示控制器中的程

序和电脑中的程序不相同

程 序
传 输
方 向
选 择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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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完成后，屏幕左下角状态栏会显示“控制器已连接”的信息，快捷图标栏会有

如下的变化，点击相应的图标，可执行运行、停止、动态显示等功能。

连接后

断
开
连
接

运
行
程
序

停
止
程
序

初
始
化

动
态
监
控
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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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备份到EEPROM功能
当程序下载到TWIDO PLC中时，用户程序只是存放在RAM中，此RAM由一内置锂电

池供电，为防止由于锂电池耗尽电力导致RAM中用户程序的丢失，我们还需要把RAM中
的程序备份到TWIDO PLC内部的EEPROM中。

考虑到EEPROM的寿命问题，只有当用户程序最终调试完毕、不再要修改了，我们
才需要执行一次把RAM中的程序备份到EEPROM的操作。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在“控制器”
菜单中点击“BACKUP”按钮。在执行“BACKUP”操作时，要求停止PLC程序，屏幕左下角显
示“备份控制器程序”，完成后显示“备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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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程序全部调试完成后，请最好设定PLC为“自动运行”的工作模式，然后再下载程序
并备份到EEPROM中。操作方式如下：在“程序”菜单中点击“扫描方式”菜单，出现如右
下图的“扫描模式”界面，在“自动运行”前打勾，然后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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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程序保护功能
TWIDO PLC提供了两种程序保护功能，来防止用户程序被非法拷贝或误操作删除等。
1、设置密码口令：密码口令能保护在应用传输到控制器后，对电脑磁盘和控制器的

应用程序的存取都保护作用。受密码口令保护后的应用程序：A、不能被修改除非
输入正确密码口令。B、不能被传输到RAM存储器除非输入正确密码。密码口令主
要是用来防止非授权人员非法修改用户程序和误操作的。

2、程序保护功能：该功能禁止从PLC中读出用户程序，能保护用户的知识产权。一旦
使用该保护功能，PLC中的程序永远无法读出，由于此功能不需要密码，因此不存
在密码被破解，程序被窃取的可能性。

以上两种功能可同时使用，也能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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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密码口令操作方式如下：在“程序”菜单中选择“修改口令”菜单，显示“更改口令”
界面，用户在此输入口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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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保护功能操作方式如下：在“控制器”菜单中点击“保护程序”菜单即可，在“保护程
序”前会出现一对勾，如下面中间的图所示，然后再下载程序到PLC,程序就被保护，
不能再被读出，如试图“连接”，会显示右下图，不能上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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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在线监控、动态数据表的用法
在电脑和PLC连接上后，就能进行在线动态监控了。点击下面所示的切换动态显示图
标即进入在线监控，如右下图所示：字元件显示当前值，位元件如为ON,则以绿色显
示。

切换动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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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表能用来在一张表格中同时监控或强制多个位元件、字元件，方便调试。用
法如下，右键点击“动态数据表”出现快捷菜单，点击“新建”，屏幕显示一空的动态数

据表，然后用户能添加想监控的软元件。

此栏添加要监控的软元件

此栏显示监控的软元件的当前值

此栏选择显示监控的软元件的当
前值的格式

写入数值 对输入输出进行强制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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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firmware的升级操作方法
TWIDO PLC支持用升级内部的FIRMWARE的方法来提供性能。如早期的PLC，版本

较低，不具有浮点数等功能，通过升级FIRMWARE能增加浮点数运算、中断等功能。操
作方法如下：第一步、从“工具”菜单中点击“更新固件”，显示如下页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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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NEXT”,出现下页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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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指明放在电脑内的新的FIRMWARE文件（*.twf）, 然后点击下一步。出现下
页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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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停止PLC运行，点击下一步，开始升级。
注意: 1、必须选择正确的新的FIRMWARE文件

2、升级的过程中PLC不能失电，也不能取消升级，否则，PLC将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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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 目录

� 6.1 I/O点的特殊功能

� 6.1.1 外部输入端子RUN/STOP功能

� 6.1.2 PLC状态输出

� 6.1.3 输入滤波

� 6.1.4 锁存输入

� 6.1.5 高速计数

� 6.1.6 超高速计数

� 6.1.7 脉冲输出、脉宽调制

� 6.1.8 外部中断

� 6.1.9 超高速计数器中断

� 6.1.10 定周期中断

� 6.2 专用功能块的特殊功能

� 6.2.1 移位寄存器％SBR

� 6.2.2 步进计数器％SC

� 6.2.3 调度功能块

� 6.2.4 报文功能块％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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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 目录

� 6.3 系统位％S的应用

� 6.3.1 系统位应用举例：修改时钟时间

� 6.4 系统字％SW的应用

� 6.4.1 系统字％SW的应用举例：备份％MW的值到EE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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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O点的特殊功能

TIWDO PLC的I/O点除了可用于一般的输入输出之外，通过参数设定还能把这些I/O点用作一
些特殊的用途，如高速计数、中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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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外部输入端子RUN/STOP功能

功能说明：

运行/停止输入这一特殊功能可以用于任何一个CPU本体的输入点，该输入点通过配置，
可完成对PLC的启动/停止控制，该功能用于外部运行或停止一个程序。确定程序运行/
停止的状态时，外部的RUN/STOP端子具有优先权：

经过配置后，上电时控制器程序状态由外部的RUN/STOP端子设定：

如果外部的RUN/STOP端子为状态0，则控制器处于停止模式。

如果外部的RUN/STOP端子为状态1，则控制器处于运行模式。

控制器上电时，外部的RUN/STOP端子的一个上升沿将控制器置为运行状态。如果外部的
RUN/STOP端子0，则控制器停止。外部的RUN/STOP端子为0时，从所连接的PC传来的运行
指令将被忽略。

用法说明：在“硬件”菜单中点击“编辑输入配置”，出现下页所示的“输入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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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说明：在下图的运行/停止栏选择一个输入点（％I？）作为外部RUN/STOP端
子，点击“确定”退出。显示“输入配置”的汇总表，按惯例点击 “对勾”图标接受。在

完成上诉参数配置后，下载程序到PLC后，该配置过的输入点就能作为外部
RUN/STOP端子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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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PLC状态输出

功能说明：CPU本体单元的三个输出点中的一个(%Q0.0.1 和 %Q0.0.3)通过配置，
可用来表示PLC的状态，PLC通电后，如果PLC没有故障，相应的PLC状态输出位为：
“ON”，如果PLC出现故障（如：内存出错，I/O总线出错），相应的PLC状态输出位为：
“OFF”。 用法说明：在“硬件”菜单中点击“编辑输出配置”，出现如
下图所示的“输出配置”界面，在状态栏中选择用作PLC状态的输出点％Q？，点击 “确定”
退出，再点击“对勾”图标接受此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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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输入滤波

功能说明：TWIDO PLC的输入点通过配置，具有输入滤波功能，可设置3ms或12ms作
为滤波时间常数。调整滤波时间常数，可以减少干扰造成的影响。

用法说明：在“硬件”菜单中点击“编辑输入配置”，出现如下图所示的“输入配置”界
面，在“滤波”栏下拉可选择不同的滤波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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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锁存输入

功能说明：输入锁存是一个特殊功能，被分配给本体或远程控制器上四个输入点
(%I0.2 到 %I0.5)中的任何一个。该功能用于记忆任何持续时间短于控制器扫描时间的
脉冲。当脉冲比一个扫描时间短又大于等于1ms时，控制器就将其锁存起来，将这个信号
保存在缓冲区在下一次扫描时更新。

用法说明：在“硬件”菜单中点击“编辑输入配置”，出现如下图所示的“输入配置”界
面，在“锁存”栏选择使用锁存功能的输入点。

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www.plcworld.cn



334

6.1.5 高速计数

功能说明：TWIDO 的高速计数功能共有2种类型:

单相加计数器，最高频率5 kHz。

单向减计数器，最高频率5 kHz。

单相加计数器和单相减计数器功能允许离散量I/O上的脉冲（上升沿）加或减计数，
在单字模式下从0到65535，在双字模式下从0到4294967296。

一体型控制器有3个高速计数器，除了TWDLCA•40DRF 系列一体型控制器有4个高速计

数器；模块型控制器最多有2个高速计数器。双字计数选项是否可用取决于控制器型号。
下表列出了Twido系列一体型和模块型控制器的高速计数功能。

Twido 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 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
TWDLC••...

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
TWDLMDA...

10DRF 16DRF 24DRF 40DRF 20D•• 40D••

高速计数器 3 3 3 4 2 2

单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双字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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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高速计数器功能模块的参数。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功能 类型 配置中设置，可设置为加计数或减计数。

%FCi.P 初始值可设为:

%FCi.PD ->在 1 和 65635 之间标准模式,

->在 1 和 4294967295 双字模式,

可调节 Y/N 如果设为 Y, 可通过操作器显示模块和动态表编辑器修改预设值 %FCi.P 或

%FCi.PD 和当前值 %FCi.V 或 %FCi.VD 。如果设为N，则不能访问预置值。
%FCi.V

%FCi.VD

输入使能 IN 状态为1时，当前值根据应用到物理输入的脉冲更新。状态为0时，当前值保持上

次值不变。
复位 %FCi.R 用于初始化模块。状态为 1时, 如果配置为加计数，当前值被复位为 0, 如果配

置为减计数，可置为%FCi.P 或 %FCi.PD 。完成位%FCi.D被置回到它的默认值。

当 配置为加计数且%FCi.V 或 %FCi.VD 达到 %FCi.P or %FCi.PD时，或者配置为

该位只读，只能通过置%FCi.R为1将其复位。

预置值

当前值 当前值根据选择的加或减计数功能增加或减少。对加计数, 当前计数值可以被更

新而且在标准模式达到 65535 (%FCi.V) 和双字模式 4294967295 (%FCi.VD)。对

减计数, 当前值可以为预设值 %FCi.P 或 %FCi.PD 而且可以计数减到0.

完成 %F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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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说明：在“软件”菜单中点击“高速计数器”，或右键点击应用浏览器中的“软件”项
下的“高速计数器”，都会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高速计数器”界面，让用户进一步设定

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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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说明：在梯形图编辑器中，要对高速编程器编程，点击“扩展梯形图设置”图标，
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扩展梯形图设置”界面，点击％FC按钮，把％FC功能块放置于梯形图编辑

器的合适位置，如下页图所示。

点击“扩展梯形图设置”图标

选中％FC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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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说明：双击高速计数器功能块，会出现“高速计数器”设定菜单，可对有关参

数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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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对在％I0.2上输入的高速脉冲加计数，%I0.11作为计数使能，%I0.12
作为复位计数器，%Q0.8为计数值到输出。另外计数器的当前值为50000时，％
MW100赋值为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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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超高速计数

TWIDO主控制器有五种超高速计数器类型：

单相加/减计数器，最大频率20 kHz。

加/减2-相计数器，最大频率20 kHz。

单相加计数器，最大频率20 kHz。

单相减计数器，最大频率20 kHz。

频率计，最大频率20 kHz。

单相加/减计数器，加/减2相计数器，单相加计数器和单相减计数器的计数功能允许对

脉冲计数，单字模式下从0到65535，双字模式下从0到4294967296。频率计可以测量周期
信号的频率，单位为Hz。

超高速计数器的个数因Twido控制器型号不同而不同，如下表所示。另外，是否存在
双字计数功能选项取决于控制器型号，如下表所列。

Twido 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 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
TWDLC••...

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
TWDLMDA...

10DRF 16DRF 24DRF 40DRF 20D•• 40D••

超高速计数器 1 1 1 2 2 2

单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双字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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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第一个输入第一个输入第一个输入第一个输入（（（（脉脉脉脉
冲冲冲冲））））

第二个输入第二个输入第二个输入第二个输入（（（（脉脉脉脉
冲或加冲或加冲或加冲或加////减减减减））））

预置输入预置输入预置输入预置输入 捕捉输入捕捉输入捕捉输入捕捉输入 第一个映像输出第一个映像输出第一个映像输出第一个映像输出 第二个映像输出第二个映像输出第二个映像输出第二个映像输出

加/减计数器 %I0.0.1
(脉冲)

%I0.0.0* %I0.0.2** %I0.0.3** %Q0.0,2** %Q0.0,3**

加/减2-相计数器 %I0.0.1
(脉冲，A相)

%I0.0.0
(脉冲，B相)

%I0.0.2** %I0.0.3** %Q0.0,2** %Q0.0,3**

单相加计数器 %I0.0.1
(脉冲)

未使用 %I0.0.2** %I0.0.3** %Q0.0,2** %Q0.0,3**

单相减计数器 %I0.0.1
(脉冲)

未使用 %I0.0.2** %I0.0.3** %Q0.0,2** %Q0.0,3**

频率计 %I0.0.1
(脉冲)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所有控制器的超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输入都是利用了的离散量输入，都需要在参数中设
定，下表列出了％VFC0超高速计数器分配的离散量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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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VFC1超高速计数器分配的离散量I/O。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第 一 个 输 入第 一 个 输 入第 一 个 输 入第 一 个 输 入
（（（（脉冲脉冲脉冲脉冲））））

第 二 个 输 入第 二 个 输 入第 二 个 输 入第 二 个 输 入
（（（（ 脉 冲 或 加脉 冲 或 加脉 冲 或 加脉 冲 或 加 ////
减减减减））））

预置输入预置输入预置输入预置输入 捕捉输入捕捉输入捕捉输入捕捉输入 第一个映像输第一个映像输第一个映像输第一个映像输
出出出出

第二个映像输出第二个映像输出第二个映像输出第二个映像输出

加/减计数器 %I0.0.7
(脉冲)

%I0.0.6* %I0.0.5** %I0.0.4** %Q0.0,4** %Q0.0.5**

加/减2-相计数器 %I0.0.7
(脉冲，A相)

%I0.0.6
(脉冲，B相)

%I0.0.5** %I0.0.4** %Q0.0,4** %Q0.0.5**

单相加计数器 %I0.0.7
(脉冲)

未使用 %I0.0.5** %I0.0.4** %Q0.0,4** %Q0.0.5**

单相减计数器 %I0.0.7
(脉冲)

未使用 %I0.0.5** %I0.0.4** %Q0.0,4** %Q0.0.5**

频率计 %I0.0.7
(脉冲)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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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超高速计数器功能模块的参数表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值值值值 %%%%VFC VFC VFC VFC 使使使使 实时访实时访实时访实时访

当前值 %VFCi.V:

(%VFCi.V) %VFCi.VD

(%VFCi.VD*)

预设值 %VFCi.P:

(%VFCi.P) %VFCi.PD

(%VFCi.PD*)

捕捉值 %VFCi.C:

(%VFCi.C) %VFCi.CD

(%VFCi.CD*)

计数方向 0(减计

(%VFCi.U) 1(加计

映像输出0使能 0(不能)

(%VFCi.R) 1(使能)

映像输出1使能 0(不能)

(%VFCi.S) 1(使能)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当前值根据物理输入和功能选择增加或减少。该值

可使用预置输入(%VFCi.S)预置或复位。

CM 读

仅为加/减计数功能和单加或单减计数使用。 CM 或 FM 读和写

(1)

仅为加/减计数功能和单加或单减计数使用。 CM 读

CM 读

使映像输出0有效 CM 读和写

(2)

被系统设置，该位用于加/减计数功能表示计数方

对于单相加或减计数器，%I0.0.0决定%VFC0的方

对于两相加/减计数器，两个信号的相的不同决定方

对%VFC0，%I0.0为IB专用，%I0.1为IA专用。

使映像输出1有效 CM 读和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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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超高速计数器功能模块的参数续表

阈值S0 %VFCi.S0

(%VFCi.S0) %VFCi.S0

(%VFCi.S0D*)
阈值 S1 %VFCi.S1

(%VFCi.S1) %VFCi.S1

(%VFCi.S1D*)
频率测量时基

(%VFCi.T)

可调节 N (不可
(Y/N) Y (可以)

输入使能

(IN)
预置输入

(S) 加/减或减计数：用预置值复位

单加计数：将当前值复位到0。

输出溢出

(F)
阈值

位 0

(%VFCi.TH0)
阈值

位 1

(%VFCi.TH1)

该字包含阈值0的值。其意义在功能模块的配置中定

义。注意：该值必须小于%VFCi.S1。

CM 读和写

(1)

该字包含阈值0的值。其意义在功能模块的配置中定

义。注意：该值必须大于%VFCi.S0。

CM 读和写

(1)

配置项为100或1000毫秒时基。 1000或

100

FM 读和写

(1)
配置项，当被选时，允许用户在运行时修改预置

值，阈值，和频率测量时基值。

CM 或 FM 不可以

用于使当前功能有效或失效。 0 (不可

以)

CM 或 FM 读和写

(3)
读和写

0 到65535 或从 65535 到 0 标准模式

0 到 4294967295 或从 4294967295 到 0 双字模式

0或1 CM 读

根据配置，状态为1时：

另外，它也初始化阈值输出的操作，及使用户通过

0或1 CM 或 FM

当当前值大于或等于阈值%VFCi.S0时置为1。建议在

程序中对该位只测试一次，因为它将被实时更新。

用户应用程序对该值使用时的有效性负责。

0或1 CM 读

当当前值大于或等于阈值%VFCi.S1时置为1。建议在

程序中对该位只测试一次，因为它将被实时更新。

用户应用程序对该值使用时的有效性负责。

0或1 CM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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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说明：在“软件”菜单中点击“超高速计数器”，或右键点击应用浏览器中的“软件”
项下的“超高速计数器”，都会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超高速计数器”界面，让用户进一

步设定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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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说明：在梯形图编辑器中，要对高速编程器编程，点击“扩展梯形图设置”图标，
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扩展梯形图设置”界面，点击％VFC按钮，把％VFC功能块放置于梯形图编

辑器的合适位置，如下页图所示。

点击“扩展梯形图设置”图标

选中％VFC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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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说明：双击超高速计数器功能块，会出现“超高速计数器”设定菜单，可对有

关参数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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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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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脉冲输出、脉宽调制

功能说明：

这一特殊功能可用于主控制器或对等控制器的输出%Q0.0.0 或 %Q0.0.1。一个用户自定义
的功能模块在输出%Q0.0.0 或 %Q0.0.1产生一个方波信号，此方波能被设为PLS或PWM。对
于PLS,该信号可变频率，但其占空比是不变的，为50%,脉冲数可控。对于PWM,该信号可变
频率，但其占空比是可变的,脉冲数不可控。

脉冲输出的个数因Twido控制器型号不同而不同，如下表所示。注意所有带有脉冲发生
器的控制器都支持单字和双字功能。下表列出了Twido系列一体型和模块型控制器的脉冲
功能。

Twido 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系列控制器 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一体型控制器
TWDLC••...

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模块型控制器
TWDLMDA...

10DRF 16DRF 24DRF 40DRF 20D•• 40D••

PLS 发生器 无 无 无 2 2 2

单字 - - - 有 有 有

双字 - - -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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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时基 TB 0.142 ms, 0.57 ms, 10 ms, 1 s (默认值)

0 < %PWMi.P <= 32767如果时基为10 ms或1 s

0 < %PWMi.P <= 255如果时基为0.57 ms或 0.142 s

0 = 不使用

T表示状态为1的信号在周期中的百分比。宽度Tp等于：

Tp = T * (%PWMi.R/100).用户应用程序写%PWMi.R值。这个字控制周期的占空

比。对于T定义，见下面“周期范围”。

默认值为0，当值大于100时视为等于100。

脉冲发生器输入 IN 状态为1时，脉宽调制信号在输出通道发生。状态为0时，输出通道被置为0。

预置周期 %PWMi.P

占空比 %PWMi.R

下表列出了PWM功能模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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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对象对象对象对象

时基 TB

1 < %PLSi.P <= 32767 对于

0 < %PLSi.P <= 255对于时

0 =功能未被使用。

%PLSi.N

%PLSi.ND

*

可调节 Y/N

脉冲发生器输入 IN

输入复位 R

当前脉冲生成输出 %PLSi.Q

脉冲生成完成输出 %PLSi.D

脉冲数目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0.142 ms, 0.57 ms, 10 ms, 1 sec

预置周期 %PLSi.P %PLS1.N 或 %PLS1.ND* 时，脉冲输出%PLS1不会停止。

要从时基为10ms或1s的占空比获得好的精确级别，则推荐

使%PLSi >= 100，如果P是奇数。

状态为1时，输出%PLSi.Q 和 %PLSi.D被置为0。周期T内生

成的脉冲数目被置为0。

状态为1时，表示脉冲信号在配置的专用输出通道生成。

状态为1时，信号生成完成。达到期望的脉冲数目。

以周期T 产生的脉冲数被限制为 0 <= %PLSi.N <= 32767标

准模式 或 0?lt;=?PLSi.ND?lt;= 4294967295双字模式。默

认值为 0。

要产生无限的脉冲数, 可以设置 %PLSi.N 或 %PLSi.ND 为0

。.不管可调节的设置，脉冲数目总可以被改变。

如果置为Y，则可以通过HMI或活动表编辑器修改预置

值%PLSi.P。如果置为N则不能访问这个预置值。

状态为1时，脉冲生成发生在专用输出通道。状态为0时，输

出通道被置为0。

下表列出了PLS功能模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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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说明：在“软件”菜单中点击“脉冲”，或右键点击应用浏览器中的“软件”项下的
“%PLS/%PWM”，都会出现如右下图所示的“%PLS/%PWM”界面，让用户进一步设定相关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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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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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外部中断

中断功能的说明：为使对象能够得到更快的更新，可以利用事件源中断一个确定任务
的运行，以执行更高优先级的（事件）任务。所谓事件任务：是在特定条件（事件源）满
足时，所执行的一部分程序，它具有比主程序更高的优先级，它具有更快的响应时间，以
使得系统总的响应时间减少。

一个中断事件由以下组成：

一个中断事件源：定义为软件中断或硬件中断，用于中断主程序。

一个事件相关的：独立编程的实体，子程序。

一个事件队列：它用来存储事件列表直至事件被执行。

一个优先级：它指定了事件执行的顺序。

不同中断事件源的概述：

一个中断事件源由特定的软件管理，以保证主程序正确中断，并调用与事件关联的程序。
应用程序的扫描时间对事件中断的执行没有影响。

下面列举了3类共9个中断事件源是TIWDO PLC可用的：

（1）4个与本地控制器物理输入相关联的外部中断事件（%I0.2~%I0.5）

（2）4个与VFC函数模块阈值相关联的中断事件（每个 %VFC有两个中断事件）

（3）1个定周期中断

一个中断事件源只能对应一个事件，并且必须被Twido PLC迅速地检测到。一旦被检
测到，软件即转到执行与该中断事件对应的中断子程序部分，每个中断事件对应一个子程
序，标志为SRi，子程序的标号在中断事件源配置菜单中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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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中断：本地控制器的物理输入点：%I0.2，%I0.3，%I0.4和%I0.5可以用作外部
中断事件源，前提时它们没被用作其它用途并且这些中断事件被配置过。中断程序可以
被本地控制器的输入点％I0.2到%I0.5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激活。

外部中断用法说明：在“硬件”菜单中点击“编辑输入配置”菜单，出现如下所示的“输
入配置”菜单。对％I0.2～%I0.5的中断参数进一步设定，如触发方式、子程序号等。完

成配置后，还需要在主程序结束后，编写中断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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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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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超高速计数中断

超高速计数中断功能的说明：%VFC函数模块的阀值输出中断事件属于内部中断，％VFC
函数模块的阀值输出TH0和TH1是中断事件源。阀值输出TH0和TH1分别设置为：

1，当其当前值比阈值S0和S1高时，

0，当其当前值比阈值S0和S1低时。

阀值输出TH0或TH1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能激活中断事件程序。

超高速计数中断功能用法说明：在超高速计数器的配置菜单中，设定对应阀值的中断子
程序号。

设定对
应阀值
TH0、
TH1的
中断子
程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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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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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 定周期中断

定周期中断功能的说明：此中断功能是周期性地执行某一子程序。该子程序具有比主程
序高的优先级。然而，该定周期中断的优先级比其它中断事件的优先级要低。该中断的周期
在配置中设定，范围是5ms到255ms，最多只能使用一个定周期中断事件。

定周期中断功能用法说明：在“程序”菜单中，点击“扫描方式”菜单，出现如下配置界

面，在此用户配置定周期中断的周期、子程序号。

设定周
期、中
断子程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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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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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专用功能块的特殊功能

专用功能块是一些方便功能，能节约用户编程时间、节省程序容量。

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www.plcworld.cn



362

6.2.1 移位寄存器％SBR

功能说明：移位寄存器功能模块(%SBRi)对二进制数据位（0或1）的进行左移或
右移。下面是一个移位寄存器功能模块示例。

           %SBRi

 R

 CU

 CD

移位寄存器功能模块具有下列参数。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值值值值

寄存器编号 %SBRi 0 到 7

寄存器位 %SBRi.j 移位寄存器的位0到15（j = 0到15）可被测试指令测试，且由

赋值指令写。
输入（或指令）复位 R 当功能块参数 R 为1时 , 将设置寄存器位0 到 15 %SBRi.j

为 0.
左移输入（或指令） CU 其上升沿将寄存器位左移一位。

右移输入（或指令） CD 其上升沿将寄存器位右移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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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CD上升沿时寄存器位0~15依次向右移一位,最低位第0位丢失

CU上升沿时寄存器位0~15依次向左移一位,最高位第15位丢失

R上升沿时将寄存器位0~15置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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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R0
 R
 

 CU
 

 CD

(   )
%SBR0.15 %SBR0.0

%S6

程序例：

程序例：

LDN      %SBR0.15

ST       %SBR0.0

BLK      %SBR0

LD       %S6

CU

END_B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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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步进计数器％SC

功能说明：步进计数器功能模块(%SCi)提供了一系列的步，动作可赋值给这些
步。从一个步移动到另一个步取决于外部或内部事件。每当一个步处于激活状态时，
相关位被置为1。步进计数器在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步被激活。

下面是一个步进计数器功能模块示例。

步进计数器功能模块具有下列参数。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值值值值

步进计数器编号 %SCi 0 - 7

步进计数器位 %SCi.j 步进计数器的位0到255（j = 0到255）可被装载逻辑测试，且

由赋值指令写。
输入（或指令）复位 R 当功能块参数 R 为 1时, 将复位步进计数器。

输入（或指令）增加 CU 其上升沿将步进计数器增加一步。

输入（或指令）减少 CD 其上升沿将步进计数器减少一步。

            %SCi

 R

 CU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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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计数器功能模块操作说明：

CU上升沿时步计数器前进一步,相应的步计数器位被置ON

CD上升沿时步计数器后退一步,相应的步计数器位被置ON

R上升沿时步计数器被复位. 

下面是步进计数器功能模块操作时序图。

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www.plcworld.cn



367

           %SC0
 R
 

 CU
 

 CD

%I0.2

%I0.3

%SC0.3

(   )
%SC0.0 %Q0.1

(   )
%SC0.1 %Q0.2

(   )
%SC0.2 %Q0.3

程序例：步进计数器0由输入%I0.2增加，步进计数器0由输入%I0.3或当它到达
步3时复位到0，步0控制输出%Q0.1，步1控制输出%Q0.2，步2控制输出%Q0.3。

BLK    %SC0

LD        %SC0.3

OR        %I0.3

R

LD        %I0.2

CU

END_BLK

LD        %SC0.0

ST        %Q0.1

LD        %SC0.1

ST        %Q0.2

LD        %SC0.2

ST        %Q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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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调度功能块

功能说明：调度模块用于控制在预定的某月某日某一段时间执行的动作，最多可
使用16个调度模块且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能节省程序容量。

调度功能模块具有下列参数。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调度模块编号 n n = 0 到 15

配置 确认框 选择这个框配置所选的调度模块编号。

输出赋值的激活由调度模块%Mi或%Qj.k。

当当前日期和时间介于活动周期的开始设置和结束设置之间

时，输出被置为1。

开始月 一月到十二月 调度模块的开始月。

结束月 一月到十二月 调度模块的结束月。

开始日期 1月31日 调度模块的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1月31日 调度模块的结束日期。

开始时间 hh:mm 调度模块的开始时间，小时(0 到 23)和分(0 到 23)。

结束时间 hh:mm 调度模块的结束时间，小时(0 到 23)和分(0 到 23)。

星期几 星期一到星期日 确认框识别激活的调度模块处于星期几。

输出位 %Q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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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功能块使用说明：使用调度模块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只要设定参数即可。在“软
件”菜单点击“调度模块”，出现如下的“调度模块”配置菜单，设定时间范围和动作的位元

件即完成配置。该设定的软元件可在梯形图程序中使用，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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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报文功能块％MSG

功能说明：数据交换控制功能块用于发送/接收信息时数据交换的控制.主要完成
以下三个功能:

1.通讯错误检测,校验已发送数据长度是否与EXCH指令要求的长度一至。

2.协调多条信息发送。

3.发送优先信息,%MSG功能块可使当前信息停止发送,直接发送紧急信息。

下面是一个报文功能模块示例。

           %MSG

 R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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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功能模块具有下列参数：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输入（或指令）复位 R

值值值值

置为1时，通信重新初始化：%MSGx.E = 0 和 %MSGx.D = 1.

通信完成输出 %MSGx.D 状态1表示通信在下列情况：

状态0表示请求在处理过程中。

发送结束（如果是发送）

接收结束（收到结束字符）

故障（出错）输出 %MSGx.E 状态1表示通信在下列情况：

状态0表示消息长度和连接都正确。

收到不正确的字符（速率，奇偶，等等）

接收表满（未更新）

错误

模块重启

命令错误

表配置错误

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www.plcworld.cn



372

报文功能模块功能说明：

输入复位(R)，当输入复位置为1时：处于发送状态的消息被停止，故障（出错）输出被置

为0，完成位被置为1，现在可以发送一条新的消息。

故障（出错）输出(%MSGx.E)：通信编程出错，或者是因为消息传送出错时，出错输出被

置为1。如果与EXCH指令相关的数据模块定义的字节数（字1的低位字节）大于128（十六进制

80），出错输出被置为1。如果使用一个EXCH指令时出错，则%MSGx.D 和 %MSGx.E被置为1，且

系统字%SW63包含端口1的错误代码，%SW64包含端口2的错误代码。见系统字(%SW).

通信完成输出(%MSGx.D)：当完成输出被置为1时，Twido控制器准备发送另一个消息。当

发送多消息时推荐使用%MSGx.D位。如果不使用，消息可能被丢失。

多条连续消息的发送：EXCH指令的执行激活应用程序中的消息模块，如果程序中要发送多

条消息，则用户需要使用程序来管理多消息的发送，在每条EXCH指令前增加％MSG.D来实现互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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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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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系统位％S的应用

功能说明：TWIDO PLC提供了128个系统位％S，用于显示PLC的系统状态。可以在用
户程序中测试、设定这些位系统位元件，以便处理的特殊事件，如某些出错信息等。下
面6页将列举所有的系统位的含义，注意：在控制栏一列，S表示系统控制；U表示用户
控制；U->S表示由用户置为1，由系统复位到0；S->U表示由系统置为1，由用户复位到0

系统位系统位系统位系统位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初始状初始状初始状初始状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电源恢复且数据丢失（电池故障），

用户程序或动态监控表编辑器，

操作显示器。

电源恢复且数据保留，

用户程序或动态监控表编辑器，

操作显示器。

%S4 时基:10

%S5 Time

%S6 Time

%S7 Time

置为1，输出复位，

置为0，连线测试被允许。

状态为1时，若控制器处于运行模式则输出被强制到0，

状态为0时，输出被正常更新。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S0 冷启动处

理

一般置为0，下面将其置为1：

该位在第一次扫描时被置为1，在下一次扫描前被系统置为0。

0 S 或 U-

>S

%S1 热启动 一般置为0，下面将其置为1：

该位在第一次扫描结束时被系统置为0。

0 S 或 U-

>S

S

%S8 接线测试 初始置为1，该位用于控制器“非配置”状态测试连线：要修改此位的值， 1 U

状态变化频率由内部时钟测量。它们与控制器扫描不同步。

示例：%S4

一般置为0。它可以被程序或终端（通过动态监控表编辑器）置为1： 0

-

U%S9 复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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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续表1：

%S10 I/O故障 1 S

%S12 PLC处于

运行模式

0 S

%S13 运行的第 1 S

在循环或移动操作时。系统把此输出位转换为1。它必

须由用户程序在每次可能产生溢出的操作之后测试，溢

出发生后由用户复位到0。

单字长度下结果大于+ 32 767或小于- 32 768，

双字长度下结果大于+ 2 147 483 647或小于- 2 147

浮点结果大于3.402824E+38或小于- 3.402824E+38，
被0除，

对负数求平方根，

BTI或ITB转换无意义：BCD值超出限制。

一般置为1。当检测到I/O故障时该位被系统置为0。

%S11 看门狗溢

出

一般置为0。当程序执行时间（扫描时间）超过最大扫描时间（软件看门

狗）时该位被系统置为1。
看门狗溢出导致控制器进入暂停状态。

0 S

该位表示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系统在控制器运行时将该位置为1。在停

止，初始化，或任何其它状态时置为0。
一般置为0，在控制器变为运行状态后的第一个扫描过程中被系统置为1。

%S17 容量超出 一般置为0，它在下列情况被系统置为1：

%S18 算术溢出

或错误

一般置为0。它在进行16位的运算时出现溢出的情况下被置为1，它们是：

它必须由用户程序在每次可能产生溢出的操作之后测试，溢出发生后由用户

复位到0。
一般置为0，该位在扫描周期溢出（扫描时间大于用户在配置中定义或

该位由用户复位到0。

0 S->U

0 S->U

0 S->U

%S20 索引溢出 一般置为0，它在索引对象的地址小于0或大于对象的最大地址范围时被置为

1。

它必须由用户程序在每次可能产生溢出的操作之后测试，然后在溢出发生后

复位到0。

0 S->U

%S19 扫描周期

溢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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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续表2：

冷重启，%S0=1，

用户程序，且只能在预处理程序部分，使用Set指令(S

%S21)或设置线圈-(S)- %S21，

终端。

状态为0时，操作显示正常工作，

状态为1时，操作显示被冻结，保持当前显示不变，不

能闪烁，且停止输入键处理。

%S25=0, 正常摸索有效。

在的一行，能输入对象名（系统字，内存字，系统位）

，第二行显示当前值。

%S25=1, 数据模式有效。

在第一行显示%SW68 。

在第二行显示%SW69

GRAFCET

初始化

一般置为0，下面将其置为1：

状态为1时，它导致GRAFCET初始化。已激活步被停止且激活初始步。

它在GRAFCET初始化之后被系统复位到0。

置为1时，它使GRAFCET的预置生效。维持该位在1将冻结GRAFCET（冻结图

表）。它在顺控程序开始执行时由系统复位到0以保证GRAFCET表从冻结状态

变为活动状态。

0 U->S

%S22 GRAFCET

复位

一般置为0，能且只能被程序预处理时置为1。

状态为1时它导致全部GRAFCET的活动步停止。它在顺控程序开始执行时由系

统复位到0。

0 U->S

%S21

0 U->S

%S24 操作显示 一般置为0，该位可被用户置为1。 0 U->S

%S23 GRAFCET

预置和固

定

一般置为0，它只能在预处理程序模块由程序置为1。

%S25 选择操作

显示器的

显示模式

有两种显示模式：数据模式和正常模式

%S25=1,键盘操作无效。

注意：Firmware版本V3.0或更高。

0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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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续表3：

%S26=0, 有符号数显示有效。 (-32768 to 32767)

+/-符号在每行的开头处。

%S26=1, 无符号数显示有效。 (0 to 65535)

状态为0时，事件不能被执行且排队等待。

状态为1时，事件可被执行，

置为0时，事件不能进入事件队列。

置为１时，一旦检测到事件就将它们放置到事件队列，

置为0时，所有事件都被报告，

置为1时，至少一个事件被丢失。

置为0时，日期和时间均只可读，

置为1时，日期和时间可被更新。

%S26 选择显示

一有符号

或无符号

数在操作

显示器上

两种类型可选：有符号或无符号。

%S26仅当%S25=1时被用.

注意：Firmware版本3.0或更高。.

一般为 1.

该位能被用户或系统设为初始状态1（冷启动）。

0 U

1 U->S

%S38 允许事件

进入事件

队列

一般为 1.

该位能被用户或系统设为初始状态1（冷启动）。

1 U->S

%S31 事件标志

%S39 事件队列

饱和

一般为 0.

该位可由用户和系统（在冷重启情况下）置为0。

%S50 使用

字%SW50

到53更新

日期和时

一般置为0，该位可被程序或操作显示置为1。

控制器内部RTC在%S50下降沿被刷新。

0 U->S

0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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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续表4：

置为0时，日期和时间是不可变的，

置为1时，日期和时间必须由用户初始化。

置为0时，日期和时间是不可变的，

置为1时，日期和时间必须被初始化。

置为0时，不能管理系统字%SW59，

置为1时，日期和时间根据%SW59设置的控制位的上升沿

增加或减少。

BAT LED

(仅有支

持外部电

设为0时，BAT LED被激活（在上电时，被系统复位到

0），
设为1时，BAT LED 被关闭（这时即使外部电池电压低

或没有外部电池，LED也不被点亮）。

外部电池

(仅有支 设定为0时，外部电池工作正常，

设定为1时，外部电池电量低，或没装外部电池。

当该位置为1时，日期时钟的时间数据无效。日期和时间可能从未配置过，

状态1到状态0的转变强制写入修正常量到RTC。

0 U->S

%S52 RTC =错

误

由系统管理的此位表示RTC 修正值还未输入，且时间和日期是错误的。 0 S

%S51 日历时钟

状态

一般置为0，该位可被程序或操作显示置为1。

U

%S66 该系统位可由用户设定，它允许用户点亮或关掉BAT LED(电池指示灯): 0 S 或 U-

>S

%S59 使用

字%S59更

新日期和

时间

一般置为0，该位可被程序或操作显示置为1。 0

0 U

%S75 该系统位由系统设定，它指示外部电池的状态，可由用户读取: 0 S

%S69 用户STAT

LED显示

置为0时，STAT LED关断。

置为1时，STAT LED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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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续表5：

%S95 恢复存储

字

0 U

置为0时，备份程序无效。

置为1时，备份程序有效。

置为0时，保存%MW无效。

置为1时，保存%MW有效。

置为1时，没有连接TwidoSoft通信电缆或连接的是

置为0时，TwidoSoft远程连接电缆已连接。

置为0，地址不能被改变。%SW101和 %SW102的值与当前

端口地址相匹配，
置为1，通过改变%SW101（端口1）和%SW102（端口2）

的值可修改其地址。系统字修改完毕后，%S101必须被

置0。

当前面存储内存字到内部EEPROM时，可以设置该位。完成后系统将该位置回

0且恢复的内存字数置于%SW97
%S96 备份程序

完成

该位可在任何时刻被读取（被程序读或调整时读），特别是在冷启动或热重

启之后。

0 S

%S97 保存%MW

完成

该位可在任何时刻被读取（被程序读或调整时读），特别是在冷启动或热重

启之后。

0 S

S

%S101 端口地址

（Modbus

协议）改

变

用系统字%SW101（端口1）%SW102和（端口2）来改变端口地址。为改变端口

地址， %S101 必须置为1。

0 U

%S100 TwidoSof

t通信电

缆连接

显示TwidoSoft通信电缆是否已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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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续表6：

%S103

%S104 设定为0时，它执行TWIDOSOFT中配置的协议，

置为1，ASCII协议用于Comm 1 (%S103) 或 Comm 2

(%S104)，%SW103 和 %SW105 必须提前配置好，且用于

Comm 1, %SW104 和 %SW106 用于 Comm 2.

对主机，置为1表示所有的远程连接交换（仅远程I/O）

完成。
对从机，置为1表示和主机的交换完成。

对主机，置为0表示单一远程连接交换完成。

对主机，置为1表示单一远程连接交换处于进行中。

对主机，置为0表示远程连接处于激活状态。

对主机，置为1表示远程连接处于非活动状态。
对主机或从机，置为0表示远程连接配置/操作完成。

对主机，置为1表示其远程连接配置/操作出错。

对从机，置为1表示其远程连接配置/操作出错。

%S118 远程I/O 1 S

%S119 本地I/O

出错

1 S

使用

ASCII 协

议

准许在 Comm 1 (%S103) 或 Comm 2 (%S104)上使用ASCII协议。ASCII协议

通过系统字进行配置， %SW103 和 %SW105 配置 Comm 1, %SW104 和

%SW106 配置 Comm 2.

0 U

S->U

%S111 单一远程

连接交换

0 S

%S110 远程连接

交换

由程序或终端将此位复位为0。 0

0 S->U

%S112 连接远程

连接

0 U

一般置为1。当远程连接检测到I/O故障时该位被置为0。

一般置为1。当检测到I/O故障时该位被置为0。%SW119决定故障种类。当故

障消除时复位到1。

%S113 远程连接

配置/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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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系统位应用举例：修改时钟时间

TWIDO系列PLC安装了TWDXCPRTC可选配时钟卡后，需要设定当前时间，可以有两种方法：
1、使用编程软件修改：在TWIDOSOFT软件中点击“控制器”菜单，再点击“查看控制器”菜
单，出现“查看控制器”界面，在此界面中可设定PLC时钟。

2、利用系统位％S、系统字％SW用梯形图程序来设定时钟。将系统位%S50置为ON, 修改
%SW49~%SW53中的内容,完成后再将系统位%S50置为OFF.系统字与当前时间的对于关系如
下：

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SW49
%SW50 %SW49 xN星期（N=1表示星期一）

%SW51 %SW50 00SS秒
%SW52 %SW51 HHMM时和分

%SW53 %SW52 MMDD月和日

%SW53 CCYY百年和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实时时钟(RTC) RTC功能：字包含当前日期和时间值（BCD格式）： S 和 U

这些字由系统控制当位%S50被置0时。这些字可由用户程

序或终端写入当位%S50被置为1时。在位%S50的下降沿控

制器的内部RTC 由这些字的写入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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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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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统字％SW的应用

功能说明：TWIDO PLC提供了128个系统字％SW，用于显示PLC的系统状态。可以在用
户程序中测试、设定这些位系统字元件，以便处理的特殊事件，如某些出错信息、时钟
信息、参数信息等。下面13页将列举所有的系统字的含义。注意：在控制栏一列，S表
示系统控制；U表示用户控制。

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SW0 U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控制器扫描周期（周期任务） 通过用户程序在动态监控表编辑器中修改配置中定

义的控制器扫描周期。

保存周期事件的周期。 修改周期事件[5-255 ms]，不丢失在扫描模式菜单

中的周期设定值。

允许恢复扫描模式菜单中的周期设定值:

%SW1能在每个扫描结束时修改，用程序或动态数据

表，不必停止程序。周期时间能被监控。

冷启动或

写入 %SW1的值在[5-255]范

围之外。

U

%SW6 控制器状态 控制器状态：

0 =没有配置

2 =停止

3 =运行

4 =暂停

S

%SW1

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www.plcworld.cn



384

续表1：

置为1表示备份/恢复

置为0表示备份/恢复

置为1表示配置完成

00 =没有卡

01 = 32 Kb EEPROM

10 = 64 Kb EEPROM

11 =保留给将来使用

置为1表示RAM应用程

置为1表示RAM应用程

置为1表示保留。

置为1表示应用程序

置为1表示已安装。

置为0 = EIA RS-232

置为1 = EIA RS-485

置为1表示应用程序

置为1表示应用程序

置为1表示应用程序

置为1表示已准备执

位 [0]:备份/恢复处理：

位 [1]:控制器的配置完成：

位 [3..2] EEPROM状态位：

位 [4]:RAM中应用程序与EEPROM不同：

位 [5]:RAM应用程序与备份卡不同：

位[6]不被使用（状态为0）

位 [7]:控制器保留：

位 [8]:应用程序处于写模式：

位[9]不被使用（状态为0）

位 [10]:第二个串口已安装：

位 [11]:第二个串口类型：(0 = EIA RS-

232, 1 = EIA RS-485):

位 [12]:内部存储中应用程序有效：

位[13] 备份卡中应用程序有效：

位[14] RAM中应用程序有效：

位 [15]:准备执行：

%SW7 控制器状态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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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SW11 U

8 MSB 不用

8 LSB=05 （16进制）, zz=5（10进制）

8 MSB=02 16进制, xx=2 10进制

8 LSB=32 16进制, yy=50 10进制

位 [0]:无效运算，结果不是一个数

(1.#NAN或 -1.#NAN),

位 1:保留,

位 2:被0除，结果为无穷大（-1.#INF或

1.#INF），

位 3:结果绝对值大于+3.402824e+38，结

果为无穷大（-1.#INF或1.#INF）。

注意： Firmware2.5或更高。

软件看门狗值 包含看门狗的最大值。值(10到500ms)由配置定义。

8 MSB=02 （16进制）, xx=2 （10进制）

8 LSB=32 （16进制）, yy=50（10进制）

S

%SW15 Firmware 补丁, Pzz 举例，如%SW15=0005:

Firmware 补丁是 P05.

注意： Firmware 2.5或更高。

S

%SW14 商业版本, Vxx.yy 举例,如%SW14=0232:

S

%SW17 浮点运算默认状态 当浮点算术运算检测到出错时，位%S18被置为1且%SW17的缺省

状态根据下面代码得到更新：

S 和 U

%SW16 Firmware 版本, Vxx.yy 举例, 如 %SW16=0232:

Firmware是V2.50.

注意： Firmware版本2.5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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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SW20 to

%SW27

S

TON ?/ΦΟΝΤ> 1 µσ
其脉宽(T pulse必须大

Tpulse ?/ΦΟΝΤ> 2 ξ
注意： 如此条件不满

当选择输入锁存时，允许检测脉冲信号，

脉冲宽度 (TON} 和周期 (Tpulse} 需满足

以下条件：

%SW18 表示低位有效字，

%SW19 表示高位有效字。

%SW18-

%SW19

100 ms绝对定时计数器 计数器工作使用这两个字： S 和 U

为CANopen 地址为1-16号从站

提供状态指示。

更详细信息，请参照CANopen 从站预留特定系统字 .

%SW30 上一次扫描时间 显示上一次控制器扫描时间（ms）。

注意： 这个时间对应一个扫描循环从开始（输入请求）到结

束（输出更新）的时间。

S

%SW31 最大扫描时间 显示自上一次冷启动以来最长的控制器扫描时间（ms）。

注意：

S

这个时间对应一个扫描循环从开始（输入

请求）到结束（输出更新）的时间。

S

%SW48 事件数 显示自上一次冷启动以来执行了多少个事件。(周期时间除外)

注意： 设置为0（在应用程序装载和冷启动之后），每个事件

的执行后，其计数增加。

S

%SW32 最小扫描时间 显示自上一次冷启动以来最短的控制器扫描时间（分钟）。

注意： 这个时间对应一个扫描循环从开始（输入请求）到结

束（输出更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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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SW49

%SW50 每星期中

%SW51 00SS秒

%SW52 HHMM时和

%SW53 MMDD月和

CCYY世纪

%SW54

%SW55 SS秒

%SW56 HHMM时和

%SW57 MMDD月和

CCYY世纪

S

运行/停

因软件故

停止命令

电源中断

因硬件故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实时时钟(RTC) RTC功能：包含当前日期和时间值的系统字（BCD码格式）： S 和 U

%SW49

%SW50

%SW51

%SW52

%SW53

当位%S50 被置0时，这些字由系统控制。当位%S50 被置为1时，这些字

可由用户程序或终端写入。在位%S50

上一次停止的日期和时间 系统字包含上一次电源故障或控制器停止的日期和时间（BCD格式）： S

%SW54

%SW55

%SW56

%SW57

%SW58 上一次停止的代码 显示上一次停止的原因代码：

1 =

2 =

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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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减 参数

第8位 星期几

第9位 秒

第10位 分

第11位 时

第12位 天

第13位 月

第14位 年

第15位 世纪

%SW60 U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第7位

RTC修正 RTC 修正值

7 - 表中含有错误命令

8 - 所选通讯口未配置/不可用

9 - 接收错误

%SW59 调节当前日期 调节当前日期。

包含两组8位调节当前日期的设置。

该操作在位的上升沿执行。该字可用与否决定于位%S59.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第6位

U

增加

第0位

第1位

%SW63 EXCH1模块错误代码 EXCH1错误代码：

0 - 操作成功

1 栆偷淖纸谑?(> 250)

2 - 发送表太小

3 - 字表太小

4 - 接收表溢出

5 - 超时

6 - 发送

10 - 接收时不能使用%KW

11 - 发送偏移大于发送表

12 - 接收偏移大于接收表

13 - 控制器停止EXCH 进程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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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SW64 SEXCH2模块错误代码 EXCH2错误代码：见%SW63。

%SW65 EXCH3错误代码 EXCH3 错误代码仅在具有 Ethernet功能的 TWDLCAE40DRF Twido 控制器上被执行

。

1-4, 6-13:见 %SW63.(注意：错误代码5在此无效，而被Ethernet 特定错误代码

109 和 122 所代替，见如下所述。)

以下是Ethernet的错误代码:

101 - 无此IP地址

102 - TCP连接中断

108 - 由对等设备重置连接

109 - 连接超时

110 - 连接请求失败

103 - 无SOCKET可用（所有连接信道都处于繁忙状态）

104 ?网络断开

105 - 网络不可达

106 - 重启时网络中断连接

S

111 - 主机关闭

120 - 未知索引(远程设备在配置表中无索引)

121 - 重大故障 (MAC；芯片；重复IP)122－数据发送后接收超时

123 - 以太网正在初始化

107 - 由对等设备中断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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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控制器类型位[0 -11]

8B0 = TWDLC•A10DRF

8B1 = TWDLC•A16DRF

8B2 = TWDLMDA20DUK/DTK

8B3 = TWDLC•A24DRF

8B4 = TWDLMDA40DUK/DTK

8B6 = TWDLMDA20DRT

8B8 = TWDLCAA40DRF

8B9 = TWDLCAE40DRF

位12,13,14,15 不被使用 = 0

%SW67 控制器功能和类型 包含下列信息： S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SW68 和

%SW69

能同时显示在操作显示器上 如 %S25=1, 数据显示模式有效。 键盘操作无效。

%SW68 和 %SW69能同时显示在操作显示器上:

注意： Firmware需V3.0和更高。

%SW68 在第一行,

%SW69在第二行.

U

%SW73 和

%SW74

AS-I 系统状态 S 和 U

位 [2]:置为1表示模块处于离线模式。

位 [3]:置为1表示ASI_CMD指令结束。

位 [4]:置为1表示ASI_CMD指令正在处理

。

位 [0]:置为1表示配置完成。

位 [1]:置为1表示数据交换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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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
%SW76

到%SW79

S 和 U

位 [0]

位 [1]
位 [2]

位 [3]

位 [4]

扩展I/O模块1状态：定

减计数器1-4 这4个字用作1 ms定时器。如果它们为一个正值则它们分别被系统减计数

。这等于提供了4个以毫秒为单位的减计数器，工作范围为1 ms到32767

ms。位15置1可以停止减计数。

位 [8] 不被使用

位 [9] 没有使用

CANopen 主模块位于第

基本I/O状态 位 [0] 通道处于正常操作（对于通道所有操作）

位 [1] 模块初始化（或所有通道的信息初始化）

位 [2] 硬件故障（外部电源故障，所有通道的普通故障）

位 [3] 模块配置错误

位 [4] 通道0输入数据转换处理中

位 [5] 通道1输入数据转换处理中

位 [6] 通道0输入热电偶没有配置

位 [7] 通道1输入热电偶没有配置

位 [14] 没有使用

位 [15] 输入通道不可用

S

%SW81 S

位 [10] 通道0模拟输入数据超出范围

位 [11] 通道1模拟输入数据超出范围

位 [12] 连线错误（通道0模拟输入数据低于电流范围，电流回路开路）

位 [13] 连线错误（通道1模拟输入数据低于电流范围，电流回路开路）

%SW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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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9：

%SW82 扩展I/O模块2状态：定义同 %SW80

CANopen 主模块位于第二扩展位置时的状态同 %SW81

S

%SW83 扩展I/O模块3状态：定义同 %SW80

CANopen 主模块位于第三扩展位置时的状态定义同 %SW81

S

%SW84 扩展I/O模块4状态：定义同 %SW80

CANopen 主模块位于第四扩展位置时的状态定义同 %SW81

S

%SW85 扩展I/O模块5状态：定义同 %SW80

CANopen 主模块位于第五扩展位置时的状态定义同 %SW81

S

%SW86 扩展I/O模块6状态：定义同 %SW80

CANopen 主模块位于第六扩展位置时的状态定义同 %SW81

S

%SW87 扩展I/O模块7状态：定义同 %SW80

CANopen 主模块位于第三扩展位置时的状态同 %SW81

S

S%SW94 应用程序签名 当程序改变时，根据配置或编程数据的，签名(所有和校验的和)相应改

变。

%SW94=91F3（16进制），签名是91F3

注意： Firmware 版本 V2.5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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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如果需要备份，置为1，

若备份未完成，置为0。

备份完成该位置为1，

若有新的备份请求该位置

错误出现，置为1，

若有新的备份请求该位置

检测到错误，置为1，

检测到错误，置为1，

若有区别，置为1。

检测到错误，置为1，

%SW96 应用程序和%MW存储/恢复功能
的命令和/或诊断。

%SW94 应用程序签名 当程序改变时，根据配置或编程数据的，签名(所有和校验的和)相应改变。

%SW94=91F3（16进制），签名是91F3

注意： Firmware 版本 V2.5或更高。

位 [10]:内部 RAM 和内部 EEPROM 内容有区
别 (1 = 是).

位 [14]:表明 EEPROM 写错误发生：

位 [8]:表明在%SW97中指定的%MWs 个数大于
程序中配置的%MWs 个数：

位 [9]:表明在%SW97中指定的%MWs 个数大于
在TwidoSoft中应用程序指定的%MWs最多个数
。

位 [2]:备份错误，参考位8，9，10和14以获

位 [6]:若控制器有有效程序，该位置为1。

位 [0]:表示%MW 存储字需要存在EEPROM中：

位 [1]:该位由Firmware设置何时保存完成：

第六章 TWIDO PLC的特殊应用

www.plcworld.cn



394

续表11：

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系统字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SW101

%SW102

%SW103

%SW104

0: 1200 波特，

1: 2400 波特，

2: 4800 波特，

3: 9600 波特，

4: 19200 波特，

5: 38400 波特。.

0：未激活，

1：激活。

00：无，

10：奇，

11：偶。

0：1个停止位，

1，2个停止位。

0：7个数据位，

1：8个数据位。.

%SW97 存储/恢复功能的命令和诊断 当要备份内存字时，此值表示将要储存到内部EEPROM的%MW 物理个数。

当恢复存储字时，此值被上载到RAM的存储字个数更新。
对于存储操作，当该值被置为0时，存储字不会被保存。用户必须定义用

冷启动时，如果内部闪存EEPROM无存储字%MW 文件中冷启动时，如果内

部闪存EEPROM包含存储字%MW ，文件中的存储字个数值必须设定在系统

字%SW97.

S 和 U

波特率：

S

停止位：

数据位：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通讯口Modbus地址 当%S101 设定为1, 可以修改 口 1 或 口 2 的MODBUS地址。 口 1 的地

址是%SW101, 口 2 的地址是 %SW102.

ASCII 协议使用的配置 当位 %S103 (Comm 1)或 %S104 (Comm 2) 置为1时，使用ASCII协议 。

系统字 %SW103 (Comm 1) 或 %SW104 (Comm 2) 的设定必须按照如下原

理：

S

RTS/CTS:

奇偶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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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2：

%SW105

%SW106

置为 1 =远程控制器1-7 未缺失

置为0 = 远程控制器1-7上检测到远程I/O

置为1 = 远程控制器1-7上检测到扩展控

制器

置为 0 = 远程控制器1-7未配置

置为 1 = 远程控制器1-7已配置

置为 0 = 远程控制器1-7配置为远程 I/O

1-7

置为 1 = 远程控制器1-7配置为对等控制

器 1-7

ASCII 协议使用的配置 当位 %S103 (Comm 1)或 %S104 (Comm 2) 置为1时，使用ASCII协议 。

系统字%SW105 (Comm 1) 或 %SW106 (Comm 2) 必须按照如下原理设定：

S

%SW111 远程连接状态 说明：位0对应远程控制器1，位1对应远程控制器2，如此等等。

位 [0] 到 [6]:

位 [8]到位 [14]:

S

置为 0 = 远程控制器1-7 缺失

01: 检测到超时（从）

02: 检测到校验和错误（从）

03:配置不当（从）

该字由系统设置且必须由用户重置。

S

%SW113 远程连接配置 说明：位0对应远程控制器1，位1对应远程控制器2，如此等等。

位 [0] 到 [6]:

位 [8]到位 [14]:

S

%SW112 远程连接配置/操作错误码 00：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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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3：

调度模块启动 用户程序或操作显示来启动或关闭调度模块。

位 0:1 = 启动调度模块#0

...

位 15:1 =启动调度模块#15

初始时所有调度模块被启动。

如果调度模块被配置，默认值为FFFF

如果调度模块未被配置，默认值为0。

S 和 U

%SW118 基控制器本体状态字 检测到的错误。

位 9:0 = 外部或通信错误。

位 12:0 = RTC 未安装

位 13:0 = 配置出错 (配置了I/O 扩展但空缺或故障)。

本字的所有其他位置1且保留。对于无故障的控制器，本字的值为FFFFh

。

S

%SW114

S%SW120 扩展 I/O 模块状态 每个模块一位。

地址0 = 位 0

1 = 有问题

0 =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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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系统字％SW的应用举例：备份％MW的值到EEPROM

功能说明：TWIDO PLC最多能把512个％MW中的数据备份到EEPORM中长期地保存而不受
电池地影响。

操作说明

（1)备份步骤：把要备份的数据放在％MW0开始的一系列字元件中，并确保RAM中有一
个有效程序(%SW96:X6=1)，且相同的有效程序已备份到EEPROM，程序也已配置存储字。将
%SW97置为将要保存的存储字的长度。注意： 长度不能超过存储字的配置长度，且必须大
于0，不超过512，最后将%SW96:X0置为1，命令CPU进行备份操作。

（2)恢复步骤：恢复是指把以前备份在EEPROM中数据恢复到％MW0开始的一系列字元
件中， 只要置系统位%S95为1即恢复%MW。操作前确保以下条件为真：EEPROM存在有效备
份程序；RAM中程序与EEPROM备份程序相同；备份的存储字有效。注意：不论是否安装外
部程序卡，备份、恢复的操作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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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TWIDO PLC通讯功能

� 目录

� 7.1 MODBUS通讯介绍

� 7.1.1 MODBUS主、从站通讯端口的配置方法

� 7.1.2 MODBUS主站的编程方法

� 7.1.3 MODBUS主站标准协议的格式

� 7.1.4 如何填写MODBUS协议的字表

� 7.1.5 EXCH指令的用法

� 7.1.6 多条EXCH指令的协调方法

� 7.2 ASCII自由协议通讯介绍

� 7.2.1 如何填写ASCII自由协议通讯的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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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MODBUS通讯介绍

Modbus协议是一个主/从协议，它允许一个并且只能一个主机发送命令，查询从
机的响应。主机可单独对一个从机发送命令，也可以广播方式对所有从机发送命
令。

从机对每一个单独发送给它们的查询返回讯息（响应）。但对广播方式的查询
不做响应。

Modbus主站模式 - Modbus主站模式允许Twido控制器向从站发出Modbus查询并
等待响应。

Modbus从站模式 - Modbus从站模式允许Twido控制器响应主站的Modbus查询，
Twido控制器支持供对象访问的标准modbus 数据，控制功能和服务扩展。

注意： RS-485网络（没有中继器）可安装32个设备（1个主机和最多31个从机），
它们的地址可在1到247之间选择,距离可200米,通讯波特率达3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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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MODBUS主/从站通讯结构图：

主站 从站1 从站2 从站10 从站121 从站30

主站
(下层网络)

从站2 从站4 从站180 从站121 从站51

TWIDO PLC做从站时，只需设定相应的参数即可，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TWIDO PLC做主站时，需设定相应的参数，还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去访问从站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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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EIA RS-232和EIA RS-485型的电缆连接定义图。

如果Twido控制器使用端口1，5号引脚的DPT信号必须与7号引脚的0V相接。这意味着T

wido控制器的端口1通信是Modbus而不是和TwidoSoft软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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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MODBUS主、从站通讯端口的配置方法

TWIDO PLC的编程口和扩展通讯口都能做MODBUS的主站或从站，在“硬件”菜

单中点击“通讯配置”菜单，出现下图“PLC通讯配置”界面。端口1、2的设定方法

一样。设定完成后点击“确认”退出，点击“对勾”图标接受参数配置。

选择
MODBUS协
议和地址

设定通
讯相关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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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MODBUS主站编程方法

TWIDO PLC做MODBUS子站时，是被动的工作方式，不需要用户编写任何的通讯程序。

TWIDO PLC做MODBUS主站时，是主动的工作方式，需要主动发送命令到各子站完成读
写数据的工作。

在TWIDO PLC中，需要填写通讯用字表，并用EXCH指令完成通讯指令。

通讯字表由控制字表、发送字表、接受字表构成。一般组成格式如下表：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命令 长度（发送/接收）

接收偏移 发送偏移

发送表 发送字节1 发送字节2

... ...

... 发送字节n

发送字节n+1

接收表 接收字节1 接收字节2

... ...

... 接收字节 p

接收字节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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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字表、发送字表、接受字表一般存放在连续的％MW组成的字表中，发送和/或接收
帧的最大值是256字节。

“长度”字节指发送表的长度（以字节为单位，最大256字节）

“命令” 字节在Modbus RTU查询（除了广播）情形下必须总是等于“01”（00：只发送，

01：发送/接收，02：只接收。Tx发送偏移和Rx接受偏移）。

“Tx发送偏移” 它用于解决Modbus协议中字节/字的偏移问题。插入空字节，使发送表

排列更整齐

“Rx接受偏移” 字节包含信息包发送时加入的字节在接收表中的排列号（1表示第一

个字节，2表示第二个字节，等等）。它用于处理Modbus协议中与字节/字的值有关的问
题。例如，如果此字节包含3，则表中第三个字节将被填为零，使得实际接收到的第三个字
节在表中变为第四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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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MODBUS主站标准协议的字表格式

TWIDO PLC的MODBUS协议支持主站访问子站的位元件、字元件（位%Mi和字
%Mwi），RTU和ASCII模式使用相同的表格式。

（1）Modbus主站模式：读N位（％M）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01和02来读取子站的位元件％M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索引号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0 01（发送/接收） 06（发送长度） (*)

1 03（接收偏移） 00（发送偏移）

发送表 2 从@(1..247) 01或02（请求码）

3 读取的第一位的编号

4 N = 读取的位数

接收表（响应之
后）

5 从@(1..247) 01或02（响应码）

6 00（由Rx偏移加入的字节） N2=[1+(N1-1)/8]读的数据字节数

7 读取的第一个字节(if N>1) 读取的第二个字节(if N>1)

8 读取的第三个字节(if N>1)

...

(N2/2)+6(N2是偶数)
(N2+1/2)+6(N2是奇数)

读取的第N个字节(if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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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号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0 01（发送/接收） 06（发送长度） (*)

1 03（接收偏移） 00（发送偏移）

发送表 2 从@(1..247) 03或04（请求码）

3 读取的第一字的编号

4 N = 读取的字数

接收表（响应之后） 5 从@(1..247) 03或04（响应码）

6 00（由Rx偏移加入的字节） 2*N（读取的字节数）

7 读取的第一个字

8 读取的第二个字(if N>1)

...

N+6 读取的第N个字(if N>2)

（2）Modbus主站模式：读N字（％MW）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03和04来读取子站的字元件％MW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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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号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0 01（发送/接收） 06（发送长度） (*)

1 00（接收偏移） 00（发送偏移）

发送表 2 从@(1..247) 05（请求码）

3 写的位元件的编号

4 写的位的值

接收表（响应之后） 5 从@(1..247) 05（响应码）

6 被写的位数

7 被写的值

（3）Modbus主站模式：写一个位元件（％M）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05来写子站的一个位元件％M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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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号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0 01（发送/接收） 06（发送长度） (*)

1 00（接收偏移） 00（发送偏移）

发送表 2 从@(1..247) 06（请求码）

3 写的字元件的编号

4 写的字值

接收表（响应之后） 5 从@(1..247) 06（响应码）

6 被写的字数

7 被写的值

（4）Modbus主站模式：写一个字元件（％MW）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06来写子站的一个字元件％MW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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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odbus主站模式：写N个位元件（％M）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15来写子站的N个位元件％M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表
索引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0 01（发送/接收） 8 + 字节数（发送）

1 00（接收偏移） 07（发送偏移）

发送表 2 从@(1..247) 15（请求码）

3 写的第一个位元件的编号

4 N1 = 写的位数

5 00（不发送，偏移结果） N2=[1+(N1-1)/8]写的数据字节数

6 第一个字节的值 第二个字节的值

7 第三个字节的值 第四个字节的值

...

(N2/2)+5(N2是偶数)
(N2+1/2)+5(N2是奇数
)

第N个字节的值2nd 字节

接收表（响应之
后）

从@(1..247) 15（响应码）

被写的第一位的编号

被写的位数（=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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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odbus主站模式：写N个字元件（％MW）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16来写子站的N个字元件％MW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索引号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0 01（发送/接收） 8 + (2*N)（发送长度）

1 00（接收偏移） 07（发送偏移）

发送表 2 从@(1..247) 16（请求码）

3 写的第一字元件的编号

4 N = 写的字数

5 00（不发送，偏移结果） 2*N = 写的字节数

6 写的第一个字值

7 写的第二个值

...

N+5 写的第N个值

接收表（响应之后） N+6 从@(1..247) 16（响应码）

N+7 被写的第一字的编号

N+8 被写的字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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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如何用程序填写MODBUS协议的字表

本节将以实例的方式来说明如何用赋值指令填写符合上节表格要求的％MW字表。

例一：要求编写程序从11号子站读取从％MW500开始的连续10个字元件。

编程思路：1、要求读多个字元件，所以用“03或04请求码”的表格，找到相应的表格。

2、合理规划存放本字表的％MW空间（因为在一个程序中可能会有多个字
表， 所以要合理规划），本例中从％MW200开始。（注意：％MW200
和％MW500 在此例中完全不同的含义）

3、按照标准表格，用赋值指令对％MW200开始的字表进行赋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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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中的程序只是填写了控制表和发送表，实际上在程序中我们只需要填写这两个字
表，接收表不用程序填写。接收表是收到响应数据后，由系统自动完成的，但我们必须
给接受表预留足够的空间。

本例中三个字表总长度L＝N＋6+1,N是读的字元件的个数。这个“L”将在EXCH指令中

用到。

本例中，接收表收到的数据的前两个字是系统信息，如站号、请求码等。从第三个字
开始才是存放从子站读取的字元件，即％MW207～％MW216存放了从够子站读到的％
MW500～％MW509。

到此，我们能算出本例中控制表、发送表、接收表总共占用了％MW200～％MW216的空
间，总长度为17个字。

填写了控制表和发送表，并预留了接收表的长度后，还要对整个字表用发送/接收消
息-交换指令（EXCH）执行处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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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要求编写程序往11号子站的％MW10～％MW15区间写入6个字元件。

编程思路：1、找到相应的表格；2、合理规划存放本字表的％MW空间；3、按照标准表
格，用赋值指令对字表进行赋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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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中的程序只是填写了控制表和发送表，实际上在程序中我们只需要填写这两个字
表，接收表不用程序填写。接收表是收到响应数据后，由系统自动完成的，但我们必须
给接受表预留足够的空间。

本例中三个字表总长度L＝N＋8+1,N是写的字元件的个数。这个“L”将在EXCH指令中

用到。

填写了控制表和发送表，并预留了接收表的长度后，还要对整个字表用发送/接收消
息-交换指令（EXCH）执行处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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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EXCH指令的用法

Twido控制器配置后可与Modbus子站设备通信。TwidoSoft为这些通信提供了
下列功能：

EXCH指令用于发送/接收消息。

交换控制功能模块(%MSG)用于控制数据交换。

Twido控制器在处理EXCH指令时使用指定端口的配置协议。每个通信端口可被
分配一个不同的协议。

语法格式：EXCH指令的格式：[EXCHx %MWi:L] ，x = 1或2表示串行口1、2，
x = 3表示以太网端口；L = 字表总字数(最大121)。

Twido控制器的程序中允许对同一通讯端口写多条的EXCH指令，但在任一时刻

只能有一条EXCH指令被执行，因此必须在第二个交换指令EXCHx执行之前第一个

EXCHx指令已执行完成。

发送几个消息时必须使用%MSG功能模块对EXCH指令进行互锁。

第七章 TWIDO PLC通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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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多条EXCH指令的协调方法

在7.1.4节中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分别是读取和写入多个字元件。若要在一个
程序中执行多次对子站的读写操作，必须使用多条EXCH指令，这时就必须对这些
EXCH指令用MSG功能块和一些程序进行协调，以保证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条指令被
执行，且每条指令的执行概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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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ASCII自由通讯协议介绍

ASCII协议是一个简单的半双工字符模式协议，用于传输和/或接收一个字符串到/自一个
简单设备（打印机或终端）。此协议只能通过“EXCH”指令得到支持，由%MSGx功能模块控

制。ASCII协议提供了三种通信方式：只发送，发送/接收，只接收。EXCHx指令发送和/
或接收帧的最大值是256字节。

硬件配置：ASCII连接可以通过EIA RS-232或EIA RS-485端口建立，并且可以同时在两个通
信端口上运行。

注意：如果Twido控制器使用端口1，5号引脚的DPT信号必须与7号引脚的0V相接。这
意味着Twido控制器的端口1通信是ASCII而不是和TwidoSoft软件通信。

每个设备的电缆连接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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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软件配置

为了配置控制器使用ASCII协议通过串行接口发送和接收字符，您必须：

1、用TwidoSoft配置ASCII串行口。如下图：

2、在应用程序中创建发送/接收表以供EXCHx指令使用。 详见7.2.1节

第七章 TWIDO PLC通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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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如何填写ASCII自由通讯协议的字表

ASCII模式发送/接收表配置

发送或接收帧的最大值是256字节。与EXCHx指令相关的字表由发送和接收控制表组成。如
下：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命令 长度（发送/接收）

保留（0） 保留（0）

发送表 发送字节1 发送字节2

... ...

... 发送字节n

发送字节n+1

接收表 接收字节1 接收字节2

... ...

... 接收字节 p

接收字节 p+1

第七章 TWIDO PLC通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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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中：

1、“长度”字节包含发送表的长度（最大250字节），如果接收被请求，它将被接收结束时收

到的字符数覆盖。

2、“命令” 字节必须包含0、1、2中的一个：0：只发送，1：发送/接收，2：只接收。

3、使用EXCHx指令执行上页中字表的消息交换，格式如下：

在程序中用多条EXCH指令时，Twido控制器必须在第二条EXCHx指令执行之前由第
一条指令完成交换。发送不止一条消息时，此时必须使用%MSGx功能模块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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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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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TWIDO PLC常见故障诊断

� 目录

� 8.1 CPU、I/O模块各指示灯的含义

� 8.2 系统位、系统字中的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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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CPU各指示灯的含义

用户可以通过PLC上的指示灯状态判断故障,利用控制器指示灯进行故障解决。本
节分介绍了控制器操作状态和利用控制器指示灯进行故障解决的基本信息。

下表列出了主控制器，对等控制器和远程控制器的不同的指示灯状态。

主控制器或对等控制器 远程I/O控制器指示灯状态

长暗 应用程序未执行 连接不正确或未连接RUN

绿色
闪烁 控制器处于停止状态或执行出错 同主控制器

长亮 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 同主控制器

正常

闪烁 应用程序不可执行，或执行故障(暂停) 无效

同主控制器

长暗 由用户或应用程序通过系统位%S69控制 同主控制器

无效

长亮 由用户或应用程序通过系统位%S69控制 同主控制器

ERR

红色

STAT

绿色
闪烁 无效

长亮 内部错误（看门狗，等）

长暗 正常

第八章 TWIDO PLC常见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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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主控制器或对等控制器 远程I/O控制器

外部电池正常或者LED 已经被禁止.

(用户或系统可通过系统位 %S66来控制)

无外部电池或电池电力低。

用户或系统通过%S66来控制

绿色：通讯收或发 10Base-T 连接

琥珀色：通讯收或发 100Base-TX 连接。

绿色：10Base-T 网络连接

琥珀色：100Base-TX 网络连接.

长暗 无效

指示灯状态

BAT红色

无效

闪烁 无效 无效

长亮 无效

无效

闪烁 无效

长亮 无效

无效

长亮 本体控制器上电。以太网端口准备好。 无效

LAN ACT

绿色/琥

珀色

LAN ST绿

色
闪烁 重复连续的闪烁提供了以太网连接状态的

可视诊断工具。

长暗 本体控制器断电

长暗 无以太网信号。

第八章 TWIDO PLC常见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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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示 状态 颜色

灭 -

稳定

闪烁

稳定

闪烁

快速闪烁

闪2次，熄灭

无连接被测到.

网络线没有正确插入或线缆出错.

网络设备(集线器/交换机)出错或没有正确

配置.
闪4次，熄灭

闪6次，熄灭

闪9次，熄灭

重复的IP地址被检测到.(要消除这个现象，可以分配一个不同

的IP地址给你的Twido 控制器.)

描述

LAN ACT 在以太网端口无信号.

绿色 10BASE-TX 连接信号指示一个10Mbps的连接.

数据包通过10BASE-TX 的连接被传送和接收.

黄色 100BASE-TX 连接信号指示一个100 Mbps的连接.

数据包通过100BASE-TX 的连接被传送和接收.

主控制器上电后，以太网端口准备和网络上的其他设备开始通

讯.

使用一个有效的IP地址; FDR 安全模式.

以太网硬件错误.

LAN ST 稳定 绿色

上电后以太网初始化.

没有有效的MAC地址.

闪3次，熄灭 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续表2：在TWDLCAE40DRF控制器的面板上有两个LED，用来指示以太网的状态。也可
以通过在TwidoSoft软件中点击“控制器”>”查看控制器“来查看LED指示状态。

这两个LED定义如下: LAN ACT和LAN ST。以太网LED指示灯可以用来监控以
太网的连接状态或诊断。

下表详细描述了LAN ACT和LAN ST Ethernet LED指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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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系统位字中的错误代码

一部分系统位％S和系统字％SW能反映出PLC的错误状况，如％S18为ON时表示运
算超范围，％SW63表示串行通讯口1的错误代码。

用户能通过监控系统字、位来发现具体的错误原因。每个系统字、位的含义参
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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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 目录

� 1、安装方法

� 2、CPU模块接线图

� 3、离散量I/O模块接线图

� 4、模拟量I/O模块接线图

� 5、外部电池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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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方法

一般PLC的CPU和I/O模块安装在导轨上，方法如下图，且每个模块之间用模块上的
锁紧卡扣紧密连接

锁紧卡扣

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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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空间

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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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PU模块接线图，此处接线图只是举例，详细全面的各模块接线图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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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散量I/O模块接线图

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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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拟量I/O模块接线图

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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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部电池安装方法

注意：以下关于外部电池的信息仅适用于TWDLCAA40DRF 和 TWDLCAE40DRF 系列
一体型本体控制器，如果你的控制器是其他型号,可以跳过此节。除了用于RAM备份的
内部电池外，每个TWDLCAA40DRF和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本体还装有一个电池
盒，该电池盒可装可更换的外部电池。电池类型是1/2 AA,3.6V,锂电池以提供可选扩
展数据存储，时间可达3年。

电池供电状态：BAT LED指示灯位于你的一体型控制器的前面板上，作为电池电
压低报警。

外部电池安装要求：当安装或更换外部电池时，请确定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你的Twido 一体型本体的内部电池必须充电。

2、在装上外部电池后, 必须立即使你的Twido 控制器通电。

注意： 如果不遵守上面两个条件的任何一个将会明显缩短外部电池寿命。 外部电池
寿命将会迅速减为低于一个月。

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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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更换外部电池

电池盒位于 Twido 一体型控制器盒子的底部。安装或更换外部电池, 请按照以下步
骤：

1、 在安装或更换外部电池之前, 你必须先确定你的Twido 控制器里的内部电池得到充分
充电。这将保证从电池盒卸掉外部电池时，存储在RAM 里的数据不会丢失。

2、 按住电池盒盖突起的小锁扣的侧面，打开电池盒门。

3、 拉开电池盒门

4、 从电池盒卸掉已经使用得电池, 假如需要的话. 

5、 插入新电池到电池盒, 注意极性正确, 按照电池盒里的标示确定极性。

6、 关上电池盒门(确定锁扣锁到位以锁住电池盒门)。

7、 立即给你的 Twido 控制器通电以保护电池寿命。

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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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位监控电池状态

以下信息描述了如何通过两个系统位%S75和%S66来分别监视电池状态和管理电
池LED。

系统位％S75、％S66描述

%S75这是个只读系统位，用来指示当前电池状态：

%S75 = 0：外部电池工作正常。

%S75 = 1: 外部电池电力低, 或者电池盒里无电池。

%S66 这个系统位是可写的而且允许你打开/关闭电池指示灯：

设置这个位为1以禁止BAT LED (即使电池盒里无电池，LED 也总是灭). 

设置该位为0以使能BAT LED 指示灯。注意在系统启动时，%S66 系统位被重置为
0。

附录 1 TWIDO PLC的模块接线图和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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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PLC 高级教程

� 目录

� 1 宏功能的介绍和用法

� 1.1 一般COMM宏功能通讯编程用法。

� 2 TWIDO PLC以太网通讯编程方法

� 2.1 TWIDO PLC以太网介绍

� 2.2 配置设定以太网参数的方法

� 2.3 通过以太网与编程软件TWIDOSOFT连接

� 2.4 基于MODBUS TCP/IP的多台TWIDO PLC间的通讯

� 2.5 EXCH3指令的应用方法

� 3 变频器DRIVER通讯宏功能

� 3.1 Driver宏功能与变频器通讯的编程用法。

� 4 CANOPEN通讯介绍

� 4.1 CANOPEN配置工具的用法

� 4.2 CANOPEN的编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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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宏功能介绍和用法

� 1.宏功能的介绍和用法

� 1.1 一般COMM宏功能通讯编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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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功能的介绍
宏功能指令是指用一条组合指令代表一组列表语言指令来实现复杂的功能，宏

功能在程序中可以直接使用。
宏有助于用户编程，减少用户编程工作量并能使应用程序的结构更便于阅读。

宏有助于编程，能使程序的结构便于阅读。
例如，用EXCH指令读取一个MODBUS从站的字元件时，需要编一段较长程序来产

生通讯交换用的字表，并且用户需要仔细填写字表的每一项数据。而如果使用宏功
能指令的话，用户不需要编写程序产生通讯交换用的字表，直接使用一条宏功能指
令COMM_RD1W即可，减少用户填写字表的每一项数据时出错的可能性。

宏功能指令的实现原理是：PLC系统根据宏功能指令和相关的参数设定，自动
编译出符合用户要求的指令去完成用户需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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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COMM宏功能通讯编程用法
COMM宏功能指令能支持MODBUS串口和MODBUS TCP/IP通讯。在对COMM

宏功能进行参数设定前需要对硬件进行配置。
在应用浏览器中右键点击COMM图标，显示快捷菜单，点击“编辑”菜

单，出现下页所示的COMM配置界面。

点击进入点击进入点击进入点击进入
编辑界面编辑界面编辑界面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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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宏功能配置界面1
例程数是指宏功能参数设定的数量，一个TWIDO
程序中能支持最多32个COMM宏指令设定（0～31)

选择本COMM宏功能

设定对应的通讯口

选择本COMM宏功能

设定所要读写的子站
地址（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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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宏功能配置界面2
每个COMM宏指令设定都能包含

六种不同的读写命令

选择本条读写命令所
占用的字表的起始％
MW地址。

如选中“对勾”，则在

变量表中自动出现
%MW的变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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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功能的6种读写命令和地址：
1. C_RD1B 读一个位元件 C_RD1B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位地址填写。

C_RD1B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位数据填写。
2. C_RD1W 读一个字元件 C_RD1W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地址填写。

C_RD1W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字数据填写。
3. C_WR1B 写一个位元件 C_WR1B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值填写。
C_WR1B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数据填写。

4. C_WR1W 写一个字元件 C_WR1W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值填写。
C_WR1W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值填写。

5. C_RDNW 读多个字元件 C_RDNW_ADDR1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RD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首个字值填

写。
6. C_WRNW 写多个字元件 C_WRNW_ADDR1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WR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要写的首个字值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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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_RD1B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读取子站的一个位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RD1B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位地址填写。
C_RD1B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位数据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RD1B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举例如下：用TWIDO PLC的第二路串行口读取5号子站位元件％M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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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PLC的梯形图程序如下：

“_0” 用于表示例程数的

序号，必须正确填写

“66” 用于表示要读的位

元件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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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C_RD1B_ADDR_0 := 66表示例程数0要读取一个位元件％M66  *)

6  LD    1

7  [ C_RD1B_ADDR_0 := 66 ]

8  (* C_RD1B 0表示发送通讯数据帧到地址为例程数0设定的网络地址的MODBUS子站 *)

9  LD    %M50

10  SR0

11  S     %M51

12  R     %M50

13  LD    1

14  [ C_RDNW_ADDR1_1 := 89 ]

15  LD    %M51

16  SR1

17  S     %M50

18  R     %M51

19  END

20  SR0:

21  (* -- READ 1 BIT FUNCTION -- *)

22  (* -- C_RD1B_VAL = #0000 WHEN BIT = 0 -- *)

23  (* -- C_RD1B_VAL = #0100 WHEN BIT = 1 -- *)

24  LD    %MSG2.D

25  [ %MW30 := 16#0106 ]

26  [ %MW31 := 16#0100 ]

27  [ %MW32 := 5 ]

28  [ %MW32 := SHL( %MW32, 8 ) ]

29  [ %MW32 := %MW32 + 1 ]

30  [ %MW34 := 1 ]

31  [ EXCH2 %MW30:8 ]

32  RET

TWIDO PLC的会自动把宏功能
指令编译成如右图所示指令
组，此指令组与用户自己编写
程序产生字表的程序完全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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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_RD1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读取子站的一个字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RD1W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地址填写。
C_RD1W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字数据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RD1W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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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_WR1B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写子站的一个位元件。
相关的四个地址如下：

C_WR1B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值填写。 （FFOO表示on， 0000表示

off）
C_WR1B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数据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WR1B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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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_WR1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写子站的一个字元件。
相关的四个地址如下：

C_WR1W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值填写。
C_WR1W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值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WR1W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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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_RDN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读入子站的多个字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RDNW_ADDR1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RD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首个字值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RDNW 参数0 参数1 

参数0表示宏指令的例程数序号（0～31）。
参数1表示要读的字的个数。

举例如下：用TWIDO PLC的第二路串行口读取5号子站％MW89开始的连续5个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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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PLC的梯形图程序如下：

“_1” 用于表示例程数的

序号，必须正确填写

“89” 用于表示要读的字

元件的首地址

“1” 用于表示本条宏功

能指令针对的例程数序
号是“1”

“5” 用于表示需要连读5
个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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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系统在执行上页所示的梯形图程序中的宏功能指令时，会自动编译成如下图所
示的子程序SRO。此子程序与用户用赋值指令产生通讯字表和使用EXCH指令发送通讯字
表的程序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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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指令表方式显示用户程序，再在“工具”菜单中点击“Display read…”,就能出

现上页所示的宏功能指令等价的子程序。用户能通过此子程序自学习如何用赋值指令产
生通讯字表和使用EXCH指令发送通讯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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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试题1：
通过串口2用宏功能指令读取MODBUS子站5号站的从％MW66开始的连续8个字元件和

从％MW89开始的连续5个字元件。要求使用例程数序号“0”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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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对例程数“0”和“1”进行参数设定，设定网络地址为“5” ，确定

使用的通讯端口。
第二步、分别对例程数“0”和“1”中C_RDNW所占用的字表的首地址进行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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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梯形图中编写程序，对C_RDNW_ADDR1_例程数进行赋值，确
定要读字元件的首地址。
第四步、用C_RDNW 参数0 参数1发送通讯命令到例程数“0”和“1”对应的

网络从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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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_WRN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写子站的多个字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WRNW_ADDR1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WR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要写的首个字值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WRNW 参数0 参数1 

参数0表示宏指令的例程数序号（0～31）。
参数1表示要写的字的个数。

举例如下：用TWIDO PLC的第二路串行口写5号子站％MW150开始的连续7个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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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页的配置中，如“变量”栏用对勾选中，则在变量编辑器中会自动出现如下图所

示的变量、地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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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PLC的梯形图程序如下：

“_1” 用于表示例程数的

序号，必须正确填写

“150” 用于表示要写子

站的字元件的首地址

“1” 用于表示本条宏功

能指令针对的例程数序
号是“1”

“7” 用于表示需要连写7
个字元件

%MW0为0时，对

要写入子站的首个
数据赋值“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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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试题2：
通过串口2用宏功能指令写MODBUS子站5号站的从％MW300开始的连续7个字元件和

从％MW350开始的连续6个字元件。要求使用例程数序号“4”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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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功能参数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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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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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TWIDO PLC以太网通讯编程方法

� 2 TWIDO PLC以太网通讯编程方法

� 2.1 TWIDO PLC以太网介绍

� 2.2 配置设定以太网参数的方法

� 2.3 通过以太网与编程软件TWIDOSOFT连接

� 2.4 基于MODBUS TCP/IP的多台TWIDO PLC间的通讯

� 2.5 EXCH3指令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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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WIDO PLC以太网介绍

TWDLCAE40DRF内置以太网接口，TWDLCAE40DRF实现以太网上的传输是通过基于
TCP/IP上的Modbus应用协议。Modbus协议传输是典型的请求－响应信息对。 PLC可用作
客户端或服务器，取决于其发送或接收信息。

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有4个实时信道，可在100Base-TX 以太网上通信。它可
以完成100Base-TX 自协商功能，也可以在10Base-T 网络上工作。TWDLCAE40DRF一体型
控制器能同时和4个以太网设备通讯，如上位机，TWIDOSOFT编程软件等。注意：监控用
上位机同时最多能连接4台，而编程设备只能是一台。

每个TWDLCAE40DRF控制器默认赋给唯一静态IP地址。设备的默认IP地址来自唯一的
MAC物理地址(IEEE 全球地址)，将永久存储在一体型本体控制器中。

为了增加网络的灵活性，除了使用默认的IP地址，TwidoSoft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为设
备配置不同的静态IP地址，也可定义子网和网关的IP地址。

Modbus TCP 客户端/服务器

TWDLCAE40DRF控制器可以是 Modbus TCP/IP客户端 或者服务器，分别取决于其查询
或响应其他远程设备。TCP通讯服务通过TCP端口502完成。Modbus客户端通过%EXCH3指
令和%MSG3功能块实现。用户可以对多条%EXCH3指令进行编程，但一次只能有一条
%EXCH3指令被激活。TCP连接在%EXCH3指令被激活时由一体型控制器自动协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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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置设定以太网参数的方法

当用户选用TWDLCAE40DRF时，在应用浏览器中会出现“以太网端口”图标，用户能

右键点击进入以太网参数设定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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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地址配置

有三种确定TWDLACE40DRF的IP地址的方法：

1、从MAC计算得到，格式为85.16.×××.×××；例如，MAC地址是00.80.F4.81.01.11 则
IP地址是085.016.001.017.

2、自动由服务器分配

3、用户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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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IP地址

本功能允许用户保留Twido控制器支持的四个以太网TCP连接信道中的一个，以被指定的
IP地址的特定用户使用。标记IP可以保证TCP信道保留且可用，可与特定重要远程设备通信。
如可用来保证编程软件比一般的监控软有更高的访问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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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

超时是指四个以太网连接通道中的任何一个在与远程客户主机断开之前，此通道可以保
持空闲的时间长度。注意：空闲定时器在所监测的连接通道上有数据传输时被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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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设备

远程设备表存储的信息是和以太网上的远程控制器相关的，这些远程控制器可作为
Modbus TCP/IP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可被Modbus TCP/IP客户端PLC使用EXCH3指令查询。因
此，用户必须合理地配置远程设备表，以使Modbus TCP/IP客户端PLC能够在网络上对Modbus
TCP/IP服务器控制器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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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过以太网与编程软件TWIDOSOFT连接
用户能通过TWDLACE40DRF内置的以太网

口和TWIDOSOFT编程软件连接，进行程序传输
和监控、调试。

第一次通过以太网口连接到一台新的
TWDLACE40DRF，用户可以使用MAC地址。MAC
地址是全球唯一的，可通过MAC地址计算出IP
地址。用户需把安装了TWIDOSOFT软件的电脑
的IP地址设定为和TWDLCAD40DRF的IP地址在
同一网段内。如目标TWDLCAE40DRF的IP地址
是85.16.20.61,可设定电脑的IP地址如右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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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线把电脑和TWDLACE40DRF都连接到HUB,如有多台TWDLCAE40DRF,则一定
要使用HUB,如只有一台TWDLACE40DRF，则能使用对接交叉网线。

使用PING命令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如在本例中在CMD模式下键入“PING 
85.16.20.61”,看是否有数据从该地址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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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PING通目标TWDLCAE40DRF之后，运行TWIDOSOFT软件，在“首选项”的“连接
管理”菜单中添加一个“TCP/IP”连接，如下图。

此时就能实现电脑和TWDLACE40DRF通过以太网连接了。此后程序上、下载、
监控调试等操作与串口、USB等连接时完全一样，只是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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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后，用户按以下步骤“控制器－》查看控制器－》以太网”，进入以下的

以太网连接监控界面。可以看到TWDLACE40DRF的MAC地址，根据MAC地址计算得到
的IP地址，当前编程软件的IP地址等信息。注意：如用户不会通过MAC地址计算IP
地址，也能第一次先用串口电缆连接，再进入此以太网连接监控界面查看出当前
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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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用户使用时的灵活性，TWDLCAE40DRF也允许用户另外设定IP地址。
此时，用户可在IP地址配置菜单中设定目标TWDLACE40DRF的IP地址（操作方法见
31页），再用串口电缆把参数配置和程序下载到目标TWDLACE40DRF中，然后对PLC
断电、上电以使新设定的IP地址生效。此后用户能通过新的外部设定的IP地址和
该PLC连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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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MODBUS TCP/IP的多台TWIDO PLC间的通讯

TWDLCAE40DRF的以太网口除了能用于编程，还能进行多台TWDLCAE40DRF相互间的
数据通讯。这种通讯方式基于MODBUS TCP/IP。在这种方式下，需使用通讯指令EXCH3 
%MW:L和%MSG3功能块，还需要在“以太网配置－》远程设备”菜单中对要通讯的远程设备

的IP地址进行设定，操作方法见34页。

索引号
将用于
EXCH
指令，
填于串
行通讯
时站号
的位
置。
本站
PLC想
要访问
的目标
PLC的
IP地址

一般情
况下总
是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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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CH3指令的应用方法

EXCH3指令的用法与串行口1、2通讯所使用的EXCH1、EXCH2的用法几乎完全一样，也
需要填写MODBUS标准协议的字表，并用EXCH3指令发送此字表。

例如：使用03请求码从某一IP地址的PLC读取多个字元件的字表格式如下页所示，就
与一般串行通讯的字表格式一致，只在填写站号地址时有一点不同。

使用其它的请求码时，以太网通讯和串行口通讯两者所用的字表格式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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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1:要求本站PLC(地址为10.177.20.61)从IP地址为10.177.5.107的PLC读取
%MW100开始的连续6个字元件。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03和04来读取子站的字元件％MW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索引号 高字节 低字节

控制表 0 01（发送/接收） 06（发送长度） (*)

1 03（接收偏移） 00（发送偏移）

发送表 2 远程PLC对应的索引号(本例是1) 03或04（请求码）

3 读取的第一字的编号(本例为100）

4 N = 读取的字数（本例为6）

接收表（响应之后） 5 远程PLC对应的索引号(本例是1) 03或04（响应码）

6 00（由Rx偏移加入的字节） 2*N（读取的字节数）

7 读取的第一个字

8 读取的第二个字(if N>1)

...

N+6 读取的第N个字(if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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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赋值指令在本站TWIDO PLC的变量字的某一区域产生上页所示的字表，本例
该字表放在%MW200开始的区域，然后用EXCH3 %MW200:13发送这一通讯字表。读到
的10.177.5.107的数据将会存放在%MW207~%MW212连续6个字元件中。

梯形图程序和远程设备表参数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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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TWIDO PLC能用EXCH3指令通过以太网通讯相互交叉进行通讯，这一功能优于串
口通讯。串口通讯时只能有一台PLC主动用EXCH指令主动发送通讯请求。

例题2：在例题1的基础上，在10.177.5.107的PLC增加程序，使其能从
10.177.20.61中读取%MW400开始连续7个字元件。梯形图程序和远程设备表参数设定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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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TWIDO PLC构成如下所示的以太网时，每台PLC都能主动用EXCH3指令去读写其
它的PLC。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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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3：在例题1、2的基础上，在10.177.5.107的PLC增加程序，使其能写数据到
10.177.20.56的从%MW200开始的连续5个字元件。梯形图程序和远程设备表参数设定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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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测试题：

设定三台TWDLCAE40DRF的IP地址为：A--10.177.18.10,B--10.177.18.11,C--10.177.18.13;

A从B读取%MW300开始的5个字元件，向C写入%MW340开始的连续7个字元件。

B从A读取%MW200开始的7个字元件，向C写入%MW350开始的连续4个字元件。

C从A读取%MW200开始的7个字元件，向B写入%MW340开始的连续5个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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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户对TWDLCAE40DRF以太网编程的工作量，COMM通讯宏功能也能用于以太网通讯。

选择以太网

此索引对应着远程
设备表中的索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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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读写功能和占用的字元件空间设定方法与一般的串行COMM宏功能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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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177.20.61中读取%MW500开始的连续10个字元件。

梯形图程序及宏功能指令对应子程序如下:

要读的10.177.20.61的%MW500开
始的10个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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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变频器DRIVER通讯宏功能

3 变频器DRIVER通讯宏功能

� 3.1 Driver宏功能与变频器通讯的编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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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频器DRIVER通讯宏功能

一般情况下，TWIDO PLC用MODBUS串行通讯方式去控制变频器（此变频器可以是
施耐德的，也可以是其它公司的，只要符合MODBUS通讯协议都可以），用户需要用
到EXCH指令和通讯字表，并且用户需要了解通讯字表内每一个字元件的含义，编程
过程比较复杂。

当用户使用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TV系列变频器时，用户能在TWIDO PLC上使用
DRIVER通讯宏功能来和变频器进行通讯。

DRIVER通讯宏功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用户编程的工作量，降低用户用通讯方
式控制变频器的编程难度，同时也能使用户程序的结构更优化，便于理解和调试。

DRIVER通讯宏功能的用法与COMM通讯宏功能的用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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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river宏功能与变频器通讯的编程用法。

在应用浏览器中右键点击Drive图标，显示快捷菜单，点击“编辑”菜单

，出现下页所示的Drive宏配置界面。

点击进入点击进入点击进入点击进入
编辑界面编辑界面编辑界面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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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宏功能配置界面1
例程数是指设定的宏功能参数的数量序号，一个TWIDO程序
中能支持最多32个Drive宏指令设定（0～31)

设定本Drive宏功能所

对应的通讯口

设定本例程Drive宏功

能所要读写的变频器
子站地址（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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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宏功能配置界面2
每个Drive宏指令有六条命令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转

向、频率、错误复位等

选择本条宏功能所占
用的字表的起始％
MW地址。

如选中“对勾”，则在

变量表中自动出现
%MW的变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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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宏功能的6种对变频器的控制命令
1. D_MANAGER （驱动器管理）宏定义功能
2. D_RUN_FWD （驱动器正转）宏定义功能
3. D_RUN_REV （驱动器反转）宏定义功能
4. D_STOP （驱动器停止）宏定义功能
5. D_SELECT_SPEED （驱动器频率选择）宏定义功能
6. D_CLEAR_ERR （驱动器错误清除）宏定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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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_MANAGER （驱动器管理）宏定义功能
此功能用于管理（ATV）变频器。它控制ATV变频器的状态并保持设备的运行。

注意：此功能必须在每个ATV变频运转周期的开始并且在其它驱动器宏功能之前被调用
以确保ATV变频器的正常运行。

以下符号不仅仅用于D_MANAGER功能，同时与其他驱动器宏功能相关联。 (见以
下宏功能描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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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MANAGER宏定义功能的指令格式为：
D_MANAGER 参数0
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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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_RUN_FWD （驱动器正转）宏定义功能
此功能用于控制ATV变频器进行正转运行。

D_RUN_FWD宏定义功能的指令格式为：
D_RUN_FWD 参数0
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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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_RUN_REV （驱动器反转）宏定义功能
此功能用于控制ATV变频器进行反转运行。

D_RUN_REV宏定义功能的指令格式为：
D_RUN_REV 参数0
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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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_STOP （驱动器停止）宏定义功能
此功能用于控制ATV变频器执行顺序停止操作。

D_STOP宏定义功能的指令格式为：
D_STOP 参数0
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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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_SELECT_SPEED（驱动器速度选择）宏定义功能
此功能可基于ATV变频器的运行模式用来设定变频器的速度或预制值。
相关的符号，在使用宏之前必须填入以下标记符号
（1）在设定模式， 你必须在 D_SETPOINT_MODE 和 D_SETPOINT 符号中填入适当的

值。 注意，D_SELECT_SPEED_VAL 的值将被宏功能自动填入。

符号符号符号符号 值值值值 填入填入填入填入

D_SETPOINT_MODE 0 这个符号命令ATV变频器在设定模式下运行。

D_SETPOINT 速度 在设定模式被激活后这个符号必须填入一个速度值。

D_SELECT_SPEED_VAL D_SETPOINT_MODE 当读到操作完标志成后此符号被宏自动填入。

（2）在预制值模式，你只需在D_SETPOINT_MODE符号中填入适当的值。(注意
D_SETPOINT 不用)：

符号符号符号符号 值值值值 填入填入填入填入

D_SETPOINT_MODE 1 这个符号将速度设为预制值1。

D_SETPOINT_MODE 2 这个符号将速度设为预制值2。

D_SETPOINT_MODE 3 这个符号将速度设为预制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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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SELECT_SPEED宏定义功能的指令格式为：
D_SELECT_SPEED 参数0
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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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_CLEAR_ERR （驱动器错误清除）宏定义功能
此功能允许用户清除缓冲区内的错误。

D_CLEAR_ERR 宏定义功能的指令格式为：
D_CLEAR_ERR 参数0
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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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举例： 用TWIDO PLC采用Drive宏功能控制ATV31正反转、频率给定、错误复
位。设定变频器的站号为23（范围1～247),通讯参数要求TWIDO PLC和ATV31相一
致。使用TWIDO PLC的第二个串行通讯口，“0”号例程数，Drive宏功能占用%MW900

开始的30个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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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练习题： 用TWIDO PLC采用Drive宏功能控制两台ATV31正反转、频率给定、
错误复位。设定变频器的站号为23和25（范围1～247),通讯参数要求TWIDO PLC和
ATV31相一致。使用TWIDO PLC的第二个串行通讯口，使用“0”和“1”号例程数，“0”
号Drive宏功能占用%MW900开始的30个字元件，“0”号Drive宏功能占用%MW1000开

始的30个字元件。

工控世界论坛

www.plcworl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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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Twido Twido Twido Twido Twido Twido Twido 产产产产品培品培品培品培训课训课训课训课程程程程产产产产品培品培品培品培训课训课训课训课程程程程`̀̀̀̀̀̀̀

Expert Level
Auteur : LEC TS Tao j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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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的编程及使用

• 学习目的 :

• 掌握TWIDO可编程控制器的调试及第一级水平的编程

• 人员对象:

• 内部培训人员、高级工程设计人员

• 预备知识:

• 您应掌握流程图设计或理解逻辑编程的基本原理

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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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宏功能简介

II. 定义宏（MDF)

III. 配置宏功能

IV. COMM宏功能

V. DRIVER宏功能

TWIDO的宏功能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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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用EXCH指令读取一个MODBUS从站的字元件时，需要编一段较长程序来产生通讯交换用的字表，

并且用户需要仔细填写字表的每一项数据。而如果使用宏功能指令的话，用户不需要编写程序产生通讯交

换用的字表，直接使用一条宏功能指令COMM_RD1W即可，减少用户填写字表的每一项数据时出错的可

能性。

宏功能指令是指：用一条组合指令代表一组列表语言指令来实现复杂的功能，宏功能在程序中可以

直接使用。

宏有助于用户编程，减少用户编程工作量并能使应用程序的结构更便于阅读。能使程序结构便于阅

读。

宏功能指令的实现原理是：PLC系统根据宏功能指令和相关的参数设定，自动编译出符合用户要求的

指令去完成用户需要的功能。

什么是Twido的宏功能？

I. 宏功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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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宏功能简介

例如：

用EXCH指令读取一个MODBUS

从站的字元件时，需要编一段较长程序

来产生通讯交换用的字表，并且用户需

要仔细填写字表的每一项数据。

然后采用EXCH指令读取数据。

采用标准 MODBUS 模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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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宏功能简介

例如：

使用宏功能指令，用户不需要编写程序产生通讯交换用的字表，直接使用一条宏功能指令

COMM_RD1W即可，减少用户填写字表的每一项数据时出错的可能性。

采用Twido的宏功模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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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定义宏（MDF）

定义宏功能（MDF）是指用一条组合指令代表一组指令表语言指令，在程序中多次取代宏所代表的

指令组。

宏组：宏定义被分成三组，每个宏组在MDF文件中描述。这三个宏组的功能都是由用户定义。

三组宏功能：

COMM宏是一个允许你发送标准位和字的读写命令给Modbus从站的宏组（例如TWIDO,ATV, etc）

主要用于和标准Modbus设备通讯。

DRIVE宏是一组允许你通过CANopen以及Modbus来控制驱动器的宏。主要用于和ATV变频器等进

行通讯。

TESYS宏是一组允许你通过CANopen以及Modbus来控制马达启动器的宏。主要和－S－的TESYS系

列产品通讯。

定义宏（MDF）功能：Macro Defin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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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配置宏功能有三种方法:

� 使用应用程序浏览器

� 使用主菜单

� 使用配置编辑器

以上三种方法都会使同样的配置对话框出现。

每个宏功能都有对应的帮助宏菜单，可以鼠标右键点击宏图标。如果你点击帮助而不是编辑，你可以得

到所选宏功能的详细信息。

配置宏功能：

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帮助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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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配置宏功能的三种方法：

2. 使用应用程序浏览器

1. 使用主菜单

3. 使用配置编辑器

www.plcworl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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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配置宏功能：

点击进入“编辑”界面

TWIDO的宏指令可以通过三种网络域方式实现宏功能：

� 通过MODBUS串口。包括内置通讯口1和扩展通讯口2。

� 基于MODBUS TCP/IP的ETHERNET通讯。仅限于内置以太网口的

TWDLCAE40DRF。

� CANopen通讯。如果配置中已经存在CANopen扩展模块。

TWIDO宏功能进行参数设定前需要对硬件进行配置。在使用应

用程序浏览器或主菜单中右键点击相应宏图标，显示快捷菜单，点击

“编辑”菜单，会显示相应的配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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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配置宏功能－硬件配置：

TWIDO宏功能可以配置宏编号、网络域地址以及网络域

的地址。配置画面中的配置信息取决于网络状态。对应的硬件

配置完成，网络域和地址才可以进行配置。

配置TWIDO宏功能前，必须首先确认相

应的通讯通道已经配置完成。

包括配置内置通讯口Modbus-port1、扩

展通讯口Modbus-port2、内置ETHERNET口

和三种扩展的CANopen通讯模块。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12

III. 配置宏功能

配置宏功能－通用页：（COMM、DRIVER）

COMM宏功能

TWIDO宏功能的通用页可以配置宏编号、网络域地址以及网络域的地址。 COMM宏的配置

页如下所示：

例程数是指宏功能参数设定的

数量，一个Twido程序中能支持最

多32个COMM宏指令设定（0～

31)

COMM宏功能支持网络域功

能 为 ： Modbus-port1、Modbus-

port2和 ETHERNET三种

网络地址限制：

Modbus:          1-247
ETHERNET: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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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配置宏功能－通用页：（COMM、DRIVER）

DRIVER宏功能

DRIVER宏的配置页如下所示：

例程数是指宏功能参数设定

的数量，一个Twido程序中能支持

最多32个DRIVER宏指令设定（0

～31)

DRIVER宏功能支持网络域功

能 为 ： Modbus-port1、Modbus-

port2和CANopen三种

网络地址限制：

Modbus:      1-247
CANopen: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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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COMM宏指令设定都能包含

六种不同的读写命令

III. 配置宏功能

配置宏功能的功能页：（COMM、DRIVER）

TWIDO宏功能的功能页配置宏的通讯功能、子表起始地址、以及定义变量名的注释功能等

选择本条读写命令所占用的字表的起

始％MW地址。

如选中“对勾”，则在变量表中自动

出现%MW的变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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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的6种读写命令和地址：

1. C_RD1B 读一个位元件 C_RD1B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位地址填写。

C_RD1B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位数据填写。

2. C_RD1W 读一个字元件 C_RD1W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地址填写。

C_RD1W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字数据填写。

3. C_WR1B 写一个位元件 C_WR1B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值填写。

C_WR1B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数据填写。

TWIDO宏功能在配置画面配置相关通讯参数后，通过通讯功能码实现通讯功能。COMM读写

命令共有六种指令，定义通讯的相关功能：读/写字、位，起始地址、数据长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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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的6种读写命令和地址：

4. C_WR1W 写一个字元件 C_WR1W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值填写。

C_WR1W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值填写。

5. C_RDNW 读多个字元件 C_RDNW_ADDR1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RD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首个字值填写。

6. C_WRNW 写多个字元件 C_WRNW_ADDR1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WR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要写的首个字值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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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说明：

1、C_RD1B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读取子站的一个位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RD1B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位地址填写。

C_RD1B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位数据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RD1B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2. C_RD1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读取子站的一个字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RD1W_ADDR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地址填写。

C_RD1W_VAL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字数据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RD1W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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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说明：
3. C_WR1B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写子站的一个位元件。

相关的四个地址如下：

C_WR1B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位值填写。（FF00表示on， 0000表示off）

C_WR1B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地址填写。

C_WR1B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位数据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WR1B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4. C_WR1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写子站的一个字元件。

相关的四个地址如下：

C_WR1W_ADDR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值填写。

C_WR1W_ADDR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地址填写。

C_WR1W_VALW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写的字值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WR1W 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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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说明：
5. C_RDN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读入子站的多个字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RDNW_ADDR1  本符号用要读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RD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成功读取的首个字值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RDNW 参数0 参数1 

参数0表示宏指令的例程数序号（0～31）。

参数1表示要读的字的个数。

6. C_WRNW 允许用户在Modbus网络上写子站的多个字元件。

相关的两个地址如下：

C_WRNW_ADDR1  本符号用要写的字的首地址填写。

C_WRNW_VAL1    本符号被宏用要写的首个字值填写。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WRNW 参数0 参数1 

参数0表示宏指令的例程数序号（0～31）。

参数1表示要写的字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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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

宏功能语法如下：

宏名参数0  参数1  参数2（*注释*）

� 参数0是强制的。此参数对应实际例程数。

� 参数1 、参数2是可选的，取决于此功能。

� 注释是可选的。

例如：

宏功能名C_RDNW：这一功能是允许用户通过Modbus网络读取N个字。在使用宏功能前下面

两个符号必须被填写：

C_RDNW_ADDR1    这个符号必须填入要读的第一个字的地址。

C_RDNW_VAL1       在接受后，这个符号由宏自动填写被读取的第一个字的值。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C_RDNW 参数0 参数1

*参数0表示宏指令的例程数序号（0～31）。

*参数1表示要读的字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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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

例如在程序中使用COMM宏的读N字指令，从例程序号为1的子站，从%MW5开始读取连续的

10个字到主站。相应的程序分析如下：

� 在发送读取N字的宏指令前，首先定义指令对应的子站地址和个读取数据的地址。

C_RDNW_ADDR1_1:=5     1：表示例程序号1（Instance 1）, 5:表示读取数据的首字地址。

� 定义符号参数后发送COMM宏通讯指令：

C_RDNW 1 10： 发送宏功能指令表，读取N个字。 1：表示例程序号1（Instance 1）, 10：表

示读取数据子站的数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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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代码的完整显示：

在TwidoSoft软件的梯形图中编写程序。用宏功能例程“0”从子站读取连续的 8个数据。梯形图程序

如下：

定义例程数“0”，子站首地址%MW66。定义通讯对象例程数“0”，读取数据个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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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代码的完整显示：

在TwidoSoft软件的梯形图中编写程序。先以指令表方式显示用户程序，再在“工具”菜单中点击

“Display read…”,就能出现上页所示的宏功能指令等价的子程序。用户能通过此子程序自学习如何用赋

值指令产生通讯字表和使用EXCH指令发送通讯字表。

1、在编程菜单，选则指令表模式

。以指令表方式显示用户程序

2、再在“工具”菜单中点击

“Display read…”,显示宏功能指令

的完整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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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宏功能

COMM宏功能指令代码的完整显示：

PLC系统在执行上页所示的梯形图程序中的宏功能指令时，会自动编译成如下图语句表形式显示

所示的子程序SR0。此子程序与用户用赋值指令产生通讯字表和使用EXCH指令发送通讯字表的程序完

全相同。

子程序实现COMM宏的功能。

分析右侧语句表程序，子程序SR0实现COMM

宏的功能。

SR0中定义了通讯子表从%MW50开始的连续15

个寄存器为存放通讯数据的地址、通讯口2、读取

数据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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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COMM宏功能

COMM宏功能练习1：

1. 配置通讯口、设定通讯参数

2. 定义宏功能

3. 配置宏功能

4. 宏功能编程

通过串口2用宏功能指令读取MODBUS子站5号站的从％MW66开始的连续8个字元

件和从％MW89开始的连续5个字元件。要求使用例程数序号“0”和 “1”

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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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置通讯口
新建用户程序，在硬件配置上增加通讯串口2。配置串口2的通讯参数，设定波特率

、校验码、停止位等。如下图所示：

1、在硬件配置中

添加Port2

1、右键点击Port2

对串口进行配

置

3、对串口进行配

置，设置相应

的通讯参数。

IV. COMM宏功能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27

2、定义、配置宏功能
定义COMM宏功能的通常页和功能页，分别对例程数“0”和 “1”中宏功能的通讯口和

MODBUS子站地址进行设定。

1、分别定义例程

数“0”、 “1”。

2、定义PLC的通讯

口地址Port2.

3、定义MODBUS

子站地址:5

IV. COMM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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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义、配置宏功能
定义COMM宏功能的功能页，分别对例程数“0”和 “1”中C_RDNW所占用的字表的首地址

进行设定。

2、定义例程数“1”的子表首

地址：200。
1、定义例程数“0”的子表

首地址：50。

IV. COMM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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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功能编程：例程数0
在TwidoSoft软件的梯形图中编写程序。首先对C_RDNW_ADDR1_例程数进行赋值，确定要读字元

件的首地址。定义例程数“0”，读取子站的首地址%MW66。

用C_RDNW 参数0 参数1发送通讯命令，和例程数“0”和 “1”对应的网络从站进行通讯。定义通讯对

象例程数“0”，读取数据个数： 8。

定义例程数“0”，子站首地址%MW66。定义通讯对象例程数“0”，读取数据个数： 8。

IV. COMM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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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功能编程：例程数1
在TwidoSoft软件的梯形图中编写程序。首先对C_RDNW_ADDR1_例程数进行赋值，确定要读字元

件的首地址。定义例程数“1”，读取子站的首地址%MW89。

用C_RDNW 参数0 参数1发送通讯命令，和例程数“0”和 “1”对应的网络从站进行通讯。定义通讯对

象例程数“1”，读取数据个数： 5。

定义例程数“1”，子站首地址%MW89。定义通讯对象例程数“1”，读取数据个数： 5。

IV. COMM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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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控和变量注释

在COMM宏功能中的功能页中如果定义了变量名的注释功能，在TwidoSoft软件的变量表中可以直接

显示COMM宏功能的变量名符号地址。梯形图中编写程序时，可以采用符号（Symbol）或地址方式编

程。

变量表中可同

时显示变量名

和地址。

程序中可以用

变量名或地址

直接编程。

IV. COMM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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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宏功能:

一般情况下，Twido PLC用MODBUS串行通讯方式去控制变频器（此变频器可以是施耐德的，

也可以是其它公司的，只要符合MODBUS通讯协议都可以），用户需要用到EXCH指令和通讯字表

，并且用户需要了解通讯字表内每一个字元件的含义，编程过程比较复杂。

当用户使用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TV系列变频器时，用户能在Twido PLC上使用DRIVER通讯

宏功能来和变频器进行通讯。

DRIVER通讯宏功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用户编程的工作量，降低用户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

的编程难度，同时也能使用户程序的结构更优化，便于理解和调试。

DRIVER通讯宏功能的用法与COMM通讯宏功能的用法类似。

DRIVER宏功能支持两种协议：

1、Modbus协议。请确认PLC的相应通讯口已设定为Modbus协议。

2、CANopen协议。CANopen的DRIVER宏功能特别针对ATV31和ATV71变频器。使用前请确

认已经配置了相应CANopen子站。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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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宏功能:

TWIDO宏功能在配置画面配置相关通讯参数后，通过通讯功能码实现设备通讯功能。

DRIVER读写命令共有六种指令，定义Device通讯的相关功能：设备管理、启动、停止、控制速度

、错误状态诊断等。

1、右键点击DRIVER宏功能，选择“编辑”

在应用浏览器中右键点击Drive图标，显示快捷菜单，点击“编辑”菜单，出现下页所示的

Drive宏配置界面。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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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宏功能－通用页：（COMM、DRIVER）

DRIVER宏功能

DRIVER宏的配置页如下所示：

例程数是指宏功能参数设定

的数量，一个Twido程序中能支持

最多32个DRIVER宏指令设定（0

～31)

DRIVER宏功能支持网络域功

能 为 ： Modbus-port1、Modbus-

port2和CANopen三种

网络地址限制：

Modbus:      1-247
CANopen:   1-16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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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DRIVER宏指令设定都能包

含六种不同的读写命令

配置宏功能的功能页：（DRIVER）

DRIVER宏功能的功能页配置宏的通讯功能、子表起始地址、以及定义变量名的注释功能等

选择本条读写命令所占用的字表的起

始％MW地址。

如选中“对勾”，则在变量表中自动

出现%MW的变量注释

V. DRIVER宏功能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36

DRIVER宏功能的6种读写命令和地址：

DRIVER宏支持的六种指令：

1. D_MANAGER           宏功能 Driver管理指令

2. D_RUN_FWD            宏功能 控制Driver正转指令

3. D_RUN_REV             宏功能 控制Driver反转指令

4. D_STOP                      宏功能 控制Driver停止指令

5. D_SELECT_SPEED   宏功能 Driver速度设定指令。根据ATV工作模式，可以选择设定速度或

预置速度。

6. D_CLEAR_ERR         宏功能 清除错误缓存器功能指令

TWIDO宏功能在配置画面配置相关通讯参数后，通过通讯功能码实现设备通讯功能。

DRIVER读写命令共有六种指令，定义Device通讯的相关功能：设备管理、启动、停止、控制速度

、错误状态诊断等。

III.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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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宏功能的6种读写命令和地址：

1. D_MANAGER Driver管理指令。管理ATV系列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状态以及操作。

� 该功能必须在ATV操作周期的最前面调用，确保在所有DRIVER宏功能程序的最前面定义。

D_MANAGER相关的参数如下：以下参数在DRIVER宏通讯时可以监控状态、设定相关通讯参数。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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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宏功能的6种读写命令和地址：

2. D_RUN_FWD：控制Driver正转指令。管理ATV系列变频器正转。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D_RUN_FWD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3. D_RUN_REV ：控制Driver反转指令。管理ATV系列变频器反转。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D_RUN_REV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4. D_STOP ：控制Driver停止指令。管理ATV系列变频器停止运行。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D_STOP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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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说明：

5. D_SELECT_SPEED Driver速度设定指令。根据ATV工作模式，可以选择设定速度或预置速度。

在使用此DRIVER宏功能前，以下相关参数必须首先填写。

1）设定速度工作模式

必须填写D_SETPOINT_MODE和D_SETPOINT两个参数的值。

D_SETPOINT_MODE设定参数值为0时，定义变频器在设定速度工作模式下工作。

D_SETPOINT设定变频器的工作速度，可以设定常数，也可以用寄存器等变量赋值。

宏功能会自动生成填写D_SELECT_SPEED_VAL参数的值。具体详细内容如下：

指令使用举例：

D_SETPOINT_MODE_0:=0   设定例程数“0”，以设定速度工作模式下工作

D_SETPOINT_0:=125             设定例程数“0”的变频器的工作速度为125。

D_SELECT_SPEED 0 Driver速度设定指令

V. DRIVER宏功能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40

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说明：

5. D_SELECT_SPEED Driver速度设定指令。

2）预置速度工作模式

在该模式下，只需要设定D_SETPOINT_MODE合适的工作参数值即可。

为D_SETPOINT_MODE设定对应的值，变频器就在对应的预置速度值下工作。

指令使用举例：

D_SETPOINT_MODE_0:=1（设定范围1－3） 设定例程数“0”，以预置速度值 1工作

D_SELECT_SPEED 0 Driver速度设定指令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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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宏功能指令用法说明：

6. D_CLEAR_ERR 清除错误缓存器功能指令。本指令允许用户清除缓存器中的错误。

本功能的命令格式如下：

D_CLEAR_ERR参数0。参数0表示例程数序号。

功能用法示例：

程序首先进行初始化，在宏功能最前列写入D_MANAGER 0

根据条件％M5，清除变频器的错误信息。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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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宏功能练习1：

1. 配置通讯口、设定通讯参数

2. 定义宏功能

3. 配置宏功能

4. 宏功能编程

通过串口2用宏功能指令控制MODBUS子站5号站变频器ATV31的动作：控制正、

反转、停止动作，对变频器速度赋值，同时监控变频器的错误状态。要求使用例程数序

号“0”。

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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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置通讯口
新建用户程序，在硬件配置上增加通讯串口2。配置串口2的通讯参数，设定波特率

、校验码、停止位等。如下图所示：

1、在硬件配置中

添加Port2

1、右键点击Port2

对串口进行配

置

3、对串口进行配

置，设置相应

的通讯参数。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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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义、配置宏功能
定义DRIVER宏功能的通常页和功能页，对例程数“0”中宏功能的通讯口和MODBUS子

站地址进行设定。

2、定义例程数“0”

3、定义PLC的通讯

口地址Port2.

4、定义MODBUS

子站地址:5

1、右键点击

DRIVER宏功能

，选择“编辑”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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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义、配置宏功能
定义DRIVER宏功能的功能页，对例程数“0” 所占用的字表的首地址进行设定。 选择

变量符号注释功能。

1、定义例程数“0”的子表首地址

：100。

2、如选中“对勾”，则在变量表中自

动出现%MW的变量注释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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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功能编程：
在TwidoSoft软件的梯形图中编写程序。首先进行DRIVER宏通讯的初始化操作，在程序的宏功能操

作前定义D_MANAGER 0指令。

对DRIVER宏例程数进行赋值，定义例程数“0”。

编写程序通过宏功能定义电机正转、反转。

初始化DRIVER宏通讯功能，定义例程数“0”定义例程数“0”，根据条件控制Device正、反转。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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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功能编程：
1）编写程序根据条件，通过宏功能定义电机停止运行。

2）设定速度工作模式，控制电机在速度模式下工作，通过D_SETPOINT参数对速度赋值。

D_SETPOINT_MODE_0:=0         设定例程数“0”，以设定速度工作模式下工作

D_SETPOINT_0:=SD_SPEED      设定例程数“0”的变频器的工作速度为SD_SPEED

D_SELECT_SPEED 0 通过该速度指令，赋值电机速度

根据条件控制电机停止运行定义电机以设定速度模式运行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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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功能编程：
程序中也可以根据条件，清除变频器的错误信息。如下图所示：

经过以上配置、编程可以很方便的实现用DRIVER宏功能控制ATV31、ATV71变频器。实现Device

通讯的相关功能：设备管理、启动、停止、控制速度、错误状态诊断等。

DRIVER宏通讯功能，除适用Modbus模式，也可以用于CANopen通讯模式。具体的实现方法，在宏

功能使用前请确认已经配置了相应CANopen子站。包括配置CANopen硬件模块以及在TwidoSoft软件中

设置CANopen的相关参数。

具体内容请参照“CANopen通讯”章节！

根据条件清除变频器的错误信息。

V. DRIVER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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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LC”A”通过串口2用宏功能指令读取 MODBUS子站5号站的从％MW100开始的连续10个字元

件。要求使用例程数序号“0” 。

二：通过串口2用宏功能指令控制MODBUS子站10号站变频器ATV31的动作：控制正、反转、停

止动作，对变频器速度赋值，同时监控变频器的错误状态。要求使用例程数序号“0”。

宏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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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计算机网络

II. TWIDO以太网简介

III. 以太网参数配置

IV. 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V. 多台PLC通过以太网通讯

TWIDO的Ethernet功能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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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顾名思义是由计算机组成的网络系统。根据IEEE的定义：计算机网络是一组自治计算

机互连的集合。。。。自治（autonomous computers）是指每个计算机都有自主权，不受别人控制；互连

(interconnected)则是指使用通信介质进行计算机连接，并达到相互通信的目的。

计算机网络的通信是由不同类型的计算机设备之间通过协议来实现的。协议（Protocol）是一系列规

则和约定的规范性描述，它定义了设备间通信的标准。使用哪一种设备并不重要，但这些设备一定要使

用相同的协议。就像人们进行语言交流一样，是哪个国家的人并不重要，只要都讲相同的语言就可以沟

通。

什么是计算机网络？

I.计算机网络

我用的
TCP/IP

是的,我也
是,我们可
以通信了

计算机网络通过相同的协议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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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计算机网络？

� 控制信息的流动

安全管理、数据传输及控制

� 数据集中/共享

节省操作站及外设的费用

� 简化数据/软件的管理

备份、高可靠磁盘阵列(RAID), 信息管理

多个用户共享信息

� 分布式任务

降低单个本地CPU的成本

I.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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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我们烽火戏诸侯，通过官府驿站、飞鸽传书来交流信息。

1837年，发明电报。它可以利用一根导线传送字符信息，通过将每个字母规定成长短不同的电脉冲

信号，并可以在导线的另一端解读文字信息。

1876年，Bell 成功构造了第一个电话系统。电话通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945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电子数字计算机）诞生了，共由18000个真空管组成，体

积极其庞大，需要数个房间才能容纳它，计算机的发展也由此开始。

1946年晶体管研制获得成功（该发明者即是由此而获得了1956 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的三位科学家：

贝尔实验室的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 和William Shockley）。计算机采用晶体管取代了真空管，这

为后来的计算机快速而广泛地普及作下了历史的铺垫。

自1946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后，为了处理更多的运算，批量地处理任务，人们开始考虑通过借助

传统的电话线路，使用终端（如电传打字机、收发器等）远程访问计算机，由此而发展出最初计算机网

络的简单联接形式。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史

I.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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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麻省理工学院的Leonard Kleinrock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分组交换网络技术的论文，美国国防部（

DOD）对这种数据包的交换网络设计感兴趣。1962年至1965年，DOD内进行网络研究的机构是高级研究

项目机构(ARPA)，ARPA在各大厂商间为ARPANET的建设招标。

1969年基于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的ARPANET（即为阿帕网）终于诞生了，这个阿帕网就是今

天的Internet最早的雏形。

1973年， Xerox公司的Robert  Metcalfe博士（以太网之父）提出并实现了最初的以太网。后来DEC、

Intel和Xerox合作制定了一个产品标准，该标准最初以这三家公司名称的首字母命名，称作DIX以太网。

IEEE于是成立了如今闻名的802计划，其目标是为LAN技术标准化提供广泛的工业框架。802委员会意

识到无法将所有LAN统一到一个标准上时，该委员会被分成了几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从事不同的LAN技

术研究。其中IEEE802.3研究基于以太网技术的标准。

1983年，ARPANET采纳TCP（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和IP（Internet协议，

Internet Protocol）协议作为其主要的协议簇，由此引入了Internet的概念。

1990年ARPANET正式被Internet 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机构、个人参与到Internet中来，

使得Internet获得了高速发展。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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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基本结构形式

� 主 / 从 (Master/Slave)

主/从协议允许一个并且只能一个主机发送命令，查询从机的响应。主机可单独
对一个从机发送命令，也可以广播方式对所有从机发送命令。

从机对每一个单独发送给它们的查询返回讯息（响应）。但对广播方式的查询

不做响应。

� 对等 (Peer to Peer)

对等网是网络的早期形式，是局域网中最基本的一种。网络上的计算机在功能

上是平等的，没有客户服务器之分，每台计算机既可以提供服务，又可以索取服务

。无法实现控制管理的功能，不利于网络的安全与稳定。

� 客户机/服务器 (Client / Server)

客户机/服务器（Client/Server）结构是网络模型的一种术语，服务器是指在软

件上可连接多个Client，即支持多进程。客户机（通常为桌面型PC）借助于中心文件

服务器共享应用程序和数据。通常情况下，客户机之间并不直接相互通信，而是使

用服务器作为通信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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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主/从（Master / Slave）网络

Slave SlaveSlave

Master

� 集中控制和管理

� 集中处理信息

� 轮询个子站

� Modbus网络为主/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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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 (Peer To Peer) 网络

� 分布式结构

� 独立的信息处理

� 共享传输介质

� Modbus Plus, TCP/IP Modbus 为对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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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机/服务器)Client / Server 网络

� 集中网络管理

� 受控的信息流

� 独立的信息处理

� 共享的传输介质

� Microsoft NT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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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计算机网络发展初期阶段，许多研究机构、计算机厂商和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网络系统，然而它们

之间互不兼容性，没有一种统一标准存在，不同厂家的网络系统之间无法相互连接。各大厂商针对自己

的协议生产出了不同的硬件和软件。由于多种协议的并存，同时也使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厂商之间的

网络设备大多不能兼容，很难进行通信。

为了解决网络之间兼容性的问题，帮助各个厂商生产出可兼容的网络设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于1984年提出了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OSI/RM（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 它很快成为计算机网络通信的基础模型。

OSI（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是应用在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的一套普遍适用的规范

集合，以使得全球范围的计算机平台可进行开放式通信。它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定义，OSI参考模型说明了网络的架构体系和标准，并描述了网络中信息是如

何传输的。OSI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网络通信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为网络软件和硬件实施标准化做出的

努力。

I.计算机网络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60

OSI参考模型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即它采用的是分层体系结构，OSI参考模型共划分为七层。

在两台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时，两台设备必须要高度地协调工作，从物理的传输介质到应用程序的接

口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可见这种“协调”是相当复杂的。为了降低网络设计的复杂性，OSI采用了层

次化的结构模型。

分层设计方法可以将庞大而复杂的问题转化为若干较小且易于处理的子问题。将复杂的网络

通信过程分解到各个功能层次，各个层次的设计和测试相对独立，并不依赖于操作系统或其它因素

，层次间也无需了解其它层是如何实现的，从而简化了设备间的互通性和互操作性。

采用统一的标准的层次化模型后，各个设备生产厂商遵循标准进行产品的设计开发，有效地

保证了产品间的兼容性。好像建造房屋，我们可以使用其它厂商提供的原材料，而不必再从制作砖

瓦阶段开始一样，厂商可以只专著于某一层应用的开发，使用其它厂商提供的协议为基础，使得开

发费用大为降低

OSI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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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网络物理硬件

如何打包，路由，分配地址等

如何进行可靠的数据传输

进程或应用如何进行通信会话

数据格式及编码

网络应用(文件传输)

构成数据, 校验，位、字节填充
等

� 表示层
Presentation

� 物理层

physical

� 数据链路层
Data Link

� 网络层
Network

� 传输层
Transport

� 会话层
Session

� 应用层
Application

网络是如何构成的 ?

� ISO/OSI (国际标准化组织/开放系统互连)
有关基本网络的 7 层模型

用于用于用于用于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处理处理处理处理

用于用于用于用于
通讯通讯通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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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参考模型各层的功能

OSI参考模型的每一层都定义了所实现的功能，完成某特定的通信任务，并

只与紧邻的上层和下层进行数据的交换。

物理层（Physical layer）涉及到在通信信道（Channel）上传输的原始比

特流，它定义了传输数据所需要的机械、电气、功能及规程的特性等，包括电

压、电缆线、数据传输速率、接口的定义等。

数据链路层(Data link layer)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对物理层的控制，检测并

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并且进行流量控制。数据链路层与物理地址、网络拓扑

、线缆规划、错误校验、流量控制等有关。

网络层(Network layer)决定传输报文的最佳路由，其关键问题是确定数据

包从源端到目的端如何选择路由。网络层通过路由选择协议来计算路由。

传输层(Transport layer)的基本功能是从会话层接受数据，并且在必要的

时候把它分成较小的单元，传递给网络层，并确保到达对方的各段信息正确无

误，传输层建立、维护虚电路，进行差错校验和流量控制。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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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层（Session layer）允许不同机器上的用户建立、管理和终止应用程

序间的会话关系，在协调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时要涉及会话层，该层使每

个应用程序知道其它应用程序的状态。同时，会话层也提供双工（Duplex）协

商、会话同步等。

表示层(Presentation layer)关注于所传输的信息的语法和意义，它把来

自应用层与计算机有关的数据格式处理成与计算机无关的格式，以保障对端设

备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发送端数据。同时，表示层也负责数据加密等。

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是OSI参考模型最靠近用户的一层，负责为应

用程序提供网络服务。这里的网络服务包括文件传输、文件管理、电子邮件的

消息处理等。

OSI参考模型各层的功能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I.计算机网络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64

OSI模型的数据封装

封装（Encapsulation）是指网络节点（Node）将要传送的数据用特定的协议头打包，来传送

数据，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在数据尾部加上报文，这时候，也称为封装。OSI七层模型的每一层都

对数据进行封装，以保证数据能够正确无误的到达目的地，被终端主机理解及处理。

首先，主机的应用层信息转化为能够在网络中传播的数据，能够被对端应用程序识别；然后

，数据在表示层加上表示层报头，协商数据格式，是否加密，转化成对端能够理解的数据格式；数

据在会话层又加上会话层报头；以此类推，传输层加上传输层报头，这时数据称为段（Segment）

，网络层加上网络层报头，称为数据包（Packet），数据链路层加上数据链路层报头称为帧（

Frame）；在物理层数据转换为比特流，传送到交换机，通过交换机将数据帧发向路由器；同理，

路由器也逐层解封装：剥去数据链路层帧头部，依据网络层数据包头信息查找到去往主机B的路径

，然后封装数据发向主机B。

主机B从物理层到应用层，依次解封装，剥去各层封装报头，提取出发送主机发来的数据，完

成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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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模型的数据流向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由
软件
实现

由硬件
实现

� 上面五层由软件实现，底下两层由硬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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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不同传输介质

物理层（Physical Layer）定义了传输介质的特性：是铜质电缆、光纤还是卫星，使用什么样

的物理信号来表示数字“0”和“1”，如何建立和终止通信连接；物理接口（插头和插座）有多少针以

及各针的用处等。物理层协议还定义了接口的4个基本功能特性：

机械特性、电气特性、功能特性、规程特性。

� 同轴电缆

� 双绞线

� 光纤

� 无线

Jacket of PVC or Teflon

Jacket made of PVC or Tef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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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本的物理拓扑形式

� 节点和链接的几何排列形式有

� 总线总线总线总线

� 星型星型星型星型

� 令牌环形令牌环形令牌环形令牌环形

� 自由拓扑自由拓扑自由拓扑自由拓扑

� 大型系统常采用自由拓扑形式：包括两种或
两种以上基本拓扑排列形式

网络拓扑（Network Topology）指的是计算机网络的物理布局。简单地说，是指将一组设备

以什么结构连接起来。连接的结构有多种，我们通常称为拓扑结构。网络拓扑结构主要有总线型拓

扑、环型拓扑、星型拓扑和网状拓扑，有时是如上几种的混合模型。了解这些拓扑结构是设计网络

和解决网络疑难问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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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拓扑结构－总线（BUS）

Bus总线型拓扑结构是将各个节点的设备，用一根

总线连接起来。总线的通信介质通常采用同轴电缆。

采用总线结构的网络在总线的起始点和终结点连接

有一个终端电阻，终端电阻的功能是避免信号反射，

当网络中的一个信号流经所有设备，最后传到终端时

，如果没有终端匹配电阻，信号就会反射回去，产生

噪声，致使新的信号难以被正常识别。

Bus总线在早期的以太网中比较流行。左图是总线

型拓扑结构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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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型拓扑结构，是一种以中央节点（如集线器）为

中心，把若干个外围节点连接起来的辐射式互联结构，

中央节点对各设备间的通信和信息交换进行集中控制和

管理。

它的主要特点是当线路发生故障时，不会影响网络

中的其他主机。系统的可靠性较高，扩充设备容易，将

设备直接连接到中央节点即可；中央节点可以方便地控

制和管理网络，并及时发现和处理系统故障；但如果中

央节点出现故障，则整个网络瘫痪。

星形拓扑结构是在当前的局域网中使用较为广泛的

一种拓扑结构，它已基本代替了早期局域网采用的总线

型拓扑结构

物理拓扑结构－星型（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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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 环型结构是将各节点通过一条首尾相连的通信

线路连接起来的一个封闭的环型结构网。

每一台设备只能和它的一个或两个相邻节点直接通

信，如果需要与其他节点通信，信息必须依次经过两者

之间的每一个设备。

环形网络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单向是

指所有的传输都是同方向的。所以，每个设备只能和一

个邻近节点通信；双向是指数据能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传

输。因此，设备可以和两个邻近节点直接通信。

环型拓扑结构应用于令牌环网络中

Ring

Dual
Ring 

物理拓扑结构－令牌环型（Token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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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

计算机网络通讯依赖具体的硬件实现，根据OSI七层结构每层功能对应的要求不同，需要的网络

扩展硬件也有相对应的硬件实现。

通过网络扩展部件，网络实现总线共享、数据转发、数据地址的寻址、路由等功能。

网络扩展部件

� 中继器/集线器

� 网桥

� 路由器

� 网关

Modem/CSU/DSU网 卡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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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中中继器、网桥、路由器和网关分别对应OSI七层结构中的不同层。根据OSI七层结构

中每层功能对应的要求不同，网络的扩展硬件也完成对应的功能。

通过网络扩展部件，网络实现总线共享、数据转发、数据地址的寻址路由等功能。

互连网络扩展部件的不同功能

Application

Presentation

Session

Transport

Network

Data link

Physical 
Repeater

Bridge

Router

Gateway
Application

Presentation

Session

Transport

Network

Data link

Physical 

� 网关
� 对应应用层

� 路由器

� 对应网络层

� 网桥 (Switch 等) 

� 对应数据链路层

� 中继器 （Hub 等）
� 对应物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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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cable）

线缆是网络中的生命线。网络中所有设备都依赖于它进行连接，网络的距离扩展需要通过线缆来

实现。不同的网络有不同连接线缆，如光纤（fiber）、双绞线（twisted pair）、同轴电缆等。右图

是双绞线和光纤的外观图。

线缆和网卡

网络接口卡（NIC，Network Interface Card）

它负责将设备所要传递的数据转换为网络上其它设备能够识别的格式，通过网络介质传输数据。

它的主要技术参数为带宽、总线方式、电气接口方式等。

每个网络接口卡都有一个物理地址（MAC地址）。这个MAC地址在它出厂时，由网络接口卡制造

商把MAC地址写入网络接口卡的ROM芯片中。假如将网络接口卡插在计算机的主板中，这台计算机就

具有了MAC地址。MAC地址是唯一的，不存在两块相同MAC地址的网络接口卡。右图是网卡的外观

图。

网 卡线 缆 光 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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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线器（Hub）

集线器是单一总线共享式设备，提供很多网络接口，负责将网络中多个计算机连在一起。所谓共

享是指集线器所有用户（端口）共用一条数据总线，它们共享集线器的带宽进行彼此之间的通信。

集线器只是简单地将输入的信号重复发给连接在它端口上的所有设备。因此平均每用户（端口）

传递的数据量、速率等受活动用户（端口）总数量的限制。集线器在LAN中扮演着中心连接点的角色

。如图所示：

集线器（Hub）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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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交换机（Switch）

也称交换式集线器（Switched Hub）。同集线器一样，交换机完成局域网内的数据转发。但它的性

能却较共享集线器（Shared Hub）大为提高。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交换机在发送和接收主机之间形成了一个虚电路，使各端口设备能独立地进

行数据传递而不受其它设备影响，表现在用户面前即是各端口有独立、固定的带宽。

此外，交换机还具备集线器欠缺的功能，如数据过滤、网络分段、广播控制等。

交换机（Switch）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交换机

I.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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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Router）

路由器是一个重要的网络互连设备，它的主要作用是为收到的报文寻找正确的路径，并把它们转

发出去。在局域网中,路由器就是从一个子网向另一个子网传递数据包。在网络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和交换机相比较，路由器通常用于进行局域网和广域网的互连，其传输速率低于交换机的传输速

率。

路由器（Router）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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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Gateway）

网关（Gateway）又叫协议转换器，是一种复杂的网络连接设备，可以支持不同协议之间的转换，

实现不同协议网络之间的互连。网关具有对不兼容的高层协议进行转换的能力。

若要使两个完全不同的网络（异构网）连接在一起，一般使用网关，在Internet中两个网络也要通

过一台称为网关的计算机实现互联。这台计算机能根据用户通信目标计算机的IP地址，决定是否将用

户发出的信息送出本地网络，同时，它还将外界发送给属于本地网络计算机的信息接收过来，它是一

个网络与另一个网络相联的通道。为了使TCP/IP协议能够寻址，该通道被赋予一个IP地址，这个IP称

为网关地址.

网关（Gateway）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网关（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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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地址通常指网络设备的物理地址，在网络中，任何一台设备（计算机、路由器、交换机等）

都有自己唯一的MAC地址，以在网络中唯一标识自己，网络中没有两台设备拥有相同的物理地址。

大多数MAC层地址是由设备制造商建在硬件内部或网卡内的。在一个以太网上，每个设备都有一

个内嵌的以太网地址。该地址是一个6字节的二进制串，通常写成16进制数，以冒号分隔，如

00:E0:FC:20:0A:8C。以太网地址由IEEE负责分配。以太网地址分为两个部分：地址的前3个字节代表厂

商代码，后3个字节由厂商自行分配。必须保证世界上的每个以太网设备都具有唯一的内嵌地址。

对于用户而言，这些细节是透明的。例如我们购买的计算机网络接口卡，它已经具有唯一的MAC

地址，我们无须对它进行设置，将网络接口卡插入主机板中立即就可以投入使用。

MAC地址（物理地址）就像我们的身份证编号（ID）一样，每个人都有唯一的一个ID号。不允许

有相同的ID号存在。IP地址就像我们的居住地址，根据需要可以进行更改。

MAC(Media Access Control)地址

  

I.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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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已经有了一个唯一的物理地址（MAC地址），为什么还需要IP地址呢？

首先，每个设备支持不同的物理层地址；IP地址使得连接到光纤、令牌环和串行线的设备不必取得

相同的物理地址，就可以使用IP。也就是说，IP地址是独立于数据链路层的。

其次，物理地址是按厂商设备、而不是拥有它的组织来编号的。IP地址的分配是基于网络拓扑，而

不是谁制造了设备。当存在一个附加层的地址寻址时，设备更易于移动和维修。如果一个网卡坏了，可以

被更换，而不需取得一个新的IP地址。如果一个IP节点从一个网络移到另一个网络，可以给它一个新的IP

地址，而无须换一个新的网卡。

IP地址是32位的二进制数。每个IP地址被分为两部分，网络ID和主机ID。

网络ID（又称为网络地址、网络号），用来在TCP/IP网络中，标识某个网段。该网络中所有设备的

IP地址具有相同的网络ID。

主机ID（又称为主机地址、主机号），标识网段内的一个TCP/IP节点，例如工作站、服务器接口或其

他TCP/IP设备。在一个网段内部，主机ID必须是唯一的。

IP地址

I.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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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地址采用32个二进制位。为了更好的管理和使用这些资源，InterNIC将IP地址资源划分为5类（A类、

B类、C类、D类、E类），每类地址中定义了它们的网络ID和主机ID各占用32位地址中的多少位，就是说

每一类中，规定了可以容纳多少个网络，以及这样的网络中，可以容纳多少台主机。下面，我们了解IP地

址的几种分类的区别。

相对于MAC的物理地址，IP地址是网络的逻辑地址。IP地址按照网络地址和主机地址划分的不同，分

为A、B、C三类。例如 193.1.1.1就属于C类地址。

D类地址以“1110”开始，用于广播目的。

E类地址以“1111”开始，是一个试验性地址，用于科学研究。

IP地址分类

0   Network  Id Station Id  3 bytes

1   0            Network  Id

1   1   0 Network  Id Station Id  1 byte

Station Id  2 bytes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126 networks

+        16 382 networks

+   2 097 150 networks

Total*** =   2 113 658  networks

I.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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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Internet中，IP地址资源已经被分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少部分B类地址和一部分C类地址。IP地址

消耗如此之快的原因在于IP地址巨大的浪费。以B类地址为例，它可以标志16，282个物理网络, 每个网络

65534台主机。试想一个网络包容六万多台主机，该是多么的巨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考虑对IP地址的主机ID进一步划分，划分为子网ID和主机ID两部分。这样扩

大了网络划分的能力，充分利用主机ID部分巨大的编址能力。这就是子网编址技术。

在原来的IP地址模式中，网络ID部分就标识一个独立的物理网络，引入子网模式后，网络ID部分加上

子网ID才能全局唯一地标识一个物理网络。也就是说，子网的概念延伸了地址的网络部分，以允许将一个

网络分解为多个子网

子网掩码的作用就是确定IP地址中哪一部分是网络ID，哪一部分是主机ID。子网掩码的格式同IP地址一

样，是32位的二进制数，由连续的“1”和连续的 “0”组成。

子网和子网掩码

Format 1, without mask

Format 2 , with mask

simple Example  of 
sub net  mask:

255 . 255 . 255 . 0

Station  N°

Network  N° Station N°

Bits at 1 Bits à 0Bits at  0

subnet  N° 

Network  N°

I.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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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WIDO的以太网功能

TWDLCAE40DRF内置以太网接口，TWDLCAE40DRF实现以太网上的传输是通过基于TCP/IP上的

Modbus应用协议。Modbus协议传输是典型的请求－响应信息对。 PLC可用作客户端或服务器，取决于

其发送或接收信息。

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有4个实时信道，可在100Base-TX 以太网上通信。它可以完成

100Base-TX 自协商功能，也可以在10Base-T 网络上工作。TWDLCAE40DRF一体型控制器能同时和4

个以太网设备通讯，如上位机，TwidoSOFT编程软件等。注意：监控用上位机同时最多能连接4台，而

编程设备只能是一台。

每个TWDLCAE40DRF控制器默认赋给唯一静态IP地址。设备的默认IP地址来自唯一的MAC物理地

址(IEEE 全球地址)，将永久存储在一体型本体控制器中。

为了增加网络的灵活性，除了使用默认的IP地址，TwidoSoft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为设备配置不同的静态

IP地址，也可定义子网和网关的IP地址。

Modbus TCP 客户端/服务器

TWIDO以太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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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TCP 客户端/服务器

TWDLCAE40DRF控制器可以是 Modbus TCP/IP客户端 或者服务器，分别取决于其查询或响应其他

远程设备。TCP通讯服务通过TCP端口502完成。Modbus客户端通过%EXCH3指令和%MSG3功能块实

现。用户可以对多条%EXCH3指令进行编程，但一次只能有一条%EXCH3指令被激活。TCP连接在

%EXCH3指令被激活时由一体型控制器自动协商完成

TWIDO以太网简介

II. TWIDO的以太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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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选用TWDLCAE40DRF时，在应用浏览器中会出现“以太网端口”图标，用户能右键点击进入

以太网参数设定菜单。

配置以太网参数

1、右键点击“以太

网端口”，选择

“编辑”

III.以太网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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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编辑”更能可以对以太网功能进行IP地址、预留端口、超时、远程设备等进行配置。

有三种确定TWDLACE40DRF的IP地址的方法：

1、从MAC计算得到，格式为85.16.×××.×××；例如，MAC地址是00.80.F4.81.01.11 则IP地址是

085.016.001.017.

2、自动由服务器分配

3、用户设定

IP地址配置

1、BOOTP服务器

配置方式

2、手动配置方式

III.以太网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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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允许用户保留Twido控制器支持的四个以太网TCP连接信道中的一个，以被指定的IP地址的

特定用户使用。标记IP可以保证TCP信道保留且可用，可与特定重要远程设备通信。如可用来保证编程

软件比一般的监控软件有更高的访问权利。

预留IP地址

选择预留通道IP地

址功能。

III.以太网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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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是指四个以太网连接通道中的任何一个在与远程客户主机断开之前，此通道可以保持空闲的时

间长度。注意：空闲定时器在所监测的连接通道上有数据传输时被复位。

超时

超时缺省置10分钟

III.以太网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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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设备表存储的信息是和以太网上的远程控制器相关的，这些远程控制器可作为Modbus TCP/IP

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可被Modbus TCP/IP客户端PLC使用EXCH3指令查询。

用户必须合理地配置远程设备表，以使Modbus TCP/IP客户端PLC能够在网络上对Modbus TCP/IP服

务器控制器进行访问。

远程设备

远程设备画面配置

设备的INDEX索引

，从站的IP地址，标

志和超时等参数。

III.以太网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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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能通过TWDLACE40DRF内置的以太网口和TwidoSOFT编程软件连接，进行程序传输和监控、

调试。第一次通过以太网口连接到一台新的TWDLACE40DRF，用户可以使用MAC地址。MAC地址是

全球唯一的，可通过MAC地址计算出IP地址。也可以在PLC标签上直接读取MAC地址。

打开新的TWIDOSOFT软件，不需建立新的用户程序，只需要设置PLC的连接管理为COM1或USB

模式。通过串口和PLC建立连接。直接在软件中打开PLC—Check PLC。查看PLC的以太网信息。

通过以太网和TwidoSoft的连接

离线模式下直接选

择COM1或USB连接

，读取以太网信息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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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后，用户按以下步骤“控制器－》查看控制器－》以太网”，进入以下的以太网连接监控界面

。可以看到TWDLACE40DRF的MAC地址，根据MAC地址计算得到的IP地址，当前编程软件的IP地址

等信息。注意：如用户不会通过MAC地址计算IP地址，也能第一次先用串口电缆连接，再进入此以太

网连接监控界面查看出当前的IP地址。

读取MAC地址，翻译为逻辑IP地址。

例如读取的MAC地址：00 80 F4 81 29 24 转换为IP地址085.016.041.036. 

PC以太网信息查询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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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把安装了TwidoSOFT软件的电脑的IP地址设定为和TWDLCAD40DRF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

内。例如PLC的IP地址是085.016.041.036.，可以设置PC的IP地址为同一网段的 085.016.041.035 

如果计算机使用了代理服务器，首先取消代理功能。在Inter Explorer上取消PC的LANSETTING  

PROXY设定。

设置PC的IP地址

在Inter Explorer上取

消PC的

LANSETTING  

PROXY设定。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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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PLC的IP地址是086.016.041.036.，可以设置PC的IP地址为同一网段的036. 085.016.041.035 

在网上邻居上的本地连接上的属性（TCP/IP）上设定 IP地址。比如：085.016.041.035  ―255.0.0.0  

――85.016.041.035  

电脑的IP地址设置如下图所示：

设置PC的IP地址

用户计算机的IP地址

需配置和PLC在同一

网段内。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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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线把电脑和TWDLACE40DRF都连接到HUB,如有多台TWDLCAE40DRF,则一定要使用

HUB,如只有一台TWDLACE40DRF，则能使用对接交叉网线。使用PING命令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如在本例中在CMD模式下键入“PING 085.016.041.036”,看是否有数据从该地址返回。

1、打开START—RUN—CMD.进入DOS界面。

2、连接计算机到PLC，或用RJ45双绞电缆直接连接PC和PLC端

3、在DOS界面输入PING指令，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测试PLC的以太网IP地址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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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Pconfig指令确认PC的IP地址配置。

如本例在DOS模式输入IPconfig指令，检查PC的IP地址。确认是前面在网上邻居上的属性（

TCP/IP）上设定IP地址：085.016.041.035  ―255.0.0.0  ――85.016.041.035  

如图所示，IP地址配置成功。

检查PC的IP地址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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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TWIDOSOFT软件通过ETHERNET口对PLC直接进行编程。

1、首先断开PC的COM口连接电缆。连接PC和PLC的RJ45口。

2、在软件中设置通讯口为ETHERNET口。打开FILE—Preference-Connection management

3、添加连接：命名directPLC.相应参数设置为PLC的IP地址如： 085.016.041.036

连接方式

在连接管理中建立新连接：directplc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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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TwidoSoft中设置PLC的连接管理为directplc。通过以太网口和PLC建立连接。此时就能实现

电脑和TWDLACE40DRF通过以太网连接了。此后程序上、下载、监控调试等操作与串口、USB等连

接时完全一样，只是速度更快。

如下图所示：

连接过程中检索IP地址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所以需要首先IPCONFIG通过，和PING PLC地址通过

才可以连接。

PC以太网信息查询

设置PLC的连接管理

为directplc。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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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用户使用时的灵活性，TWDLCAE40DRF也允许用户另外设定IP地址。此时，用户可在IP

地址配置菜单中设定目标TWDLACE40DRF的IP地址，再用串口电缆把参数配置和程序下载到目标

TWDLACE40DRF中，然后对PLC断电、上电以使新设定的IP地址生效。此后用户能通过新的外部设

定的IP地址和该PLC连接了。

在以太网设置中手动配
置IPTWDLACE40DRF的
IP地址

IV.通过以太网口和编程软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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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LCAE40DRF的以太网口除了能用于编程，还能进行多台TWDLCAE40DRF相互间的数据通

讯。这种通讯方式基于MODBUS TCP/IP。在这种方式下，需使用通讯指令EXCH3 %MW:L和%MSG3

功能块，还需要在“以太网配置－》远程设备”菜单中对要通讯的远程设备的 IP地址进行设定。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PC以太网配置

本站PLC想要访问的目
标PLC的IP地址

索引号将用于EXCH指令

，填于串行通讯时站号
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总是“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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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3指令的用法与串行口1、2通讯所使用的EXCH1、EXCH2的用法几乎完全一样，也需要填写

MODBUS标准协议的字表，并用EXCH3指令发送此字表。

例如：使用03请求码从某一IP地址的PLC读取多个字元件的字表格式如下所示，就与一般串行通讯的

字表格式一致，只在填写站号地址时有一点不同。

使用其它的请求码时，以太网通讯和串行口通讯两者所用的字表格式也基本相同

例题1：要求本站PLC(地址为10.177.33.254)从IP地址为10.177.33.253的PLC读取%MW100开始的连续6

个字元件。

1、配置IP地址

2、根据要求编写通讯程序

多台PLC通过以太网通信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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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IP地址配置页中配置本站PLC(地址为10.177.33.254)的IP地址。在远程设备配置页中配置从站的

IP地址为10.177.33.253。

从站：索引1、地址10.177.33.253。

如下所示：

以太网IP地址配置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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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1：要求本站PLC(地址为10.177.33.254)从IP地址为10.177.33.253的PLC读取%MW100开始的连续6

个字元件。

下表是使用请求码03和04来读取子站的字元件％MW的标准格式的描述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以太网通讯字表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10
2

用赋值指令在本站Twido PLC的变量字的某一区域产生上页所示的字表，本例该字表放在%MW200开

始的区域，然后用EXCH3 %MW200:13发送这一通讯字表。读到的10.177.33.255的数据将会存放在

%MW207~%MW212连续6个字元件中。

梯形图程序和远程设备表参数设定如下：

梯形图编程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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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Twido PLC能用EXCH3指令通过以太网通讯相互交叉进行通讯，这一功能优于串口通讯。串口通

讯时只能有一台PLC主动用EXCH指令主动发送通讯请求。

多台Twido PLC构成如下所示的以太网时，每台PLC都能主动用EXCH3指令去读写其它的PLC 。

TWDLCAE40DRF可以即是服务器同时又是客户机。

下图中PLC也可以是其他支持以太网功能的设备。

多台PLC以太网通讯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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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2：在例题1的基础上，在10.177.33.253的PLC增加程序，使其能写数据到10.177.33.252的从

%MW200开始的连续5个字元件。

在远程设备配置页中配置添加新的从站，IP地址为10.177.33.252。

远程设备表参数设定如下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多台PLC以太网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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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177.33.253的PLC中增加的梯形图程序如下：

梯形图程序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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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PLC的以太网口对PLC进行编程

二：设定三台TWDLCAE40DRF的IP地址为：

A--10.177.33.254,B--10.177.33.253,C--10.177.33.252;

1、A从B读取%MW300开始的5个字元件，向C写入%MW340开始的连续7个字元件。

2、B从A读取%MW200开始的7个字元件，向C写入%MW350开始的连续4个字元件。

3、C从A读取%MW200开始的7个字元件，向B写入%MW340开始的连续5个字元件。

以太网功能测试：☺

V.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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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用户对TWDLCAE40DRF以太网编程的工作量，COMM通讯宏功能也能用于以太网通讯

一：对以太网进行配置，配置IP地址，远程设备IP地址等。配置方法如前面内容所述。

二：选择宏功能的COMM宏功能，进行相应配置。定义例程数、选择ETHERNET网络、定义索引

号。如下图所示：

VI.以太网的宏功能

以太网的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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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读写功能和占用的字元件空间设定方法与一般的串行COMM宏功能完全一样。

在功能页中配置功能和地址。如下图所示：

以太网的宏功能

VI.以太网的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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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从10.177.20.61中读取%MW500开始的连续10个字元件。

梯形图程序及宏功能指令对应子程序如下:

以太网的宏功能

VI.以太网的宏功能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11
0

例：从10.177.20.61中读取%MW500开始的连续10个字元件。

梯形图程序及宏功能指令对应子程序如下:

以太网的宏功能

VI.以太网的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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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open简介

II. Twido CANopen

III.Twido&ATV31

IV.Twido&ATV71

TWIDO的CANopen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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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 控制器局域网

CiA=CAN in Automation 协会 www.can-cia.org

CAL =CAN Application Layer 居于CAN高层通信协议的一种协议，最早由 Philips医疗设备部

门制定。现在由独立的CAN用户和制造商集团CiA（CAN in Automation）协会负责管理、发

展和推广

COB－ID＝Comunication Object Identifier

EDS＝Electronic Data Sheet

CANopen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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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控制器局部网) 是德国Bosch公司在1983

年开发的一种串行数据通讯协议，最初应用于现代汽车中众多的控制与测

试仪器之间的数据交换，是一种多主方式的串行通讯总线，介质可以是双

绞线、同轴电缆和光纤，速率可达1Mbps，支持多达128个节点；具有高抗

电磁干扰性，而且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保证数据通讯的可靠性。

通信机制比较简单，适合于所有机械的嵌入式网络，可以降低设备的复杂

程度，在工业领域(如汽车、电梯、医疗、船舶、纺织机械等)得到了广泛应

用，是欧洲最重要的网络标准。

CANopen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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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CiA发布用来描述传送机制的CAL(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 Layer) 规范

1995
CiA发布DS-301通信描述文件：CANopen

2001
CiA发布DS-304，在标准CANopen总线上集成4层安全元件(CANsafe)

CANopen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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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作为CIA(CAN in 

Automation)组织的

一个成员,领导发展

趋势

原
理

CANopen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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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施耐德 & 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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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 屏蔽双绞线
2或4线 (假如需要供电的话)

拓扑: 总线类型
带120欧姆终端电阻

最大距离: 1000 m

速度： 从1MB到10KB 9种可能速度
决定于总线长度和电缆类型：25米时 Mbps, 1000 米时10Kbps 

最大设备数： 128
1个主站和127个从站

CANopen的物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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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OSI 网络模型的角度来看同，现场总线网络一般只实现了第 1 层（物理层）、第 2 层（数据链

路层）、第 7 层（应用层）。因为现场总线通常只包括一个网段，因此不需要第 3 层（传输层）和第 4 

层（网络层），也不需要第 5 层（会话层）第 6 层（描述层）的作用。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现场总线仅仅定义了第 1 层、第 2 层（见 ISO11898 标准）；实际设计

中，这两层完全由硬件实现，设计人员无需再为此开发相关软件（Software）或固件（Firmware）。

同时，CAN 只定义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没有规定应用层，本身并不完整，需要一个高层协议来定义

CAN 报文中的 11/29 位标识符、8 字节数据的使用。而且，基于 CAN 总线的工业自动化应用中，越来

越需 要一个开放的、标准化的高层协议：这个协议支持各种 CAN 厂商设备的互用性、互换性，能够实

现在 CAN 网络中提供标准的、统一的系统通讯模式，提供设备功能描述方式，执行网络管理功能。

� 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为网络中每一个有效设备都能够提供一组有用的服务与协议。

� 通讯描述（Communication profile）：提供配置设备、通讯数据的含义，定义数据通讯方式。

� 设备描述（Device proflile）：为设备（类）增加符合规范的行为。

什么是CANOPEN？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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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 协议是 CAN-in-Automation(CiA)定义的标准之一，并且在发布后不久就获得了广泛的承认

。尤其是在欧洲， CANopen 协议被认为是在基于 CAN 的工业系统中占领导地位的标准。

大多数重要的设备类型，例如数字 和模拟的输入输出模块、驱动设备、操作设备、控制器、可编程

控制器或编码器，都在称为“设备描述” 的协议中进行描述；

“设备描述”定义了不同类型的标准设备及其相应的功能。依靠 CANopen 协议的支持， 可以对不同厂

商的设备通过总线进行配置。

什么CANOPEN？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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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的物理层
7.1  CAN&CANopen 概述

在 OSI 模型中，CAN 标准、CANopen 协议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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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 DS-301 = Communication profile 

EMPTY

EMPTY

EMPTY

EMPTY

CAN 2.0 A and B + ISO 11898 

CAN 2.0 A and B = ISO 11898-1 and 2 

ISO 11898 + DS-102

Device Profile
CiA DSP-401
I/O modules

Device Profile
CiA DSP-402

Drives

Device Profile
CiA DSP-404

Measuring devices

Device Profile
CiA DSP-4xx

CAL= CAN 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

描述层

会话层

传输层

网络层

链路层 = LLC + MAC

物理层

7

6

5

4

3

2

1

CANopen和ISO模型
7.1  CAN&CANope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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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AN  Application Layer）协议是目前基于CAN 的高层通讯协议中的一种，最早由 Philips 医

疗设备部门制定。现在 CAL 由独立的 CAN 用户和制造商集团 CiA（CAN in Automation）协会负责管

理、发展和推广。

CAL 提供了 4 种应用层服务功能：

� CMS (CAN-based Message Specification)

CMS 提供了一个开放的、面向对象的环境，用于实现用户的应用。

� NMT (Network ManagemenT)

提供网络管理（如初始化、启动和停止节点，侦测失效节点）服务。这种服务是采用主从通讯
模式

（所以只有一个 NMT 主节点）来实现的

� DBT (DistriBuTor)

提供动态分配 CAN ID（正式名称为 COB-ID，Communication Object Identifier）服务。这种服务是

采用主从通讯模式（所以只有一个 DBT 主节点）来实现的。

� LMT (Layer ManagemenT)

LMT 提供修改层参数的服务：一个节点（LMT Master）可以设置另外一个节点（LMT Slave）的

某层参数（如改变一个节点的 NMT 地址，或改变 CAN 接口的位定时和波特率）。

CAL协议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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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提供了所有的网络管理服务和报文传送协议，但并没有定义 CMS 对象的内容或者正在通讯的对象

的类型（它只定义了 how，没有定义 what）。而这正是 CANopen 切入点。

CANopen 是在 CAL 基础上开发的，使用了 CAL 通讯和服务协议子集，提供了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一种

实现方案。CANopen 在保证网络节点互用性的同时允许节点的功能随意扩展：或简单或复杂。

CANopen 的核心概念是设备对象字典（OD：Object Dictionary），在其它现场总线（Profibus，Interbus-

S）系统中也使用这种设备描述形式。注意：对象字典不是 CAL 的一部分，而是在 CANopen 中实现的

。

对象字典 OD

对象字典（OD：Object Dictionary）是一个有序的对象组；每个对象采用一个 16 位的索引值来寻址，

为了允许访问数据结构中的单个元素，同时定义了一个 8 位的子索引，对象字典的结构参照表 3-1。不

要被对象字典中索引值低于 0x0FFF 的‘data  types’项所迷惑，它们仅仅是一些数据类型定义。一个节点

的对象字典的有关范围在 0x1000 到 0x9FFF 之间。

CANopen协议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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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对象字典通用结构

例如通过TWIDO和ATV31通讯的 6040，即ATV31的Drivercom command命令。属于标准的模块设备

子协议。

CANopen协议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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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明了 CANopen 中对象字典的概念，现在我们来介绍在 CANopen 网络中的通讯消息，它们的

内容和功能，换句话：CANopen 通讯模式。

CANopen通讯模型定义了 4 种报文（通讯对象）：

1． 管理报文层管理

网络管理和 ID 分配服务：如初始化，配置和网络管理（包括：节点保护

2． 服务数据对象 SDO(Service Data Object)

通过使用索引和子索引（在 CAN  报文的前几个字节），SDO  使客户机能够访问设备（服

务器）对象字典中的项（对象）。

允许传送任何长度的数据（当数据超过 4 个字节时分拆成几个报文）。

3． 过程数据对象 PDO（Process Data Object）

 用来传输实时数据， 数据从一个生产者传到一个或多个消费者。数据传送限制在 1 到 8 个

 字节（例如，一个 PDO 可以传输最多 64 个数字 I/O 值，或者 4 个 16 位的 AD 值）。

 

CANopen 通讯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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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定义报文或者特殊功能对象

同步（SYNC）

紧急事件（Emergency）

节点/寿命保护（Node/Life guarding）

1) NMT 主节点监控节点状态：称作节点保护（Node guarding）。

2）节点也可以（可选择）监控 NMT 主节点的状态：称作寿命保护（Life  guarding）。当

NMT

3）从节点接收到 NMT 主节点发送的第一个 Node Guard 报文后启动寿命保护。

Boot-UP

CANopen 通讯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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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O 可以有多种传送方式：

1：同步（通过接收 SYNC 对象实现同步）

非周期：由远程帧预触发传送，或者由设备子协议中规定的对象特定事件预触发传送。

周期：传送在每 1 到 240 个 SYNC 消息后触发。

2：异步

由远程帧触发传送。

由设备子协议中规定的对象特定事件触发传送。

PDO的传送模式

CANOPEN简介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12
8

下图给出来了由传输类型定义的不同 PDO 传输模式，传输类型为 PDO 通讯参数对象的一部分，由

8 位无符号整数定义。

PDO的传送模式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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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小简单网络的组态工作量，CANopen 定义了强制性的缺省标识符（CAN-ID）分配表。这些标

志符在预操作状态下可用，通过动态分配还可修改他们。CANopen 设备必须向它所支持的通讯对象

的提供相应的标识符。

缺省 ID 分配表是基于 11 位 CAN－ID，包含一个 4 位的功能码部分和一个 7 位的节点 ID(Node-ID)

部分。如图所示：

Node-ID 由系统集成商定义，例如通过设备上的拨码开关设置。Node-ID 范围是 1~127（0 不允许被

使用）。

预定义的连接集定义了 4个接收 PDO（Receive－PDO），4个发送 PDO（Transmit－PDO），1 个

SDO（占用 2  个 CAN-ID），1  个紧急对象和 1  个节点错误控制(Node-Error-Control)ID。

CANopen 预定义连接集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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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 预定义主/从连接集 CAN 标识符分配表如下所示：

PDO的传送模式

NMT  错误控制包括节点

保护（Node Guarding），

心跳报文（Heartbeat）和

Boot-up 协议。

CANOPEN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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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 sequence

Start of frame 
(SOF)

Identifier

RTR 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 bit

Data field CRC 
delimit.

ACK
slot

1 11 6 0 to 64 15 71 111

ACK 
delimit.

End of
frame
(EOF)

仲裁域仲裁域仲裁域仲裁域

Control field:
compatibility
and length

不带位填充的帧尺寸: 47 到 111 位

CAN 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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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CANopen

1.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2. PDO 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工作机制

3. 软件执行方法软件执行方法软件执行方法软件执行方法

4. 配置总线配置总线配置总线配置总线

5. 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

6. 映射对象映射对象映射对象映射对象

7. 链接对象链接对象链接对象链接对象

8. 定义对象变量名定义对象变量名定义对象变量名定义对象变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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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elis XBT

CANopen bus 

Advantys FTB
(discrete I/O)

ATV 31.

Advantys OTB
(discrete and analog

I/O)

1. 介绍

CANopen 是一种现场总线，用于简单，复杂

机器，生产线等等。Twido 控制器提供一个

TWD NCO1M master 模块.该Twido CANopen

模块可管理最多 16 CANopen 从站.该模块适

用于以下Twido 本体:

- 一体型本体单元: TWDLC•A24DRF 和

TWDLCA•40DRF

- 所有的模块本体单元: TWDLMDA20••• 和

TWDLMDA40•••

CANopen master 
module TWD 

NCO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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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本 CANopen 模块可管理最多16个从站, 对:

- 一个接收 PDO (*1Process Data Object)  

- 一个发送PDO .

CANopen slave
PDO address: 1

CANopen slave
PDO address: 2

CANopen slave
PDO address: 16

CANopen 主 TWDNCO1M 
主站管理]:

- 从设备初始化
- 通信错误,
- 从站状态.

24 VDC
power supply 

connector

1,000 m10 Kbit/s

800 m20 Kbit/s

600 m50 Kbit/s

500 m125 Kbit/s

250 m250 Kbit/s

100 m500 Kbit/s

总线长度最大传输速度

*1 PDO 
PDOs 用于实时交换过程数据.
有两种类型 PDO:
-传送 PDOs (Transmit PDO),
- 接收PDOs (Receive PDO).

*1 PDO 
PDOs 用于实时交换过程数据.
有两种类型 PDO:
-传送 PDOs (Transmit PDO),
- 接收PDOs (Receive 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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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DO 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工作机制

ProducerProducer

PDO 对象基于 Producer/Consumer 模型. 

发出一个PDO 信息的设备叫做 Producer, 接收到设备叫做Consumer.

PDOs在状态改变时才发送.

Consumer(s)Consumer(s)

Change of 
state

Change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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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线软件执行方法总线软件执行方法总线软件执行方法总线软件执行方法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CANopen 网络网络网络网络

�导入所有从设备的 EDS 文件至TwidoSoft 目录.
�在 CANopen 总线上确定从设备.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CANopen 网络网络网络网络

�导入所有从设备的 EDS 文件至TwidoSoft 目录.
�在 CANopen 总线上确定从设备.

声明声明声明声明 TWDNCO1M 模块模块模块模块 (*1)声明声明声明声明 TWDNCO1M 模块模块模块模块 (*1)

传送应用程序至传送应用程序至传送应用程序至传送应用程序至PLC.传送应用程序至传送应用程序至传送应用程序至传送应用程序至PLC.

PDOs 映射映射映射映射

映射总线上每个设备的 TPDO 和 RPDO对象.

PDOs 映射映射映射映射

映射总线上每个设备的 TPDO 和 RPDO对象.

链接链接链接链接 PDOs
从PDO 对象与主模块建立相应的PDO 链接. 

链接链接链接链接 PDOs
从PDO 对象与主模块建立相应的PDO 链接. 

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变量

对每个从设备的 CANopen 对象定义变量

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变量

对每个从设备的 CANopen 对象定义变量

编程编程编程编程
CANopen 功能编程.

编程编程编程编程
CANopen 功能编程.

*1: 右击扩展总线，并选择添加模块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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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总线配置总线配置总线配置总线

�右击模块，并选择
Configure… 菜单

�右击模块，并选择
Configure… 菜单

�Configure…�Configure…
�1�1

�打开配置工具
�Network 栏用于:
�声 明总线上的从设备,
�导入CANopen 从设备的 EDS 或 SPA 文件.

�打开配置工具
�Network 栏用于:
�声 明总线上的从设备,
�导入CANopen 从设备的 EDS 或 SPA 文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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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
与从设备相关的信息包含在2 种文件里.

� The EDS (Electronic Data Sheet)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包含对设备的通信描述: 速度, 传输类型,  I/O数量,  I/O 种类(离散量或模拟量), 等等.
该描述文件由设备制造商提供并用于配置工具中. 

� The EDS (Electronic Data Sheet)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包含对设备的通信描述: 速度, 传输类型,  I/O数量,  I/O 种类(离散量或模拟量), 等等.
该描述文件由设备制造商提供并用于配置工具中. 

� The SPA (Schneider Product Archive)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包含对CANopen 总线上设备的预定义配置.
例如, 用于 ATV31 变频器的CANopen_ATV31.SPA文件，包含了已经预定义好的配置，避免用户进行配置

� The SPA (Schneider Product Archive)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包含对CANopen 总线上设备的预定义配置.
例如, 用于 ATV31 变频器的CANopen_ATV31.SPA文件，包含了已经预定义好的配置，避免用户进行配置

CANopen DRIVE 宏仅适用于Basic_ATV31/.spa CANopen 描述文件. 

相关信息参考有关对宏的描述

宏宏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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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

Import or delete EDS or SPA files
11

导入或删除 EDS 或 SPA 文件

点击导入图标并选择文件, 然后把对象字典导入
TwidoSoft 目录.

导入或删除 EDS 或 SPA 文件

点击导入图标并选择文件, 然后把对象字典导入
TwidoSoft 目录.

Sub-profile

Device profile

Slave device properties

Produc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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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声明从设备

2

声明总线上的从设备

选择从设备描述文件并点击向右箭头图标，也可双击.
使用向上和向下箭头移动设备.点击 Apply 按钮.

设备描述文件

设置总线参数
- 每个从设备的速度.
- 监督: 监视每个从设备的循环周期.

3

监督
双击从设备的监督域并选择总线监督机制:
节点保护: 监测设备周期，由主站管理

Heartbeat: 由从站产生一个周期信号.
None: 不进行总线监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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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象映射对象映射对象映射对象映射
Mapping 栏用于配置已经声明从设备的PDO 对象. 

从设备的对象列表可以被加
入到 PDOs.

2

1

选择希望配置
PDO 对象的从设

备. 

发送/接收窗口显示每个从设备默认
的PDOs 

(见下一屏幕).
例如. PDO6

3

PDO 尺寸

一个 RPDO 或 TPDO 包含最大 64 位的过程数据, 即
. 8 个字节 或4个 16 位的字.

PDO 尺寸

一个 RPDO 或 TPDO 包含最大 64 位的过程数据, 即
. 8 个字节 或4个 16 位的字.

Index: 6041  CIA 标准设备应用对象标准设备应用对象标准设备应用对象标准设备应用对象（（（（6000－－－－9FFF)  对象词典对象词典对象词典对象词典（（（（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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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映射对象例子映射对象例子映射对象例子映射对象例子: Basic ATV 31 (SPA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PDO6 对象

发送
- 驱动器状态: CANopen 地址 6041 
- 速度反馈: CANopen 地址 6044
接收
- 驱动器命令: CANopen 地址 6040
- 速度给定: CANopen 地址 6042

2

2

1

PDO 内存使用显示

宏宏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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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映射对象例子映射对象例子映射对象例子映射对象例子: Basic ATV 31(EDS file)

1

PDO1 对象

发送
驱动器状态: CANopen 地址 6041
Receive
驱动器命令 : CANopen 地址 6040

2

2
EDS 文件不能使用于文件不能使用于文件不能使用于文件不能使用于 DRIVE 宏宏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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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链接对象链接对象链接对象链接对象
链接栏用于在从设备的PDO对象和主模块之间建立物理连接.

从从设备 PDO 对象窗， 选择你希望创建链
接的 PDO 对象, 然后点击Add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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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定义对象变量名定义对象变量名定义对象变量名定义对象变量名

预定义符号
(Basic ATV31 )

用户需要输入的符号
(ATV31 case)

IWCX.n.j:  PDO 物理输入映相

QWCX.n.j:  PDO 物理输出映相

X = 1 到 7 ( 模块在扩展总线上的地址)
N = 0 到 15 (PDO 号码)
J = 0 t到 3 ( PDO 索引通道号)   即16×4＝64（最大
6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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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现场总线编程和诊断— CAN_CMD指令

通过CAN_CMD 指令编程，可以进行从设备诊断，也可以得到SDO 对象参数值

CAN_CMDn %mwx:L

N:  1~7 表示CANopen 主模块所处扩展总线的位置，

例如：主模块处于位置2，则用 CAN_CMD2 %MWX:L

X:   参数传递的第一个内部字%MW

L:   字表长度

例如： LD 1

[%MW0:=1]

[%MW1:=1]

LD %SW81:X3

[CAN_CMD1 %MW0:2]

使用该指令时，必须进行分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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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_CMD 指令可以用来对CANopen 网络进行编程，管理，并对从站进行诊断检测，命令参数存在

内存字%mw中。注意：每次只能读写2个SDO字，指令是在PLC扫描结束时跟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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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字 位 描述

%SW8x

(x=1-7)

0

1

2

3

4

CANopen主模块配置状态(=1配置好，否则为0)

CANopen主模块工作模式(=1数据交换使能，否则为0)

系统停止(=1数据交换使能，否则为0)

CAN_CMD指令完成(=1指令完成，否则为0)

CAN_CMD指令错误(=1指令错误，否则为0)

5 初始化错误(=1错误，否则为0)

6 信息丢失，电源错误(=1错误，否则为0)

使用%SW8X (X=1-7) 的前7位来显示Twido CANopen 主模块的状态

注意：在执行CAN_CMD指令之前，必须检测%SW8x:3是否为1，以保证另外一条指令没有执行。也

可以通过%SW8x:4 来检测指令是否被正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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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可以通过系统字%SW20-%SW27来诊断从站的状态，他们分别代表从站1-16，这些系统字是

只读的

系统字

%SW20 1

3

5

7

9

11

13

%SW21

%SW22

%SW23

%SW24

%SW25

%SW26

%SW27

节点地址

低8位 高8位

2

4

6

8

10

12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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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2x=

1:在网络上出现不可预料的模块，在移除前已被定义为“非无差错”

2:节点处于工作状态(无差错)

3:节点处于工作状态(非无差错)

4:节点处于预处理状态(模块处于预处理状态)

— 已在配置表中声明

— 模块可以被置为工作状态

— 无差错

5:节点处于预处理状态(模块处于预处理状态)

— 已在配置表中声明

— 模块可以被置为工作状态

— 非无差错

6:节点处于预处理状态(模块处于预处理状态)

— 已在配置表中声明

— 模块可以存在，但当前不允许置为工作状态

— 无差错

字内容及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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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节点处于预处理状态(模块处于预处理状态)

— 已在配置表中声明

— 模块可以存在，但当前不允许置为工作状态

— 非无差错

8: 模块错误(模块被检测出与标示信息不符)

— 无差错

9: 模块错误(模块被检测出与标示信息不符)

— 非无差错

10:从站配置错误(模块已经应答了带错误信息的SDO命令表写请求，或不遵

循SDO协议规则)

— 无差错

11:从站配置错误

— 非无差错

12:模块丢失/错误控制超时/SDO超时(已配置的模块无效，在运行中丢失，

或者不应答SDO)

— 无差错

字内容及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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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模块丢失/错误控制超时/SDO超时(已配置的模块无效，在运行中丢失，

或者不应答SDO)

— 非无差错

14:不可预料的模块(模块被检测出不在配置表里)

— 无差错

15:不可预料的模块(模块被检测出不在配置表里)

— 非无差错

字内容及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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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_CMD 指令可以用来对CANopen 网络进行编程，管理，并对从站进行诊断检测，命令参数存在

内存字%mw中。注意：每次只能读写2个SDO字，指令是在PLC扫描结束时跟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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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 通讯复位和节点复位程序

CAN_CMD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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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 切换到预处理和切换到工作模式程序

CAN_CMD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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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CAN_CMD可以读写从设备的SDO对象，例如变频器的ACC,DEC,或者输出频率等值，

下例为读变频器输出频率。

SDO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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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en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Twido CANopen

Twido&ATV71

Twido&ATV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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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ATV31

2. Twido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3. ATV31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4.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1. 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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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

主要应用于纺织，塑机，包装，印刷等等单机设备

最大可驱动6台ATV31变频器，建议<=4台(仅对ATV31)

最高传输速度可达500K bps,可进行高速，实时控制

干线干线干线干线

支线支线支线支线< 0.3m

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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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Twido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添加TWDNCO1M模块
后，右击选择 Configure…
菜单

Configure…

使用SPA文件进行配置,而非EDS文件

Atv31的SPA文件可以在Twidosoft
3.2的安装目录下找到

配置方法详见上一节
在supervision 栏选择heartbeat 心跳
或nodeguarding 节点保护模式，可

以防止总线出故障时，变频器能够停
止。
在CANopen 总线出故障时，可以通

过梯形图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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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控制方式控制方式控制方式控制方式

Twido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ATV31

—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

1. Drive 宏宏宏宏(目前仅支持目前仅支持目前仅支持目前仅支持atv31)

2. 按照按照按照按照Drivecom 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

—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

1. 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CANopen 给定给定给定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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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CANopen — Drive 宏配置宏配置宏配置宏配置

在Drive 宏处，右击选择编
辑… 菜单

选择功能，进行字表配
置，并在变量栏内打勾

www.plcworld.cn



Division - Name - Date - Language 16
3

2.1.0 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CANopen — Drive 宏配置宏配置宏配置宏配置

在程序里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变量在程序里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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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CANopen — Drive 宏控制宏控制宏控制宏控制atv31Demo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调用Driver 管理函数

故障清除函数

正转命令

反转命令

停止命令

速度给定

调用速度函数

故障指示

速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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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复位故障复位故障复位故障复位
ETA=16#xxx8         CMD =16#0080

状态字状态字状态字状态字ETA         控制字控制字控制字控制字CMD

2.1.2 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CANopen — 按照按照按照按照Drivecom 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

使能操作使能操作使能操作使能操作
ETA=16#xx40         CMD =16#0006

ETA=16#xx21         CMD =16#0007

ETA=16#xx23         CMD =16#xxxF

ETA=16#xx27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CMD =16#000F       正转正转正转正转
CMD =16#080F       反转反转反转反转
CMD =16#100F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按停车模式按停车模式按停车模式按停车模式)
CMD =16#200F       直流注入停车直流注入停车直流注入停车直流注入停车
CMD =16#400F       快速停车快速停车快速停车快速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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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控制给定都通过CANopen — 按照按照按照按照Drivecom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Demo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取出状态字ETA

只取状态字ETA的低8位

Drivecom 流程步骤1

Drivecom 流程步骤2

Drivecom 流程步骤3

故障复位

正转

反转

停车

读输出频率

速度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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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控制通过端子控制通过端子控制通过端子控制通过端子，，，，给定通过给定通过给定通过给定通过CANopen 

这种控制方式不需要通过这种控制方式不需要通过这种控制方式不需要通过这种控制方式不需要通过Drivecom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比较容易使用比较容易使用比较容易使用比较容易使用

取出状态字ETA

只取状态字ETA的低8位

故障复位

正转

反转

停车

读输出频率

速度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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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TV31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ATV31变频器的设置分为两种变频器的设置分为两种变频器的设置分为两种变频器的设置分为两种：：：：

�控制给定混合模式控制给定混合模式控制给定混合模式控制给定混合模式，，，，都通过都通过都通过都通过CANopen 
�控制给定分离模式控制给定分离模式控制给定分离模式控制给定分离模式，，，，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控制通过端子控制通过端子控制通过端子控制通过端子，，，，给定通过给定通过给定通过给定通过CANopen 

上电上电

CTL菜单(LAC->3)CTL菜单(LAC->3)

CTL菜单(Fr1->can)CTL菜单(Fr1->can)

Con菜单(adc0
->can地址)

Con菜单(adc0
->can地址)

Con菜单(bdc0
->can波特率)

Con菜单(bdc0
->can波特率)

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混合模式

上电上电

CTL菜单(LAC->3)CTL菜单(LAC->3)

CTL菜单(Chcf
->sep)

CTL菜单(Chcf
->sep)

分离模式分离模式分离模式分离模式

CTL菜单(Fr1->can)CTL菜单(Fr1->can)

CTL菜单(Cd1->ter)CTL菜单(Cd1->ter)

Con菜单(adc0
->can地址)

Con菜单(adc0
->can地址)

Con菜单(bdc0
->can波特率)

Con菜单(bdc0
->can波特率)

断电再上电断电再上电

断电再上电断电再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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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干线干线干线

支线支线支线支线< 0.3m

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

4.0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Twido CANopen 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

� CANopen 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

� ATV31 RJ45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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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wido CANopen 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不连接不连接不连接不连接CAN_V+9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8

CAN 总线信号高总线信号高总线信号高总线信号高CAN_H7

可选地可选地可选地可选地GND6

可选可选可选可选CAN屏蔽屏蔽屏蔽屏蔽CAN_SHLD5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4

CAN 地地地地CAN_GND3

CAN 总线信号低总线信号低总线信号低总线信号低CAN_L2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1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信号信号信号信号管脚管脚管脚管脚

建议使用符合标准建议使用符合标准建议使用符合标准建议使用符合标准DIN41652 的的的的9针阴性针阴性针阴性针阴性D-SUB连接器连接器连接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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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Nopen 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

外观外观外观外观

内部内部内部内部

开口，用于黄绿接地线11终端电阻选择开关5

连接黄绿接地线的接线片6

开口，用于CANopen干线10连接到 powersuit 4

干线屏蔽层接地片9连接到atv2(RJ45)3

模块固定孔8连接到atv1(RJ45)2

CANopen 干线接线端7固定螺钉1

描述标号描述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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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TV31 RJ45 口口口口 CANopen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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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do &ATV71

2. Twido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3. ATV71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4.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1. 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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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系统描述

主要应用于纺织，塑机，包装，印刷等单机和生产线。

理论最大可驱动16台ATV71变频器，建议<=9台(全是ATV71,如果有ATV31，则数量有
所减少，主要由内存容量决定)

最高传输速度可达500K bps,心跳和节点保护功能，可进行高速，实时控制

干线干线干线干线

支线支线支线支线< 0.3m

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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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wido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网络网络网络网络

添加TWDNCO1M模块后，右
击选择 Configure… 菜单

添加TWDNCO1M模块后，右
击选择 Configure… 菜单Configure…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TEATV711E.eds 文件进行配文件进行配文件进行配文件进行配

置置置置

•在在在在supervision 栏选择栏选择栏选择栏选择heartbeat 
心跳或心跳或心跳或心跳或nodeguarding 节点保护模节点保护模节点保护模节点保护模

式式式式，，，，可以防止总线出故障时可以防止总线出故障时可以防止总线出故障时可以防止总线出故障时，，，，变频变频变频变频
器能够停止器能够停止器能够停止器能够停止。。。。

•在在在在CANopen 总线出故障时总线出故障时总线出故障时总线出故障时，，，，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通过梯形图来恢复通过梯形图来恢复通过梯形图来恢复通过梯形图来恢复

TEATV7111E.eds

心跳心跳心跳心跳心跳心跳心跳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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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wido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映射映射映射映射

�发送发送发送发送PDO TX1 和接收和接收和接收和接收 PDO RX1
为默认配置为默认配置为默认配置为默认配置,控制控制控制控制atv71只需要配置只需要配置只需要配置只需要配置
PDO1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可以通过配置可以通过配置可以通过配置可以通过配置PDO2和和和和PDO3来加来加来加来加
入你想使用的入你想使用的入你想使用的入你想使用的PDO变量变量变量变量，，，，如电机电如电机电如电机电如电机电
流流流流，，，，ACC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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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wido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链接链接链接链接

链接发链接发链接发链接发送送送送PDO 接收接收接收接收 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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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wido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PDO变量名变量名变量名变量名

定义变量名后定义变量名后定义变量名后定义变量名后，，，，会在会在会在会在
变量列表中出现变量列表中出现变量列表中出现变量列表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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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TV71 CANopen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控制模式控制模式控制模式控制模式

Twido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ATV71

—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

1.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I/O 映射作为端子起停映射作为端子起停映射作为端子起停映射作为端子起停

2. 按照按照按照按照Drivecom 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

—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

1. 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CANopen 给定给定给定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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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TV71 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

上电上电

命令菜单(给定通道-
>canopen)

命令菜单(给定通道-
>canopen)

通信菜单(CANopen
->CANopen地址，速

度)

通信菜单(CANopen
->CANopen地址，速

度)

断电再上电断电再上电

命令菜单(组合模式->
组合通道)

命令菜单(组合模式->
组合通道)

命令菜单(命令通道1
设置->CANopen)

命令菜单(命令通道1
设置->CANopen)

按照按照按照按照Drivecom 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流程编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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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TV71 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

Drivecom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具体参考编程手具体参考编程手具体参考编程手具体参考编程手

册册册册））））

故障复位故障复位故障复位故障复位
ETA=16#xxx8         CMD =16#0080

状态字状态字状态字状态字ETA         控制字控制字控制字控制字CMD

使能操作使能操作使能操作使能操作
ETA=16#xx50         CMD =16#0006

ETA=16#xx31         CMD =16#0007

ETA=16#xx33         CMD =16#xxxF

ETA=16#xx37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CMD =16#000F       正转正转正转正转
CMD =16#080F       反转反转反转反转
CMD =16#100F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按停车模式按停车模式按停车模式按停车模式)
CMD =16#200F       直流注入停车直流注入停车直流注入停车直流注入停车
CMD =16#400F       快速停车快速停车快速停车快速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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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状态字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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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TV71 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给定混合模式

上电上电

命令菜单(给定通道-
>canopen)

命令菜单(给定通道-
>canopen)

通信菜单(CANopen
->CANopen地址，速

度)

通信菜单(CANopen
->CANopen地址，速

度)

断电再上电断电再上电

命令菜单(组合模式->
组合通道)

命令菜单(组合模式->
组合通道)

命令菜单(命令通道1
设置->CANopen)

命令菜单(命令通道1
设置->CANopen)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I/O 映射作为端子起停映射作为端子起停映射作为端子起停映射作为端子起停

输入/输出设置(反转

->C201)

输入/输出设置(反转

->C201)

�进行ATV71 CANOPEN 配置(只需
加入ＰＤＯ１就可运行)

�在PLC程序里面只需进行速度给定, 
控制起停时使用控制字的低2位，如：

１表示正转，２表示反转，０表示停
止（具体停车模式根据需要进行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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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TV71 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的设置—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给定分离模式

上电上电

命令菜单(给定通道-
>canopen)

命令菜单(给定通道-
>canopen)

通信菜单(CANopen
->CANopen地址，速

度)

通信菜单(CANopen
->CANopen地址，速

度)

断电再上电断电再上电

命令菜单(组合模式->
分离通道)

命令菜单(组合模式->
分离通道)

命令菜单(命令通道1
设置->端子)

命令菜单(命令通道1
设置->端子)

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CANopen 给定给定给定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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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Twido CANopen 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

� CANopen 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

� ATV31 RJ45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干线干线干线干线

支线支线支线支线< 0.3m

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分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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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wido CANopen 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主模块接线图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不连接不连接不连接不连接CAN_V+9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8

CAN 总线信号高总线信号高总线信号高总线信号高CAN_H7

可选地可选地可选地可选地GND6

可选可选可选可选CAN屏蔽屏蔽屏蔽屏蔽CAN_SHLD5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4

CAN 地地地地CAN_GND3

CAN 总线信号低总线信号低总线信号低总线信号低CAN_L2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1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信号信号信号信号管脚管脚管脚管脚

建议使用符合标准建议使用符合标准建议使用符合标准建议使用符合标准DIN41652 的的的的9针阴性针阴性针阴性针阴性D-SUB连接器连接器连接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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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Nopen 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分线盒接线图

外观外观外观外观

内部内部内部内部

开口，用于黄绿接地线11终端电阻选择开关5

连接黄绿接地线的接线片6

开口，用于CANopen干线10连接到 powersuit 4

干线屏蔽层接地片9连接到atv2(RJ45)3

模块固定孔8连接到atv1(RJ45)2

CANopen 干线接线端7固定螺钉1

描述标号描述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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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TV71 RJ45 口口口口 CANopen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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