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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发行日期 手册编号 修订内容说明 备注 

2021-06 V1.0 首版  

    

 

SC 系列控制器相关手册 

➢ SC 系列手册的种类如下所示。请根据用途参阅对应的手册。 

➢ 各手册可从本公司主页 http://www.step-sigriner.com.cn 下载。 

 

NO 手册名称 内容 

1. SC 系列控制器软件操作手册 软件安装使用，配置，调试，编码等 

2. SC 系列控制器软件编程手册 运动控制编程，常用编程库、指令等 

3. SC20 控制器硬件手册 SC20 相关硬件接口、接线及维护 

4. SC30 控制器硬件手册 SC30 相关硬件接口、接线及维护 

5. SC 系列控制器可视化界面操作说明 可视化界面相关操作与编程 

   

 

  

http://www.step-sigrin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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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不可执行事项； 必须执行事项 

危    险 

 

 

 

 

 

请不要在易于被溅到水的地方、腐蚀性气体的环境、易燃气体的

环境及可燃物旁使用。 
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故障、损坏 

不要在振动、冲击激烈的地方使用。 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火灾 

导线在受到油、水浸泡的状态下不要使用。 可能会导致触电、故障、损坏 

不要放置在加热器或者大型卷线电阻器等发热体周围。 可能会导致火灾、故障 

不要用湿手进行配线或操作。 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火灾 

 

 

 

 
 

接线作业必须由专业电气工程人员进行。 
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进行接线作业

时，可能会导致触电 

请参考说明书正确地配线。 
若未正确接线，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

故障、损坏 

电缆应切实接好，通电部位必须通过绝缘物切实地做到绝缘。 
因接线错误、短路可能会导致触电、火

灾、故障 

请切实做好规范安装，若不进行规范安装可能会引起火灾或其他

人身事故。 若不进行安装，可能会导致受伤、触电、

火灾、故障、损坏 请安装可以在外部进行紧急停止的电路，以确保在紧急时可以及

时地停止运转，切断电源。 

控制器的移动、接线和检查要在切断电源，并待充电指示灯熄灭

之后，确定没有触电危险的前提下进行。 

当不切断电源实施作业时，可能会导致

触电 

 

注    意 

 

搬运时以及安装作业时，请勿让其掉落或倒置。 可能会导致受伤、故障 

不要站在产品上，不要在产品上放置重物。 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故障、损坏 

请勿在控制器外围设备的周围放置阻碍通风的障碍物。 可能造成温度上升，最终可能会导致火灾 

不要堵塞放热孔，也不要放入异物。 可能会导致受伤、火灾 

不要使产品受到强烈的冲击。 可能会导致故障 

不要频繁地开、关控制器的主电源。 可能会导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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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电结束后、恢复供电时，有可能出现突然再启动的情况，

故请勿靠近机器。避免再启动时发生意外状况，确保人身安全。 
可能会导致受伤 

绝对不可自行改造、拆解、修理。 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受伤、故障 

 
 

 

请遵守指定的安装方法、方向。 
在进行不适当的安装和设置时，可能会导

致受伤、故障 

电机的吊环螺栓只作电机搬运用，不用于机器的搬运。 
若用于机器的搬运，可能会导致受伤、故

障 

要确保控制器的周围温度在使用温度、湿度范围内。 
在进行不适当的安装和设置时，可能会导

致受伤、故障 控制器与控制箱里面以及其他机器的间隔应设置为规定的距

离。 

请使用所指定的电压。 
在额定电压范围外使用时，可能会导致触

电、受伤、火灾 

应安装安全装置，以应对内置制动器、减速机的空转和锁紧、

减速机润滑脂的外漏。 
若不安装，可能会导致损坏或受到污染 

发生报警时，请排除报警原因并确保安全后清除报警状态重新

启动。 
若不解除出错原因，可能会导致受伤 

详情请参照硬件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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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集  

■ IEC61131  

国际标准 IEC 61131 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定义 PLC 的编程语言的全球通用标准。其定义了以

下 5 种编程语言。 

◆ 梯形图（LD） 

◆ 结构化文本（ST） 

◆ 顺序功能图（SFC） 

◆ 功能块图（FBD） 

◆ 指令表（IL） 

◆ 连续功能图 CFC 

■ EtherCAT 

一种工业实时以太网。包含于 IEC61784国际标准。 

■ STEP AS 

全称 STEP Automation Studio。STEP控制器的集成式开发、调试工具。 

■ 自动运行 

是应用时使其自动动作的运行模式。 

■ 手动运行 

是指初始启动或调试时使其动作的运行模式。原点返回、JOG 运行、脉冲发生器运行属于此类。 

■ 原点返回 

用于定位的基准位置称为原点，移动到该位置称为原点返回。移动到预先设置的基准位置原点， 并将

该处的坐标设为绝对位置零。此外，输入限位（＋）输入、限位（－）输入时，将自动反转电机的旋转，

并搜索原点、近原点，自动进行原点返回动作。 

■ JOG运行 

是指手动运行模式下，运行单条指令或单个步骤使电机或系统运行。 

■ 限位（＋）、限位（－）输入 

是在电机的动作（移动）中设置界限时所使用的界限开关输入。限位（＋）输入表示经过值增加侧的

界限点，限位（－）输入表示经过值减少侧的界限点。 

■ 软限位 

可为 SC 系列控制器中管理的绝对坐标设置软件上的限位。超出软限位范围时会报错，进行减速停止。

减速时间可单独设置。 

■ 转矩控制 

可任意限制伺服放大器的输出转矩。 

■ 直线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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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置控制中，轴组的笛卡尔空间内，动作轨迹将呈直线状态进行控制的插补控制。兼顾合成速度和

分轴速度限制做规划。 

■ 圆弧插补 

在位置控制中，轴组的笛卡尔空间内，动作轨迹将呈圆弧状态进行控制的插补控制。兼顾合成速度和

分轴速度限制做规划。 

■ 边沿检测 

是本单元所分配的请求信号的检测方法之一，将请求信号 ON 时的上升沿作为触发执行各种请求处理。 

注意：在将请求信号置为 OFF 之前将无法接收下一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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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SC 系列控制器概述 

SC 系列控制器是模块化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系列，可为用户提供智能化、自动化解决方案。它主

要包含 SC20 单机小型控制器系列和 SC30 中大型控制器系列，它们采用机架式布局，每个机架支持本

地扩展模块。详情请参照《SC20 控制器硬件手册》、《SC30控制器硬件手册》。 

 

1.2.   STEP Automation Studio 概述 

1.2.1.  STEP Automation Studio 软件简介 

STEP Automation Studio（STEP AS）是用于对 SC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产品进行开发应用的标准软

件。它基于 STEP AS AP V3 平台优化开发而成，为 SC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提供一种完整的配置、编程、

调试、监控环境，可以灵活自由地处理功能强大的 IEC 61131-3语言。同时提供 UI 组态、PLCOpen Motion

库、工艺包等解决方案所需功能。 

1. 通过 STEP AS 可完成对工程和设备的管理，为 SC系列产品提供以下配置内容:  

◆ 应用程序配置 

◆ CPU配置 

◆ 本地高速 I/O或远程 I/O模块配置 

◆ EtherCAT/Modbus/CANOpen 等总线配置以及连接的站点配置 

◆ 可视化界面 

2. 可完成程序的编写、下载和调试等功能:  

◆ 支持标准化编程(符合 IEC61131-3标准)全部六种编程语言:结构化文本(ST)、功能块图表

(FBD)、指令列表(IL)、梯形图(LD)、顺序功能图(SFC)和扩展编程语言连续功能图(CFC) 

◆ 灵活、全面的功能块库，并支持用户自定义库  

◆ 离线仿真功能 

◆ 智能的调试查错功能，支持变量的采样跟踪并曲线化显示，支持时域与频域等复杂运算 

◆ 预编译及编译查错 

◆ 诊断及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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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软件获取与安装要求 

1）软件获取 

新时达 SC 系列中型可编程控制器的用户编程软件 STEP AS 为免费软件，安装文件及 SC 系列产品的参

考资料等，用户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取:  

◆ 从新时达的各级经销商处获得软件安装光盘  

◆ 在新时达官网 http://www.step-sigriner.com.cn/ “下载中心”页面免费下载软件

安装包  

◆ 联系相应的技术人员获取  

◆ 由于新时达公司在不断完善产品和资料，建议用户在需要时，及时更新软件版本，查

阅最新发布的参考资料，有利于用户的应用设计 

2）软件安装要求 

具备以下条件的台式 PC 或便携式 PC 机:  

◆ Windows7/Windows10 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64 位） 

◆ CPU主频:2GHz 或以上 

◆ 内存:4GB或更高配置 

◆ 空间:可用硬盘空间 5GB以上 

 

1.2.3. 安装步骤 

1.安装前准备 

a) 如果是首次安装 STEP AS，请检测电脑硬盘的剩余空间情况，确认所要安装的目标盘

剩余空间有 5GB以上，直接安装即可。  

b) 如果是升级安装 STEP AS，请首先备份您已有的工作文件后，卸载旧版本 STEP AS，

重新启动电脑后，再开始安装新版本的软件。  

c) 安装到 PC时，请使用 Administrator 权限登录 PC。 

d) 安装前最好先退出 360等杀毒软件，否则安装过程中会报错。 

e) 请避免使用中文安装路径。 

2.开始安装 

请双击“STEP AS *.*.*.*.exe”（*部分根据版本而有所不同）。 

 

① 将会显示以下画面，请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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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将会显示以下画面，请点击【下一步】。 

 

 
 

③ 将会显示以下画面，请在确认内容后，选择【我接受该许可证协议中的条款】，再点击【下一

步】。 

 

 
 

④ 将会显示以下画面，需要变更安装目标文件夹时请点击【更改】，指定安装目标文件夹。 

不变更时请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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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装路径不能包含中文。 

 

⑤ 将会显示以下画面，选择【完整安装】，再点击【下一步】。 

 

 
 

⑥ 将会显示以下画面，请点击【安装】按钮以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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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安装过程中将会显示以下画面。 

 

 
 

 

⑧ 所有安装均完成后，将会显示以下画面，请点击【完成】。 

 

 
 

1.2.4. 卸载 STEP AS 

使用标准 Windows 系统卸载软件方法卸载 STEP AS 即可，具体步骤如下:  

1) 从开始菜单选择 Windows 系统 控制面板，点击“卸载程序”。 

显示已安装的程序一览。 

2) 双击“STEP AS 64 1.0.0.0”。 

将会显示以下画面，请点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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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是】按钮。 

STEP AS被卸载。 

 

1.3.  STEP AS 与硬件连接 

编程设备可以通过以太网(可经过集线器、交换机等)与SC系列控制器相连接，使用STEP AS软件

编写、下载用户程序，并进行程序监视并控制SC系列控制器。 

对于SC20系列控制器，亦可通过串口或USB接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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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快速入门 

2.1. 启动编程环境 

点击【开始】按钮，选择 STEPAutomationStudio → STEP AS V*.*.*.* 或双击桌面 STEP AS 图

标。STEP AS启动。 

 
 

2.2. 退出编程环境 

退出 STEP AS 前，请务必保存正在编辑且需要保存的项目文件。 

1.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 → 退出。 

如果尚未保存，将显示以下画面。 

a) 不保存直接退出时，请选择【否】。 

b) 需要保存时，请选择【是】，进行保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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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是】按钮，STEP AS 将会关闭。 

注意：直接点击标题栏的【x】按钮也可以退出 STEP AS。 

2.3. 各部分的名称 

STEP AS各部分的名称和显示内容如下所示。 

 
 

No. 名称 内容 

(1) 标题栏 显示项目文件名、【最小化】按钮、【最大化】按钮、【关闭】按钮。 

(2) 菜单栏 按照用途分类，以列表形式显示菜单指令。 

(3) 工具栏 以图标形式显示指令。 

(4) 导航栏窗口 以树形结构显示项目内追加的设备、程序 POUs 等视图。 

(5) 主窗口 
显示程序、功能的设置画面、信息等。 

可以使用标签切换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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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状态字段 显示编译的状态、当前登录的用户等信息。 

 

2.3.1. 菜单栏 

菜单栏的显示内容如下所示。 

 
· 文件 

项目 功能 

新建工程 新建工程。 

打开工程 打开保存的工程。 

关闭工程 关闭当前阅览的工程。 

保存工程 覆盖保存当前阅览的工程。 

工程另存为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当前阅览的工程。 

源代码上传 将工程源代码作为工程档案上传。 

源代码下载 下载工程源代码。 

打印 打印活动编辑器。 

打印预览 显示活动编辑器的打印预览。 

页面设置 打开用于构成打印布局的页面设置对话框。 

最近的工程列表 显示最近使用的工程。 

退出 退出 STEP AS。 

· 编辑 

项目 功能 

撤销 撤销最近一次编辑的内容。 

恢复 重做编辑的内容。 

剪切 剪切数据。 

复制 复制数据。 

粘贴 粘贴数据。 

删除 删除数据。 

全选 全部选择。 

 

 

 

 

 

 

 

查找 替换 

用于查找、替换。 

项目 功能 

查找 打开“查找”对话框。 

替换 打开“替换”对话框。 

工程中查找 打开在整个工程内“查找”目标的对

话框。 

工程内替换 打开在整个工程内“替换”目标的对

话框。 

查找下一个 从光标的选择位置开始，在工程内查

找下一个。 

查找下一个（选择的） 从光标的选择位置开始，在编辑器内

查找下一个。 

查找前一个 从光标的选择位置开始，在工程内查

找上一个。 

查找前一个（选择的） 从光标的选择位置开始，在编辑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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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功能 

查找上一个。 
 

 

 

 

浏览 

 

 

 

用于浏览已定义的变量的声明部分，阅览使用位置。 

项目 功能 

转到定义 可以将光标所指定的变量、函数移动

到编辑器内定义的位置。 

浏览交叉引用 可以在“交叉参考一览”视图内显示

光标位置的变量被使用的位置。 

浏览调用树 可以调用光标所指定的变量和在“调

用树”视图内显示调用源。 
 

 

 

 

书签 

 

 

 

可以向已添加书签的位置移动。 

用于浏览已定义的变量的声明部分、阅览使用位置。 

项目 功能 

切换书签 将活动编辑器的选择位置保存为书

签。 

下一个书签 在活动编辑器内向上一个书签移动。 

前一个书签 在活动编辑器内向下一个书签移动。 

清除书签 将活动编辑器内的书签全部删除。 
 

输入助手 可以从类别中选择并插入光标位置所能插入的变量、功能块、运算符、类型

等。 

自动声明 打开用于帮助声明变量的自动声明对话框。 

下一个消息 选择消息视图内的下一条消息。 

前一个消息 选择消息视图内的上一条消息。 

转到源代码处 向成为消息视图内所选消息的对象的源代码的位置移动。 

重构 可以显示已变更的变量名被使用的位置，并可全部变更。 

· 视图 

项目 功能 

设备 显示设备视图。 

POUs 显示 POU视图。 

模块 显示模块视图。 

消息 显示消息窗口。 

元素属性 显示元素属性。 

工具箱 显示工具箱。 

 

 

监视 

显示查看窗口。 

项目 功能 

监视 1~4 以对值进行监控为目的，一览显示用

户定义的变量。 

监视全部强制 一览显示值被强制的所有变量。 
 

交叉引用列表 显示交叉参考一览窗口。 

调用树 显示调用树窗口。 

书签 显示书签窗口。 

断点 显示断点窗口。 

调用堆栈 显示调用堆栈窗口。 

起始页 显示开始页。 

安全栅栏 显示安全栅栏窗口。 

选择视角 选择窗口的布局方式。 

项目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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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功能 

STEP AS视图 按 STEP AS 视图方式布局窗口。 

HMI视图 按 HMI 视图方式布局窗口。 
 

全屏 进行全屏显示。 

属性 显示属性对话框。 

· 工程 

项目 功能 

添加对象 追加对象。 

添加文件夹 追加文件夹。 

扫描设备 扫描从站设备。 

更新设备 更新所选设备。 

编辑对象 编辑对象。 

编辑对象使用 弹出配置页面进行对象编辑。 

在线配置模式 删除控制器内下载的应用程序，变为已连接控制器的状态。 

工程信息 可以设置工程的创建者信息及确认文件信息。 

工程设置 可以进行与工程相关的设置 

工程版本信息 可以进行与工程版本相关的浏览和设置。 

比较 将当前阅览的工程与已保存的工程进行比较。 

确认更改 通过菜单栏上的工程 → 比较 确认应用的对象的差异。 

导出 从当前阅览的工程将对象以 XML 格式输出文件。 

导入 向当前阅览的工程导入对象。 

 

 

用户管理 

显示查看窗口。 

项目 功能 

用户登录 登录到当前阅览的工程。 

用户退出 退出当前阅览的工程。 

授权 对用户进行授权。 
 

· 编译 

项目 功能 

编译 进行对象的句法结构验证。 

重新编译 再次进行所有对象的句法结构验证。 

生成代码 生成应用程序代码。 

清除 删除应用程序的编译信息。 

清除全部 与清除相同，删除应用程序的编译信息。 

· 在线 

项目 功能 

登录到 登录时，通过代码生成所生成的应用程序将被下载到控制器。 

退出 从当前登录的设备注销。 

下载 在登录状态下载程序。 

在线修改 不必使正在运转的控制器停止即可变更应用程序。 

热复位 对保持（RETAIN）变量和持续（PERSISTENT）变量以外的变量进行初始化。 

冷复位 对持续（PERSISTENT）变量以外的变量进行初始化。 

初始复位 对所有变量进行初始化。从控制器删除活动的应用程序。 

仿真 不必连接控制器即可执行登录操作，可以通过与实际登录时相同的操作确

认动作。 

安全 设置用户管理、工程加密等。 

项目 功能 

注销当前在线用户 将当前登录到设备的用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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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设备用户 添加可登录到设备的用户。 

改变设备用户密码 更改当前登录到设备的用户密码。 

删除设备用户 删除可登录到设备的用户。 
 

工作模式 可以进行限制，禁止执行部分调试操作。 

项目 功能 

调试 可以执行所有调试操作。 

已锁定 断点的新添加、变量值的强制等操作

将有一部分无法执行。 

可操作 除变量的写入以外，无法进行更改。 
 

· 调试 

项目 功能 

启动 开始运行应用程序。 

停止 停止运行应用程序。 

单循环 可以使应用程序每次执行 1个循环。 

新建断点 新建断点。 

编辑断点 编辑断点。 

设置或清除断点 设置或删除断点。 

禁用断点 将激活的断点禁用。 

使能断点 将禁用的断点激活。 

跳过 以 1 行为单位执行程序。如果在块（功能、功能块）调用位置执行，将执行

块并转移到下一行。 

跳入 以 1 行为单位执行程序。如果在块（功能、功能块）调用位置执行，将转移

到调用的块的第一行。 

跳出 在调用的块内执行时，将执行程序，直至返回调用的块。在调用的块以外执

行时，将执行程序，直至返回程序的起始位置。 

运行到光标处 将程序执行到光标所指定的行之前。 

设置下一条语句 将光标所指定的行作为下一个执行的语句，在到达该行之前跳过处理。 

显示当前语句 使光标跳转到下一步所执行的程序行。 

写入值 对需变更的值仅进行 1次设置。之后可以根据程序变更值。 

强制值 在每个周期设置需变更的值，并且保持该值。 

释放值 解除值的强制。 

流控制 可以按颜色划分程序中已执行的部分和未执行的部分，并进行监控。 

显示模式 可以从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中选择待显示的变量值的显示格式。 

· 工具 

项目 功能 

包管理器 安装或卸载软件包。 

库 通过将创建的库安装到库存储库中，可以使用库内的功能及功能块。 

设备存储库 可以对设备进行浏览、安装、卸载、导出等操作。 

可视化类型库 可以对可视化类型库进行浏览、安装、卸载等操作。 

自定义 用户可定制化菜单栏、工具栏等内容。 

选项 可以进行 STEP AS 的各功能设置。 

导入与导出选项 可导入、导出选项设置文件。 

 

· 窗口 

项目 功能 

下一个编辑器 显示下一个画面。 

上一个编辑器 显示上一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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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功能 

关闭所有编辑器 关闭所有画面。 

重置窗口布局 将窗口的布局位置置于初始状态。 

新建水平序列组 将当前选择的画面向下移动。 

新建垂直序列组 将当前选择的画面向右移动。 

浮动 将当前选择的画面置于悬浮状态。 

扩展 将当前选择的画面置于对接状态。 

自动隐藏 将窗口最小化。 

下一个子窗口 可以在声明部分（第 1窗格）和实现部分（第 2窗格）之间切换。 

上一个子窗口 可以在声明部分（第 1窗格）和实现部分（第 2窗格）之间切换。 

窗口 显示处于打开状态的画面一览。 

· 帮助 

项目 功能 

目录 显示帮助文档并定位到目录页。 

索引 显示帮助文档并定位到索引页。 

搜索 显示帮助文档并定位到搜索页。 

关于 显示版本信息。 

2.3.2. 工具栏 

工具栏的显示内容如下所示。 

 
具体功能如下： 

名称 图标 功能 

新建工程 
 

新建工程。 

打开工程  打开保存的工程。 

保存工程 
 

覆盖保存当前阅览的工程。 

打印  打印活动编辑器。 

撤销  撤销最近一次编辑的内容。 

回复  重做编辑的内容。 

剪切 
 

剪切数据。 

复制 
 

复制数据。 

粘贴 
 

粘贴数据。 

删除  删除数据。 

查找活动编辑器内出现的特定字符

串。 
 查找活动编辑器内出现的特定字符串。 

将活动编辑器内出现的特定字符串替

换为其他内容。 
 将活动编辑器内出现的特定字符串替换为其他内容。 

从当前工程内查找指定字符串。  从当前工程内查找指定字符串。 

从当前工程内替换指定字符串。  从当前工程内将指定字符串替换为其他内容。 

切换书签  将活动编辑器的选择位置保存为书签。 

上一个书签 

（活动编辑器） 
 在活动编辑器内向上一个书签移动。 

下一个书签  在活动编辑器内向下一个书签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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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图标 功能 

（活动编辑器） 

清除所有书签 

（活动编辑器） 
 将活动编辑器内的书签全部删除。 

属性  显示属性。 

添加对象  追加对象。 

编辑对象  打开对象。 

编译  执行应用程序内对象的编译。 

登录到  登录时，代码生成的应用程序将被下载到控制器。 

退出  从当前登录的设备注销。 

启动  开始运行应用程序。 

停止  停止运行应用程序。 

在线配置模式  控制器内下载的应用程序被删除，变为已连接控制器

的状态。 

跳过  以 1行为单位执行程序。 

如果在块（功能、功能块）调用位置执行，将执行块

并转移到下一行。 

跳入  以 1行为单位执行程序。 

如果在块（功能、功能块）调用位置执行，将转移到

调用的块的第一行 

 

跳出 

 

 

在调用的块内执行时，将执行程序，直至返回调用的

块。 

在调用的块以外执行时，将执行程序，直至返回程序

的起始位置。 

运行到光标处  将程序执行到光标所指定的行之前。 

设置下一条语句  将光标所指定的行作为下一个执行的语句，在到达该

行之前跳过处理。 

显示当前语句  使光标跳转到下一步所执行的程序行。 

切换定位  切换为已在菜单栏工程 → 工程位置中将【切换定

位】设置为有效的语言。 

确认更改  确定已在菜单栏工程 → 比较中应用对象的变更内

容。 

比较  显示工程比较页面。 

启动仿真  启动仿真。 

停止仿真  停止仿真。 

导出变量  导出变量到 Excel。 

导入变量  导入 Excel 变量表。 

插入网络  插入空网络。 

切换网络注释状态  变更所选网络的注释状态。 

插入输出  在指定位置插入新的分配。 

插入线圈  在指定位置插入线圈。 

插入置位线圈  在指定位置插入置位线圈。 

插入复位线圈  在指定位置插入复位线圈。 

插入触点  在指定位置插入 a触点。 

插入 b触点  在指定位置插入 b触点。 

插入触点（右）  在指定位置右侧插入 a触点。 

下并行插入触点  与指定位置的触点并行插入 a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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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图标 功能 

下并行插入 b触点  与指定位置的触点并行插入 b触点。 

上并行插入触点  在指定位置的触点上侧并行插入 a触点。 

插入运算块  为在指定位置插入框而打开输入助手。 

插入空运算块  在指定位置插入空框。 

插入带 EN/ENO 的运算块  为在指定位置插入附带 EN/ENO 的框而打开输入助

手。 

插入带有 EN/ENO的功能块  在指定位置插入附带 EN/ENO 的框。 

插入跳转  在指定位置插入新的跳转。 

插入标号  对当前所选网络插入标签。 

插入返回  在指定位置插入返回。 

插入输入  对指定框追加输入。 

取反  对所选元素追加“非”。 

边沿检测  对所选元素追加边沿检测（上升沿检测）。 

置位/复位  将所选线圈转换为置位线圈或复位线圈。 

设置输出连接  将输出框转换为转发输出框。 

插入分支  在当前所选触点的右侧插入分支。 

在下面插入分支  在当前所选分支的下方插入新的分支。 

在上面插入分支  在当前所选分支的上方插入新的分支。 

设置分支开始/结束点  将当前所选行设置为分支开始位置。 

 

2.3.3. 导航栏窗口 

导航栏窗口的显示内容如下所示。 

 
 

NO. 名称 图标 功能 

(1)  

 

 

 

Window 

Position 

窗口 

 

 

 

 

 

· 新水平标签组 

将当前选择的画面向右移动。 

· 新垂直标签组 

将当前选择的画面向下移动。 

· 悬浮 

置于悬浮状态。 

·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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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置于对接状态。 

· 自动隐藏 

导航栏窗口将最小化，变为隐藏状态。 

Auto 

Hide 

隐藏 

 导航栏窗口将变为始终显示状态。 

 导航栏窗口将最小化，变为隐藏状态。 

Close  关闭导航栏窗口 

(2) 设备对象 设置设备对象。 

(3) 应用程序 

对象 

设置应用程序对象。 

(4) 程序（POU）对象 设置程序对象（POU 对象）。 

(5) 任务对象 设置任务对象。 

(6) 设备组态 点击可进入设备组态页面。 

2.4.  工程操作 

2.4.1.  操作流程 

创建工程时请参考以下流程： 

① 新建工程，可通过工程向导，或者手动建立工程（控制器选择，主程序 POU 新建等）。 

② 编写代码与配置，通过五种语言编写程序，并配置任务、总线、互联设备的组态等。 

③ 连接、接线，连接 STEP AS 的 PC与控制器以及控制器和外部设备。 

④ 登录下载程序。 

⑤ 调试程序，可单步或循环监视、追踪变量，曲线显示并运算。 

⑥ 辅助操作，比如代码加密、用户管理、开机启动设置等 

2.4.2.  工程向导 

首次使用 STEP AS 创建程序时，需新建工程，设置要使用的设备及编程语言。下面将介绍新建工

程的步骤。 

以下为使用梯形图（LD）创建用于 SC30-B6H 控制器的工程示例。 

(1) 启动 STEP AS， 将显示起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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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新建工程”,显示“新建工程”对话框。 

 
(3) 选择工程 → STEP 标准工程，在名称栏中指定工程的文件名，在位置栏中指定工程

的保存位置。 

 

(4) 点击【确定】按钮。 

显示“ STEP标准工程”的工程向导，请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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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现以下基本配置页面，设置控制器型号、程序名称及编程语言，点击【下一步】。 

 
 

(6) 根据选择的控制器进入以下扩展模块配置页面，扩展模块配置页面包括设备类型选择

和脉冲选择，控制器不支持 Axis Pool 或控制器支持的脉冲数为 0 时，脉冲不可用，其他情况

可配置添加的脉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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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设备类型并点击其后的添加按钮可在配置的设备列表中添加相应的设备，用同样的方式可添

加多个设备。 

 
已配置的设备信息可通过清除按钮或双击选中的设备进行删除，清除按钮会清除所有的设备配置

信息，双击会删除选中的设置，配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7) 配置完成后出现以下总结页面，显示工程配置的信息，点击【完成】结束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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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建工程完成后生成以下工程树结构。 

 
 

 新建工程，可由菜单栏中的文件 → 新建工程 来创建。 

2.4.3.  保存工程 

1.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 → 保存工程，或按快捷键“Ct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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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创建的工程。保存的工程将保存为“.project”后缀的文件。 

 未保存的工程，在标题栏的工程文件名后面显示“*”。 

 正在创建的工程被保存。工程文件名旁边显示的“*”消失。 

 如果保存工程时更改已有的工程名称，请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 → 工程另存为。 

 

2.4.4.  打开工程 

1.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 → 打开工程。显示“打开工程”对话框。 

 
 

2. 选择工程文件，然后点击【打开】按钮。将打开选择的工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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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关闭工程 

1.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 → 关闭工程。关闭正在创建的工程。 

 如果在未保存已更新的工程文件的状态下选择“关闭工程”，将显示确认保存工程的对话框。  

点击【是】按钮，可以保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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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工程的构成 

SAS STEP控制器

项目文件（*.project）

设备

应用程序

POU程序（对象）

任务配置

运动控制任务

用户任务

系统任务

任务：

管理程序的执行方式和执行周期。
设置每个任务的执行优先级。
向任务添加、删除要执行的POU。

登录/下载时生成

上传源代码

源文件

设备

应用程序

POU程序（对象）

任务配置

运动控制任务

用户任务

系统任务

启动应用程序

 无法上传

FLASH（非易失性存储器）

应用程序代码

构建：编译项目文件构建正常
运行时，将生成应用程序代码

在STEP控制器的电源打开时，
将复制启动应用程序，STEP控
制器启动。

RAM（易失性存储器）

应用程序

 无法上传

登录/下载时生成

 

2.4.7.  保存工程时创建备份 

保存工程时，可以将更新前的工程文件保留为备份文件。备份文件的扩展名为“.backup”。 

(1) 1.选择菜单栏中的工具 → 选项，显示“选项”对话框。 

(2) 2.选择“加载与保存”类别，显示“加载与保存”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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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勾选“创建备份文件”，然后点击【确定】按钮。之后，在保存工程时，更新前的

工程文件将被保存为“.backup”文件。 

注意：若要还原备份的工程文件，请手动将文件的扩展名从“.backup”更改为，然后在 STEP AS

中打开工程文件。  

2.4.8.  自动保存工程文件 

可以自动保存正在编辑的工程文件。即使 STEP AS 异常退出且数据丢失，也可将文件恢复到自动

保存的位置。备份文件的扩展名为“.autosave”。 

1.选择菜单栏中的工具 → 选项，显示“选项”对话框。 

2.选择“加载与保存”类别，显示“加载与保存”设置页面，界面参考上节。 

3.勾选“每次自动保存”，以分钟为单位更改保存时间的间隔（初始值：10 分钟）,然后点击【确

定】按钮。 

4.设置为自动保存后，在编辑工程时将以指定的间隔将项目文件保存为“.autosave”文件。 

注意：在 STEP AS 异常退出且关闭工程文件后再次打开工程文件时，可以选择原始的工程文件

“.project”，或以自动保存的工程文件“.autosave”中选择。若要打开自动保存的工程文件，请点击【打

开自动保存文件】按钮。 

2.4.9.  导出和导入对象 

可以将工程的对象导出为 XML 格式的文件，导出文件的扩展名为“.export”。也可以将导出的文

件导入到 STEP AS 中。 

◼ 导出对象 

1.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 → 导出。显示“导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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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择要导出的对象。通常无需更改。 

3.点击【确定】按钮，显示“导出”对话框。根据需要更改文件名和保存位置。 

 
4、 点击【保存】按钮。执行导出，有成功与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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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在 STEP AS 中导入时，请仅选择 1 个【Application】下的对象进行导出。 

 ◼ 导入对象 

本节介绍将导出的工程对象安装到 STEP AS 中的步骤。 

例如，若要在应用程序对象下导入对象，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选择导航栏窗口的工程后，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 → 导入。显示“导入”对话框。 

 
 

 

2.选择“.export”文件，然后点击【确定】按钮。显示“导入”对话框。 

可导入的对象显示在“插入表格项”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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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消无需导入的对象的勾选，然后点击【确定】按钮。执行导入。 

  导入的对象显示在导航栏窗口的工程下。 

 
 

2.4.10.  变量表导出、导入 

全局变量和程序块支持变量的导出、导入，在这两个页面中工具栏的导出导入变为使能状态 。 

1.点击导出图标 可将变量列表导出到 Excel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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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导入图标  可将 Excel 变量表导入到程序中。 

 

 
 

2.4.11.  导出导入工程存档 

1.除了纯接口库外，确保在工程中集成了固定版本的库。要做到这一点，打开“库管理”，并且检

查一个固定的版本规范中含有“*”的所有条目。 

2.确保在工程设置中一个固定的编译器版本被设置。去检查,选择工程 → 工程设置 → 编译选项 

类别。 

3.确保在工程设置中一个固定的视图配置文件被定义。去检查,选择工程 → 工程设置 → 视图配

置文件 类别。 

4.请确保当前打开的应用程序与当前在 PLC 上的应用程序相同。这意味着“启动应用程序”必须

与编程系统中的工程相同。去检查，在“编程系统”窗口的标题栏中查看工程名称：如果“*”显示在

名字的后面，这意味着该工程已被修改，但未被保存。应用程序和启动应用程序可能是不对应的！ 

注意：这种情况下，首先创建一个（新的）启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下载过程中的自动

发生取决于 PLC 和应用程序的属性。为了显式创建， 选择命令 在线 → 创建启动应用。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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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关于在帮助命令在线 → 登录和在线 → 载入的下载。 

5.启动在控制器上关于命令调试 → 启动 的应用程序。 

6.生成一个工程档案：选择 文件 → 工程存档 → 保存/发送存档。在“工程存档”对话框中，

还选择以下信息： 

⚫ 下载信息文件 

⚫ 库配置文件 

⚫ 所引用设备 

⚫ 所引用的库 

⚫ 视图配置文件 

保存工程档案在一个可以由 PC2访问的地方。 

 

7.从控制器中注销：要做到这一点，选择 在线 → 注销。在你重新连接 PC2 之前，你可以毫无保

留的停止并重新启动 PLC。 

8.提取工程档案到 PC2：选择 文件 → 工程存档 → 解压存档 并且打开以上保存的文档。在解压

存档对话框中，在生成文档时激活上面所述的相同信息。 

9.打开工程并再次登录到 PLC“xy” 。 

2.4.12.  添加对象 

可以将用于创建程序的对象（POU对象）及具有各种功能的对象添加到工程中的应用程序。 

例如，如果要添加用于 ST 程序的 POU 对象，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右键选中导航栏中的【Application】，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对象 → P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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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添加 POU”对话框，先选择类型，默认是“程序”，其它还有功能块、函数；然后选择实现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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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名称栏中输入程序名，在描述语言栏中选择程序类型，然后点击【打开】按钮。 

 

 
 

描述语言栏中选择的程序的【POU】对象被添加到导航栏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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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添加设备 

可以对工程内的设备添加设备。 

例如，将在 SC30-B6H下添加设备，请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SC30-B6H”设备，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设备”。 

 
 

显示“添加设备”对话框，文本框中可键入要筛选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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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需要添加的设备，点击【添加设备】按钮即可完成添加。 

 

注意：也可通过图形化组态完成设备的添加（参考下面设备组态章节）。 

 

 

2.5. 设备组态 

STEP AS支持工程的可视化配置。 

2.5.1. 概述 

1.双击导航栏的 图标可进入设备组态。 

 
注意：当工程中有多个 STEP 控制器时，只有第一个添加的 STEP 控制器有可视化配置功能。 

2.设备组态包括左侧的页面绘图区和右侧的设备树。页面绘图区绘制出当前工程中已添加的设备，

设备树显示当前设备库里的从站和 IO设备，设备树可用来添加设备到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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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的控制器自定义显示硬件图。 

 

 
 

 

注意：选中的设备边框是红色，鼠标停留的设备边框是橘色。 

 

 
    4.设备树 

设备树，一方面展示了当前控制器支持的所有可添加类型的从站（Modbus/CANOpen/EtherCAT/ 

StepLbus/Local/Pulse中的全部或者部分类型）和集成的 IO设备；另一方面可添加从站设备到工程中。 



第二章  快速入门  P 47 / 240 

 

 

    注意：设备树最顶端是当前设备库中的 STEP 控制器设备，双击可更新当前的控制器。 

2.5.2. 工具栏 

设备组态的工具分为可视化页面工具栏设设备页面工具栏。 

1.可视化页面工具栏。 

 
具体功能如下： 

名称 图标 功能 

全局显示 
 

绘图区适应整个页面，将缩放后的绘图区恢复到平铺

整个页面。 

放大 
 

以鼠标为中心，放大绘图区。 

缩小 
 

以鼠标为中心，缩小绘图区。 

重新布局 
 

更新当前工程下的所有设备并恢复到默认布局。 

框选放大 
 

按下鼠标左键拖动，可以对框选区域进行放大。 

拖动 
 

点击进入拖动模式，拖动鼠标移动整个绘图区位置，

移动之后需再点击按钮退出拖动模式后才能进行其

他操作。 

后退 
 

与拖动组合使用，返回绘图区上一位置。 

前进 
 

与拖动组合使用，回到绘图区后一位置。 

复制 
 

复制选中的设备，只可复制从站和 IO，控制器和主

站无法复制，只可以选中单个复制，若选中多个进行

复制则只能复制最后一个选中设备。 

粘贴 
 

粘贴复制的设备，复制之后若未粘贴而操作其他可能

会导致粘贴失败，需重新复制。 

删除 
 

删除选中的设备，可同时选中多个设备。不可删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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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图标 功能 

制器和 StepLbus 设备（StepLbus 设备可利用右键

菜单的删除功能或者导航栏进行删除）。 

撤销 
 

撤销已添加设备或者已删除设备。 

恢复 
 

与撤销组合使用，恢复被撤销的动作。 

2.设备页面工具栏。 

 
具体功能如下： 

名称 图标 功能 

搜索  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点击搜索图标会在设备树中高

亮显示搜索到的内容，改变关键词会自动更新搜索内

容。 

展开 
 

点击展开图标展开列表所有节点。 

折叠  点击折叠图标会折叠所有节点到根节点。 

 

刷新 
 

点击刷新图标会刷新当前开发环境中的可用设备，主

要用在安装/卸载了设备之后，将其状态更新显示在

设备树中。 

版本管理 
 

选中版本管理图标可显示所有版本的设备，不选

中版本管理图标只会显示最新版本的设备。 

 
 

2.5.3. 添加主站 

在控制器的上方有多个图标按键，对应当前控制器可配置的主站类型，不支持的主站类型无法通

过拓扑结构添加。主站类型包括 ethercat、canopen、modbus、StepLbus 、STEPModbus、STEPHighSpeedBus、

Local、Pulse。双击可添加相应的主站设备，设备版本与控制器一致，若当前设备无一致版本，就选

择低版本。若已有主站再双击按键则会弹框提示是否删除当前的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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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添加设备 

1. 添加从站 

添加从站时可以先选中主站节点，设备树会自动展开对应的从站列表，并折叠其他设备列表。 

利用右侧设备树有两种添加方式，双击设备或者拖动设备到绘图区。拖动添加设备时，设备列表

选中设备之后按下鼠标左键，拖动到绘图区要放置设备的位置。 

 
释放鼠标左键，设备添加到工程中适当位置，同时设备绘制在鼠标释放位置。 

注意：直接在设备列表双击选中的设备，该设备会添加到同类设备中最后设备的右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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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 LocalBus 

StepLbus 是扩展 IO，添加 StepLbus 从站时，设备图显示会以导轨的方式按顺序排列在控制器右侧，第

一个导轨图是 StepLbus 主站，其他是 StepLbus 从站。添加控制器集成 IO 时，由于 IO 是集成在控制器内部

的，所以不会有新的设备图显示在页面上。 

 
 

注意：若添加设备失败，会弹出如图所示的提示框： 

 
弹框的原因是此设备与父设备不匹配，可能是设备 XML 文件不正确，无法添加到当前的主站下。 

    添加其他设备类型，包括 IO 和其他非分类设备时，识别当前工程中是否有匹配的父设备节点，有

则添加，无则提示。 

3.添加多个设备 

可在设备列表中右键选中要添加到工程中的设备，添加多个设备。 

 
弹出以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输入添加设备个数并点击确定即可在拓扑图中添加对应个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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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同步失能/使能主站 

1.失能主站 

导航栏中右键主站选择“失能设备”，对应主站和从站变为灰色，可视化配置页面将隐藏失能设备。 

 

 
 

2.使能主站 

导航栏中右键主站选择“使能设备”，对应主站和从站恢复，可视化配置页面将显示对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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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右键功能 

可视化配置页面的右键功能包括：删除设备、重新布局、扫描设备、更新设备、折叠设备、取消

折叠。 

  1.删除设备 

点击删除设备可删除鼠标所在位置的设备。 

 

 
注意：与工具栏删除不同，工具栏是删除当前选中的设备。 

  2.重新布局 

右键菜单的重新布局功能与工具栏相同，同步工程设备并恢复默认布局。 

3.扫描设备 

在可视化配置页面，EtherCAT 主站一样可以进行扫描设备的操作，右键选中扫描设备，可以实现

与导航栏一样的设备扫描功能。 

 

4.折叠设备和取消折叠 

配置的设备过多时，有时无需展示所有设备，只需浏览大概的设备情况，可以右键选择折叠设备，

进行部分设备的隐藏，只显示头尾的部分设备。当继续添加设备时，新添加的设备会显示在最后一个

设备的后面位置，以提示设备添加成功。若添加多个设备之后，依旧可以右键选择折叠设备，将设备

进行隐藏, 显示添加之后的头尾的部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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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自定义布局 

选中设备可进行自定义布局。选中多个设备可利用鼠标进行框选，或者按住 ctrl 分别单击要选择

的设备。需要注意的是 StepLbus设备和控制器是同步进行移动的，它不可与其他设备一起移动。 

2.5.8. 打开配置表 

双击设备图标可打开以下图所示的设备详细配置页面，可对设备进行一些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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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创建程序 

2.6.1. 创建程序的流程 

① 创建 POU 对象 

创建用于程序的对象（POU 对象）。 

② 程序输入 

打开 POU对象，执行输入程序、声明变量等操作。 

③ 编译 

执行编译，进行程序的检查。 

如果有错误，返回 2并修改程序。 

④ 注册到任务 

在控制器中将要执行的 POU 对象注册到任务。 

  装备有可用于高效程序创建的支持功能。 

  可以创建函数和功能块的程序。 

 

2.6.2. 程序创建界面 

本节对使用 STEP AS 创建程序的画面进行说明。 

1.主窗口 

主窗口的上部是用于声明变量的声明部分。 

主窗口的下部称为实现部分，用于描述程序的处理。有时也将声明部分称为第 1 窗格，将实现部

分称为第 2窗格。 

实现部分的编辑方法因程序而异。 

例：ST程序的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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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图形化编程，则右侧会有对应的编程图示。 

 
⚫     可以在声明部分（第 1 窗格）和实现部分（第 2 窗格）之间切换选择状态。通过

菜单栏的窗口 → 下一个子窗口 或“上一个子窗口”进行切换。 
 

⚫ 可以隐藏声明部分（第 1 窗格）或实现部分（第 2 窗格）。 

选择菜单栏中的窗口 → 第 1 窗格 切换，将隐藏声明部分。 

选择菜单栏中的窗口 → 第 2 窗格 切换，将隐藏实现部分。 
 

⚫ 在光标位于实现部分中的变量位置的状态下，选择菜单栏中的编辑 → 浏览 → 转

到声明，可以将光标移动到该变量的声明位置。 
 

⚫ 还可以声明结构体等用户定义类型的变量。用户定义的类型必须预先在 DUT 对象

中定义。 

2.声明编辑器 

在声明编辑器中声明变量。 

声明的显示格式有两种：表单格式和文本格式。可以通过声明编辑器右边的切换按钮切换表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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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文本格式。 

可以设置使用的显示格式。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 → 选项。显示“选项”对话框。 

 
 

选择选项中的"声明编辑器"类别。 

 
选择要使用的格式。 

 表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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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有添加新的声明，请点击  图标，添加新的行。在“名称”栏中输入变量名，双击其他项

目使单元格处于输入状态，然后根据需要输入。 

b) 使用  图标（向上移动、向下移动）对变量排序。 

c) 使用  图标删除变量。 

d) 若要添加程序名或程序名的注释，请点击声明标头部分。 

 
显示“编辑变量声明表标题”对话框。 

 文本格式 

 
 

a) 像文本编辑器一样输入要声明的变量。 

b) 注释可以使用以一行为对象的（//）和以多行为对象的（*、*）。 

c) 按"F2"键，将启动输入助手，可以选择变量的类型等并输入。 

3.自动声明 

如果在实现部分中输入未在声明部分中声明的变量，将显示“自动声明”对话框。 

更改必要的项目，然后点击【确定】按钮，便已在声明部分中声明了变量。 

例：在 LD程序中将触点的变量名输入为 bVar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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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A) 

可以在地址栏中指定控制器或扩展单元的输入数据、输出数据的地址。在这种情况下，将其声明

为分配给与输入的地址对应的输入数据或输出数据的变量。 

· 标志(F) 

通过勾选标志的常量、保持、持续，可设置变量的属性。 

· 常量(C) 

声明为常量。请输入初始值。 

· 保持(R) 

声明为保持变量。保持变量在热复位时不初始化。 

· 持续(P) 

声明为持续变量。若要声明持续变量，需勾选保持变量。持续变量在冷复位或热复位时均不初始

化值。 

输入未声明的变量时，也可以不显示“自动声明”对话框。从菜单栏中选择工具 → 选项 → 编

码助手类别，取消“自动声明未知的变量（自动声明）”的勾选。 

 
 

使用数组向导，只需输入索引和基本类型即可声明数组。点击类型栏旁边的 ，选择“数组

向导”。 

 
4. 工具箱 

通过拖动工具箱中显示的编程元素，可以创建程序。ST 程序以外的程序的编程元素显示在工具箱

中。 

例：LD程序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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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输入画面的设置 

可以更改文本编辑器的相关设置。 

选择菜单栏中的工具 → 选项，打开“选项”对话框。选择“选项”对话框的“文本编辑器”类

别，并更改设置。 

· 主题 

 
 

项目名称 初始设置 设置内容 

主题 Default 设置文本编辑器的配色方案主题。 

Default/Dark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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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功能如下： 

项目名称 初始设置 设置内容 

撤销次数 100 设置可以执行菜单栏【编辑】-【撤销】的次数。 

设置范围：1~1000 次。 

 
 

 

折叠 

 
 

 

缩进 

指定定义代码的结构的方法。 

无： 

不折叠代码。 

缩进： 

将比上一行缩进的所有行合并为一个单元。 

显式： 

在注释中显示标记作为 1个单元的代码部分。 

 

 
 

 

 

字打包 

 

 
 

 

 

无 

设置输入的字符串的自动换行规则。 

无： 

不折叠代码。 

软换行： 

当 1 行中输入的字符数超过“重复边距”的值时，将添加代

码继续的标记“:”并自动换行。如果“重复边距：”中输

入“0”，将在编辑器窗口的最右边换行。 

硬换行： 

当 1 行中输入的字符数超过“重复边距”的值时，将自动换

行。但是不会添加代码继续的标记“:”。此外，如果第一个

输入的单词的字符数超过“重复边距”的值，则不会执行重

复。 

打包范围 0 指定进行换行的字符数。 

设置范围：0~240 

制表宽度 4 指定将制表符转换为空格时的字符数。 

设置范围：1~16 

自调制表 启用 设置将制表符转换为空白字符或仍作为制表符。 

启用：将制表符保留为制表符。 

禁用：将制表符作为空白字符输入。 

 

缩进长度 

 

4 

“自动缩进”的设置选择“自动”、“自动编码”时，插入

指定宽度的制表符。 

但是如果“保留制表符”设置为“禁用”，将插入空白字符。 

设置范围：1~16 

 

 

 

 

 

 

设置进行自动缩进时的动作。 

无： 

不自动插入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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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初始设置 设置内容 

自动缩进 自动编码 块： 

换行时插入与前一行的缩进相同宽度的缩进。 

自动： 

包含关键词（VAR 等）的行之后的行将按“缩进宽度”的设

置自动插入缩进。 

自动编码： 

除“自动”的行为外，还将自动插入“END_IF”、“END_VAR”

等相应的关键词。 

· 文本区域 

 
具体功能如下： 

项目名称 初始设置 设置内容 

突出当前行 启用 突出显示光标选择的行。 

启用/禁用。 

匹配支架 启用 光标位于代码中的括号的位置时，突出显示配对的括

号。 

启用/禁用。 

行标签的终止 禁用 用主题中设置的颜色的小破折号“.”标记行的结尾。 

启用/禁用。 

包装指南 禁用 在列中以主题中设置的垂直线显示参考作为换行的

基准。 

如果“换行边距”中设置了“0”以外的值，则显示

参考线。 

启用/禁用。 

字体 - 显示设置字体的“字体”对话框。 

 

·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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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功能如下： 

项目名称 初始设置 设置内容 

行数 启用 在变量声明部分、程序实现部分显示行号。 

 

 

突出当前行 

 

 

 

 

启用 

启用：显示行号。 

禁用：不显示行号。 

更改光标选择的行号的颜色并突出显示。 

禁用“行号”时不突出显示。 

启用：更改行号的颜色并突出显示。 

禁用：不更改行号的颜色。 

 

显示括号范围 

 

启用 

在行号左侧的边距部分中显示关键词（IF~END_IF 等）的从

开始到结尾的范围。 

启用：显示范围。 

禁用：不显示范围。 

 

 

鼠标动作 

 

 

- 

分配点击边距部分的“+”、“-”时的鼠标动作。 

无：不分配任何鼠标动作。 

折叠选择：选择括号中区域的所有行。 

折叠切换：展开或折叠括号中的区域。 

全部折叠切换：如果有嵌套，则展开或折叠所有嵌套区域。 

字体 - 显示设置字体的“字体”对话框。 

· 监视 

 
具体功能如下： 

项目名称 初始设置 设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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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在线监视 

 

启用 

在线模式下，程序实现部分将显示监视字段。 

启用：显示监视字段。 

禁用：不显示监视字段。 

显示数字的数量 

 

3 设置监视字段中小数点后显示的位数。 

设置范围：1~20。 

字符串长度 10 设置监视字段中字符串变量的最大长度。 

设置范围：1~80。 

 

6. 程序输入画面的窗口操作 

可以通过窗口操作放大程序画面中的显示尺寸。 

画面右下角显示了用于窗口操作的图标。 

 
 

2.6.3. 创建程序对象（POU 对象） 

 1.创建程序 

程序在 POU 对象中创建。1个 POU 对象中仅可使用 1个程序。若要在项目内使用不同的程序，需

编号 初始设置 设置内容 

(1) 普通模式 点击元素可选择该元素。 

(2) 移动模式 在画面上点击并拖动，可移动画面。 

(3) 放大镜工具 启动放大镜工具的窗口。 

在窗口内放大显示光标位置的显示内容。 

(4) 当前的显示尺寸 显示当前程序画面的显示尺寸。 

 

 

 

 

(5) 

 

 

 

 

更改显示尺寸 

更改显示尺寸。 

点击按钮将显示菜单。请选择更改后的尺寸。 

 
如果选择 ，将显示”放大”对话框，可以输入放大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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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 POU对象。 

 2.添加 POU 对象 

若要添加 POU 对象，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Application]对象，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对象 

→ POU。 

 

2.6.4. 程序语言的类型 

STEP AS支持符合 PLC国际标准 IEC 61131-3的 6种编程语言。 

 1.梯形图程序（LD 程序） 

是将触点、线圈等梯形图元素放置在网络（电路）上所创建的图形化程序。还可以使用具有各种

功能的函数和功能块。 

 
 

2.结构化文本程序（ST程序） 

是以文本格式描述表达式和条件语句等所创建的程序。它基于编程语言 PASCAL，适用于数值运算、

数据处理、条件分支和重复处理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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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顺序功能图程序（SFC程序） 

是将步、转换、动作等元素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放置所创建的图形化程序。适用于描述状态转换的

处理。 

 

 
4.功能块图程序（FBD程序） 

是将函数和功能块放置在网络（电路）上所创建的图形化程序。与梯形图程序不同，不能放置触

点、线圈等梯形图元素。 

 
 

5.指令表（IL程序） 

是以文本格式按顺序编写类似于汇编程序的指令所创建的程序。适用于高速处理及需限制内存使

用量时等情形。 

 

 
6.连续功能图程序（CFC程序/面向页面的 CFC 程序） 

是在画面上放置功能块等元素所创建的图形化程序。元素可以在画面上自由放置，并且可以指定

执行顺序。 

有在 1 个画面中创建程序的 CFC 程序和在切换被称为页面的画面的同时创建程序的面向页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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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程序。 

<CFC 程序> 

 
＜面向页面的 CFC 程序＞ 

 

2.6.5. 变量 

在用于程序的 POU 对象的主窗口中声明变量。 

1.标准数据类型 

STEP AS中可以将以下类型用作标准数据类型。 

种类 类型 范围 大小（bit） 

真伪 BOOL TRUE(1)和 FALSE(0) 8 

整数 BYTE 0~255 8 

整数 WORD 0～65535 16 

整数 DWORD 0～4294967295 32 

整数 LWORD 0～264-1 64 

整数 SINT -128～127 8 

整数 USINT 0～255 8 

整数 INT -32768～32767 16 

整数 UINT 0～65535 16 

整数 DINT -2147483648～2147483647 32 

整数 UDINT 0～4294967295 32 

整数 LINT -263～263-1 64 

整数 ULINT 0～264-1 64 

浮动小数点 REAL -3.402823e+38～3.402823e+38 32 

 

浮动小数点 

 

LREAL 

-1.7976931348623158e+308～ 

1.7976931348623158e+308 

 

64 

字符串 STRING  (字符数+1)×8 

字符串 WSTRING  (字符数

+1)×16 

时间 TIME 0～4294967295 32 

时间 LTIME 0～213503d23h34m33s709ms551us615n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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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类型 范围 大小（bit） 

 

时间 

 

TIME_OF_DAY 

0(00:00:00:000)～ 

4294967295(11:59:59 PM:999) 

 

32 

 

日期 

 

DATE 

0(1970-01-01)～ 

4294967295(2106-02-07) 

 

32 

 

日期与时间 

 

DATE_AND_TIME 

0(1970-01-01,00:00:00)～ 

4294967295(2106-02-07,06:28:15) 

 

32 

 还可以使用结构体、枚举、别名、共同体等的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 

2.数组 

可以在 STEP AS中使用数组。 

通过使用数组，可以将多个数据用作 1个变量。 

在希望一起处理相同类型的变量时非常便利。 

例：声明具有 8个 INT型数据的一维数组 a1并在 ST 程序中使用时 

 
访问数组的变量时，可以自动检查索引是否在声明的范围内。请在用于自动检查的 POU 中使用

边界检查的 POU。 

使用自动声明的数组向导，只需输入索引和基本类型即可声明数组的变量。 

3.子界类型 

可以在 STEP AS中使用子界类型。子界类型可以对标准数据类型的值指定范围。 

以下为以子界类型变量的字符串形式声明的示例。 

 
如果要将超出范围的值分配给变量，编译时将显示错误。 

还可以以表单格式声明子界类型。 

 
访问 DINT、UDINT、LINT、ULINT 类型的子界类型变量时，可以自动检查值是否在声明的范 

围内。请在用于自动检查的 POU 中使用范围检查的 P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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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构体/枚举/别名/共同体 

可以通过 DUT对象声明结构体、枚举、别名、共用体的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 

若要使用这些数据类型，请将 DUT 对象添加到工程中。 

① 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Application】对象，选择菜单中的添加对象 → DUT。 

 
  

显示“添加 DUT”对话框。“名称”为在程序中访问类型时的名称。 

 

 
② 选择要定义的类型，并输入所需信息后，点击【打开】按钮。 

用于定义选择的类型的 DUT 对象被添加到导航栏窗口中。 

例：添加结构体 

 
 

③ 选择添加的对象，在主窗口中输入定义内容。 

各类型的定义和使用方法如下所示。 

a.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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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声明结构体 struct1和 struct2 的示例。struct2 扩展了 struct1。 

若要扩展声明，请在(2)中勾选 Extends，并输入扩展的声明。 

 
 

 
声明为结构体struct2的变量可以访问struct1和struct2的成员。 

例：访问结构体 struct2 的成员的 ST程序  

 
可以使用 BIT 类型作为结构体的成员。可用的值为 TRUE(1)或 FALSE(0)。BIT 类型的大小为 1

位。 

b.枚举 

是定义枚举 enum1 的声明和访问 enum1 的成员的 ST 程序的示例。 

变量 iVar0 和变量 iVar1 分别分配为 0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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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别名 

别名允许用户为类型名称指定用户定义的名称。请在声明部分中使用定义的别名声明变量。 

是定义 LINT 的别名 alias1 的别名的声明和声明 alias1 类型变量 iVar0 的声明部分的示例。 

使用 alias1 类型声明的变量 iVar0 将被处理为 LINT 类型变量。 

 
d.共同体 

是定义共用体 union1 的共用体的声明和访问 union1 的成员的 ST 程序的示例。 

 

5.常量 

STEP AS中可以使用常量。 

常量使用以下语法声明。VAR CONSTANT 

常量名称:类型:=初始值; 

END_VAR 

种类 类型 内容 

BOOL BOOL TRUE(1)、FALSE(0) 

 

整数 
 

可用于数值的类型 
2 进制、8 进制、10 进制、16 进制数 

对于非 10 进制数，在基数和#之后描述整数常量例：14、

2#0101、8#27、16#34AB 

小数和指数 REAL/LREAL 小数及指数 

例：1.4、2.34e+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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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类型 内容 
 

时间 
 

TIME 
32位符合 IEC 61131-3的时间常数 

语法：t#、T#、time#、TIME# 

例：T#12ms、T#12h32m24s 

 

 

 

时间 

 

 

 

LTIME 

64 位的时间常数。 

除 TIME 常量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单位 

微秒：m 

纳秒：ns 

语法：LTIME# 

例：LTIME#123m456ns 

 

时间 
 

TIME_OF_DAY 
时间 

语法：tod#、TOD#、time_of_day#、TIME_OF_DAY#  

例：tod#12:24:20.123 

 

日期 
 

DATE 
日期 

语法：d#、D#、date#、DATE#  

例：d#2018-01-01 

 

日期时间 
 

DATE_AND_TIME 
日期时间 

语法：dt#、DT#、date_and_time#、DATE_AND_TIME# 例：

dt#2018-01-01-07:04:13 

字符串 STRING、WSTRING 用单引号括起来 

例：’Hello World’ 

6.用于声明全局变量的对象 

可以在 STEP AS中使用可在整个工程中使用的全局变量。 

· 全局变量列表 

是用于声明全局变量的对象。 

可以使用全局变量列表的对象名.全局变量名访问使用全局变量列表声明的变量。 

例：在 ST 程序中访问全局变量列表的对象 GVL 的变量时 

 

· 持续变量列表 

是用于声明持续变量的全局变量的对象。 

在添加对象中选择“持续变量”。 

7.全局变量 

可以使用可在工程中通用的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在全局变量列表（GVL）的对象中声明。 

本节介绍如何声明全局变量以及如何访问声明的变量。 

① 双击导航栏窗口上的 GVL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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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窗口中显示 GVL画面。 

② 在全局变量列表（GVL）中声明变量。 

例：声明 INT 型的全局变量 g_iVar0 

 
声明的变量可以从程序中以“名称.变量名”访问 

例：将值“5”分配给全局变量 g_iVar0 

 
  可以以 XML 格式导入及导出在编译前声明的变量。  

右键单击全局变量列表中的对象，选择“属性”。将显示“属性”对话框，打开“链接到文件”选

项卡画面，选择导入或导出的项目，在文件名字段中输入要导入或导出的文件的路径。

 
 

8.持续变量 

复位时，可以使用持续变量的全局变量，其可保持值不进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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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变量列表的对象中声明了可用作全局变量的持续变量。 

仅可注册 1 个持续变量列表的对象。 

① 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Application】对象，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对象 → persistent

变量。 

 
显示"添加 persistent 变量"对话框。 

 
② 输入持续变量列表的名称，然后点击【打开】按钮。“持续变量列表”对象被添加到导航栏窗

口中。 

③ 在持续变量列表中声明变量。 

例：声明 INT 型的持续变量的全局变量 g_iVar0 

声明的变量可以从程序中以"名称.变量名"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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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值“6”分配给持续变量的全局变量 g_iVar0 

 
可以在每个 POU 对象的声明部分中声明（VAR PERSISTENT RETAIN）本地使用的持续变量。 

➢ 可以将每个 POU 对象中声明的持续变量的实例路径添加到持续变量列表中。 

在选中持续变量列表的声明部分的同时在菜单栏中选择声明 → 添加所有实例路径。 

9.简写格式功能 

如果在字符串形式的声明部分中使用简写格式功能，可以输入较少的字符进行变量声明。 

例：使用简写格式功能，声明 BOOL 类型的变量 bVar0 和变量 bVar1 时 

输入变量 bVar0和 bVar1，然后按<Ctrl>键+<Enter>键。 

自动输入“bVar0, bVar1:BOOL;”。 

 
使用简写格式功能的输入示例的模式如下所示。 

分号（;）后描述的字符串被处理为注释。 

以简写格式输入 按下<Ctrl>键+<Enter>键后的结果 

bVar0 bVar0:BOOL; 

iVar0 iVar1 I 6 iVar0, iVar1: INT := 6; 

strVar S 8 strVar: STRING(8) 

wVar w; wVar comment wVar: WORD; // wVar comment 

2.6.6. 函数和功能块 

可以从程序中调用函数和功能块。可以使用 POU 对象创建函数和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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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和功能块有以下区别。 

 函数（FUN） 

a) 无需在声明部分中声明即可使用。 

b) 仅有 1个输出。但是可以定义其他输出。 

c) 不保存输出变量和内部变量的值。 

功能块（FB） 

a) 通过在声明部分中声明实例即可使用。 

b) 可以有多个输出。 

c) 保存输出变量和内部变量的值。 

d) 可以进行使用继承（EXTENDS）、接口实现（IMPLEMENTS）、访问修饰符的面向对象的定义。 

 

1.函数 

函数为 1 个或多个输入执行 1 个输出。可以在不声明变量的情况下使用函数。 

例如，创建并调用以 3 个 INT 型参数作为输入，计算（第 1 个参数）+（第 2 个参数）-（第 3

个参数）并输出的函数"ADD_SUB"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① 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Application】对象，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对象 → POU。 

 
显示"添加 POU"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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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选择“函数”，并选择名称、返回类型的输入和描述语言。 

名称选择函数名。返回类型选择执行函数时的返回值。描述语言选择描述函数处理的编程语言。 

 
③ 点击【打开】按钮。添加了函数的 POU 对象。POU对象在导航栏窗口中显示为“函数名（FUN）”。 

 
④ 输入函数的处理。 

打开函数的 POU 对象，创建函数。在"VAR_INPUT"中声明函数的输入变量。将函数的输出分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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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称的变量。 

 
    至此创建函数的步骤完成。之后介绍调用创建的函数的步骤。 

 

⑤ 打开希望调用函数的 POU 对象，调用函数。 

a) 可以使用函数名称调用函数。调用函数不需要声明变量。 

例：从 LD程序调用时 

 
例：从 ST程序调用时 

 
b) 可以为函数定义追加的输出。在定义函数的 POU 对象的声明部分中声明为“VAR_OUTPUT”变

量。 

例：追加了输出 3 个输入变量的和的变量 iOut 的函数“ ADD_SUB”的定义 

(1).在 LD 程序中调用“ ADD_SUB”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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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ST程序中调用“ADD_SUB”函数 

 
2.功能块 

功能块为 1 个或多个输入执行 1 个或多个输出。使用功能块需要声明变量（实例）。 

例如，创建以 3 个 INT 型变量作为输入，输出 3 个参数的和的功能块“FB_ADD”并调用实例时，

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① 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Application】对象，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对象 → POU。 

 
显示“添加 POU”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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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选择“功能块”，输入名称并选择描述语言。 

名称选择功能块名称。描述语言选择描述功能块的处理的编程语言。 

 
③ 点击【打开】按钮。 

添加了功能块的 POU对象。POU对象在导航栏窗口中显示为“功能块名（FB）”。 

 
④ 输入功能块的处理。 

打开功能块的 POU 对象，创建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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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AR_INPUT”中声明功能块的输入变量。在“VAR_OUTPUT”中声明功能块的输出变量。 

 
    至此创建功能块的步骤完成。之后介绍调用创建的功能块的步骤。 

⑤ 打开功能块的调用源的 POU 对象，在声明部分中声明功能块的实例。 

声明作为功能块副本的实例。 

实例名称：以功能块名称的形式声明。 

 
⑥ 调用功能块的实例。 

调用功能块的实例时，将执行功能块中定义的处理。可以使用实例.变量名访问输入变量和输出变

量。 

例：LD程序中的调用 

 
例：ST程序中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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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输入助手 

可以在编写代码、插入库或 FB(功能块)时，快速提示已有的变量或功能块，并插入代码中。 

2.7.1. 启动输入助手 

编写代码时，可以通过编辑器 → 输入助手或按【F2】打开“输入助手”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可以通过类别进行过滤。用户也可以直接用文本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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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编码助手 

如果知道变量的部分名称，可键入，系统会自动提示，如下图所示： 

 
同时，可以键入‘.’点，提示全局变量。 

对于未声明的变量，STEP AS 提供自动声明的快捷功能，如下图所示，点击 根据提示完成操作。 

 
可通过菜单工具 → 选项 进行助手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第三章  系统配置  P 83 / 240 

 

第三章 系统配置 

3.1. 控制器配置 

导航栏双击设备节点或者在组态页面双击设备节点均可打开对应设备的配置页面。 

通用设备编辑器可以包括以下选项： 

➢  通讯设置:开发系统和可编程设备（PLC）之间连接的配置。在纯粹的 I/O设备下不可用。 

➢  应用：控制器上的应用程序列表。 

➢  备份与还原:“主机”文件系统和设备之间文件传输的配置。 

➢  日志:PLC日志文件的显示。 

➢  PLC 设置:处理 I/O 的配置: 哪一个应用程序，停止状态下行为，更新，总线周期选项等等。 

➢  用户和组:该设备在运行时的用户管理。 

➢  访问权限:访问设备上的对象和文件权限。 

➢  任务配置:所有输入和输出分配的任务。 

➢  状态:特定设备状态和诊断消息。 

➢  信息:通用设备的信息(名称、供应商、版本等)。 

3.1.1. 通讯设置 

 
图 3-1 通讯设置 

扫描网络：打开“选择设备”对话框，显示网关配置列表和这些网关链接的设备。可以从这个列表中

选择一个目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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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选择设备对话框 

 

网关： 

 
图 3-3 网关选择 

 

a.添加新网关:打开“网关”对话框来定义一个新的网关。 

b.管理网关:打开“管理网关”对话框会显示所有的网关。可以添加或删除或更改其顺序。  

c.配置本地网关:打开“网关配置”对话框。可以为本地网关配置块驱动程序。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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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设备选择 

 

 添加当前设备到收藏夹:将当前设置的设备添加到收藏的设备清单。 

 管理收藏设备:打开收藏夹显示所有最优设备列表。在此对话框中, 您可以添加或删除条目，或者

改变它们的顺序。上层设备是默认的。 

 重命名当前设备:打开“更改设备名称” 对话框。 

 闪烁有效设备:支持这个功能的设备会发出闪光信号。 

发送回应服务:STEP AS发送五个响应给 PLC 用于测试网络连接, 类似于 ping 功能。第一次不会发送数

据包，之后才会发送数据包。数据包的范围取决于 PLC 的通信缓冲区。 

 

3.1.2. 应用 

获取设备上的应用列表。 

 
图 3-5 设备列表 

3.1.3. 备份与还原 

在通用设备编辑器的标签页, 您可以通过保存和读取压缩文档来备份和保存 PLC 上应用程序特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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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要求：连接到设备的通信设置正确。应用程序的备份在 PLC上可用。 

 
图 3-6 备份还原 

 

备份：可以从设备读取备份信息、创建备份文件并保存到磁盘、保存备份文件到设备。 

 

 
图 3-7 备份文件 

 

恢复：可以从硬盘或者设备加载备份文件、从设备恢复备份文件。 

 

 
图 3-8 恢复文件 

 

恢复设备上的备份文件：如果备份文件中的至少一种组件在当前选项卡页面加载并设置为激活，那么

这个命令是可用的。用于恢复设备上应用程序的状态。在还原过程中用户界面被锁定。亦可以取消操

作。 

 

3.1.4. 文件 

可以在本机和 PLC之间传送文件。如果通信设置正确并且 PLC 在线，然后 STEP AS 将会建立和 PL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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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链接用于持续传输文件。 

 

 
图 3-9 文件 

 

可以设置新的文件路径，进行删除、更新等操作，可以复制选择的文件和目录到其他的文件系统。

如果在目标文件夹中没有该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就会建立。如果这个文件已经被建立并且没有写保护，

那么他会被重新写入。 

 

 

3.1.5. 用户和组 

根据设备支持情况，可以定义用户账户和用户组。与“获取权限” 选项卡相结合，可以在运行系统获

取控制对象和文件。 

要求:控制器有用户管理并且拥有登录信息以便能够登录到控制器。 

 

 
图 3-10 用户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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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用户和组均可执行添加、导入、编辑和删除操作。 

3.1.6. PLC 设置 

可以实现基本的 PLC配置，例如处理输入和输出以及总线周期任务等。 

 

 
图 3-11 PLC 配置 

I/O 处理应用：负责 IO处理的应用。 

PLC 设置： 

a.停止时更新 IO：若勾选，即使 PLC 处于停止的状态亦刷新输入和输出通道的值。如果看门狗检

测到了故障，输出将会被置为预定值。否则不会刷新输入和输出通道的值。 

b.停止时输出行为：可以保持当前值、设置所有输出为默认、执行程序。 

 

总是更新变量： 

 
图 3-12 更新变量设置 

 

全局设置定义是否在总线周期任务更新 I/O 变量。只要更新设置中定义“无效”，这些模块和隶属模

块的 I/O变量设置便是有效的。 

 禁用:只有在任务中使用时才会更新 I/O 变量。 

 使能 1:如果没有在其他任务中使用，I/O 变量会在总线周期任务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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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能 2:在每一个总线周期任务更新所有的变量，无论是否被使用或者被映射到输入和输出通道。 

总线周期任务：控制总线周期的任务默认情况下，已经进入设备描述的任务。默认情况下，上级总

线设备的总线周期设置（使用上级总线的周期设置）适用，设备树会向上扫描为了下一个有用的总线

周期任务定义。严格注意以下的提示： 

（1）在为总线周期任务选择设置 <未指定> 之前, 您应当注意以下方面：‘<未指定>’意味着设备描

述文件的默认设置开始生效。因此，你应该检查这个描述。使用具有最短周期的任务可以被定义为默

认值，但使用具有最长周期的任务也同样可以定义 

（2）对于现场总线，一个固定的循环矩阵需要确保一个确定的行为。为此，不要在总线周期任务中使

用“自由运行”类型。 

 

3.1.7. 访问权限 

在通用设备编辑器的选项页面，可以定义 PLC 对象的访问权限。 

要求：在 PLC 上必须设置用户管理。 

 

 
3-13 用户权限 

3.1.8. 日志 

通用设备编辑器中可查看 PLC 日志，它列出了记录在目标系统中的事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系统开启和关闭期间的事项（组件加载，和版本） 

 启动应用程序的下载和加载 

 自定义条目 

 I/O驱动程序的日志条目 

 数据服务器的日志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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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日志列表 

 

事件的严重性可以分为 4 类：信息、警告、错误、例外。通过列表上面的工具栏可以显示或隐藏。

每个类别的按钮显示了相关类别日志条目的数量。 

3.1.9. 任务配置 

设备编辑器的子对话框显示了输入和输出的表格以及他们分配的任务。 

 
 

该信息只有在应用程序代码编译生成后才可见。它用于故障诊断,因为它显示了多个具有不同优先级

任务的输入位置和输出位置。通过多次覆盖使用可能导致出现未定义的值。 

I/O 通道：所有相关设备的输入输出。该显示对应设备编辑器对话框中的 I/O 映射。通过双击一个输

入或者输出可以打开相关的 I/O 映射编辑器。 

任务：显示任务配置中定义的任务。标题包含任务名称和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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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状态 

通用设备编辑器选项卡显示状态信息，例如‘运行’和‘停止’，还有各个设备的具体诊断消息，以

及内部总线系统使用的信息。 

 

 
 

3.1.11. 信息 

通用设备编辑器的标签显示了设备描述文件中的一般信息，如：名称，供应商，类别，版本，序列

号，描述。本文涉及的设备的信息项都是设备描述文件中的一般信息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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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显示语言 

STEP AS支持中英文。初始设置的语言与 OS 所使用的语言相同。如需使用与 OS 不同的语言，请进

行显示语言设置。进行语言变更时，需要重新启动 STEP AS。 

     1、选择菜单的工具-->选项。显示"选项"对话框。 

     2、从类别窗口点击"语言设置"，显示"语言设置"画面。 

 
3、在用户界面语言-->指定语言栏选择语言。 

4、点击【确定】按钮。 

§"选项"对话框关闭。此时不会切换语言。 退出 STEP AS，再重新启动 STEP AS。选择的语言在 STEP 

AS 启动后生效。 

3.1.13. 版本显示 

可查看软件、编译器等组件、设备的版本号。 

1、选择菜单栏中的帮助-->关于。显示“关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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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击导航栏设备在弹出的设备信息页点击信息可查看设备版本。 

 

 
 

3.1.14. 在线帮助 

可查看帮助文档。 

1、 选择菜单栏中的帮助-->目录 或帮助文档在点击左下角的“目标”项。显示帮助文档目录页面。 

 
 

2、 选择菜单栏中的帮助-->索引 或帮助文档在点击左下角的“索引”项。 

显示帮助文档索引页面，双击左侧关键词可显示相应内容，也可在搜索框内搜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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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菜单栏中的帮助 -->搜索 或帮助文档在点击左下角的“搜索”项。 

显示帮助文档搜索页面，在搜索框内搜关键词可在右侧显示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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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therCAT 配置 

STEP AS 支持两种 EtherCAT 主站，一种是默认的 EtherCAT 主站，功能较全，SC30 控制器支持。

一种是自主 EtherCAT 主站，针对小型控制器 SC20 进行了优化，性能较优，占用资源少。 

 

EtherCAT 总线简介 

EtherCAT 是一项高性能、低成本、应用简易、拓扑灵活的工业以太网技术，可用于工业现场级的

超高速 I/O 网络， 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物理层，传输媒体双绞线或光纤 (100Base-TX 或 100Base-FX)。 

EtherCAT 系统由主站、从站组成。主站实现只需要一张普通的网卡，从站需专用的从站控制芯片，如：

ET1100、ET1200、FPGA 等。它有如下特性：  

(1) 一网到底，协议处理直达 I/O 层，单一系统即可涵盖所有设备 

(2) 无需任何下层子总线，On the fly 式报文传输 

(3) 传输速率: 100 Mbit/s ( 高速以太网 , 全双工模式 ) 

(4) 分布式节点同步性<1us 

(5) 链路层之上支持的协议如下： 

CoE（CANOpen over EtherCAT），基于 EtherCAT 的 CANOpen 应用协议,可对接伺服驱动协议

(Cia 402）或 IO协议（Cia 401） 

SoE（SERCOS over EtherCAT），符合 IEC 61800-7-204 标准的伺服驱动行规 

EoE（Ethernet over EtherCAT） 

FoE（File over EtherCAT）EtherCAT上的文件传输，支持固件升级。 

 

SC 系统控制器均支持上述特性。STEP EtherCAT总线伺服则支持上述 CoE协议。 

对于 SC 系列控制器，STEP AS 已默认配置好 EtherCAT 主站的硬件。 

基于 EtherCAT CoE 协议的应用，需要配置“过程数据 PDO”和“服务数据 SDO”，前者 PDO 安排为周

期性循环收发，后者 SDO 则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进行通信（常用来传输配置参数）。 

 

3.2.1. 自主 EtherCAT 主站配置 

(1) 主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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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同步偏移 

这个值允许在 EtherCAT 从站的 PLC 循环周期内修正同步中

断的偏移。通常情况下 plc 的任务周期比从站同步中断早启动 

20% 。这意味着 plc 任务会滞后循环周期的 80% 并且没有数

据丢失。 

自动重启从站 激活此选项，主站会在通讯结束后立即尝试重启从站。 

主站模式(第一个 DC 从站作为参考时间) 以第一 DC 从站的系统时间作为参考时间。 

从站模式(软件时间) 以控制器中 ARM 系统时间作为参考时间。 

从站模式 2(FPGA 时间) 
以控制器中 FPGA 的时间作为参考时间，用于总线轴和脉冲轴同

步。 

 

(2)总线周期任务 

通常,对于每个 IEC 任务,在每个任务(1)的开始处读取使用的输入数据,并且在任务结束时将写入的

输出数据传送到 I/O驱动器(3)。I/O驱动程序中的实现对于进一步传输 I/O数据起决定性作用。因此,

该实现负责实际传输在相应总线系统上发生的时间帧和特定时间。 

可以为 PLC 设置中的所有现场总线全局定义 PLC 的总线循环任务.但是,对于某些现场总线，您可以

独立于全局设置更改此设置。具有最短循环时间的任务用作总线循环任务(设置:在PLC设置中未指定)。

在此任务中,消息通常在总线上传输。 

其他任务仅复制内部缓冲区中的 I/O 数据,该内部缓冲区仅与总线循环任务中的物理硬件交换。 

 
 

(3)状态 

在使用的网卡和内部总线系统上，提供状态信息（例如‘启动’‘停止’）以及特定设备的诊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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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默认 EtherCAT 主站配置 

 

(1) 通用配置 

 
图 3-EtherCATMaster 设备配置 

 

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自动配置主站/从站 

 

如果激活该选项，根据设备描述文件的描述信

息，主站和从站的主要配置将会自动完成。此

情况下，FMMU/SYNC 设置对话框将不显示。 

EtherCAT NIC 设置 

目标地址 (MAC) 

 

应该接受报文的 EtherCAT 网络成员的 MAC 地

址。如果选中“广播”选项，则不必指定地址。 

源地址 (MAC) 

 

PLC 的 MAC 地址，网卡名称，即：PLC（目标系

统）：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1. 通过 MAC 选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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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2. 通过名称选择网络  

网络名称 

 

通过具体的网络名称，而非 MAC 地址选择

EtherCAT 网卡。 

通过 MAC 选择网络 

 

通过网卡的 MAC 地址 选择哪个网卡做

EtherCAT 网卡。对于 SC30 控制器，只能选择

12-34-56-78-9A-BC。 

通过名称选择网络 

 

通过网络名称选择哪个网卡做 EtherCAT网卡，

对于 SC30 控制器，只能选择 eth0。 

启用冗余 

 
SC20、SC30 控制器不支持冗余。 

分布式时钟 

主循环时间 

 

指在此之后可以传送新的数据报文的时间段。

如果‘分布时钟’功能被激活，则主站循环时

间将被传至从站时钟。因此可以实现精确的数

据交换同步，这在分布式过程中要求同步动作

时尤其重要（例如多个伺服轴执行同时联动任

务）。因此可以在网络范围内得到非常精确的、

信号抖动小于 1 微妙的时钟基 

同步偏移 

 

这个值允许在 EtherCAT 从站的 PLC 循环周

期内修正同步中断的偏移。通常情况下 PLC 的

任务周期比从站同步中断晚启动 20% 。这意

味着 PLC 任务会滞后循环周期的 80% 并且没

有数据丢失。 

同步窗口偏移 

 
激活此选项则允许监控从站的同步状况。 

同步窗口 

 

同步窗口监控的时间。如果所有从站同步情况

都在这个时间窗口，则变量 xSyncInWindow 

(IODrvEtherCAT) 被置成 TRUE,否则置成

FALSE。 

选项 

使用 LWR 而非 LWR/LRD 

 

激活此选项将使用组合读/写命令（LRW）代替

单独读（LRD）和单独写（LWR）命令。 

为每个任务启用消息 

 

激活此选项，处理输入输出信息的读、写命令

将由不同任务完成。 

自动重启从站 

 

激活此选项，主站会在通讯结束后立即尝试重

启从站。 

 

(2) 同步单元分配 

此选项卡显示插入特定主站下方的所有从站,并分配给同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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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第一个从站作为当前网段的参考时钟，其实时性较强；也可以主站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将 EtherCAT

主站设备对象的 DCSyncToMaster属性设置为 TRUE。。 

(3) 总线周期任务 

通常,对于每个IEC任务,在每个任务的开始处读取使用的输入数据,并且在任务结束时将写入的输出

数据传送到 I/O 驱动器。当采用 Softmotion EtherCAT 时，则会在任务的开始，进行报文的读取和写

入。 

可以为 PLC设置中的所有现场总线全局定义 PLC的总线循环任务.也可以独立于全局设置更改此设置。

通常把具有最短循环时间的任务用作 EtherCAT 总线循环任务。 

其他任务仅复制内部缓冲区中的 I/O 数据,该内部缓冲区仅与总线循环任务中的物理硬件交换。 

 

 
 

(4)状态 

在使用的网卡和内部总线系统上，提供状态信息（例如‘启动’‘停止’）以及特定设备的诊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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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自主 EtherCAT 从站配置 

EtherCAT从站的基本设定在该选项中配置。设备描述文件已预设为基本设定。 

(1) 通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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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解释如下 

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地址 

自动增量地址 

自动增量地址（16 位），由网络中从站的位置确定。

此地址只在启动时使用，此时主站正在将 EtherCAT

地址分配给从站。基于此目的，第一个报文通过从站

时，每一个经过报文的从站将其自动增量地址加 1。

地址为 0 的从站最终接收数据。可能的输入值如

‘-8’。 

EtherCAT 地址 
从站的最终地址，由主站在启动时分配。此地址独立

于网络中的实际位置。 

额外 

启动专家设置 

如果激活此选项，用于启动检查和超时的附加的专家

设置将有效，高级过程数据对话框将被激活。然而注

意，对于标准应用而言，主站默认有效的自动配置模

式是足够的，因此使用‘高级设置’是没有必要的。 

可选的 

如果一个从站设备被定义为‘可选的’,则不会创建

错误消息以防止该设备不存在总线系统。想要激活此

选项，必须在从站设备中存储一个站地址，因此必须

在 EEPROM 中定义并写入‘站别名’地址。且只有在

激活 EtherCAT 主站设置中的‘自动配置主站/从站’

选项以及 EtherCAT 从站支持此功能的前提下，此选

项才有效。 

分布式时钟 

选择 DC 
下拉菜单提供了由设备描述文件提供的所有关于分

布时钟的设置。 

使能 

如果“分布时钟”功能被激活，显示在“同步单元周

期 (µs)”区域的数据交换周期时间将会被主站周期

时间决定。因此，主站时钟能够同步网络内的数据交

换。 

Sync0 

启用 Sync0 

如果激活此选项，则使用‘SYNC0’的同步单元（倍

福）。一个同步单元描述了一系列同步交换的过程数

据。 

同步单元周期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主站周期时间乘以选择的系

数，将被作为从站的同步周期时间。“循环时间 

(µs)”域显示当前设置的周期时间。 

用户定义 
如果激活此选项，可以在“循环时间 (µs)”域输入

微秒制的期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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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Sync1 

启用 Sync1 

如果激活此选项，则使用‘同步 1’的同步单元（倍

福）。一个同步单元描述了一系列同步交换的过程数

据。 

同步单元周期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那么主站周期时间乘以选择的

系数，将被作为从站的同步周期时间。“循环时间 

(µs)”域显示当前设置的周期时间。 

用户自定义 
如果激活此选项，可以在“循环时间 (µs)”域输入

微秒制的期望时间。 

启动检查  

默认情况下，系统启动时，会根据当前的配置设置自

动检查供应商 ID 以及产品 ID。如果检测到不匹配，

总线会停止运且不执行下一步操作。此设定是为了避

免下载错误的配置。 

可以在这里取消此选项以关掉检查。 

超时 

SDO 访问 系统启动时，发送 SDO 列表。 

I -> P 由‘初始化’转换到‘预运行’模式。 

P -> S / S-> O 
由‘预运行’转换到‘安全运行’模式或由‘安全运

行’转换到‘运行’模式。 

DC 周期单元控制  

选择关于分布时钟功能定义的选项，该选项应该被分

配到本地微处理器中。控制功能已经在 EtherCAT 从

站的寄存器 Ox980 中完成：可能的设置：周期单元、

锁存器 单元 0、锁存器 单元 1。 

看门狗 

 

设置乘法器 
看门狗 PDI 以及 SM 从本地终端中获取他们的周

期，并由看门狗接受。 

设置 PDI 看门狗 

如果与 EtherCAT 从站之间的 PDI (过程数据接口) 

通讯时间超过设置并激活的 PDI 看门狗时间，看门

狗被触发。 

设置 SM 看门狗 

如果，周期的 EtherCAT 过程数据通讯比设置并激活

的 SM (同步管理) 看门狗时间长，看门狗将会被触

发。 

站别名 

 

激活 

如果设置“可选项”没有内激活，则此设置只有在由

从站设备描述文件明显支持的情况下才有效。它允许

直接分配别名地址以得到与总线中物理位置无关的

从站地址。如果激活选项‘可选的’，这个复选框是

禁用的。 

写入 EEPROM 

此命令只在在线模式下可见。它允许将定义的地址写

入从站的 EEPROM。如果从站不支持，则此命令无效

且从站不能以‘可选的从站’形式工作。 

实际地址 
此栏目只在在线模式下可见，显示从站的实际地址。

它可以用来检查‘写 EEPROM’的命令是否成功。 

 

(2) FMMU/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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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家过程数据 

只用于 EtherCAT 从站配置编辑器，并且是在从站选项专家设置模式被激活情况下此外，在这里也

可以进行 PDO 配置。 

 
 

 

(4) 过程数据 

显示从站的输入输出的过程数据，其中每个从站都是由设备描述文件中的名称、类型和索引定义的。

设备中被选择的输入（可读）和输出（可写），将在“I/O 映射”对话框中作为 PLC 的输出和输入获得。

PLC 工程变量可被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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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修改当前的选择，必须鼠标单击当前选择的数据前面的校验栏，以取消选择，之后可以选择其他

项 

 

(5) 启动参数 

这里能够对特殊从站定义设备参数，该参数在系统启动时可由 SDOs（服务数据对象）或 IDN 转移。

该对话框只有在设备支持‘CAN over EtherCAT’或‘Servodrive over EtherCAT.’时才显现。包含

了必要数据的对象字典由 EtherCAT XML 描述文件提供，或由 EtherCAT XML 描述文件引用的 EDS 文件

提供。 

 

 
 

(6) IO 映射 

对于每个 EtherCAT 从站，只要设备被插入到设备列表中，就会建立一个"ETCSlave"类型的隐式实例。

实例名称与设备列表中使用的设备名称完全相同。同时会在 I/O 映射对话框对话框中显示这个实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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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信息。应用中可以在运行时，使用从站实例获得、切换和检查从站状态。 

添加的从站会自动进行变量映射。 

 

 
 

IO 映射能够为 EtherCAT 输入或输出提供指定的工程变量。因此 EtherCAT 从站连接的 PLC 可以由

应用程序控制 

 

增删 402轴时变量映射会自动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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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状态 

提供状态信息（例如‘启动’‘停止’）以及特定设备的诊断信息。 

 

(8) 在线 CoE 

只有在使能从站的专家设置并且应用程序登录到设备的情况下，此对话框才会由 EtherCAT 从站配置编

辑器的选项卡提供。它显示从站和功能块向使用 EtherCAT总线的从站传输文件过程的状态信息。 

 
图 CoE 

3.2.4. 扫描设备  

利用导航栏上下文菜单的“扫描设备”可以实现设备的扫描。 

 

 
扫描设备，只有在应用登录的情况下才可用，启动一个当前连接到 PLC 上的硬件环境的扫描。这意

味着在一个对话框中检测和查看硬件配置，并使用户能够将此配置直接映射到工程中的设备树中。 

在每种情况下都会自动建立一个连接到 PLC 之前进行的扫描，扫描完成之后也会自动关闭。因此必

须正确配置网关连接并且在扫描进行之前 PLC 必须已经运行。如果扫描需要函数库功能，为了得到函

数库下载，至少在第一次扫描前进行登录。 

如果已经添加了一个 EtherCAT 主站模块，扫描设备后将得到所有有效的 EtherCAT 从站的列表。如

下图所示，可复制设备到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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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扫描的设备 

3.2.5. EtherCAT 常见故障  

EtherCAT主站常见故障： 

1. 现场总线同步丢失 SMC_DI_FIELDBUS_LOST_SYNCRONICITY 

a)  EtherCAT主站分布时钟偏移设置的不够合理。可设置为 40%~50%。 

b)  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使用普通的网线。建议使用超五类双绞屏蔽线。 

2. 轴运动过程中停止 SMC_FB_WASNT_CALLED_DURING_MOTION 

a)  EtherCAT主站所依附的任务与控制轴运动的程序所依附的任务不是同一个任务 

b）控制轴运动的功能块并未在任务中被周期性调用 

3. 程序启动后，EtherCAT 主站设备显示红色三角标识，无法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 

a) EtherCAT 主站选择的网卡名称不正确，对于 SC30 控制器，只能选择 eth0 作为 EtherCAT

网卡 

b) 网线插错或没有插网线 

4. EtherCAT主站启动过程中配置伺服或者远程 IO 模块出现错误 

a) SDO配置 PDO过程出错，请参考 3.4.4 CANopen 通讯故障 

b) 其它错误原因可根据 STEP ASlog 日志分析原因 

3.3. Modbus 串口配置 

3.3.1. 添加 Modbus 设备 

STEP AS 支持自主 modbus 通信，控制器可做主站和从站，在新建工程向导中可添加通用从站、新时达

变频器和控制器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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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控制器支持的 Modbus 总线数量不一样，支持总线数在控制器配置页面中显示。 

 

 
 

 

控制器作为主站和从站时使用不同的总线，所以添加 Modbus设备时，程序会判断当前占用的总线数，

如果超过控制器支持的总线数，将会给出串口被占用的警告。 

 

 
 

添加一路通用 modbus 从站和两路新时达变频器后的工程结构如下所示。 



第三章  系统配置  P 109 / 240 

 

 

 
 

Modbus 串口通信支持标准的 ModbusRTU协议，可配置为主站，支持 9600、115200等多种波特率。 

主站可以访问的变量范围定义如下： 

（1）所有的位变量操作（01 02 05 0f）可以读写%MX0.0-%MX8191.7 共 65536 个位变量； 

（2）所有的寄存器变量操作（03 04 06 10）可以读写%MW0-%MW65535 共 65536个寄存器变量 

3.3.2. Modbus 主站配置 

双击主站可进入 Modbus参数配置界面，包括通信端口、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传输模式、

帧间隔的设置。 

 
 

Modbus 主站配置参数： 

配置项 功能 

端口号 该主站物理连接选择端口。 

波特率 通信时的速率。 

奇偶校验 通信帧的校验方式。 

数据位 通信帧包含的实际数据位。 

停止位 通信时标识单个包的最后位。 

传输模式 RTU。 

帧间隔 主站接收上一个响应数据帧到下一个请求数据帧之间等待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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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Modbus 从站配置 

双击从站可进入从站的通信参数配置，包括从站地址、超时时间、从站使能变量配置。 

 
 

Modbus 从站配置参数： 

 
配置项 功能 

从站站号 标识从站号，范围 1~247。 

超时时间 主站发送后，超过该时间，主站报接收超时。 

从站使能变量 编程使能该从站，开始向该从站发送通信帧，ON 有效。 

 

对从站通道进行配置，对通道的配置包括添加、删除、编辑操作。 

每一个通道代表一个独立的 Modbus请求。 

 
点击“添加”按钮后会弹出通道设置页面，页面设置完成点击“确定”可添加相应通道。点击“取消”

按钮终止通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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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存取类型 

读线圈状态（功能码 01） 

读输入状态（功能码 02） 

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 03） 

读输入寄存器（功能码 04） 

写单个线圈（功能码 05） 

写单个寄存器（功能码 06） 

写多个线圈（功能码 15） 

写多个寄存器（功能码 16） 

触发器 循环执行：周期触发的请求 循环时间：设置时间再次执行 

 电平触发：编程进行改变时触发 
触发变量(SM)：设置触发 SM 元件， 

触发成功后，自动复位该元件 

重发次数 本次发生通信故障未获得从站返回帧，则按重发次数进行重新发送 

注释 可以对数据进行描述的简短文本区域 

读寄存器  

起始地址 读取的寄存器开始位置 

长度 读取的寄存器个数 

错误处理 
保持最后的值：使数据保持最后一次的有效值 

设置为 0：使所有值归零 

写寄存器  

起始地址 写寄存器开始位置 

长度 写寄存器长度 

“长度”参数的有效范围取决于以下功能码： 

功能码 类型访问 寄存器数量 

01 读线圈状态 1~2000 

02 读输入状态 1~2000 

03 读保持寄存器 1~125 

04 读输入寄存器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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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写单个线圈 1 

06 写单个寄存器 1 

15 写多个线圈 1~1968 

16 写多个寄存器 1~123 

 

添加通道后的从站通道界面如下： 

 

 
 

 

➢ 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所选通道进行编辑。点击“确定”按钮可更新通道设置或点击“取消”按

钮保持原有设置。 

➢ 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所选通道。 

➢ 创建 STEP变频器时系统会自动添加几个常用的通道。 

 
图 通道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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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利用工程向导新建工程时，系统会将添加的通道自动映射为 ModbusGVL文件中对应的全局变量，

映射的变量与变频器添加的顺序保持一致，如 CtrlWord[0]对应的是从站_STEP_inverter的映射变量；

CtrlWord[1]对应的是从站_STEP_inverter_1 的映射变量。 

 

 
图 映射变量 

 

 
图 映射变量 

3.3.4. Modbus 常见故障 

Modbus 主站连接 Modbus从站发生主要故障： 

（1）Modbus主站与 Modbus 从站配置不一致，导致主站与从站通信无法建立 

（2）Modbus主站访问 Modbus 从站非法地址，返回错误应答。 

（3）Modbus主站操作 Modbus 从站写寄存器，但是 Modbus 从站该寄存器只支持读不支持写操作，Modbus

主站会收到 Modbus 从站返回的出错应答。 

错误响应帧 

错误响应：从机地址+（命令码+0x80）+错误码+CRC 校验 

本错误帧适合所有的操作命令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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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字节）意义 字节数量 寄存器数量 

1 从机地址 1 个字节 取值 1~247 

2 命令码+0x80 1 个字节 错误命令码 

3 错误码 1 个字节 1~4 

 

3.3.5. ModbusTCP 配置 

暂不支持可视化的配置。 

可以使用我司提供的 ModbusTcpSlave 功能块进行通讯。 

 

3.4. CANopen 配置 

CANopen的配置主要包括 CANbus、CANopen主站和 CANopen从站的配置。利用向导和组态添加 CANopen

主站设备时会默认添加 CANbus。设备具体添加方式参考设备配置章节。 

SC30 控制器支持 CANopen 通讯协议标准 DS301。 

CANopen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关系如下所示： 

波特率(bps) 总线最大长度(m) 

1M 40 

500K 110 

250K 240 

125K 500 

100K 1300 

50K 3300 

20K 6600 

10K 13000 

 

3.4.1.  CANbus 配置 

CANbus 是设备树中每一个 CAN 总线配置的顶端配置。只有位于 CAN 总线节点下才可以插入 CANopen 

主站，然后添加从站，即 CANopen 远程设备。 

打开 CANbus的配置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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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ANbus 配置页面 

参数 参数说明 

网络 代表 CAN 外设索引，默认 CAN0 

波特率(kbits/s) 通讯波特率 

 

注意： 

为了防止 CAN 帧的丢失，要确认周期时间通过以下变量正确设置：当前使用的波特率，总线帧数量，

以及心跳时间设置，节点保护或者同步。这些时间应该是周期时间的整数倍！ 

3.4.2. CANopen 主站配置 

 
 

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概述 

节点 ID 
节点 ID 提供 CANopen 管理器能一一对应的组数对

模块，ID 值再 1 和 127 之间。ID 必须是十进制数。 

自动启动 CANopen 管理器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在所有从站准备好的情况下 

CANopen 管理会自动启动 (到达 OP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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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模式)。如果选项没有激活，管理必须通过应用程序

启动，使用 CiA405 NMT 功能块来处理此问题。 

可选从站轮询 

如果从站在脚本队列时没有回答那么它将会在每一

分钟进行发送直到成功相应。从站的永久轮训将会

导致总线循环时间的增加这可能会影响应用 (特别

对于运动应用)。为避免这种情况这个行为可以被停

止。如果一个轮询被停止从站只有在发送一个启动

报文后才会被激活。 

启动从站 

这个选项在 CANopen 管理中被用于启动从站。如

果被停止需要通过应用程序中的 CiA405 NMT 功

能块重新启动从站。 

NMT 启动所有 (如果可行) 

如果选项“启动从站”被激活 CANopen 管理将会

通过命令 "NMT Start All" 启动所有从站。 "NMT 

Start All" 命令在从站没有准备好时不会启动。在这

种情况下 CANopen 管理将会分别启动每个从站。 

"NMT Start All" 只有在工程中没有可选从站时才能

保证启动。 

NMT 错误行为 

重启从站：如果守卫事件发生所有从站将会自动由

堆栈重启 (NMT 复位 + SDO 配置 + NMT 启动)  

停止从站：如果一个守卫事件发生所有从站将会停

止。从站必须通过使用 CiA405 NMT 功能块通过应

用程序重启。 

心跳 

使能心跳产生 

如果这个选线被激活，主站将会根据内部定义的“心

跳时间”连续的发送心跳。如果添加一个新的从站

心跳功能，他们的心跳动作将会自动被激活并进行

配置，也就是说，节点-ID 在管理配置中会自动被

设置，同时心跳间隔会自动被乘因子  1,2。如果 

CANopen 管理中的心跳创建没有被激活，那么从站

中将会激活节点保护 (具有生命时间因子 10 以及

一个 100ms 保护时间)。注意 CANopen (从站) 设

备乐意作为一个心跳创建的配置。 

节点 ID 总线上心跳产生 (1 - 127) 的唯一标识符。 

产生时间 (ms) 以毫秒定义内部心跳时间。 

同步 

启用同步生成 
如果启用这个选项（默认：禁用）， CANopen 管

理器将发送同步消息。 

COB-ID (Hex) 通信对象标识，标识同步消息。可能的值： [1, 2047]。 

循环周期 (µs) 多少微秒发送同步消息。可能的值： [100, 232-1]。 

窗口长度 (µs) 
含时间窗口的长度在微秒上的同步 PDO [1,232-1] 

或者 0 如果不适用，同步的 PDO’s 将在同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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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息之后同时发送。 

启动同步消耗 

如果启用此选项（默认：禁用），另一个设备将会

发送一个同步消息并且 CANopen 管理将会接收

到。 

时间 

启用时间生成 
如果启用这个选项（默认：禁用）， CANopenManager 

将发送 TIME 消息。 

COB-ID (Hex) 
通信对象标识，标识时间消息。标准值： [0, 2047]，

默认值 100。 

产生时间 (ms) 
时间戳消息发送的毫秒级时间间隔。必须是任务周

期时间的整数倍。可能的值： [0, 65535]。 

 

注意：运行时系统必须支持高分辨率时间，否则会产生错误信息 

3.4.3. CANopen 从站配置 

 
 

分类 参数 参数说明 

概述 

节点 ID 
节点 ID 用于定义唯一的 CANopen 节点并且符合模块本省设置的序

号位于 1 和 127 之间。ID 必须是一个十进制数。 

SDO 通道(1/1 有效) 

这个按键打开一个对话框从中可以定义 SDO 通道。 服务数据类型 

(SDOs) 允许访问 CANopen 对象字典中的任意入口。一个 SDO 创建一

个两个设备间通道对等数据传输方式 (SDO 服务器以及客户端)。 

使能专家设置 显示“SDO 通道”配置项。 

可选设备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那么从站设备可选并且不受 CAN 网络的强制启

动。 

未初始化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 (根据目标系统对话框中可见)，主站将立即激活

节点，而不发送配置 SDOs。 (然而 SDO 数据将会被控制器创建并保

存)。 

复位节点 在下载配置或者从站配置之前，从站的 CANopen 通讯配置参数将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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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为默认值。 

节点保护 

启用节点保护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一个消息将会以“保护时间”间隔被发送到模

块 (微秒，默认 100)。如果模块没有按照给定的“保护 COB-ID” (通

讯对象定义) 发送数据，那么 CANopen 管理将会根据定义在“生命时

间因子”重新发送或者直到模块反应。如果没有模块响应，这个模块

将会被标记为“不可获得”。 

启用心跳生成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这个模块将根据在“心跳产生时间 (ms)”中的

定义发送心跳，如果设备配置文件中没有其他默认设置或者默认设置

为 0 那么默认值为 10。 

心跳消费(1/1 有效) 这个按键打开一个对话框定义从站需要保护的变量，可以进行定义。 

紧急情况 
使能紧急情况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模块将通过 COB-ID 间隔发送一个紧急消息，直

到一个内部错误产生。这些信息可以通过 CiA405 library 

(RECV_EMCY_DEF, RECV_EMCY) 函数库提供的函数恢复消息。 

COB-ID  通讯对象定义，定义紧急消息。 

时间 

启用时间生成 
如果启用这个选项（默认：禁用）， CANopenManager 将发送 TIME 消

息。 

COB-ID (Hex) 通信对象标识，标识时间消息。标准值： [0, 2047]，默认值 100。 

产生时间 (ms) 
时间戳消息发送的毫秒级时间间隔。必须是任务周期时间的整数倍。

可能的值： [0, 65535]。 

在重新启动时检查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那么将会从 CANopen 从站固件中接受到信息并

且与 EDS 文件中的信息做比较。如果有一个配置不相符那么配置将停

止并且从站将不会启动。 

 

注意：如果一个具有心跳功能的设备被插入，那么他的心跳设置将会自动的根据主站的配置进行设置 

 

3.4.4. CANopen 通讯故障 

1) 常规排障步骤 

1) 检查接线 

2)检查波特率 

3)检查匹配电阻 

4) 其它 

 

2) 通讯故障代码 

 

代码 ID 代码功能描述 

0503 0000 触发位没有交替改变 

0504 0000 SDO 协议超时 

0504 0001 非法或未知的 Client/Server 命令字 

0504 0002 无效的块大小（仅 Block Transfer 模式） 

0504 0003 无效的序号（仅 Block Transfer 模式） 

0503 0004 CRC 错误（仅 Block Transfer 模式） 



第三章  系统配置  P 119 / 240 

 

0503 0005 内存溢出 

0601 0000 对象不支持访问 

0601 0001 试图读只写对象 

0601 0002 试图写只读对象 

0602 0000 对象字典中对象不存在 

0604 0041 对象不能够映射到 PDO 

0604 0042 映射的对象的数目和长度超出 PDO 长度 

0604 0043 一般性参数不兼容 

0604 0047 一般性设备内部不兼容 

0606 0000 硬件错误导致对象访问失败 

0606 0010 数据类型不匹配，服务参数长度不匹配 

0606 0012 数据类型不匹配，服务参数长度太大 

0606 0013 数据类型不匹配，服务参数长度太短 

0609 0011 子索引不存在 

0609 0030 超出参数的值范围(写访问时) 

0609 0031 写入参数数值太大 

0609 0032 写入参数数值太小 

0609 0036 最大值小于最小值 

0800 0000 一般性错误 

0800 0020 数据不能传送或保存到应用 

0800 0021 由于本地控制导致数据不能传送或保存到应用 

0800 0022 由于当前设备状态导致数据不能传送或保存到应用 

0800 0023 
对象字典动态产生错误或对象字典不存在（例如，通过文件生成对象字典，但

由于文件损坏导致错误产生） 

3.5. 本地内置 IO 配置 

3.5.1. 添加设备  

利用向导、图形组态（Topology Configuration）或者右键添加设备均可添加本地内置 IO 主从设备。

添加后的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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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内置 IO从站配置 

 

 
参数页面 

 

参数 参数说明 

Fault 模块是否处于 Fault 状态 

Level Bit 位翻转，默认不反转 

 

(2) SC20本地 IO主站 

SC20 本地 IO的控制，需要添加 STEP_Local_Master 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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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建立连接后，在此设备上右击，单击“扫描设备...”可以扫描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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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复制所有设备到工程中”，即可将扫描到的从设备添加到主站下面。 

 
 

 

当然，也可以手动添加，双击 STEP_Local_Master可查看报错信息 

 

 
 

 

可以将 IO 设备分配到不同任务中，比如将 AI 设备分配到 PulseTask 中。不分配的话默认使用第一个

任务。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可以将相应设备分配到周期较小的任务中。 

 

 
 

3.5.2. SC20 本地 IO 配置 

(1) 8路数字量输入 

配置参数 

位反转配置，默认不反转，一般无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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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映射 

 
 

 

(2) 4路数字量输出 

配置参数 

位反转配置，默认不反转，一般无需修改 

 
 

IO映射 

 
 

 

(3) 2路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路 RTC 欠压检测，16位分辨率。 

配置参数 

上下限校准值、滤波系数（采用一阶滞后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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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方法：将初始上下限设为 65535 和 0，分别输入最大电压（10V）和最小电压（0V），并记录相

应采样的 AD 值，然后分别将采样到的 AD值作为上限和下限，即可完成校准；此上下限只与校准有关，

校准后采到的 AD 值范围依然为 0-65535。若需重新校准，将上下限设为 65535 和 0，然后重复上述步

骤即可。一般无需修改。 

当用户给定上下限校准值都为 0 时，使用控制器中保存的校准值；当用户给定上限校准值大于下限校

准值时，使用用户给定校准值；当用户给定上限校准值小于下限校准值时，控制器使用默认校准值。 

最后一个通道为 RTC电压，可用于 RTC欠压检测，提醒用户更换电池。 

 

注意：在线模式下，参数值的修改只能通过 Write Parameters 按钮实现，在线修改的参数支持掉电保

存，不需要在离线模式下再修改。 

 

 
IO 映射 

 
 

 

3.6. LocalBus 配置 

LocalBus 是用于扩展本地 IO 的一种总线，该总线速度快，稳定性高，可扩展性强。目前共有三种

localbus从站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说明 

1 STEP_LocalBus_16xDI_Module 16 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2 STEP_LocalBus_16xDO_Module 16 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3 STEP_LocalBus_4xAI_2xAO_Module 4 路模拟量输入和 2 路模拟量输出 

 

 

3.6.1. 添加设备 

利用向导或者组态均可配置 Localbus 设备。详细配置参考设备配置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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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ocalbus 设备图 

 

3.6.2. localbus 主站配置 

Localbus主站无需配置，配置参数为只读。 

 
 

用户可以通过 ErrorID和 Error String参数查看具体的错误信息： 

错误 ID 错误说明 

0 无错误，进入周期数据通讯状态 

1 LocalBus初始化错误 

2 STEP AS中 LocalBus主站设备下未添加扩展模块设备 

3 控制器未添加扩展模块 

4 STEP AS中配置的扩展模块数量与实际扩展模块数量不一致 

5 STEP AS中配置的扩展模块类型顺序与实际扩展模块类型顺序不一致 

6 扩展模块状态机从枚举状态切换到配置状态时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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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扩展模块参数时出错 

8 扩展模块状态机从配置状态切换到周期循环状态时出错 

9 扩展模块在周期数据通讯状态出错 

图 主站信息 

 

Localbus主站无需配置，配置参数为只读，用户可以通过错误 ID 和 错误字符串参数查看具体的

错误信息：扩展模块设备有个波特率参数，默认通讯速率是 6Mbps，用户在使用时不需要修改，除非特

殊情况。 

3.6.3. localbus 从站配置 

对于不同的 Localbus 从站，配置参数也不相同。 

1、对于 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配置页面如下： 

 
配置参数如下： 

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 

Filter Time 定义滤波时间，单位为 ms 

Bit Inversion Bit 位翻转 

 

2、对于 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配置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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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如下： 
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 

Bit Inversion Bit 位翻转 

 

3、对于 4路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出模块，配置页面如下： 

 
 

配置参数如下： 
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 

Upper Limit 定义输入值的上限。 

Lower Limit 定义输入值的下限。 

Filter Time 定义滤波时间，单位为 ms。 

3.7. 脉冲 pulse 轴配置 

对于 SC30-B6H控制器以及 SC20-A3H，可支持 4路高速脉冲输出和 ABZ编码器输入。其中脉冲输出类

型支持脉冲加方向、正负脉冲和正交脉冲。 

利用组态拓扑添加脉冲伺服主从站设备，利用 CODESYS 提供的运动控制标准接口即可实现对脉冲伺

服的控制。同样，可以新建工程时利用工程向导添加脉冲轴，可配置脉冲轴的个数由所在控制器支持

的脉冲轴个数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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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添加脉冲轴主从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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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配置脉冲轴从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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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iPulseType 
脉冲类型。 

0：脉冲+方向 1：正负脉冲 2：正交脉冲 

bUseServoOn 是否使用接口上的伺服使能引脚 

bUserServoReady 是否使用接口上的伺服准备好引脚 

bUseAlarmIn 是否使用接口上的伺服报警输入引脚 

bUserClearAlarm 是否使用接口上的清除伺服报警引脚 

bUseServoOnActiveHighActiveLow 伺服使能高有效或低有效 

bUserServoReadyActiveHighActiveLow 伺服准备好高有效或低有效 

bUseAlarmInActiveHighActiveLow 伺服报警输入高有效或低有效 

bUserClearAlarmActiveHighActiveLow 清除伺服报警高有效或低有效 

dwRatioTechUnitsDenom 用户单位与脉冲单位比的分母 

iRatioTechUnitsNum 用户单位与脉冲单位比的分子 

InvertDirection 运动反向 

 

3.7.3. 控制脉冲轴从站设备 

 配置完脉冲轴从站设备后，可以像控制 EtherCAT总线轴或者符合 PLCOpen标准的轴一样，控

制脉冲轴从站设备，从而支持单轴控制、电子凸轮、CNC、Robotic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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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编程基础 

操作数是用户程序中操作符、功能、功能块或者程序操作的对象，可以作为输入、输出、中间保存

结果。在 STEP AS 中，常见的操作数包含直接地址、常量和变量。 

与其他高级语言类似，STEP AS 也有常量和变量的概念。所谓常量就是数值不变的数。变量是由用

户定义的标识符。变量的存储位置可由用户指定为 %I 区、%Q 区、%M 区的特定地址，亦可不指定地

址，由系统自行分配，用户不需要关注这些变量的存储位置。 

4.1. 直接地址 

此类型固定地址也叫直接变量，直接映射到 PLC 设备的具体地址。地址信息包含了变量在 CPU 的存

储位置，存储大小及存储位置对应的偏移。 

 

语法：%<存储器区前缀><大小前缀><数字>.<数字> 

 

 编程系统支持以下 3 种存储区前缀 

1） I：输入，物理输入，“传感器” 

2） Q：输出，物理输出，“执行器” 

3） M：存储位置 

编程系统支持以下大小前缀： 

1） X：Bit ，一位。 

2） B：Byte，一个字节 

3） W：Word，一个字 

4） D：Double Word，两个字（4字节） 

5） L：四个字(8字节) 

 

第一个数字是变量对应内存前缀的偏移地址，“.”后的数字是变量为 BOOL 类型时，偏移地址后

的第几位。 

 

 

示例： 

%QX7.5 输出区域偏移 7 个字节，第六位（bit5）。 

%QX17 输出区域偏移 17 个字节 

%IW215 输入区域偏移 215 个字 

%MD48 内存区域偏移 48 个双字 

iVar AT %IW10: WORD;//iVar 变量是字类型，映射到输入区域偏移 10 字 的位置 

◆ 大小前缀为 X类型变量代表的数据类型为 BOOL 型，偏移地址应具体到位； 

◆ 大小前缀和数据类型是匹配的，大小前缀为 B 类型的变量应声明为一个字节的数据类型，

如 BYTE，SINT，USINT；大小前缀为W类型的变量应声明为一个字的数据类型，如 WORD，

INT，UINT；大小前缀为 D类型的变量应声明为一个双字的数据类型，如 DWORD，DINT，

UD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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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变量 

变量可以在 POU 的定义部分或者通过自动声明对话框定义，也可以在 DUT 或者 GVL 编辑器定义，通

过变量类型关键字来标识变量类型，例如通过 VAR和 END_VAR 来标识它之间定义的变量为本地变量。 

变量类型包括本地变量 (VAR)，输入变量 (VAR_INPUT)，输出变量(VAR_OUTPUT)，输入输出变量 

(VAR_IN_OUT)，全局变量 (VAR_GLOBAL)，临时变量 (VAR_TEMP)，静态变量 (VAR_STAT)，配置变量 

(VAR_CONFIG)。 

4.2.1.变量定义 

变量可以在声明编辑器中定义。声明编辑器有两种显示形式：文本视图和表格视图。POU 的文本视图

声明编辑器如下图： 

 
 

表格视图声明编辑器如下图： 

 
 

定义语法：<标识> {AT <地址>}:<数据类型> {:=<初始值>};位于大括号 {} 中的是可选部分。 

① 标识 

标识即变量的名称。变量命名应注意以下事项： 

1） 不能包含空格或者特殊字符 

2） 不能是预定义的关键字 

3）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4） 名称长度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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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称不能重复定义 

定义的本地变量名称可以和全局变量重名，默认使用本地变量，该变量可以用来表示全局变量，

也可以通过全路径变量名来指定具体的变量。例如: 

本地变量 iVar:=1; 全局变量 .iVar:=2; 全路径变量 GVL.iVar：=3; 

命名时需考虑部分命名建议：如变量名应准备表达其意义及数据类型，变量最好采用匈牙利命名法 

( 变量名 =属性 + 类型 + 对象描述 )。 

② AT 地址 

AT 地址为直接地址。 

③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分为标准数据类型和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1） 标准数据类型 

标准数据类型分为布尔类型，整形，浮点型，字符串，时间类型 

类型 关键字 范围 占用内存 

布尔类型 BOOL TRUE,FALSE,0,1 8Bit 

BIT 类型 BIT 
TRUE,FALSE,0,1,只能在结构体或功能块中使

用 
1Bit 

整数 

BYTE 0 - 255 8Bit 

WORD 0 - 65535 16Bit 

DWORD 0 - 4294967295 32Bit 

LWORD 0 - 264-1 64Bit 

SINT -128 - 127 8Bit 

USINT 0 - 255 8Bit 

INT -32768 - 32767 16Bit 

UINT 0 - 65535 16Bit 

DINT -2147483648 - 2147483647 32Bit 

UDINT 0 - 4294967295 32Bit 

LINT -263 - 263-1 64Bit 

ULINT 0 - 264-1 64Bit 

浮点类型 

REAL 1.401e - 3.403e+38 32Bit 

LREAL 
2.2250738585072014e-308 - 

1.7976931348623158e+308 
64Bit 

字符串 

STRING 

只支持 ASCII 码字符（不支持中文字符）。

默认最大长度 80 字符，超过最大长度会被去掉。

可 以 声 明 字 符 最 大 长 度 ， 如

str:STRING(35):=’This is a String’; 字符串

函数最大支持 255 字符。 

ASCLL形

式存储字符

串，用一个字

节存储结束

符 

WSTRING 

只支持 UNICODE 字符（支持中文字符）。默

认最大长度 80字符，超过最大长度会被去掉。可

以 声 明 字 符 最 大 长 度 ， 如

wstr:WSTRING(35):=”This is a WString”; 

UNICODE

形式存储字

符串，用两个

字节存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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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符 

时间 

TIME   

TIME_OF_DAY(DT) 一天的时间范围  

DATE 从 1970年 1 月 1日开始  

DATE_AND_TIME(DT

) 
从 1970年 1 月 1日开始  

 

2）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包括数组，结构体，枚举，联合，别名，子集，引用，指针。在编程软件 STEP 

AS 中，可以通过右键应用→添加对象→DUT 来添加结构体\枚举\联合\别名 4 种自定义数据类型。 

 

a) 数组 

语法: 

<Array_Name> : ARRAY[<Il1>..<ul1>,<Il2>..<ul2>,<Il3>..<ul3>] OF <elem.Type> 

Il1,Il2,Il3 定义区域的下限，ul1,ul2,ul3 定义上限，数值必须为整数，elem.Type 为每个数组

元素数据类型。 

 

初始化及示例 

Card_game: ARRAY [1..13,1..4] OF INT; 

arr1 : ARRAY [1..5] OF INT := [1,2,3,4,5];  

arr2 : ARRAY [1..2,3..4] OF INT := [1,3(7)]; (* 数组值 1,7,7,7*)  

arr3 : ARRAY [1..2,2..3,3..4] OF INT := [2(0),4(4),2,3]; (* 数组 0,0,4,4,4,4,2,3*)  

arr1 : ARRAY [1..10] OF INT := [1,2]; (* 数组部分初始化，没有初始化元素为默认值 0*) 

 

数组结构初始化示例 

结构体定义： 

  TYPE STRUCT1 

    STRUCT  

      p1 : INT; 

      p2 : INT; 

p3 : DWORD;  

END_STRUCT  

END_TYPE  

 

数组结构体初始化：  

arr1 : ARRAY[1..3] OF STRUCT1 :=  

[(p1:=1,p2:=10,p3:=4723),(p1:=2,p2:=0,p3:=299),(p1:=14,p2:=5,p3:=112)]; 

访问联合元素语法： 

<Array-Name>[Index1,Index2].  

示例： 

Card_gam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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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结构 

语法： 

TYPE <structurename> | EXTENDS DUTTYPE: 

STRUCT 

<declaration of variables 1> 

    ... 

<declaration of variables n> 

END_STRUCT 

END_TYPE 

<structurename> 是一个类型，可作为数据类型使用的。EXTENDS DUTTYPE 是可选项，表示继承

了 DUTTYPE 中的成员，可以通过 structurename 类型变量访问 DUTTYPE 的成员。这里的 DUTTYPE 

可以为结构类型，联合类型或者别名。 

 

初始化及示例 

Polygonline 类型结构定义: 

TYPE Polygonline: 

STRUCT 

Start:ARRAY [1..2] OF INT; 

Point1:ARRAY [1..2] OF INT; 

Point2:ARRAY [1..2] OF INT; 

Point3:ARRAY [1..2] OF INT; 

Point4:ARRAY [1..2] OF INT; 

End:ARRAY [1..2] OF INT; 

END_STRUCT 

END_TYPE 

 

 

初始化： 

Poly_1 : polygonline :=  

(Start:=[3,3],Point1:=[5,2], Point2:=[7,3], Point3:=[8,5], Point4:=[5,7], End:= [3,5]); 

  

访问结构元素语法： 

<structurename>.<variable> 

示例 :  

Poly_1.Start 

 

c) 枚举 

枚举类型是由若干串常量组成的，这些常量被称为枚举类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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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TYPE <identifier>: 

(<enum_0> ,<enum_1>, ...,<enum_n>) |<base data type>; 

END_TYPE 

identifier: 自定义的枚举类型。enum_n：枚举类型对应的常量值，每个常量可以声明其对应值，

如果不声明使用默认值。base data type 枚举常量对应数据类型，可以不用声明，默认为整数。 

 

初始化及示例 

TYPE TRAFFIC_SIGNAL:  

(red, yellow, green:=10); (* red 初始值 0, yellow 初始值 1, green 初始值 10 *) 

END_TYPE  

 

TRAFFIC_SIGNAL1 : TRAFFIC_SIGNAL;  

TRAFFIC_SIGNAL1:=0; (* 此枚举变量对应的值为 red *)  

 

FOR I := red TO green DO  

 

i := i + 1;  

 

END_FOR; 

d) 联合 

语法: 

TYPE <unionname>: 

UNION 

<declaration of variables 1>...<declaration of variables n> 

END_UNION 

END_TYPE 

<unionname> 是一个类型，并且可作为数据类型使用的。联合中的所有变量具有相同的存储位置，

联合类型变量分配的空间大小为其中占用最大空间的变量分配的大小 

 

示例: 

TYPE union1:  

UNION  

a : LREAL;  

b : LINT;  

END_UNION  

END_TYPE  

 

访问数组元素语法： 

<unionname>.<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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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union1.a 

e) 别名 

把一种数据类型用一种别名来表示。 

 

语法： 

TYPE <aliasname>:basetype END_TYPE 

aliasname 为别名类型名，用作数据类型。basetype 可以是标准数据类型，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

数据类型。 

 

示例： 

TYPE  

alias1 : ARRAY[0..200] of byte;  

END_TYPE 

 

初始化及访问方式和其对应的基本类型一致 

f) 子集 

子集数据类型是其定义的基本数据类型的子集，可以通过增加 DUT 来增加一个子集类型，也可以

直接声明一个变量为子集类型。 

 

DUT 对象语法： 

TYPE <name> : 

<Inttype> (<ug>..<og>)  

END_TYPE;  

Name   ：有效的 IEC 标示符 

Inttype：是数据类型 SINT, USINT, INT, UINT, DINT, UDINT, BYTE, WORD, DWORD (LINT, ULINT,  

LWORD) 中的一种。 

Ug    ：是一个常数，必须符合基本类型对应的下边界范围。下边界本身包含在此范 围内。 

Og     ：是一个常数，必须符合基本类型对应的上边界范围。上边界本身包含在此范 围内。 

 

DUT 对象声明示例: 

TYPE 

SubInt : INT (-4095..4095); 

END_TYPE 

变量直接声明示例 

VAR  

i : INT (-4095..4095);  

ui : UINT (0..10000);  

END_VAR 

 

g) 引用 

引用是一个对象的别名，操作引用就如同操作对象。 

 

语法： 

<identifier> : REFERENCE TO <data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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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er：引用标示符。data type：引用对象的数据类型。 

示例及初始化： 

ref_int : REFERENCE TO INT; 

a : INT; 

b : INT; 

ref_int REF= a;   (* ref_int 引用 a *) 

ref_int := 12;   (* a 值为 12 *) 

b := ref_int * 2;  (* b 值为 24 *) 

ref_int REF= b;   (* ref_int 引用 b *) 

ref_int := a / 2;  (* b 值为 6 *) 

 

➢ 不能引用 BIT 类型，即不允许定义 ref1:REFERENCE TO BIT 

 

h) 指针 

指针保存的是一个对象的地址，指针可以指向任何数据类型（BIT 类型除外） 

 

语法： 

<identifier>: POINTER TO <data type>;  

identifier：指针标示符。data type：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 

通过地址操作符对指针进行操作。地址操作符包括 ADR（获取变量地址）和∧（变量地址对应的

值） 

 

示例及初始化 

VAR 

pt:POINTER TO INT;    (* 声明指向 INT 类型的指针 pt*) 

var_int1:INT := 5;  

var_int2:INT; 

END_VAR 

 

pt := ADR(var_int1);    (* 变量 varint1 的地址分配给指针 pt *) 

var_int2:= pt^;     (* 通过 ̂  地址操作符获取指针对应的值 *) 

pt^:=33;       (* 给指针对应的变量 var_int1 赋值 *) 

 

④ 初始值 

变量初始化默认值为 0，用户可以在变量声明时通过赋值运算符“:=”来增加自定义初始化值。初始

化值为有效的 ST 表达式。ST 表达式由操作符，操作数，赋值表达式组成，操作符主要是加（+），减

（-），乘（*），除（/）等组成；操作数主要是指常量，变量和函数；赋值表达式指 ST 表达式中的给

变量的赋值运算符“:=”。因此，初始化可以为常量，变量或者函数，只是要确保使用的变量已经被初

始化。 

 

示例： 
VAR  

var1 : INT := 12;      (* 整形变量初始值 12*)  

x     : INT := 13 + 8;     (* 常量表达式定义初始值 *)  

y     : INT := x + fun(4);    (* 初始值包含函数调用 *)  

z     : POINTER TO INT := ADR(y);  (* 指针通过地址函数 ADR 来初始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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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VAR 

 

➢ 全局变量表（GVL）一般在 POU 本地变量定义之前已经初始化； 

➢ 定义时初始化指针时，如果是在线修改默认，指针将不会被初始化（指针还是指向在线修改之前

的变量） 

4.2.2.变量类型 

主要的变量类型包括：本地变量（VAR）、输入变量（VAR_INPUT）、输出变量（VAR_OUT）、输入输

出变量（VAR_IN_OUT）、全局变量（VAR_GLOBAL）、临时变量（VAR_TEMP）、静态变量（VAR_STAT）以及

配置变量（VAR_CONFIG）。 

 

变量类型声明语法： 

<type_key> | atribute_key 

variable1; 

variable2; 

... 

END_VAR 

type_key：类型关键字，包括 VAR（本地变量），VAR_INPUT（输入变量），VAR_OUTPUT（输出变量），

VAR_IN_OUT（输入输出变量），VAR_GLOBAL（全局变量），VAR_TEMP（临时变量），VAR_STAT（静态变量），

VAR_CONFIG（配置变量）。 

atribute_key：属性关键字，包括 RETAIN，PERSISTENT，CONSTANT，用于明确变量的范围。下面对属

性关键字做详细介绍。 

 

◆ RETAIN 变量（保留变量） 

RETAIN 变量在 PLC 掉电重启或者热复位后还能继续保留原来的值。RETAIN 变量保存在特定的 

RETAIN 保存区域。一个实际例子就是一个生产机器上的计数器；在电源故障后，它将在停止的地

方重新计数。 

 

示例 

在程序中定义 RETAIN 变量： 
PROGRAM PLC_PRG 

VAR RETAIN 

iRem1 : INT; 

END_VAR 

在全局变量表中定义 RETAIN 变量： 
VAR_GLOBAL RETAIN 

gvarRem1 : INT; 

END_VAR 

 

➢ 如果在程序中声明 RETAIN 变量，只有此 RETAIN 变量保存在 RETAIN 保存区域； 

➢ 如果在功能块中声明 RETAIN 变量，整个功能示例数据都会保存在 RETAIN 保存区域，但是只有此

RETAIN 变量才被处理为保留变量； 

➢ 如果在函数中声明 RETAIN 变量，此变量声明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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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STENT 变量（永久变量） 

VAR PERSISTENT 的定义总是与 VAR PERSISTENT RETAIN 或 VAR RETAIN PERSISTENT 的定义相同，

也就是说永久变量除了 RETAIN 变量的特性（掉电保存和热复位保留）之外，还就具有冷复位保

留值和程序下载保留值特性。持久性变量只有在初始值复位才被初始化。一个通常的永久变量的

例子就是一个程序运行时间计数器，在电源故障后可以继续计数，在重新下载程序后也可以继续

计数。 

 

示例 

永久变量表的例子： 
VAR_GLOBAL PERSISTENT RETAIN 

iVarPers1 : DINT;  

bVarPers : BOOL;  // 在永久变量表编辑器右键菜单中添加永久变量实例路径 

PLC_PRG.PERS: INT;  (*PLC_PRG 程序中定义的永久变量 PERS *) 

END_VAR 

 

➢ 一个应用只有一个永久变量表，只能通过右键应用 - 添加对象 - 永久变量来添加永久变量表。 

➢ 可以在程序中通过 PERSISTENT 属性添加永久变量，然后在永久变量编辑器中，通过右键菜单 - 添

加所有实例路径，把所有程序中的永久变量添加进永久变量表。 

 

下表列出了对于一个变量在复位、掉电等动作后是保留原值还是被初始化的情况 

 

X := 保留原值   - := 值被初始化 

动作 Var VarRETAIN 
VAR PERSITENT 或者 VAR PERSITENT 

RETAIN 或者 VAR RETAIN PERSITENT 

掉电 - X X 

热复位 - X X 

冷复位 - - X 

初始值复位 - - - 

程序下载 - - X 

在线修改 X X X 

 

说明: 

1） RETAIN 变量和 PERSISTENT 变量都属于保留变量，都保留在编程系统相同的保留变量区域。 

2） 映射到 %M 地址的直接变量可以声明为保留变量，而映射到 %I 和 %Q 的直 接变量不能声

明为保留变量。（自动声明时保留变量不能声明为直接变量， 所以 %M 直接变量只有通过手动输

入方式）。 

 

① 本地变量 

在 POU 内部 VAR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都为本地变量，不能被外部访问。 

 

赋值格式： 

本地变量 := 值 

 

示例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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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c1:INT; (* 本地变量 *)  

END_VAR 

② 输入变量 

在 POU 内部 VAR_INPUT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都为输入变量，可以在调用位置给输入变量赋值。 

 

POU 调用格式： 

本地变量 := 调用者输入值 

 

示例 
VAR_INPUT  

iIn1:INT; (* 输入变量 *)  

END_VAR 

 

➢ 输入变量在 POU 内部也是可以修改的，即使增加了 CONSTANT 属性 

 

③ 输出变量 

在 POU 内部 VAR_OUTPUT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都为输出变量。输出变量可以在调用时返回给

调用者，调用者可以做进一步处理。 

 

POU 调用格式： 

输出变量 => 调用者匹配类型变量 

 

示例 
VAR_OUTPUT  

iOut1:INT; (* 输出变量 *)  

END_VAR 

 

➢ 对于功能（FUNCTION）和方法（METHOD）除了返回值外，可以有另外的输出变量，但是必须在

调用时分配调用者接收变量。例如 fun(iIn1 := 1, iIn2 :=  2, iOut1 => iLoc1, iOut2 => iLoc2);  

➢ 对于功能块，可以在调用后把功能块输出变量赋值给调用者。 

 

④ 输入输出变量 

在 POU 内部 VAR_IN_OUT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都为输入输出变量。输入输出变量不仅可以传

入被调用的 POU 内，并且可以在被调用的 POU 内部修改。实际上传递给被调用 POU 内的变量是调用

者变量的引用。 

 

示例 
VAR_IN_OUT  

iInOut1:INT; (* 输入输出变量 *)  

END_VAR 

 

➢ 因传递给被调用 POU 内的变量是调用者变量的引用，所以不能直接访问功能块实例中的输入输出

变量，也就是不能直接使用<FBinstance><InOutVariable>，因输入变量已经是调用者变量的引用，

已经发生了变化； 

➢ 输入输出变量不能是常量和 Bit 类型直接变量（如 xBit0 AT %I2.0:BOOL）。如果需要声明输入输出

常量，可以加 CONSTANT 属性（VAR_IN_OUT CONSTANT）。如果需要 Bit 类型直接变量，需要增

加一个中间变量作为输入输出变量，然后把中间变量值给 Bit 类型直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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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类型直接变量示例： 
VAR_GLOBAL 

xBit0 AT %MX0.1 : BOOL;  (* 声明 Bit 类型直接变量 *) 

xTemp : BOOL;     (* 中间变量 *) 

END_VAR 

 

// 带有输入输出变量 (xInOut) 的功能块 

FUNCTION_BLOCK FB_Test 

VAR_INPUT 

xIn : BOOL; 

END_VAR 

VAR_IN_OUT  

xInOut : BOOL; 

END_VAR 

 

IF xIn THEN 

xInOut := TRUE; 

END_IF 

 

// 程序中调用功能块 

PROGRAM Main 

VAR 

xIn : BOOL; 

I1 : FB_Test; 

I2 : FB_Test; 

END_VAR 

 

// 使用 Bit 类型的直接地址变量，编译报错 

//I1(xIn:=xIn, xInOut:=xBit0); 

// 通过中间变量 xTemp 把 xBit0 的值传递给功能块，然后把中间变量赋值给 xBit0 

xTemp := xBit0; 

I2(xIn:=xIn, xInOut:=xTemp); 

xBit0 := xTemp; 

 

输入输出常量 (VAR_IN_OUT CONSTANT) 只能读不能写，而输入变量在当前版本是能够修改的，即

使增加了常量属性，所以可以用输入输出常量来把变量属性变为不可修改。 

 

输入输出常量示例: 
PROGRAM PLC_PRG 

VAR 

   sVarFits : STRING(16); 

   sValFits : STRING(16) := '1234567890123456'; 

   iVar: DWORD; 

END_VAR 

POU(sReadWrite:='1234567890123456', scReadOnly:='1234567890123456', 

iVarReadWrite:=iVar); 

//POU(sReadWrite:=sVarFits, scReadOnly:=sVarFits, iVarReadWrite:=iVar); 

//POU(sReadWrite:=sValFits, scReadOnly:=sValFits, iVarReadWrite:=iVar); 

//POU(sReadWrite:=sVarFits, scReadOnly:='23'     , iVarReadWrite:=iVar); 

 

FUNCTION POU : BOOL 

VAR_IN_OUT 

sReadWrite : STRING(16);  (* 在此 POU 内此字符串可读可写 *) 

iVarReadWrite : DWORD;  (* 在此 POU 内此字此变量可读可写 *) 

END_VAR 

VAR_IN_OUT CONSTANT 

scReadOnly : STRING(16);  (* 在此 POU 内此字符串只读的 *) 

END_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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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adWrite := 'string_from_POU';  

iVarInPOU  := STRING_TO_DWORD(scReadOnly); 

⑤ 全局变量 

定义在 VAR_GLOBAL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为全局变量。一般变量，常量，保留变量都可以声明

为全局变量。 

在 STEP AS 编程软件中可以通过右键 应用>添加对象>添加全局变量表 来添加全局变量表，然后

在全局变量表中添加全局变量。 

 

示例 
VAR_GLOBAL  

iGlobVar1:INT; (* 全局变量 *)  

END_VAR 

 

➢ 本地变量如果和全局变量具有相同的名称，直接对此变量名进行操作时表示操作的为本地变量，

可以在变量名前加全局范围操作符（.）来操作全局变量，如 .iGlobVar1； 

➢ 全局变量总是在局部变量之前初始化。 

 

⑥ 临时变量 

定义在 VAR_TEMP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为临时变量，临时变量在每次调用时会进行初始化。 

 

示例： 
VAR_TEMP  

iTemp1:INT; (* 临时变量 *)  

END_VAR 

 

➢ 临时变量只能在程序和功能块中声明 ;  

➢ 临时变量只能声明的程序或者功能块中使用。 

 

⑦ 静态变量 

定义在 VAR_STAT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都为静态变量。静态变量在第一次调用时被初始化，在

每次调用完 

此 POU 后，变量值依然保持下来。 

 

示例： 
VAR_STAT  

iStat1:INT; (* 静态变量 *)  

END_VAR 

 

➢ 静态变量只能在功能块，功能和方法中声明，不能在程序中声明 ;  

➢ 静态变量只能声明的 POU 中使用。 

 

⑧ 配置变量 

定义在 VAR_CONFIG 和 END_VAR 之间的变量都为配置变量。配置变量是直接变量，一般是映射到

功能块定义的不确定地址直接变量。在功能块内可以定义一个不确定地址的变量，此变量的地址通过

“*”来表示不确定的地址（任意的地址），然后添加一个配置变量表（通过添加全局变量表方式），把

所有功能块实例中不确定地址变量添加到配置变量表中，在此变量表中把所有的不确定地址给明确下

来，这样就可以集中管理所有功能块中不确定地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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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块不确定地址变量定义语法 : 

<标识符> AT  %<I|Q|M>* : <数据类型> 

 

地址的最终确定是在全局变量列表的“变量配置”中完成； 

 

示例： 
FUNCTION_BLOCK locio  

VAR  

xLocIn AT %I* : BOOL := TRUE;  

xLocOut AT %Q* : BOOL;  

END_VAR 

 

这里定义了两 I/O-变量，一个本地输入变量(%I*)和一个本地输出变量 (%Q*)。 

然后添加“全局变量列表”对象（GVL）。在关键词 VAR_CONFIG 和 END_VAR之间输入实例变量声明的具

体地址，这里的实例变量指包含 POU 完整的实例路径，具体地址对应于功能块中不确定指定的地址

（%I*，%Q*），另外数据类型必须与功能块的声明一致。 

 

配置变量定义语法 :  

< 实例变量路径 > AT %<I|Q|M>< 位置 > : < 数据类型 >; 

 

示例 
PROGRAM PLC_PRG  

VAR  

locioVar1: locio;  

locioVar2: locio;  

END_VAR  

VAR_CONFIG (* 正确的变量配置表 *) 

PLC_PRG.locioVar1.xLocIn  AT %IX1.0 : BOOL;  

PLC_PRG.locioVar1.xLocOut  AT %QX0.0 : BOOL;  

PLC_PRG.locioVar2.xLocIn  AT %IX1.0 : BOOL;  

PLC_PRG.locioVar2.xLocOut  AT %QX0.3 : BOOL;  

END_VAR 

 

➢ 一般是不需要配置变量的，因为对于 I/Q 地址输入 / 输出可以在对应模块的 I/O 映射界面通过

输入助手（或者直接输入实例变量路径）把变量映射到 I/Q 地址； 

➢ 配置变量一般映射到功能块中不确定地址变量，它也可以映射程序中的不确定地址变量； 

➢ 只存在不确定地址变量或者只存在配置变量都会编译报错，两者是配合使用。 

4.3. 常量 

在 PLC 编程的时候，会用到一些数值不变的参数，如定时器的时间、换算的比例等，这些数值不

变的参数称为常量。 

 

常量声明语法： 

 

VAR CONSTANT 

<identifier>:<type> := <initialization>; 

END_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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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AR CONSTANT  

c_iCon1:INT:=12;  

END_VAR 

 

STEP AS 支持多种数据类型的常量，常见的常量包括布尔型、整形、时间型、字符串等。具体常量见

下表: 

类型 描述 示例 

布尔类型 
有两个值 TRUE 和 FALSE（也可以用 1 和 0），1 等于

TRUE，0 等于 FALSE 
TRUE，FALSE，1，0 

BIT 类型 
和布尔类型相似，只能在结构体（占用位数）或者功

能块（映射 BOOL 类型的直接地址）中使用 
TRUE,FALSE,1,0 

整数 

整数常量的数值可以是二进制、十进制、八进制和十

六进制。如果整数值不是十进制值，可以用“进制”

加符号“#”放在整数值前面来表示。十进制的 10 至 

15 在十六进制中表示为 A 至 F 

十进制  ：66 

二进制  ：2#101 

八进制  ：8#72 

十六进制：16#3A 

类型常数：INT#22，BYTE#204 

浮点类型 
浮点常量用十进制小数和指数来表示，遵循标准的科

学计数法格式 
7.4 ，2.3e+9 ，REAL#3.12 

ASCII 字符串 

ASCII 字符串常量在两个单引号之间，可以包含空格

和特殊字符。一个字符用一个字节表示,只支持 

ASCII 码字符（不支持中文字符）。默认最大长度 80

字符，超过最大长度会被去掉。可以声明字符最大长

度，如 str:STRING(35):=’This is a String’; 字

符串函数最大支持 255 字符。 

$ 做转义字符例：‘$30’:0，字符 0，

16 进制 30 对应的 ASCII字符 

 

$$：$，美元字符 

 

$’：’单引号 

UNICODE 字符串 

UNICODE 字符串常量在两个双引号之间，一个字符站

两个字节，只支持 UNICODE 字符（支持中文字符）。

默认最大长度 80 字符，超过最大长度会被去掉。可

以声明字符最大长度，如 wstr:WSTRING(35):=”This 

is a WString”; 

“Unicode string” 

时间 

时间常量一般用来操作时间，由“T#”（或“t#”）

加上“时间值”构成，时间值的单位包括天（d）、

小时（h）、分（m）、秒（s）和毫秒（ms） 

T#12h34m15s; 

时刻 一天的时间范围，语法：TOD# 时间值。 TOD#15:36:30.123 

日期 从 1970 年 1 月 1 日开始，语法：d# 日期。 D#2015-02-12 

日期时刻 
日期常量和时刻常量合并起来称为日期时刻常量，从 

1970 年 1 月 1 日开始，语法：dt# 日期。 
DT#2004-03-29-11:00:00 

➢ 除 BOOL、BIT 和字符串类型类型外，其他类型都可以用关键字 # 常量值来表示某一类型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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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编程语言 

5.1. STEP AS 支持的编程语言简介 

编程后台总共支持 6种 PLC 编程语言： 

a) Ladder Logic Diagram(LD) 梯形逻辑图 

b) Function Block Diagram(FBD) 功能块图 

c) Structured Text (ST) 结构化文本 

d) Instruction list (IL) 指令表 

e) 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 (SFC) 顺序功能图 

f) Continuous Function Chart (CFC) 连续功能图 

 

其中， LD、FBD、ST、SFC、IL是基于 IEC 61131-3 标准，CFC 是 IEC 61131-3 标准的一个扩展。 

不论用户选用哪种语言，编程界面中的基本编辑方法是通用的，为编程带来很大方便。 

 

支持常见 Windows 文本编辑器的功能，如支持“复制”（Ctrl +C）“粘贴”（Ctrl+V）和“删除”（Del）

等快捷键； 

 

支持标准 Windows 上 <Ctrl>、<Shift> 按键进行多项选择； 

 

支持功能键 <F2> 启动输入助手，系统根据具体环境提供相对应的输入提示或选择。 

 

➢ FBD、IL 默认暂时不支持，SFC、CFC 内容详见帮助文档 

5.2. 结构化文本语言（ST） 

结构化文本是一种文本化的高级语言，跟 PASCAL 和 C 类似。程序代码由指令组成，指令由关键

字和表达式组成。不同于 IL 语言，ST语句循环中可以包含众多的语句，允许开发复杂的结构。 

 

例如： 
IF Value < 7 THEN 

WHILE Value < 8 DO 

Value := value +1; 

END_WHILE; 

END_IF; 

5.2.1.表达式 

表达式是一种结构，对它求值后，这个值可以在指令中使用。 

表达式由操作符和操作数组成。一个操作数可以是一个常量，变量，功能调用或其他表达式。 

例如： 

  常量，例如：20，t#20s，’22231 test’ 

  变量，例如：iVar，Var1[2,3] 

  功能调用，值为调用返回值，例如：Fun1(1,2,4) 

  其它表达式：10+3，var1 OR var2，(x+y)/z，iVar1:=iVar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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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的求值以特定的操作符优先权定义的顺序，按操作符对操作数进行求值。表达式中具有最

高优先权的操作符应首先进行求值，接着是下一个较低优先权的操作符等，从高到低依次求值完成。

优先权相等的操作符应按表达式中书写的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 

 

例子： 

若 A、B、C 和 D 属于类型 INT，并分别具有值 1、2、3、4，那么 A+B-C*ABS(D)应等于-9，而

(A+B-C)*ABS(D)应等于 0。 

 

当操作符具有两个操作数时，应首先对最左边的操作数求值。例如，在表达式 SIN(A)*COS(B)中，

应先对表达式 SIN(A)求值，其次是对 COS(B)求值，最后是积的求值。 

 

下表记录了 ST 语言的操作符： 
操作 符号 优先权 

括号 (表达式) 最高 

函数调用 函数名(参数列表,由逗号分隔)  

求幂 EXPT  

求负值 

求补 

- 

NOT 
 

乘 

除 

取余 

* 

/ 

MOD 

 

加 

减 

+ 

- 
 

比较 <,>,<=,>=  

等于 

不等于 

= 

<> 
 

逻辑与 AND  

逻辑异或 XOR  

逻辑或 OR 最低 

5.2.2.ST 指令 

整个 ST 程序由指令构成，指令由分号“ ; ”分隔。这些指令由关键字和表达式组成，ST 指令如下表： 
关键字 说明 示例 

:=,S=,R= 赋值，置位，复位 A:=B; C:=SIN(X); b1 R=cond1 

 功能块调用和输出 CMD_TMR(IN:=%IX5,PT:=300); A:=CMD_TRM.Q 

RETURN 返回(退出当前 POU)  

IF 选择 

D:=B*B; 

IF D<0.0 THEN 

C:=A; 

ELSIF D=0.0 THEN 

C:=B; 

ELSE 

C:=D; 

END_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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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多重选择 

CASE INT1 OF  

1:  

BOOL1 := TRUE; 

2:  

BOOL2 := TRUE; 

ELSE 

BOOL1 := FALSE; 

BOOL2 := FALSE; 

END_CASE; 

FOR FOR 循环 

J:=101 

FOR I:=1 TO 100 BY 2 DO 

IF ARR[I] = 70 THEN 

J:=I; 

EXIT 

END_IF; 

END_FOR; 

WHILE WHILE 循环 

J:=1; 

WHILE J<100 AND ARR[J]<>70 DO 

J:=J+2; 

END_WHILE 

REPEAT REPEAT 循环 

J:=-1; 

REPEAT 

J:=J+2; 

UNTIL J=101 OR ARR[J]=70 

END_REPEAT 

EXIT 退出循环 EXIT; 

CONTINUE 继续循环下次执行 CONTINUE 

JMP 跳转 
label: i:=i+1; 

JMP label 

; 空语句 ; 

 

(1) 赋值指令 

赋值指令用于变量赋值，也就是赋值关键字的左边是变量，右侧为要赋的值，通过赋值关键字进

行赋值。 

 

例如： 

Var1 := Var2 * 10; 

 

完成执行后，Var1 值为 Var2 的 10 倍。其中的赋值关键字包含三种“:=”、“S=”、“R=”。 

 

➢ “:=”为一般赋值，右值直接赋给左值，左值和右值相等。 

➢ “S=”为置位赋值，表示如果右值为 TRUE，左值变量变为 TRUE（置位），直到调用 R=命令来初 

始化。 

➢ “R=”为复位赋值，表示如果右值为 TRUE，左值变量变为 FALSE（复位）。用于复位 S= 指令置 

位的变量。 

 

例如： 

a S= b;   

 

一旦 b 为 TRUE 后，a 会保持 TRUE，即使 b 变为 FALSE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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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块调用 

 

语法： 

<FB 实例名>(FB 输入变量 :=<值或变量>|，<更多 FB输入变量 :=<值或变量>|...  

 

更多 FB 输入变量。下例中，一个延时功能块(TON)被调用，参数 IN 和 PT 被分配。那么结果变

量 Q 被分配到变量 A。延时 FB 通过”TMR:TON”实例化。 

 

示例： 
<FB instance name>, <FB variable>: 

TMR(IN := X0, PT := T#300ms); 

A:=TMR.Q; 

 

(3) RETURN 指令 

RETURN 指令表示当前置条件为 TRUE 时，离开此 POU。 

 

语法： 

RETURN; 

 

示例： 
IF b=TRUE THEN 

RETURN; 

END_IF; 

a:=a+1; 

 

如果 b 是 TRUE，语句 “a:=a+1;”不会被执行，POU 会立即被返回。 

 

(4) IF指令 

通过 IF 关键字，可以判断执行条件，根据执行条件，执行相应的指令。 

 

语法： 

IF < 布尔表达式 1> THEN 

<IF_ 指令> 

{ELSIF < 布尔表达式 2> THEN 

<ELSIF_ 指令 1> 

. 

. 

ELSIF <布尔表达式 n> THEN 

<ELSIF_ 指令 n> 

ELSE  

<ELSE_ 指令>} 

END_IF; 

 

{ } 内部分是可选的. 

 

如果 <布尔表达式 1> 为 TRUE, 那么只有 <IF_指令> 被执行，其它不被执行，否则，从 <布尔表

达式 2> 开始，一个一个计算布尔条件表达式直到其中一个表达式值为 TRUE，然后执行此表达式对应

的指令，如果没有表达式值为 TRUE，那么执行 <ELSE_指令> 对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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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IF temp <17 THEN  

heating_on := TRUE; 

ELSE  

heating_on := FALSE; 

END_IF; 

 

(5) CASE 指令 

使用 CASE 指令，可以根据一个条件变量，根据其对应的多个值罗列处 理对应的命令。条件变

量只能是整数。 

 

语法: 

CASE <Var1> OF  

<value1>:  

<Instruction 1> 

<value2>:  

<Instruction 2> 

<value3, value4, value5>:  

<Instruction 3> 

<value6 .. value10>:  

<Instruction4> 

... 

<value n>:  

<Instruction n> 

ELSE  

<ELSE Instruction> 

END_CASE;  

 

CASE 指令根据以下流程处理： 

 如果变量 <Var1>的值为 <valueI>, 那么<Instruction I>会被执行。 

 如果<Var1>没有匹配任何一个值，那么<ELSE Instruction>被执行。 

 如果同一个指令在几个变量值时执行，那么可以把这些值一个接一个的写出来，用逗号隔开，

因此共同执行。 

 如果同一个指令会在一个变量范围内执行，可以写上初始值和结束值，中间用两个点隔开。 

 

示例: 
CASE State OF 

2:  

Var1 := Var1 + 1; 

1..6:  

Var1 := Var1 - 7; 

7..20:  

Var1 := Var1 + 5; 

END_CASE 

 

(6) FOR 循环 

通过 FOR 循环，可以编写重复处理逻辑。 

 

语法: 

FOR <INT_Var> := <INIT_VALUE> TO <END_VALUE> {BY <Step size>} DO  

<instructions> 

END_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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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部分是可选的。 

 

INT_Var 是计数器，是整数类型，只要计数器<INT_Var>不大于<END_VALUE>，<Instructions> 会

被执行。在执行 <Instructions>之前首先要检查该条件，如果 <INIT_VALUE>大于<END_VALUE>，

<instructions> 不会被执行。 

当<Instructions> 执行一次后，<INT_Var>自动增加 <Step size>。<Step size> 可以是任意整

数值，如果不写此参数，默认值为 1。当<INT_Var>大于<END_VALUE> 时，循环停止。 

 

示例: 
FOR Counter:=1 TO 5 BY 1 DO 

Var1:=Var1*2; 

END_FOR; 

Erg:=Var1; 

 

假设 Var1 默认值是 2, 经过 FOR 循环后，它的值是 32。 

 

(7)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和 FOR 循环一样可以作为循环处理使用，但和 FOR 循环不同是循环条件可以是任意

布尔表达式 。一旦循环条件满足，循环就执行，否则退出循环。 

 

语法: 

WHILE <boolean expression> DO  

<instructions> 

END_WHILE; 

 

当 <Boolean_expression> 值为 TRUE时，<Instructions>指令开始执行，直<Boolean_expression>

值为 FALSE。<Boolean_expression> 在第一次值为 FALSE，那么<Instructions>永远不会被执行。如

果 <Boolean_expression>永远不会为 FALSE，那么<Instructions> 重复执行不停，这叫做死循环，

编程时一定确保不要出现死循环。 

 

示例: 
WHILE Counter<>0 DO 

Var1:= Var1*2; 

Counter := Counter-1; 

END_WHILE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WHILE 循环和 REPEAT 循环比 FOR 循环功能更强大，因为不需要在执行循环

之前计算循环次数。因此，在有些情况下，用 WHILE 循环和 REPEAT 循环两种循环就可以了。然而，

如果清楚知道循环次数，那么 FOR 循环更好。 

 

(8) REPEAT 循环 

REPEAT 循环不同于 WHILE 循环，因为循环条件是在循环指令执行后才检查的。这意味着，循环

至少执行一次，不管循环条件值如何。 

 

语法:  

REPEAT  

<instructions> 

UNTIL <Boolean expression> 

END_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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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逻辑为：<Instructions>一直执行直到<Boolean expression> 值为 TRUE。如果<Boolean 

expression>在第一次值 TRUE，那么<Instructions>只被执行一遍。如果<Boolean_expression>值永

远不是 TRUE，那么 <Instructions> 永远执行不停，导致死循环。 

 

示例: 
REPEAT 

Var1:=Var1*2; 

Counter:=Counter-1; 

UNTIL Counter=0; 

END_REPEAT; 

 

(9) CONTINUE 语句 

CONTINUE 指令在 FOR，WHILE 和 REPEAT 循环中使用，用于提前结束本轮循环，并重新开始下一

轮循环。 

 

示例: 
FOR Counter:=1 TO 5 BY DO 

INT1:=INT1/2; 

IF INT1=0 THEN 

CONTINUE;   (*提供除零*) 

END_IF; 

Var:=Var1/INT1;  (*executed,if INT1 is not 0*) 

END_FOR; 

Erg:=Var1; 

 

(10) EXIT 语句 

 

EXIT 被用于 FORWHILE或者 REPEAT循环，为了结束循环，不管其他中止条件。 

 

(11) JMP 语句 

 

JMP 指令用于执行非条件跳转到被跳转标签行标记的程序。  

 

语法:  

<label>:  

 

JMP <label>; 

  

<label> 标签名位于程序行的开始处，JMP 指令必须有一个跳转目标，也就是预定义的标签。到

达 JMP 指令后，程序会跳转到指定的标签处开始执行。 

 

示例: 
aaa :=0; 

_label11:aaa:=aaa+1; 

(*instructions*) 

IF (aaa < 10) THEN 

JMP _label1; 

END_IF; 

 

变量 aaa 初始为 0，只要其小于 10，程序就会跳转到 label1 处重新执行，因此它会影响 JMP 指

令和标签之间的程序的重复执行。 

这样的功能也可以通过 WHILE 或 REPEAT 循环来实现。一般应慎用跳转指令，因为它降低了代码



第五章  编程语言  P 153 / 240 

 

的可读性。 

(12) 注释 

在结构化文本中有两种写注释的方法。 

 用“(*”开始“*)”结束。这允许注释跨行注释。例如:“(*This is a comment.*)” 

 

 单行注释，用“//”作为注释的开始直到本行结束。例如:“// This is a comment.” 

 

注释可以在 ST 编辑器声明或实现部分的任意地方。 

注释的嵌套:注释可以放置在其他注释中 

 

示例： 
(* 

a:=inst.out; (*to be checked*) 

b:=b+1; 

*) 

5.3. 梯形逻辑图（LD） 

5.3.1.概述 

梯形图是图形化的编程语言，跟电路图的结构相近。梯形图包括一系列网络（也叫节，下文统一

以“网络”代替），每个网络由左侧的竖线（电源轨，能流线）开始。一个网络由触点，线圈，可选 POU

（函数、功能 块、程序）、跳转、标签和连接线等构成。 

网络左侧母线为能流线，其状态永远为 TRUE，母线后会连接触点、运算块、线圈等元素。每个触

点均分配布尔变量。如果变量值为 TRUE，相当于开关闭合，条件会从沿着连接线从左向右传递，否则

开关断开。在网络右侧的线圈，接收到从左侧传来的“开”或“关”信号，相应的 TRUE 或 FALSE 会

被写到与线圈关联的布尔变量中。梯形图编辑界面如下图。 

 

 
 

➢ 1 - 变量定义区； 2 - 梯形图编程区  3 - 工具箱 

 

梯形图主要元素包括触点、线圈、运算块、分支、注释等。通过插入、拖拽、划线、复制粘贴操

作在网络中添加这些元素，形成梯形图执行逻辑。对于梯形图界面字体、操作数及注释显示可以通过

【工具>选项>FBD/LD 编辑器器】设置。 

 梯形图支持监控、写入值、强制值、断点等在线调试功能。 



第五章  编程语言  P 154 / 240 

 

 关于分支的说明：分支分为闭合和非闭合的，闭合的叫并联分支，非闭合直接叫分支。 

5.3.2.梯形图元素 

梯形图元素包括网络、触点、线圈、运算块、执行块、分支、跳转、标 号、返回。 

触点、线圈、运算块输入输出都和操作数关联，操作数可以是变量、常量 (TRUE、FALSE、1、2 等 )、

地址，具体见变量定义。 

LD 元素位于工具箱（菜单命令【视图>工具箱】）中，如下图所示。在工具箱中除了常规下元素、

梯形图元素和 IEC 标准操作符（如布尔操作符、数学操作符）外，还包括功能块，当前程序中定义的

POU。 

 
 

1 网络 

图标 -   

  

梯形图由一系列网络组成，其它所有的梯形图元素都位于网络内。每个网络都由左边的网络序号指示。 

网络可插入标题（网络总结性说明）和网络注释（网络比较详细的说明），通过菜单【工具>选项>FBD/LD 
编辑器>常规】来使能网络标题、网络注释内容是否显示。 

选择网络可以插入标号，位于网络标题和网络注释下面，用来作为跳转目标。 

通过菜单命令【切换网络注释状态】来使能或者禁用网络。 

网络序号和网络内容之间有个区域叫网络装饰区，用来显示断点标志和书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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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触点 

图标 -   

 

触点分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触点传递 ON（TRUE）和 OFF（FALSE）值，触点为 BOOL 型变量，如果

变量值为 TRUE，常开触点向右传递 ON（TRUE），否则传递 OFF（FALSE），常闭触点传递值相反。 

触点可以增加延信号功能，选中触点右键菜单命令【边沿检测】，可以 把触点变为上升沿触发触点（触

点变量值由 FALSE 变为 TRUE 时触点向右传递 ON）或者下降沿触发触点（变量值由 TRUE 变为 FALSE 

时触点向右传递 ON）。 

 

3 线圈 

图标 -    

 

线圈位于网络的末尾。左侧逻辑运算结果，赋值给线圈变量。线圈变量只能为 BOOL 类型，TRUE 表示

（ON），FALSE 表示（OFF）。线圈仅支持向上或者向下插入并联线圈。 

 

线圈分为线圈、取反线圈、置位线圈、复位线圈。通过右键菜单命令或者快捷键可以进行 4 种线圈类

型之间的切换。 

  

线圈    ：左侧逻辑运算结果直接赋值给线圈变量。 

 取反线圈：把左侧逻辑运算结果取反赋值给线圈变量。 

 置位线圈：如果线圈左侧的状态值为 ON（TRUE）,则把线圈变量的值设置为 ON（TRUE），并且一 

直保持这个状态，直到下次该变量被复位线圈重置为 OFF（False）。 

 复位线圈：对置位线圈进行复位。 

 

4 运算块 

图标 -   

 

运算块可以是操作符、函数、功能块、程序、动作、方法。如果为功能块类型，则运算块框上面会增

加编辑框来显示功能块实例。 

 

一个运算块至少包含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运算块主要有下图组成： 

 
 

运算块分普通运算块和 En/Eno 运算块。 

EN/ENO 类型运算块：除了包含运算块本身所带的输入和输出外，还 增加 EN 输入和 ENO 输出。

EN/ENO 运算块执行逻辑为：当 EN 为 TRUE 时执行运算块逻辑，执行完成后 ENO 为 TRUE，如果 EN 为 

FALSE，不执行运算块，ENO 为 FALSE。注意：EN/ENO 运算块输入连线只能连接在 EN 引脚，输出连

线只能连接在 ENO 引脚。 

运算块输入输出引脚：BOOL 型输入连引脚可以增加取反、上升沿、下降沿信号。运算块输出连引脚可

以增加取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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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输入连线运算块：顾名思义有多个输入且多个输入均连接到能流线上，如下图为两个输入连线

的多输入连线运算块。由于多输入连线运算块有多个连线和能流线相连，所以多输入连线运算块不能

再并联分支中，并且只能在第一个分支中。 

 
5 执行块 

图标 -   

 

执行块是一个可以插入内嵌 ST 的块，在块中可以编辑 ST 语句。执行块可以放大缩小，最大为 

1000*400。 

 

6 分支 

图标 -   

 

分支形成一个非闭合的并联逻辑。 

 

7 标号 

图标 -    

 

标号标明跳转位置，位于网络头部，通过跳转元素跳转到标签位置。跳转标号是字符串，需符号标识

符命名规则。 

 

8 跳转 

图标 -   

 

当跳转元素左侧的输入为 TRUE 时，跳转到指定的标号位置执行。跳转元素位于网络的最右侧。 

 

9 返回 

图标 -    

 

当返回元素左侧的输入为 TRUE 时，当前程序立即退出执行。返回元素位于网络的最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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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LD 常规设置 

编辑器选项通过菜单命令【工具>选项>FBD,LD 和 IL 编辑器】打开。分为 常规/FBD/LD/IL/打印 5 个

选项卡设置，本节主要讲解常规设置界面如图： 

 

 
 

视图 

 插入网络标题：如果激活此选项，梯形图每个网络可以插入标题、编辑标题。如果已经插入了标

题会在当前网络最上面增加一行，用来显示标题，如果没有标题，标题行不会显示。插入标题通过菜

单命令实现。 

 显示网络注释：如果激活此选项，梯形图每个网络可以编辑网络注释。如果增加了网络注释，在

网络标题下增加一行显示网络注释，如果网络注释不存在，不会产生空白行显示网络注释。编辑网络

注释通过菜单命令实现。 

 显示功能块图标 - 如果激活此选项，如果运算块定义了图标，运算 块中间会显示图标。标准操

作符（如 ADD、SUB）和功能块（如 TON、TOF）都定义了图标，用户自定义的函数、功能块或者程序可

以通过右键【对象>属性>位图>点击此处选择与工程有关的位图】来添加图片，形成运算块图标。 

 显示操作数注释：如果激活此选项，梯形图界面每个操作数上都可以编辑和显示操作数注释。操

作数是一个编程概念，如变量、常量、地址都是操作数。由于梯形图中不一定都使用变量，如常量或

者地址，这时可以通过操作数注释对它们进行注释。编辑操作数注释通过选择操作数字符串，然后右

键菜单实现编辑。 

 显示变量注释：如果激活此选项，梯形图界面变量上，会显示变量声明时的注释。变量注释来自

于变量声明，不能编辑。 

 

字体 

点击样本文字，弹出编辑器字体选择框，设置梯形图文字字体。默认字体为微软雅黑，使用小五

号字体。字体范围主要包括操作数字符、注释。执行块字体使用文本编辑器字体（ST 文本、变量声明

文本）。 

 

动作 

 新操作符的占位符      ：未实现 

 添加运算块时默认空引脚：如果激活此选项，新增加运算块时，运算块输入和输出引脚用空字符， 

如果未激活此选项，运算块输入和输 出引用”???”字符。 

操作数固定大小设置    ：如果激活此选项，可以设置操作数固定宽带、操作数注释高度和变量 

注释高度。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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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数宽度    ：设置操作数固定字符个数，默认 23 个； 

操作数注释高度：设置操作数注释固定高度行数，默认 1 行； 

变量注释高度  ：设置变量注释固定高度行数，默认 1 行； 

5.3.4.LD 菜单命令 

菜单命令可以通过右键菜单或者 LD 工具栏菜单执行的梯形图命令。 

 

1 插入网络 

包含插入网络命令和插入网络 ( 在下方 ) 两个菜单命令，可以通过拖动工具箱中“网络”来插

入网络。 

 插入网络：图标 -  快捷键：Ctrl + I，表示在选择网络上面插入一个空网络。 

 插入网络（在下方）：图标 -  快捷键：Ctrl + T，表示在选择网络下方插入一个空网络。 

 

命令执行条件：先选择网络，在选择的网络上方 / 下方插入新网络。 

 

2 切换网络注释状态 

在注释状态，整个网络的代码无效，代码不会执行，执行块也不能编辑。 

 图标 -  快捷键：Ctrl + O，把一个网络在注释状态和非注释状态进行切换。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网络 

 

3 插入网络头信息 

网络头主要包含网络标题、网络注释和标号。 

插入网络头相关命令包含插入标号、编辑网络标题和编辑网络注释。 

  编辑网络标题：图标 - ，编辑选择网络的标题。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网络，并且选项中“显示网络标题”使能 

  编辑网络注释：图标 -   ，编辑选择网络的注释。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网络，并且选项中“显示网络注释”使能 

 

  插入标号：图标 -  ，给选择网络插入跳转标签，作为跳转元素跳转位置。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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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插入运算块 

包含插入运算块、插入空运算块、插入带 EN/ENO的运算块、插入带有 EN/ENO 的空功能块和插入

并行运算块（在下方）5 个菜单命令，用来插入操作符、功能、功能块和程序，也可以通过拖动工具

箱中“运算块”或者“带有 EN/ENO 的运算块”来插入运算块。 

前四个命令用来插入串联运算块，最后一个命令用于插入和选择元素并联的运算块。 

 

插入位置： 

1） 选择水平连线，在水平连线处插入一个运算块。 

2） 选择垂直连线（并联支架），对于左支架，插入到支架左侧连线上。如果是右支架，插入

到支架右侧连线上。 

3） 选择元素，在选择元素左侧插入运算块。 

 插入运算块  ：图标 -  快捷键：Ctrl + B，弹出输入助手选择一个要插入的运算块。 

 插入空运算块：图标 -  快捷键：Ctrl + Shift + B，插入一个空的运算块，不弹出输入助手。 

可以在运算块类型处输入运算块类型。 

 插入带 EN/ENO 运算块：图标 -  快捷键：Ctrl + Shift + E，弹出输入助手选择一个要插入

的运算块，此运算块带有 EN/ENO 输入和输出。带 EN/ENO 的运算块，当 EN 为 TRUE 时运算块才

执行，为 FALSE 时不执行，ENO 和 EN 结果相同。 

 

 插入带有 EN/ENO 的功能块：插入一个空的运算块，不会弹出输入助手，此运算块带有 EN/ENO 输

入和输出。 

 

 插入并行运算块（在下方）：在选择的元素下方插入一个空的运算块。选择元素可以是触点、运算

块。 

 

5 插入执行块 

插入执行块：图标 -  ，在当前选择位置插入串联执行块，也可以通过拖动工具箱中“执行块”

来插入。 

 

1）选择水平连线，在水平连线处插入一个执行块； 

2）选择是垂直连线（并联支架），对于左支架，插入到支架左侧；对于右支架，插入到支架右侧； 

3）选择元素，在选择元素左侧插入运算块。 

 

执行块是一个可以编辑 ST 语句的块，单键文本区域进行编辑；执行块只有 EnEno 输入和输出。 

 

6 插入输入 

插入输入：图标 -  快捷键：Ctrl + Q，给可变输入运算块增加输入。 

可变输入运算块：ADD、+、MUL、*、SEL、AND、&、OR、|、XOR、MAX、MIN、MUX。 

插入位置：当选择输入引脚时，在当前输入引脚之前加入一个输入；选择运算块，增加的输入引

脚位于最后位置。 

 

7 插入线圈 

包含插入线圈、插入置位线圈和插入复位线圈三个菜单命令，也可以通过拖动工具箱中“线圈”、

“置位线圈”和“复位线圈”元素来插入线圈。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位置不能位于并联分支中，也不能位于多输入连线运算块输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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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线圈：图标   快捷键：Ctrl + Shift + A，在当前位置输出 一个线圈 

 

插入位置： 

1）选择水平连线，在水平连线处插入一个线圈，此线圈和连线通过非闭合分支处理。 

 
 

2）选择是垂直连线（并联支架），对于左支架，插入到支架左侧；如果是右支架，插入到支

架右侧。 

 

 
 

3）选择网络，新线圈插入到最后。 

 

 
 

4）如果选择线圈、返回或者跳转，则在当前选择元素下面插入新线圈。 

 

 
 

插入的线圈缺省变量为“???”，需要输入所需的变量或常量，可以使用输入助手，直接从变量列

表中选择输入 

◆ 插入置位线圈：图标 - ，表示在当前位置插入一个置位线圈。操作方式和上述“插入 

线圈”相同。 

◆ 插入复位线圈：图标 - ，表示在当前位置插入一个复位线圈。操作方式和上述“插入 

线圈”相同。 

 

8 插入触点 

包含插入触点、插入常闭触点、插入并联下触点和插入并联上触点四个菜单命令，也可以通过拖

动工具箱中“触点”、“常闭触点”元素来插入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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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触点：图标 - 快捷键：Ctrl + K，表示在当前位置前串联插入一个常开触点。 

插入位置： 

1） 选择水平连线，在水平连线处插入一个触点； 

2） 选择垂直连线（并联支架），对于左支架，插入到支架左侧；如果是右支架，插入到支架 

右侧； 

3） 选择一个网络，那么新触点插入到最后； 

4）选择元素，新触点插入到元素左侧。 

 

触点缺省变量名为“???”。 点击文本输入所需的变量或常量，可以使用输入助手，直接从变量列

表中选择输入。 

◆ 插入常闭触点：图标 - ，表示在当前位置串联插入一个常闭触点。操作方式和上述 

“插入触点”相同。 

◆ 插入并联下触点：图标 - ，快捷键：Ctrl + R，表示在选择元素下并联插入一个常 

开触点。选择元素可以是触点或者运算块。 

◆ 插入并联上触点：图标 - ，快捷键：Ctrl + P，表示在选择元素上面并联插入一个 

常开触点。操作方式和上述“插入并联下触点”相同。 

 

9 插入分支 

 

包含插入分支、在上面插入分支、在下面插入分支三个菜单命令，也可以通过拖动工具箱中“分

支”元素来插入分支。分支是一个非闭合的线，和并联分支不同。 

◆ 插入分支：图标 - ，快捷键：Ctrl + Shift + V，表示在所选连线位置插入一个分支。 

◆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位置不能位于并联分支中，也不能位于多输入连线运算块输入位置。 

 

插入位置： 

1） 选择连线，在连线下方插入一条分支。 

2） 选择触点或者线圈，在选择元素之前插入。 

3}选择左支架，插入在支架左侧；选择右支架，插入在支架右侧。 

 

如下图，每个选择位置表示一个分支。 

 

 
 

◆ 在下面插入分支：图标 - ，表示在所选分支下面增加一个分支。 

◆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分支连线。 

◆ 在上面插入分支：图标 - ，表示在所选分支上面增加一个分支。选择分支连线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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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执行。 

◆ 命令执行条件：选择分支连线。 

10 跳转和返回 

包含插入跳转命令和插入返回两个菜单命令。跳转和返回属于程序执行顺序控制命令，正常程序

按照网络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执行。可以通过拖动工具箱中“跳转”来插入跳转元素或者工

具箱中的“返回”来插入返回元素。 

 

跳转、返回和线圈一样，必须在最右侧，所以插入跳转和插入返回的规则和插入线圈一样，详见

插入线圈命令。 

◆ 插入跳转：图标 - 快捷键：Ctrl + L，表示插入一个跳转元素，跳转到指定标号位置。 

跳转位置为网络中的标号，也就是说可以从一个网络跳转到另一个网络。当跳转前的输

入条件满足时才能执行跳转。 

◆ 插入返回：图标 - ，表示插入一个返回元素。当输入条件满足时，当前 POU 执行返 

回，返回到调用它的 POU 

 

11 取反 

图标 - 快捷键：Ctrl + N，对运算块输入、运算块输出、跳转条件、返回条件、触点值或者

线圈取反。 

 

取反命令可以在两种位置执行： 

1）元素取反：主要是触点和线圈。取反后触点和线圈内增加一个斜线（/）。 

 

2）连线取反：主要包含运算块输入连线、运算块输出连线、线圈输入连线、跳转输入连线、

返回输入连线，取反后连线处增加一个圆圈。 

 

取反位置如下图： 

 

 
再次执行取反命令时，取反的状态切换回来。 

 

12 边沿检测 

图标 - 快捷键：Ctrl + E，表示对触点、运算块输入连线、线圈输入连线、跳转元素输入连线、

返回元素输入连线增加边沿触发功能。 

 

上升沿检测相当于 R_TRIG 功能块，下降沿相当于 F_TRIG 功能块。 

边沿检测命令可以在两种位置执行： 

1） 触点边沿检测：选中触点执行边沿检测命令，触点增加边沿检测功能， 表示上升沿；  

表示下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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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线增加边沿检测：运算块输入连线、线圈输入连线、跳转元素输入连线、返回元素输入 

连线，执行块边沿检测命令，连线上增加延信号符号，上升沿检测符号为 ；下降沿

检测符号为 。只有 BOOL 型输入连线才能添加边沿检测功能。 

 

13 置位/复位 

图标 - 快捷键：Ctrl + M，该命令用于增加置位或者复位输出功能。置位输出显示为“S”，复

位输出显示为“R”。可以多次执行此命令，在置位、复位和正常输出之间切换。 

 

置位 / 复位命令可以在两种位置执行： 

1） 选择线圈，执行此命令变为置位、复位线圈。置位线圈： 。复位线圈： 。 

2）选择运算块 BOOL 型输出连线（非主输出），设置置位复位功能，如下图： 

 

 
 

14 设置输出连接 

图标 - 快捷键：Ctrl + W，当运算块有多个输出时，可以修改主输 出的引脚（一个运算块

只有一个主输出，主输出和后继的元素相连）。如下图： 

 

选择要修改的输出引脚，执行此命令，修改输出连接 

 

 
 

15 更改输入输出引脚显示 

包含更新参数和删除未使用的 FB 调用参数两个菜单命令。 

更新参数：图标 - 快捷键：Ctrl + U，表示更新所选的运算块的输 入和输出参数。如果运

算块的输入或者输出参数发生变化时，通过执行“更新参数”命令，更新运算块的输入和输出参数 

删除未使用的 FB 调用参数：图标 - ，删除未使用的运算块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也就是一

个运算块中输入或者输出为“???”或者空时，这些输入和输出将不再显示。 

 

16 转换为 LD语言 

显示为梯形图逻辑：快捷键：Ctrl + 2。把 FBD/IL 转换为 LD 语言；由于 FBD、IL 暂时不再支

持，旧工程可以通过此命令把 FBD/IL 转换为 LD 语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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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跳转网络 

转到…：跳转到指定的网络。弹出跳转网络输入框，指定跳转的网络编号。 

 
18 编辑操作数注释 

编辑操作数注释：编辑选择的操作数的注释。 

 

命令执行条件： 

◆ 选项中 FBD/LD，激活选项“显示操作数注释” 

 

◆ 需要选择操作数字符串 

 

操作数是逻辑概念，输入变量、常量、地址都是操作数，如运算块输入变量、触点关联变量、线

圈关联变量、运算块实例等。 

选择操作数字符串，执行此命令显示编辑操作数注释对话框，对操作数注释进行编辑，如下图： 

 

 
 

19 并联模式切换 

Toggle Parallel Mode：切换并联分支并联模式。并联模式分为顺序型并联分支和短路型并联分

支。 

◆ 顺序型并联的并联支架使用单线，分支输出结果为单个分支输出取或操作，如下图，通过 

OR 来形成分支结果。 

 
 

◆ 短路型并联的并联支架使用双线，分支输出结果需要考虑每个分支是否包含非运算块。 

 

非运算块的分支作为条件，如果非运算块的分支有一个结果为 True，都不去执行有运算块的分支

（可以理解为触点短路运算块）。如下图，只有 X1 分支和 X2 分支结果都不是 TRUE，才去执行第一

个 Move 分支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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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运算块分支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此分支只包含触点或者操作符运算块。 

2） 触点不能具有延信号 

 

3） 操作符运算块不能是 EnEno 类型，操作符运算块输入连线不能包含取反、或者延信号 

 

4）  

 

5.3.5.拖拽操作 

梯形图可以进行元素拖拽，包括主要包括工具箱拖拽元素到网络、梯形图界面内元素拖拽及跨界

面拖拽。 

 

当拖拽元素时，梯形图界面会显示可拖拽位置。可以拖拽位置有三种显示形式： 

➢ 菱形显示：使用菱形 ，表示可拖拽到当前位置串联插入。 

➢ 上下三角显示 ，表示在当前元素上方或者下方插入并联元素。 

➢ 上下箭头显示：使用上下箭头 ，表示向上或者向下增加一个网络。 

 

当拖拽元素到插入位置时，每种图形内部会变成绿色，如 ，表示要插入到此位置。拖拽显示如

下图所示。 

 

 
 

1 元素箱工具拖拽 

工具箱中的元素可以拖拽到梯形图编辑器中。 

工具箱元素主要包含常用元素、梯形图元素、常用的 BOOL 操作符、数学操作符、其它常用操作

符、常用功能块和 P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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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和梯形图元素是常用的元素，包含网络、运算块、执行块、触点、线圈、分支等。 

布尔操作符主要是 AND 和 OR 操作符。 

数学操作符主要是 ADD、SUB、MUL、DIV、GE、EQ、LE、LT 等常用的数学运算符。 

其它操作符主要是二选一、多选一、类型转换、赋值常用操作符。 

功能块主要包含常用的 TON、TOF、R_TRIG、F_TRIG、RS 等常用功能块。 

POUS 主要包含当前工程中定义的程序、功能块、函数、方法、动作。最大显示不能超过 200 个，

如果工程中超过 200 个，为防止显示混乱，不再显示 POUS 的内容。 

拖拽时，每个元素有可以拖拽位置，可拖拽规则如下： 

➢ 触点可以拖拽到触点、运算块（包含执行块）上并联，拖拽到连线上串联； 

➢ 运算块可以拖拽到触点、运算块（包含执行块）上并联，拖拽到连线上串联； 

➢ 线圈可以拖拽到非并联分支、非多连线运算块输入连线上串联，可以拖拽到线圈、返回、跳

转上面或者下面； 

 

2 编辑界面元素拖拽 

在梯形图界面，可以拖拽选择的元素从一个位置到另外一个位置。拖拽元素可以在本编辑界面内，

也可以拖拽到其它梯形图编辑界面。 

拖拽的元素是选择的元素（见元素选择章节），可以多选、单选。 

拖拽包含正常拖拽和复制式拖拽（按下 Ctrl，拖拽）。正常拖拽，选择的元素拖拽过去后，会把

选择的元素删除；复制式拖拽，选择的元素拖拽过去后，选项的元素保留。 

拖拽功能都是按照标准操作方式实现。 

对于多选或者单选的拖拽规则和标准编辑命令的粘贴一致 

5.3.6.图形显示工具 

梯形图图形显示工具，用来控制梯形图显示模式，包含选择工具、拖拽工具、放大镜工具和缩放

工具，默认梯形图是选择工具模式。图形显示工具位于梯形图界面右下侧，如下图： 

 
 

◆ 选择工具，选择工具是默认显示工具，在选择工具模式下，鼠标样式为，可以进行选择元 

素，从而进行编辑操作。 

◆ 拖拽工具，拖拽工具模式下，可以对区域进行拖拽显示操作 

◆ 放大镜工具，放大镜模式下，鼠标样式为 ，以鼠标为中心，进行放大显示，有放大镜作 

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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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放工具，缩放工具可以显示当前界面缩放比例，也可以设置缩放比例，如下图： 

 

 
 

另外点击“…”，弹出缩放比例设置对话框，输入希望的缩放比例，如下图： 

 

 

5.3.7.LD 调试 

梯形图提供了强大的调试功能，除了已有的监控表监控，梯形图还提供了在线模式下的监视、操

作数写入、强制值写入、断点和单步调试功能。 

 

1 监视 

在线模式下，梯形图界面中的连线、元素、操作数变量等通过特定的形式来表达执行结果。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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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控连线 

➢ 对于 BOOL 型值连线，当导通时（值为 TRUE）时，显示蓝色粗线，没有导通时显示黑色粗线。 

 

➢ 非 BOOL 型值连线（运算块输入、输出中的整形变量、时间类型变量、浮点数变量等），使用

细线，并且值为零时使用黑色细线；不为零使用蓝色细线。 

 

2）监控元素 

➢ 触点导通时，常开触点显示 或常闭触点显示 ；触点不导通时，常开触点显示 或 

者常闭触点显示 。 

 

➢ 线圈导通时，正常线圈显示 或者取反线圈显示显示 ；线圈不导通时，正常线圈显示  

或者取反线圈显示显示 。 

 

➢ 对于 EnEno 运算块，由于 EnEno 运算块只有 En 为 True，才执行运算块本身逻辑，为了使  

EnEno 运算块本身能够一目了然了解此运算块是否执行（运算块是否使能），对运算块类型文

本显示做了区分，如果此运算块执行了（En 输入为 True），运算块类型显示黑色字体，没有

执行显示灰色字体（运算块禁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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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控变量 

➢ 监控变量根据类型不同显示宽度不同，以减少占用空间，对于不定长的，如字符串、枚举类 

型（显示枚举名），默认长度为 12 个字符，如果显示不完，使用…替换，通过信息提示来完

整显示；对于定长的，如整数、浮点数等根据最大长度显示。 

 

➢ 可以拖拽监控变量到监控变量列表。 

 

➢ 可以更改变量显示模式，执行菜单命令：菜单【调试>显示模式】。 

 

由于函数和方法是即时执行，只有临时数据，所以登录后，方法和函数不能直接监控。如果需要

监控函数和方法，需要在函数和方法中添加断点，中断执行，才能监视，如下图。 
 

 
 

2  写入和强制 

梯形图触点、线圈和变量可以写入准备值，然后执行调试菜单下的“写入值”命令或者“强制值”

命令，给变量写入值或者强制值。在写值或者强制值之前，需写入准备值，如下图： 

 

 
 

➢ 对于触点、线圈和 BOOL 型变量，通过双击元素位置或者变量值位置，进行 TRUE、FALSE 准

备值切换。如双击触点或者线圈中间位置，准备值进行切换。 

 

➢ 对于非 BOOL 型变量，双击变量值位置，弹出准备值对话框，输入准备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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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入强制值后，值的最前方，增加 标识，标识此值是强制值。 

 

◆ 把强制值释放，通过菜单命令【在线>释放值】。 

 

3  断点 

LD 支持断点功能，如果添加断点后，程序执行到断点位置自动中断，可以进行程序调试，支持跳

入、跳过、跳出、运行到光标位置等操作。 

 

添加断点后，添加断点的位置（元素）用一个浅红色的矩形框表示，当执行到断点位置，正在执

行的断点位置，用一个黄色的矩形框表示；如果网络中存在了断点，则网络装饰区域的圆点，如下图： 

 

 
 

由于梯形图是图形化的，而断点在有逻辑语句的地方才可以添加，梯形图为了优化性能，并不是

所有地方都会有逻辑语句，也就是，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添加断点，例如触点位置、非 EnEno 操作符运

算块位置不能添加断点。 

 

断点一般在变量值可能发生变化的地方、程序的分支处或者另外一个 POU 调用的地方，如 POU，

输出变量赋值等地方。可以打开断点对话框（菜单【视图>断点】）查看所有可能的断点位置。 

 

断点主要在可以添加到以下位置： 

➢ 网络开始位置，表示网络中第一个可能的断点位置，给网络增加断点时，自动增加到第一个 

断点位置。 

➢ 不包括非 EnEno 操作符的运算块，如 FB、动作、程序调用、执行块等。 

➢ 线圈、返回、跳转元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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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调试与诊断 

6.1. 运行/停止 

6.1.1. 控制器的运行和停止 

1、登录后，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启动，或按<F5>键。开始控制器内下载的应用程序的运行。 

 
 

 

 

2、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停止，或按<Shift>键+<F8>键。应用程序停止。 

 
 

3、在调试操作中，可以在声明部分及实现部分中确认变量的当前值。 

 可以点击工具栏中的 开始 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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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从 2 进制、10 进制、16 进制中选择显示的变量值的显示形式。从菜单栏的调试 →显示

模式 下选择显示形式。 

 如果使用安全在线模式，可以在执行运行、停止前显示确认消息。 

6.1.2. 单循环 

可以在模拟模式下将应用程序执行 1个循环，以确认创建的程序是否按预期执行。 

1) 登录后打开 POU。 

 
2) 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单循环，或按<Ctrl+F5>。 

打开的 POU 为执行 1个循环的状态。 

 

6.2. 断点 

通过在程序的特定位置设置断点，可以强制停止执行，并确认变量值。 

所有编程语言都支持断点。 

 

6.2.1. 断点的设置 

1、选择希望设置断点的位置，然后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设置或清除断点，或按<F9>键。 

断点设置为启用状态。 

例：在 ST 中的第 12 行设置断点时 

 
 

开始运行后，将在到达断点的设置位置时停止动作。 

 
 

可以从停止状态执行以下调试操作。 

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下的以下菜单。 
菜单 快捷键 工具栏图标 

跳过 <F10>  

跳入 <F8>  

跳出 <Shift>+<F10>  

运行到光标处 无  

设置下一条语句 无  

显示当前语句 无  



第六章  调试与诊断  P 173 / 240 

 

 

若要取消设置的断点，再次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设置或清除断点，或按<F9>键。 

可以设置在断点停止动作的条件。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新建断点，将显示"新建断点"对话框。选

择"条件"选项卡，输入在断点停止的条件。 

 
 

在断点视图中可以确认断点的设置列表。可以确认断点的位置、中断条件和达到次数。还可以添加、

删除、启用和禁用断点。 

 
若要显示断点视图，选择菜单栏中的视图 →断点。 

将调试程序的过程中通过双击程序的第一列也可在该处设置断点，再次双击可以清除断点。第一列以

外其他地方的双击不会有设置或清除断点的效果。 

 

6.2.2. 执行点的设置 

设置执行点后，可以在到达执行点的设置位置时执行预先指定的处理，并输出到 SC系列控制器的日志

中。在执行点的设置位置，应用程序不停止。 

1、选择希望设置执行点的位置，然后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新建断点。显示"新建断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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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执行点设置"选项卡。显示执行点设置画面。 

 
3、勾选"执行点"，输入在执行点执行的代码、输出到日志的消息。 

在"执行以下代码"栏中使用 ST 程序描述执行代码，在"在设备日志中打印信息"栏中输入输出到日志

的消息。 

例：将"x3"的值乘以 5 并将该值输出到日志时 

 



第六章  调试与诊断  P 175 / 240 

 

 
 

4、点击[确定]按钮。 

已设置执行点。启用执行点后，执行点上将会显示 。 

 

 若要在执行点向日志输出消息，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 →工程设置，在"工程设置"对话框中选择

"编译选项"类别。启用设置 →在断点中启用日志记录的设置。 

 

6.2.3. 调用堆栈视图 

在调用堆栈视图中，可以确认由于断点等进入停止状态时的停止位置。如果从其他块调用该位置，也

可确认其位置。 

1、选择菜单栏中的视图>调用堆栈。 

显示调用堆栈视图。 

 
 

2、设置断点，停止运行应用程序。 

显示调用停止位置和停止位置的 POU 的 POU。 

例：在"ADD_3"应用程序的第 1 行停止，"ST_POU"调用"ADD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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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调试操作 

本节介绍值的写入、监视等调试操作的步骤。 

6.3.1. 值的写入和值的强制 

可以更改控制器的变量值。值的更改方法有值的写入和值的强制。 

值的写入：仅设置 1 次希望更改的值。之后可以由程序更改值。 

值的强制：在每个周期设置希望更改的值，并保持该值。 

例如，通过值的写入将 BOOL 型变量"x1"的值从 FALSE 更改为 TRUE 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

作。 

1、在实现部分双击希望更改值的元素。 

将预置更改后的值。 

点击声明部分的"已设置的值"单元格，也可以预置值。 

 
2、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写入值，或按<Ctrl>键+ <F7>键。 

写入预置的值 

 
 

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强制值，或按<F7>键，将强制更改变量值。通过值的强制更改的变量值将

会显示 ，之后将不会通过执行程序更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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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释放值，或按<Alt>键+ <F7>键，将解除值的强制。 

6.3.2. 监视 

可以在监视视图中进行注册变量、确认变量值、更改值等管理。 

最多可使用 4 个监视视图（监视 1～监视 4）。 

例如，若要在监视 1 的监视视图中注册变量"x1"，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菜单栏中的视图 →监视 →监视 1。 

显示监视 1的监视视图。 

 
2) 将实现部分的变量”X1”的元素拖放至监视视图。 

变量"x1"已注册在监视视图中。 

通过从声明部分拖放变量也可注册到监视视图。 

 
至此，将变量注册到监视视图的步骤完成。可以在值单元格中确认变量值。 

⚫ 在”监视所有的强制”视图中，将自动注册执行了值的强制的变量。 

选择菜单栏中的显示 →监视 →监视全部强制。 

⚫ 如果设置了执行点，可以将在监视视图上显示的时序设置为到达执行点的时间。在”执行点”

的列中选择已设置的执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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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流程控制 

流程控制可以在以颜色区分程序中已执行的部分和未执行的部分，并进行监控。 

流程控制可用于 LD 程序、ST 程序、FBD 程序。 

1) 登录后，选择菜单栏中的调试 →切换流控制 模式。 

显示流程控制的通知对话框。 

2) 点击【确定】按钮。 

切换为流程控制的显示。 

已执行部分显示为绿色，未执行部分显示为白色。 

例：LD 程序中的流程控制显示 

 
 

例：ST 程序中的流程控制显示 

 
 

如果使用安全在线模式，可以在执行流程控制前显示确认消息的对话框。 

 

6.3.4. 操作模式 

通过使用操作模式功能，可以限制部分调试操作，使其无法执行。由此可以防止在误操作时控制器

误动作。 

当前的操作模式在状态栏中以图标显示。 

a) 调试（ ）   

无限制。 

b) 已锁定（ ）  

       无法执行运行/停止、设置新断点、变量的强制。可执行单循环、变量的写入、解

除值的强制。 

c) 可操作（  ）  

仅可执行变量的写入。无法执行运行/停止、设置新断点、变量的强制、单循环、

变量的强制解除。设为该模式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应用程序正在运行 

● 没有活动的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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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强制的变量 

● STEP AS的应用程序与控制器的引导应用程序一致 

登录后，选择菜单栏中的在线 →工作模式 →已锁定。 

操作模式从调试模式更改为已锁定模式。 

 
 

6.4. 监控功能 

登录到控制器时，可以实时确认程序的变量、设备的参数的当前值（监控）。 

6.4.1. 在声明编辑器中监控变量 

可以监控在声明编辑器中声明的变量。 

通过值的强制更改的值的前面将会显示 。 

 
 

6.4.2. 在程序的实现部分监控变量 

● 可以在程序的实现部分监控变量（内联监控）。 

● 在变量的旁边将如 、般显示当前值。 

● 触点、线圈、连接线在当前值为 TRUE 时显示为蓝色。 

 

＜ LD 程序的内联监控＞ 

 
 

＜ ST 程序的内联监控＞ 

可以禁用内联监控。启动选项（工具 →选项），在"文本编辑器"类别的"监控"选项卡中取消"使能

在线监视"的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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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在监视视图中监控变量 

可以在监视视图中注册并监控变量。 

可以使用最多 4 个监视视图，和自动注册执行了值的强制的变量的专用视图。 

 
 

6.5. 复位 

复位活动的应用程熙并初始化变量。 

复位有以下类型，各类型初始化的变量有所不同。 

a) 热复位 

初始化保持（RETAIN）变量和持续（PERSISTENT）变量以外的变量。 

b) 冷复位 

初始化持续（PERSISTENT）变量以外的变量。 

c) 初始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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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所有变量。从 SC系列 控制器上删除活动的应用程序。 

d) 设备复位 

初始化所有变量、设备用户管理信息。从 SC系列 控制器上删除应用程序和源代码。 

 

 

 通过复位操作初始化的内容如下表所示。 

〇：保持 

×：初始化 

更新：更新 

 

6.5.1. 热复位/冷复位/复位（PLC 初始化） 

从菜单栏中的"在线"中选择并执行热复位、冷复位、复位（PLC 初始化）。以热复位为例说明执行步骤。 

1、 选择菜单栏中的在线 →热复位。 

例：热复位的执行步骤 

 

 
2、 点击【是】按钮。执行热复位。 

 

操作 
"保持/持续"以外

的变量 

保持变

量 

（RETAI 

N） 

持续变量 

（PERSI 

STENT 

） 

应用程

序 

用户管

理 

启动应用

程序 

源文

件 

IP 地

址 

RTC 

时 

区 

停止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热复位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冷复位 ×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下载 × × 〇 更新 〇 更新 更新 更新 〇 

在线更改 〇 〇 〇 更新 〇 更新 更新 〇 〇 

电源重启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初始复位 × × × × 〇 〇 〇 〇 〇 

复位设备"Devic e"  

× 

 

× 

 

× 

 

× 

 

× 

 

× 

 

× 

 

〇 

 

〇 

使用硬开关复位设备

"Devic e" 

 

× 

 

× 

 

× 

 

× 

 

× 

 

× 

 

×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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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从 STEP AS 重置设备 

从 STEP AS重置设备，请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执行。 

1) 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设备对象，选择菜单的"初始复位"。显示确认重置设备的消息。 

 
 

2) 点击【是】按钮。执行设备重置。执行设备重置时将会注销。 

 右键单击导航栏窗口的[Application]对象，选择"从设备上删除应用程序"，可以删除选择的应用

程序。 

 

 

6.6. 设备跟踪功能 

6.6.1. 设备跟踪常规功能 

使用 STEP AS的设备跟踪，可以监控 STEP控制器的数据波形。 

1、 右键单击设备，选择添加对象 →设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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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处于已登录设备的状态。 

3、 双击添加的 Trace，打开”Trace”窗口。 

 
 

4、 点击”配置”或”添加变量”打开跟踪配置窗口添加变量并进行相关设置。 

 

 
 

5、 图形上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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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动： 移动时间轴 

➢ Ctrl+拖动： 移动 Y轴 

➢ 滚动： 缩放时间轴 

➢ Ctrl+滚动： 缩放 Y轴 

 

 
 

6、 右键菜单 

保存跟踪： 可以将图形中绘制的信息保存为文件。 

加载跟踪： 可以在图形上读取通过”保存跟踪”保存的跟踪文件。 

 
 

6.6.2. 设备跟踪分析功能 

STEP AS 还提供了波形的数据分析功能，在设备跟踪工具栏中点击 STEP Trace 的图标可进入 STEP



第六章  调试与诊断  P 185 / 240 

 

调试跟踪页面，这个图标在登录成功后才有效。 

 
 

进入 STEP调试跟踪页面可以看到以下图片，其中的曲线是跟踪配置中添加的变量。 

 

 
 

No. 名称 内容 

(1) 工具栏 显示播放、停止、模式、坐标、数学分析等按钮。 

(2) 波形显示区 实时显示波形的区域。 

(3) 操作面板 对波形显示进行光标、坐标范围、计算方式等配置。 

(4) 数学分析显示区 显示波形的 FFT 计算、基本数学运算曲线。 

(5) 通道数据列表 显示曲线光标范围内的有效值、平均值、最大值等内容。 

 

1) 工具栏 

工具栏的显示内容如下所示： 

 
 

名称 图标 功能 

播放  点击可实时显示曲线。 

停止  点击可停止曲线显示。 

正常模式  选中时为正常模式。 

X 轴放大模式  选中时为 X 轴放大模式。 

Y 轴放大模式  选中时为 Y 轴放大模式。 

XY 轴放大模式  选中时为 XY 轴放大模式。 

坐标缩放模式  选中时为坐标点缩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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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图标 功能 

X 轴平移模式  选中时为 X 轴平移模式。 

Y 轴平移模式 
 

选中时为 Y 轴平移模式。 

XY 轴平移模式  选中时为 XY 轴平移模式。 

撤销  撤销操作。 

复位 
 

复位操作。 

光标  选中可显示坐标辅助线。 

固定光标  选中可锁定辅助线距离。 

点坐标  选中可显示点坐标。 

幅频  选中可显示幅频曲线。 

相频  选中可显示相频曲线。 

数学分析  选中可显示数学分析曲线。 

 

2) 波形显示区 

点击播放按钮，波形显示区将显示变量曲线，其采样频率为调试跟踪配置中的任务周期，显示效果如

下。 

 
3) 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可对波形显示进行配置，包括轴设置、FFT 运算、数学运算，轴设置主要是对显示的波形进

行配置；FFT运算对 FFT波形显示进行配置；数学运算对数学分析波形的显示进行配置。 

轴设置：时间轴用来设置显示区域内 X轴的点数，设置 5000点后的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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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曲线用来选择当前设置有效的曲线。 

Y轴（刻度）用来设置当前曲线的 Y轴是否可见。 

自动用来选择对应曲线的 Y 轴刻度模式，选中为自动模式，坐标范围随曲线值的范围自动变化，不选

中时坐标刻度单位为下面一行设置框中设置的刻度值。 

Y轴刻度设置框只有在刻度模式为非自动时才有效，Y轴设置刻度后的效果如下所示。 

 
偏移用来设置 Y轴的偏移位置。 

刻度用来设置当前偏移的模式。 

偏移设置框用来设置偏移距离，正值表示向上偏移，负值表示向下偏移，刻度选中时偏移距离为设置

值*刻度单位，刻度不选中时偏移距离为实际设置值，设置偏移后的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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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显示区 

➢ FFT 运算： Y 轴模式用来选择 FFT 窗体中 Y 轴为线性还是对数模式；窗口类型用来选择 FFT 的窗

函数。FFT 运算的效果如下，波形为光标区域内的 FFT 分析结果。 

 
 

➢ 数学运算：波形 1 为数学分析运算符前的波形；波形 2 为数学分析运算符后的波形；运算可选择

数学运算的类型，包括加减乘除。如下为加运算的效果。 

 
 

光标用来选择对应窗体的坐标辅助线是否显示；光标颜色用来设置坐标辅助线的颜色。 

5) 通道数据列表 

显示光标选择区域内的数学分析值，包括有效值、最大最小值等，显示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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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轴运行控制配置 

7.1. 轴运行配置 

7.1.1. 轴基本设置 

包括虚轴/实轴模式选用、线性/旋转模式设置、CNC 限制参数等。 

NOTE： 

（1）支持两种模式：虚轴模式和实轴模式，勾选了“虚轴模式”时表示选择了虚轴模式，不勾选表示

选择实轴模式（默认是不勾选），如下图 1 

（2）无论是哪个模式下，都支持“线性模式”或者“模态模式”设置，如下图 2 

类别 功能描述 

虚轴模式 可以不带物理伺服及电机运行的模式，可以模拟运行，得出需要的参数。不受外界环

境的干扰。 

实轴模式 必须带伺服电机运行，一些参数的获取必须在实轴模式下才可以得到，如在线 CoE，

实轴模式，会有外界的干扰，如在 TRACE时，会影响到显示效果。 

 

 
图 线性模式 

 

 
图 模态模式 

①  虚轴模式：勾选，则为虚轴模式；不勾选，则为实轴模式。 

②  线性模式：轴的参数以线性方式在增加或者减少； 

③  软件错误处理：必须在线性模式下才有效，主要用于轴出错时，软件对出错的响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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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软件限位：用于线性模式下，对负向、正向的限制 

⑤  模态模式：轴参数以旋转周期在重复执行。 

⑥  动态限制：主要用于轴的设置。 

⑦  速度加减速类型：主要用于轴的速度运行轨迹。 

⑧  标识符：轴对于外部 ID 

⑨  位置跟随误差：位置滞后之后，如何管理轴的运行。 

7.1.2. 单位换算配置 

 
图 单位换算 

①  显示单位：又称用户单位，使用日常常见的长度单位，用于客户显示。 

②  反转方向：勾选，轴以相反的方向旋转。 

③  电机指令脉冲数：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电机旋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量，默认值为（） 

④  工作行程：电机旋转一周机械末端所移动的距离（用户单位）。电机与机械末端之间存在传动

装置（如皮带轮、机械齿轮、减速机等）勾选“使用减速机”，否则，选择“不使用减速机”。 

⑤  工作齿轮旋转一周的行程距离：工作齿轮旋转一周机械末端所移动的距离（用户单位）。 

7.1.3. 自动映射设置 

 
图 自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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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信息 

如图所示，可以看出轴的类型，版本号等信息。 

7.2. 单轴控制 

7.2.1. 进入轴控页面 

用户在工程中配置好需要调试的轴和连接的控制器设备，通过右击导航栏中的 402 轴可进入到轴

控模式。 

 

7.2.2. 轴的操作和状态 

进入轴控页面后，在轴控页面中点击登录连接轴；待工程状态显示为正常时即可点击轴操作中的按钮

对轴进行控制。如果工程状态显示为停止，可点击系统复位进行重置。若长时间仍无效，点击退出，并重

新点击登录重复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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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工程连接了设备，则轴控模式下可通过点击连接设备在设备和仿真之间进行切换，若以

仿真形式进入的轴控模式，则只能是仿真模式。 

利用下拉框可以切换到不同轴进行调试，选择需要调试的轴后，当前页面的信息即切换到选择的轴。 

 
 

以下图为轴状态显示，用于显示当前轴的轴状态及通讯状态；通讯状态异常显示 ，正常显示 
Module_Ok.i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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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轴控模式下可以对轴进行使能、正反转、点动等操作。页面显示当前选中轴的参数信息和错误信

息（包括轴错误和 FB错误），运行之后可以配置轴的软件限位、运行的目标速度和点动时的目标位置，

点动时的位置信息是相对位置。速度和位置信息需要在登录之后才会生效。 

错误可以利用系统复位进行复位，清除错误信息，回到默认状态，或者利用轴的复位操作清除错误。 

 

 
 

7.2.3. 多轴调试 

除了可以对单个轴进行调试，还可以通过选中所有轴同时调试所有轴。需注意的是，现场调试需确

认是否需要考虑限位等其他问题，再来操作所有轴。 

为便于调试多个轴，可以打开所有轴控制页面，列表显示所有轴的信息，如果没有进入轴控模式则

没有数据显示。 

 
进入轴控模式之后可以看到当前可调试的所有轴的列表，但是不会显示轴的信息，对于轴的操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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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只有登录之后轴的信息才会更新到页面，登录之后可以设置轴的限位，设置速度位置等信息。 

 
点击使能列可以使能或者失能轴，下侧有按钮也可以使能/失能所有轴。其他按钮也可对所有轴有效，

利用这些操作可以进行单轴、多轴或所有轴的一起调试。 

 

 
选中所有轴时，修改一个轴的速度或者位置或者限位值即可修改所有轴的配置。 

 

 
 

7.3. 仿真伺服驱动器 

在编写调试 MC 运控应用程序时，编程人员手头有 SC30 控制器，但没有伺服驱动器，或没有足够数

量的伺服驱动器，若要调试调试用户程序，可以用“虚轴”的方式，来代替伺服驱动器实轴，如下图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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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程调试时，若接入的伺服轴数量与用户程序中配置的数量不同，系统就会报警，不能正常调试，

若接入 了这个虚轴后，系统就不会报警，而是以软件仿真该伺服的方式运行。可以直观地看到该轴的

“运行”状态， 检验我们的 MC 控制程序的正确性。  

虚轴也是轴。虽然是“虚轴”，但对该轴状态的操作逻辑仍然需按 PLCopen 规范中的状态转移逻辑

进行编程 设计，比如运行之前必需先运行 MC_Power，出现错误后需运行 MC_Reset 等等，这样便于

我们调试和排除 用户程序中的逻辑错误。  

若接入了实际的伺服轴后，只需取消上图中对应轴的“虚轴模式”，即可正常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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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程序的编辑方法 

STEP AS支持 PLC 国际标准 IEC 61131-3 六种语言的程序结构均如下图所示，上半部分为变量声

明，下半部分为程序实现。下图为 ST语言示例。 

 

 提示：STEP AS支持中文编程。 

 

8.1. 结构化文本（ST）编程 

本节介绍使用结构文本创建程序（ST 程序）的步骤。 

➢ 创建 ST程序需要 ST程序的 POU对象。将对象设置语言设置为 ST 程序。 

➢ ST 程序由表达式和指令的组合组成。表达式和指令也可以在条件或循环中执行。每条指令必须以

分号（;）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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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ST 程序的语法 

在 ST 程序中可以使用以下语法。 

项目 例 

 

赋值语句:= 

将右侧的值赋予左侧。例： 

iVar1 : = 4; 

 

 

设置赋值语句 S= 

如果右侧为 TRUE，则将左侧设置为 TRUE。 

一旦左侧变为 TRUE，即使右侧变为 FALSE，左侧也保持为 TRUE。 

S 和=之间请勿插入空格。例： 

Var0S=Var1; 

 

 

复位赋值语句 R= 

如果右侧为 TRUE，则在左侧设置为 FALSE。 

一旦左侧变为 FALSE，即使右侧变为 FALSE，左侧也保持为 FALSE。 

R 和=之间请勿插入空格。例： 

VarR=Var1; 

 

IF 指令 

判断条件，根据判断结果执行指令。例： 

IF temp < 17 

  THEN heating_on := TRUE; 

ELSIF temp > 25 

  THEN open_window := TRUE; 

ELSE heating_on := FALSE; 

END_IF; 

 

 

FOR 指令 

以指定的次数重复执行指令。例： 

FOR iVar0 : = 1 TO 10 BY 1 DO 

iVar1 : = iVar1 + 1;  

END_FOR; 

 

 

WHILE 指令 

判断条件，在满足条件时重复执行指令。例： 

WHILE (iVar0 <> 0) DO 

iVar1 : = iVar1 * 2; 

END_WHILE; 

 

 

 

 

CASE 指令 

判断条件，根据判断结果执行指令。例： 

CASE iVar0 OF 

1 : iVar1 : = iVar1 / 2;  

2 : iVar1 : = iVar1 / 4; 

 ELSE 

iVar1 : = iVar1 / 8; 

END_CASE; 

 

 

 

REPEAT 指令 

判断条件，在满足条件时重复执行指令。例： 

REPEAT 

iVar0 : = iVar0 + 1; UNTIL 

iVar0 = 100 

END_REPEAT; 

EXIT 指令 EXIT 指令用于在 FOR 指令、WHILE 指令、REPEAT 指令内结束循环。 

 

RETURN 指令 

RETURN 指令用于结束 POU。 

不执行 RETURN 语句之后的 POU 中的指令。 

 

 

JMP 指令无条件地移动到 JMP 标签所在行。例： 

iVar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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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例 

 

JMP 指令 

Label1 : iVar0 : = iVar0 + 1; IF (iVar1 = 5) THEN 

JMP Label1; 

END_IF; 

CONTINUE 指令 CONTINUE 指令用于在 FOR 指令、WHILE 指令、REPEAT 指令内移动至循环的开头。 

 

输入的关键词可自动转换为大写字母（自动格式）。工具→选项 "将关键字自动转换为大写字母

(k)(自动格式)"类别，取消自动格式的设置的勾选。 

 
 

8.1.2. 注释 ST 程序 

可以在 ST 程序中进行注释。注释后的部分无法执行。 

注释的类型 内容 

 

单行 
从//开始到行尾成为注释。

例： 

bVar1 := 2; // 单行的注释 

 

 

 

多行 

从(*开始到*)为止的部分成为注释。在(* *)中还可以

输入(* *)。例： 

(* 

多行注释 1 

多行注释 2 

*) 

 

8.1.3. 调用功能块 

可调用所有 IEC库的功能块，无所谓原来是什么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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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如下： 

TMR:TON; 

 

   TMR (IN:=%OX5, PT:=T#300ms); 

   varA:=TMR.Q; 

 

8.2. FBD/LD/IL 编程 

8.2.1. FBD/LD/IL 编辑器(Editor) 

三种编程语言 FBD/LD/IL 共用一个编辑器，所以操作也是类似的。编辑区右下角工具栏如下表所

示： 

 返回到正常编辑模式。鼠标指针更改为默认箭头的形状。您可以在编辑视图中选择和编辑元件。  

 平移工具：鼠标指针更改为 2 个箭头的形状。你可以点击并拖拽在编辑器视图 FBD / LD／IL 编辑器

或移动 CFC 图表向可见区域方向移动。 

 放大工具：在编辑器视图的右下角，鼠标指针的变化为十字的位置，可以打开一个放大窗口。当

你移动鼠标指针到你的图表中，放大工具会显示在交叉点放大 100%的位置。请注意：如果你点击

视图，那么放大的工具将关闭，该图的一部分以 100%倍放大显示。如果你想保留设置缩放因子，

那么你应该使用默认的箭头（ ）返回默认的编辑模式。  

 放大工具：这将打开一个下拉列表，选择缩放因子。点击更多选项(...)会打开 放大 对话框，用于

输入更多的值。当前的缩放因子总是显示在符号的左边。 

 

用滚轮缩放：按住 [ Ctrl ] 键然后移动滚轮，你可以以 10%个步进改变缩放因子。  

在编辑器中它也可以使用鼠标移动元件。 

 

每一个图形编辑器都有它自己的 工具箱 视图，默认情况下，位于编辑器视图的右边。工具箱中

包含的元件，可以将其拖动到编辑器视图中的插入点。STEP AS 用菱形、三角形或箭头形状的灰色位置

标志突出显示插入点。当你移动鼠标指针时，这些标志是绿色的。释放鼠标按钮可以插入选定位置的

元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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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元件 

 
 

◆ 元件“网络” 

符号：   

网络是一个 FBD 或 LD 程序的基本单元。在 FBD/LD/IL 编辑器中，网络被分配到一个列表中。每个

网络都在左边提供一个连续的网络号码，它包括：逻辑和算术表达式，程序/功能/功能块调用，跳跃

或返回语句。 

一个 IL 程序至少包含一个网络。该网络可以包括该程序的所有 IL语句。 

你可以为每个网络提供标题、注释或标签。可在选项（类别 FBD, LD, and IL, 你可以定义网络标题，

注释和单独网络之间的分隔符是否在编辑器中显示。 

◆ 元件“运算块” 

符号:    

一个框和它的调用可以代表附加的功能，例如 IEC功能块，IEC 函数，库功能块，操作数。 

一个框可以有任意数量的输入和输出。 

如果该框还提供了一个图像文件，框图标会在框内显示。可在软件选项,类别 FBD, LD and IL 中激

活显示符号框选项。 

如果你改变了框接口，你可以用 FBD/LD/IL ➔ 更新参数命令更新框的参数，而不需要重新插入框。 

◆ 元件“分配/赋值” 

符号:    

FBD 编辑器以一条直线显示新插入的分配，并且后面跟随 3 个问号。LD 编辑器以一个线圈显示新插

入的分配，有 3个问号标记位于线圈上方。 

插入后，您可以用变量的名称将占位符???替换到左边生成信号被分配的地方。您可以使用输入助手来

完成。 

◆ 元件带有 EN/ENO 的功能块 

符号:   

该元件只在 FBD和 LD编辑器可用。 

框通常对应于 FBD/LD/IL元件框；然而，该框里还包括一个 EN 输入和一个 ENO 输出。EN和 ENO 数据

类型为 BOOL。 

EN 输入和 ENO 输出的函数：如果在调用框的同时输入 EN 的值为 FALSE ，则定义在框中的操作将不

会被执行。然而，如果 EN 的值为 TRUE，这些操作将被执行。ENO输出与 EN输入具有相同的值。 

◆ 元件“输入” 

符号:   

输入的最大值取决于框的类型。 

新添加的输入首先用???标记。你可以用变量或常量代替???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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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标签” 

在 FBD 和 LD 中，标签是网络中可选的标示符，你可用来指定作为一个跳转目标。 

如果你在网络中插入一个跳转标签，它将被添加作为网络中的一个可编辑区域标签。 

另行参见 

◆ 元件 “跳转” 

符号：  

在 FBD 或 LD 中，根据当前的光标位置决定是直接在输入前或是直接在输出后还是在网络的末端插入

跳转。 

你可以在跳转元件后直接输入一个跳转标签作为跳转目标。 

在 IL 中，你可以用 JMP指令编辑一个跳转。 

◆ 元件 “返回” 

如果 RETURN元件的输入变为 TRUE，此元件会立即中断框的执行。 

在一个 FBD 或 LD网络中，您可以在前面元件的后面或并行放置返回指令。 

在 IL 中 RET 指令正是出于此目的提供给您的。 

◆ 元件 “分支” 

符号:   

该元件是在 LAD 和 FBD 编辑器中可用，并表示一个开行的分支。一条分支将来自当前光标位置的处

理行拆分为 2 个子网，该操作从上到下连续执行。您可以进一步拆分每个子网，最后在一个网络中建

立多分支结构。 

每个子网给在分支点处有一个标记符号（矩形），您可以选择它来执行进一步的命令。 

注意：复制, 剪切 和 粘贴 命令对于子网不可用。 

 

 
为了删除一个子网，您必须先删除网络中的所有元件，然后再删除该子网的标记符号。 

 

◆ 元件 “执行” 

符号:   

该元件是一个框，使得您可以直接在 FBD和 LD编辑器中输入 ST代码。 

您可以用鼠标拖动 执行 元件将其从 工具 视图拖到您的 POU 的执行部分。如果你点击 在此输入 ST

代码...，会打开输入栏，您可以输入多行 ST代码。 

◆ LD 元件 “触点” 

符号: , 在编辑器中    

该元件只在 LD 编辑器中是可用的。 

接触在 TRUE (ON)或 FALSE (OFF)信号的左端到右端传递直到信号最后到达网络右边的线圈。为实

现此目的，含有该信号的布尔变量被分配给触点。要做到这一点，用一个布尔变量的名字来替换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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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点之上的‘???’占位符。 

您可以安排一些串联或并联触点。在两个平行接触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需要获得 TRUE 值来使得 ON

被传递到右侧。如果触点是通过串联连接的，所有这些都必须得到 TRUE 值来使得 ON被传递到连接中

最后一个触点的右侧。因此，你可以用 LD编程电子型并联和串联连接。 

如果变量值是 FALSE ，负触点   向前传递 TRUE 信号。您可以在 FBD/LD/IL ➔ 否定 命令的帮

助下否定一个插入触点或者在 工具 视图中插入一个否定触点。 

如果你将鼠标指针放在鼠标左键按下的网络已选的触点上，则 转换到线圈 按钮将会出现在网络中。

如果现在将鼠标指针移动到该按钮，仍然用鼠标按下按钮，然后在此按钮上松开鼠标按钮，STEP AS 将

触点转换成线圈。 

◆ LD元件 “线圈” 

符号:  , 在编辑器中    

该元件只在 LD 编辑器中是可用的。 

线圈采用从左侧提供的值，并保存在分配给该线圈的布尔变量中。它的输入值可以为 TRUE (ON) 或 

FALSE (OFF)。 

在网络中的多个线圈只能平行布置。 

在一个无效的线圈 中，输入信号的取反值被存储在分配给该线圈的布尔变量中。 

◆ 设置线圈，重置线圈 

符号: ,  ,在编辑器中: ,    

设置线圈：如果值 TRUE 到达一个设置线圈，线圈保留值为 TRUE。只要应用程序正在运行，则该值

在这里不会再被覆盖。 

重置线圈：如果值 TRUE 到达复位线圈，该线圈重新获得值 FALSE。只要应用程序正在运行，则该

值在这里不会再被覆盖。 

您可以在 FBD/LD/IL ➔ 设置/重置 命令的帮助下定义一个插入线圈作为设置或重置线圈或从 工

具 视图中插入线圈作为 设置线圈 和 重置线圈 的元件。 

◆ LD 元件 “分支开始/停止” 

符号:   

该元件用于封闭线分支。 

◆ LD 封闭线分支 

一个封闭的线支线仅在 LD 是可用的并且包含一个起点和终点。它用于逻辑元件并行分析的执行。 

 

◆ LD编程操作 

(1) 并行放置 a 触点的操作 

选择工具箱中的梯形图元素 ➔并联触点，拖放至 a触点旁边显示的  的位置。 

 
并行放置了 a 触点。 

 
 

(2) 指定位置插入/结束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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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工具箱中的梯形图元素 >分支开始/结束，拖动至主窗口的触点 bVar1 旁边显示

的 上。 

 
 

拖动完成后，将在触点 bVar1 和 bVar2 之间显示分支开始位置的红色矩形标记。蓝色矩形标记是

分支结束位置的候选。 

 
 

②  点击触点 bVar3和 bVar4 之间的蓝色矩形标记。 

插入了从触点 bVar1 和 bVar2 之间到触点 bVar3 和 bVar4 之间的分支。 

 

 
 

 

(3) 输入标题和注释（LD） 

在梯形图语言中，可以输入以下 4 种标题和注释。标题和注释的显示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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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项目 内容 

 

(1) 

 

符号注释 
是对声明的变量的注释。对相同变量显示相同的注释。请
对声明部分的变量输入注释。 

注释显示在背景为黑色的单元格中。 

 

(2) 
网络标题 

（电路标题） 

可以为每个网络（电路）添加标题。 

点击网络（电路）的左上角，输入标题。 

 

(3) 
网络注释 

（电路注释） 

可以为每个网络（电路）添加注释。 

点击网络（电路）的左上角，输入注释。 

(4) 操作数注释 是对变量的注释。对相同的变量，可以添加不同的注释。
点击实现部分的各个变量的顶部，输入注释。 

 

若要显示标题和注释，需设置选项。启动选项（工具 ➔选项），选择"FBD、LD、及 IL 编辑器"类

别的常规选项卡后，选择要在显示栏中显示的项目。 

 

8.3. 顺序功能图（SFC）编程 

SFC，是顺序化图形化的编程方式，它的程序/POU通常包括一个初始步骤程序和随后的过渡步骤程

序。 

8.3.1. SFC 编辑器 

SFC 编辑器是图形编辑器。在“SFC”编辑器中，您可以通过主菜单、上下文菜单和工具箱视图来

将单个元件插入到图表中。当编辑器被激活，SFC元件在 SFC 工具箱中可用。 

 

插入元件：在编辑器工具箱中选择可用的元件。拖动要插入的元件，STEP AS 会提示可插入位置，

拖入目标位置即可。如下图所示，STEP AS 用灰色框标记所有可能得插入点，如果移动鼠标通过一个

灰色的盒子，那么这个盒子的颜色会变成绿色。当释放鼠标按钮时，该对象被插入到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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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插入多个 Action和 Transition 换的分支，请批量选择这些对象。  

 

如果将一个分支 拖到图表中，必须使用鼠标指针设置分支的开始和结束。通过在插入点释放鼠标

按钮来设置分支的起始。然后框的颜色变红，单击“插入点”，设置结束。STEP AS 在开始和结束标记

之间插入一个分支。  

 

在线模式中, STEP AS 用蓝色显示激活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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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执行顺序 

执行退出、输入检测等动作时，核查的顺序如下：在 SFC的布局图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时间检查/执行步进动作 

STEP AS 为每步执行下列检测，以获得 SFC 的布局： 

 STEP AS 将活动步骤中所用时间复制到相应的自主步进变量中 <步骤名称>.t。（尚未实施） 

 如果发生超时，那么, STEP AS 设置各自的错误标志。（尚未实施） 

 对于非标准的步骤：STEP AS 执行单步操作。 

 

8.3.3. 动作的限定符 

为步骤指定限定符，描述如何让单步动作进行处理。 

限定符预处理是通过在 IecSfc.library 的 SFCActionControl 功能块中进行的。这个库自动集

成到 SFC插件工程中。 

 

可用的限定符如下表所示: 
N 非预存 只要这个步骤被激活，这个行动也是被激活的。 

R0 彻底复位 禁用动作 

S0 设置（存储） STEP AS 只要这一步骤是激活的状态，则执行这个动作。执行该动作，直到接收到复位信号，

即使这一步已经被终止。 

L 限制时间 STEP AS 只要这一步骤是激活的状态，则执行这个动作。执行该动作，直到该步骤被停止或

度过给定的时间。 

D 延迟时间 STEP AS 仅在给定的延迟时间后激活步骤，并开始执行该动作，此时该步骤仍然是激活的。

执行该动作，直至该步骤被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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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脉冲 只要这个步骤被激活，STEP AS 执行这个动作一次。 

SD 存储和延迟

时间 

仅在给定的时间延迟之后，STEP AS 开始执行该操作，且该步骤将激活。直到接收到复位信

号之前，动作将一直执行。 

DS 延迟和存储 STEP AS 仅在给定的延迟时间后激活步骤，并开始执行该动作，此时该步骤仍然是激活的。

直到接收到复位信号之前，动作将一直执行。 

SL 存储和限制

时间 

STEP AS 只要这一步骤是激活的状态，则执行这个动作。执行这个动作，直到超过给定的时

间，或者它接收到一个重置信号。 

 

注意：你必须多次输入以 L、D、SD、DS、和 SL 为时间常数格式的限定符。 

 

8.3.4. SFC 标志 

名字 
数据 

类型 
描述 

SFC初始化 BOOL TRUE:STEP AS 序列复位的初始步骤。其他 SFC 的标志也将复位（初始化）。 

再次升效需重置 SFCInit 为 FALSE 。 

SFC 重置 BOOL 这个功能类似于 SFCInit。然而, STEP AS 在初始步骤初始化后继续处理。例如，在初

始步骤中，你可以直接重置 SFC 重置 标志为 FALSE。 

SFC 错误 BOOL 如果在 SFC 图中发生超时为 TRUE 。如果在程序中出现第二次超时，请确认之前重置 

SFCError 变量。声明 SFC错误 是其他标志变量的函数顺序控制的要求（SFC 错误步骤， 

SFC 错误 POU， SFC 退出错误）。 

SFC限制使

能 

BOOL 在步骤使用 SFC 错误中的超时控制中，特别使用激活（TRUE）和声明（ FALSE）。如果

你声明并激活这个变量（SFC 设置），那么你必须设置它为 TRUE ，使得 SFC 错误 工作。

如果不这样，那么超时被忽略。这是很有用的，例如，在启动或者手动控制中。如果不

声明这个变量，那么 SFC 错误 将自动工作。需要 SFC错误 的声明。 

SFC错误步

骤 

字符串 存储这个步骤的名称，这个引起超时，它通过 SFC 错误 被注册。需要 SFC 错误 的声明。 

SFC 错误

POU 

字符串 发生超时时存储功能块名称，然后通过 SFC 错误 被注册。需要 SFC 错误 的声明。 

SFC退出错

误 

BOOL 只要这个布尔变量是 TRUE, STEP AS 暂停 SFC 图的处理和变量中的任意超时， SFC 错误 

被重置。如果你重置变量为 FALSE，那么活动步骤在前几次中被重置。需要 SFC 错误 的

声明。 

SFC 暂停 BOOL 只要这个变量是 TRUE, STEP AS 暂停 SFC 图的处理。 

SFCTrans BOOL 如果转换被激活，则为 TRUE 。 

SFC当前步

骤 

字符串 显示活动步骤的名称，忽视时间监视。在并行分支中，在最右边分支线步骤的总是被存

储名称。 

SFCTip，  

SFC提示模

BOOL 控制 SFC 功能块的提示模式。 

如果你用 SFCTipMode=TRUE 使能这个标志，那么你可以仅仅通过设置 SFCTip 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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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数据 

类型 
描述 

式 从而激活下一步骤。当 SFCTipMode 被设置为 FALSE，转换被继续使用，实现继续激活。 

 

8.3.5. 元件”步骤“和”转换“ 

步骤标志  , 转换标志   

通常来说, STEP AS 插入步骤和转换组合进行使用。插入一个没有过度的步骤或者是没有步骤的过

渡，会导致编译时错误。 

 

 
注意：步骤名称必须在父块范围内唯一。当使用的动作在 SFC 中被执行，这将会被特别考虑。 

 

可以通过点击 初始化步骤 转换为初始步骤或者修改在 SFC 属性设置各自的属性。 

所有步骤都是由步骤属性定义的，这些可以在 属性 视图中显示和编辑，他们都取决于设置选项。 

当步骤被激活时，你必须将这些动作附加在这个步骤上。 

过渡必须包括用于后续步骤的条件，尽快将条件设置为 TRUE。这样，过渡条件必须设置为 TRUE 或

者 FALSE。它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定义： 

（1）在线状态（直接）：你用布尔变量，布尔值，布尔变量或者布尔结果代替默认的转换名，

例如 (i<100) AND b。 

（2）综合使用的条件（单独过渡或者对象属性）：您以对象过渡或属性的名称代替默认的转换

名称（ ， ）。你可以通过点击 工程 ➔ 增加对象创建这些对象。这个允许多次转换使用，例

如在数字下面的“condition_xy”。例如一个内部条件，对象可以包含一个布尔变量，布尔地址，布

尔常量，布尔结局的声明。此外，它还可以包含任意代码的多个声明。 

由过渡和对象属性组成的转换在转换盒右上角用一个小三角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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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过渡包括多个语句，用户有着分配必要表达式过渡变量的责任。 

 

 

由过渡和对象属性组成的转换在转换盒右上角用一个小三角标记。 

 
 

 

8.3.6. 元件“动作” 

符合：    

动作包括声明一系列的有效的执行语言的语句。你可以分配动作到步骤上。 

当他们在 SFC 步骤中被使用时，你必须在工程中创建所有的动作作为 POUs。 

 

8.3.7. 元件“宏” 

符合：    

一个宏包含 SFC图的一部分，但不在编辑器主视图上显示细节。 

使用宏不影响处理流程。宏用于隐藏特定部分的图，例如增加整体清晰度。 

通过双击宏框或者点击 SFC ➔ 放大宏 打开宏编辑器。你可以在这里编程，就像在 SFC 编辑器的

主视图中。点击 SFC ➔ 缩小宏，关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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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FC编辑器的主视图 

② 针对宏 1的宏编辑器视图 

 宏还可以包含其他宏。宏编辑器的标题总是显示打开宏的路径。 

例如： 

 
 

8.4. 连续功能图（CFC） 

8.4.1. CFC 编辑器. 

可以通过从 工具箱 视图中拖动元件添加到 CFC编辑器。另外，也可以使用在 CFC 菜单中的命令。  

您可以通过拖动一条连接线来连接元件的输入和输出引脚。STEP AS 会在元件之间以最短距离自

动的生成连接线（自动布线）。当你移动一个元件时，连接线会自动调整。如果你移动一个元件到一个

位置导致了路由元件的连接重叠时，那么会产生冲突。这是通过连接符号（  ）周围的红色轮廓表示

的。重叠的连接在编辑器中用红色连接线表示。 

 从工具箱中选择指针（  ）时，光标的形状变成一个箭头。然后，你可以在编辑器视图中选择插

入的元件来定位和编辑它们。 

 

8.4.2. 在 CFC 编辑器中断点的位置 

按照使用规则，您可以在任何能够改变变量的块中设置一个断点，并将其定位在程序流分支或另一

个被调用的块中。在下图中，红色圆圈表示可能的断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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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CFC 元件 

◆ CFC 元件“页面” 

符号:   

元件插入新的页面到编辑器。它只在面向页面的 CFC 编辑器中可用。页面的数量根据其位置自动被分

配。您可以输入名称和页面的描述生成橙色标题。通过 编辑页面大小 命令来调整页面大小。 

◆ CFC 元件“控制点” 

符号:   

在您调整线的路径之前，用一个控制点来固定连接点。将元件拖动到连接线所需的位置上来实现这一

点。带有控制点的连接线不再自动布线。 

◆ CFC 元件“输入” 

符号:    

STEP AS 用文本“???”插入一个默认的输入元件。您可以通过点击并输入一个恒定值或变量名来直接

编辑此字段。另外，您可以通过点击  打开输入助手来选择一个变量。 

◆ CFC 元件“输出” 

符号:    

STEP AS 用文本“???”插入一个默认的输出元件。您可以通过点击并输入一个恒定值或变量名来直接

编辑此字段。另外，您可以通过点击  打开输入助手来选择一个变量。 

◆ CFC 元件“框” 

符号:    

使用该元件以便插入一个运算符，一个功能块或一个程序。默认 STEP AS 用名称 ???插入元件。您

可以通过点击并输入功能块名称来直接编辑此字段。另外，您可以打开输入助手，并通过点击 来选

择一个功能块。 

在一个功能块的情况下， STEP AS 在功能块符号上方额外显示一个输入字段(???) 。您必须通过功能

块实例的名称替换此名称。如果您实例化有恒定输入参数的功能块，该功能块元件在左下角显示“参

数...”区域。您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区域来编辑参数。 

为了替换现有框，您仅需用所需的新名称替换当前插入标识符。在这样做时，请注意 STEP AS 会采

用按照 POU定义的输入和输出引脚的数量并且现有分配可能因此被删除。 

◆ CFC 元件’跳转' 

符号:    

使用该元件以便在程序继续执行的位置上限定一个位置。您必须用一个标签定义该目标位置。要实现

这一点，在输入区域 ??? 输入该标志的名称。如果已经插入相应的标签，您还可以通过输入助手选择

它（  ）。 

◆ CFC 元件“标签” 

符号:   

在跳转元件帮助下，一个标签定义了程序执行跳转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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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模式下， STEP AS 在 CFC 功能块的末尾自动插入一个返回标志。 

◆ CFC 元件“返回” 

符号:    

使用该元件退出功能块。 

请注意，在线模式下 CFC 编辑中的返回元件会在第一行之前和最后一个元件之后自动插入。在单步执

行中， STEP AS 在退出功能块之前将自动跳到结尾处的返回元件处。 

◆ CFC 元件“管理器” 

符号:    

管理器元件用于处理结构部件。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供您作为一个输入使用。为此，您需要像关注结

构一样为管理器元件命名（替换 ???）。 

管理器元件是选择元件的副本。 

◆ CFC 元件“选择器” 

符号:   

选择器单元用于处理结构部件。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供您作为一个输出使用。为此目的，您需要像关

注结构一样为选择器单元命名（替换 ???）。 

选择器单元是管理器元件的副本。 

◆ CFC 元件“注释” 

符号:   

在 CFC 编辑器中使用元件输入注释。用注释文本替代元件中的占位符文本。使用快捷键 [ Ctrl ] + 

[ Enter ] 插入一个换行符。 

◆ CFC 元件“连接标志 - 源/沉” 

符号: ,   

您可以使用连接标记，而不是元件之间的连接线。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显示复杂的图形。 

要实现一个有效的连接，你需要用一个元件的输出连接 连接标志—源 元件并且用另一个元件的输入

连接 连接标志—沉 元件。两个标志必须有相同的名称。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命名注意事项 

①  连接标记的标准名称是 C-<nr>。<nr> 是从序号 1 开始的。 

②  您可以重命名标准名称。这样做，你必须确保连接标记 - 源和连接标志 - 沉具有相同的

名称。 

③  如果您更改连接标记 - 源的名字，目标名称自动被重命名。 

④  如果您更改连接 mark - sink，源名称被保留。 

◆ CFC 元件“输入引脚” 

符号:    

根据功能块的类型，您可以把更多的输入添加到被插入的功能块元件中。要做到这一点，您必须选择

功能块元件并且拖动功能块的输入元件到功能块的主体。 

注意：您可以按 [ Ctrl ] 键拖动一个输入或输出连接到功能块的另一个位置。 

◆ CFC 元件“输出引脚” 

符号:   

根据功能块的类型，您可以添加更多的输出到插入功能块的元件中。要做到这一点，您必须选择功能

块元件并且拖动功能块的输出元件到功能块的主体。 

注意：您可以通过按 [ Ctrl ] 键拖动一个输入或输出连接到功能块的另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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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STEP AS 的便捷功能 

9.1. 仿真功能快速访问 

在工具栏中可启动/停止 softmotion 仿真 

 
未启动时图标是红色 ，启动之后为绿色 。 

 
 

9.2. 工程对比快速访问 

用户下载程序时系统会将下载的程序自动进行备份，当用户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时会弹出工程对

比详细信息页面。 

 

9.3. 402 轴自动添加功能 

STEP AS可自动为 EtherCAT从站添加 402轴，根据从站的 xml判断支持的轴个数进行相应的添加。 

SC20 和 A660控制器只支持自主 ethercat主站，从站下添加的轴设备也是自主的 xml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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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管理库 

库管理包括安装、编辑、删除库操作。新增加的库可以安装在系统库的存储位置，也可以安装在工

程中。在相应的对话框中，你可以定义-新增加库的存储位置，可以安装和卸载许可证。有些库在安装

许可证后，才可使用。 

 

10.1. 工程中查询需要使用到的库 

库管理器中显示当前安装的库。用户可以点击相应的库，以了解其数据类型、FB、函数信息。 

在导航栏窗口中，双击打开库管理器 

 
 

 在库管理器中，选择添加库 

 
 

 在添加库中，选择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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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窗口中将库加入到工程中 

 
 

可在窗口中的编辑框，输入库的关键字，然后在列表框中选择需要的库进行添加。 

 

 其中，按钮 ‘库(R)…’ 可打开库安装窗口，方便即时安装库。 

 

10.2. 查看库的功能 

可在库管理器中，选中相应的库，并在下方窗口的左侧找到相应的功能并选中，此时可以在右侧查看

功能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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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含了 3种说明: 

①  输入/输出 在此，可查看，该功能块的输入/输出变量的相关类型 

 
 

②  图形 可查看该功能块输入输出引脚定义 



第十章  管理库  P 219 / 240 

 

 
 

③  文档 若库中的功能块，有提供说明文档的，可以在该窗口查看功能块的一些使用说明(如

上图库管理器，右侧窗口所示)。 

 

 

10.3. 添加库到应用 

下面，说明如何将 Util 库增加到应用中。 

1. 选择库管理器,打开 工程 ➔ 编辑对象。 

⇒  在编辑器中打开库编辑器。 

2. 点击 库 ➔ 添加库 

⇒  打开 添加库 对话框。 

3. 通过在输入区域中输入字符串 ‘util’浏览这个库。 

⇒  Util 库出现在库视图中 

4. 选择 Util 库,然后通过点击 OK关闭对话框。 

⇒  在库管理器中添加 Util 库。 

 

10.4. 添加库到存储库中 

下面，说明是描述如何在存储库中安装一个库。 

1. 选择 工具 ➔ 存储库。 

⇒  打开 存储库 对话框。 

2. 点击 安装 按钮。 

3. 选择你想安装的库。你可以设置文件过滤器。 

点击 打开。 

⇒  这个库被添加到存储库中。该库现在可以在库管理器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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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在程序中使用库 

10.5.1. LD 等图形化编程调用 

右击，需要插入的地方，选择如下图几种插入方式 

 若，选择 插入空运算块、插入带有 EN/ENO 的功能块 

 
 

插入后，将会在程序中插入一个运算块 

 

 
此时，可以在编辑框中，输入功能块名称，或者点击选择按钮 ，打开输入助手进行选择。 

 若，选择插入运算块，会直接打开 输入助手 提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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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对应的功能块后，可在如下图所示处，定义功能块(可手动编辑)。 

 

 
 

 

定义好功能块变量后，鼠标点击程序空白处，会激活自动声明窗口。 

 
 

点击确定后，程序将会在变量窗口，自动声明该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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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ST 语言调用 

鼠标放到程序编辑窗口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输入助手 

 
➢ 注意:可将鼠标光标放在需要插入的位置，使用快捷键 ‘F2’ 打开输入助手。 

 
添加完成后，在程序中会添加如下图所示的代码块 

 
 

此时，同样可以修改功能块的名称。 

此时，需要在变量窗口手动修改功能块的名称，或者使用快捷键 ‘SHIFT + F2’ 打开自动声明窗口

声明功能块。 

10.5.3. 输入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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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操作请参见章节输入助手’ 

用户可以根据类型过滤想要过滤的库函数/功能块，或者通过文本搜索查找并插入。 

 

10.6. 开发库 

可以创建下面库的类型： 

a)  *.library 实施库 

b)  *.compiled-library:保护库;资源代码不被随意访问 

c)  *._Itfs.library：接口库 

d)  *_Cnt.library:容器库 

为了使集成的对象实现精确的访问，可以定义库的命名空间。通过在模块名称前添加命名空间增加

访问的精确率。 

可以通过使用许可证保护存储库（加密狗）。如果你使用保护的库模块，必须将有效的经许可的加密

狗插入到计算机中。 

可以将外部库集成到应用程序中。外部库是 STEP AS 的编程以外用不同的编程语言，例如 C语言。 

10.6.1. 开发库例子 

本节对新建库的项目并安装到库存储库中的步骤进行说明。 

1. 选择菜单中的文件 ➔ 新建工程。 

2. 选择类别的"库"，从模板中选择"空白库"。显示下图所示"对话框。输入名字，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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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创建库的项目。库的项目文件的扩展名为 library。对于库，导航器中显示 POU 视图。将创建

库所需的对象添加到 POU 视图。 

 
 

3. 双击 POU视图的"项目信息"对象。显示"项目信息"对话框。 

请根据需要更改"公司"、"标题"、"版本"。这些信息显示在将要创建的库添加到项目时的选择画面中。 

如果勾选"发布"，在试图更改库时将显示确认消息。 

点击[确定]按钮。项目信息确认设置。 

4. 右键单击导航器最上方的文件名的对象，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对象➔POU。选择"功能块"，输

入名称并选择描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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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功能块的程序。 

输入程序后，执行菜单中的编译➔检查所有对象，用于语法检查。执行本指令后显示有错误，必须改

程序，然后再次执行，检查所以对象。 

 
 

6. 选择菜单中的文件➔保存工程，并装入库。创建的库被保存到本地存储库中。 

7.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库。 

显示"库"对话框。在"已安装的库"栏中确认创建的库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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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详细]按钮，可以确认库中包含的功能块等信息。至此，将库安装到库存储库中的步骤完成。 

 

注意：也可以从使用库的项目中查看已安装的库的源代码。如果不希望被查看源代码，在 Step10 中

请选择菜单中的文件➔将工程保存为编译的库。库将被保存为已编译的库（.compiled-library 文件）。 

已编译的库无需安装到存储库中。点击"库"对话框中的[安装]按钮，然后选择保存的已编译的库文件。 

 

10.6.2. 库的版本 

 你可以同一时间安装多个库的版本到系统中。并可以使用特定的版本。 

 你可以同一时间在项目中集成多个库（无优先级）。 

10.6.3. 库加密 

 开发库的工程设置中，可以设置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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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安全功能 

本节对用户管理、项目加密等与安全相关的功能及操作步骤进行说明。 

项目 说明 

用户管理 
可以针对菜单指令的执行、对象的添加、编辑、删除等操作，为用户注册的每个组设置执行权限。 

可以针对登录到设备的操作，为每个用户设置权限，通过输入密码允许登录。 

加密/签名 可以使用项目文件的密码加密 

写保护 可以对项目文件进行写保护，以防止由于误操作等原因导致意外更改项目文件。 

 

11.1. 用户管理  

分为项目用户管理和设备用户管理。 

11.1.1. 项目用户管理 

新建项目时，将会注册 Owner 组和 Everyone 组,并同步生成 Owner 用户。 

组 用户 备注 

Owner Owner 
可执行所有操作。 

用户：Owner 的密码为空白。 

Everyone Owner 所有用户将会自动注册。 

 

11.1.2. 新建用户和组 

操作例子：新建组（组名：GroupA）和属于组的用户（用户名：Fred）并设置权限，使属于 GroupA 

的用户可访问 POU 对象："POU_1"。 

 

1. 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工程设置。在"工程设置"对话框中选择"用户和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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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添加]按钮。 

显示"添加用户"对话框。输入新添加用户的信息，比如 Fred。点击[确定]按钮。 

 
 

显示"登录"对话框。若要添加新用户，需要以 Owner 用户登录。 

 

3. 在"用户名"栏中输入"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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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wner"的初始密码设置为空白。"密码"栏请留空。点击[确定]按钮。 

以 Owner 用户登录完成，在"用户"选项卡画面中添加了新用户（Fred）。 

 

 
 

状态字段中显示已登录的用户名（Owner）。 

 
 

5. 选择"组"选项卡，然后点击[添加]按钮。显示"添加组"对话框。输入新添加组的信息。 

请输入新添加组 GroupA 的相关信息。在"成员"栏中指定属于该组的成员。在"步骤 4"中选择新添加

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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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确定]按钮。 

在"组"选项卡画面中添加了新添加的组。在 GroupA 中将用户：Fred 注册为成员。 

 

7. 点击[确定]按钮。 

"工程设置"对话框关闭。 

至此，Fred 用户的注册和注册到 GroupA 组中已完成。步骤完成后的组和用户如下所示。 

 

§用户和组的信息可以以 XML 格式导出。点击用户和组设置画面中的[导出/导入]按钮，然后选择"导

出用户和组"菜单。"可以导出 users"文件。 

§选择"导入用户和组"菜单，可以导入".users"文件。 

 

11.1.3. 设置操作权限 

对单个程序 PLC_PRG 对象设置权限，使其可对属于 GroupA 的用户显示。执行以下步骤前，请将 

PLC_PRG对象添加到项目中。 

1. 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用户管理➔授权。显示"授权"对话框。 

2. 从"动作"栏中选择赋予权限的操作。 

选择项目对象➔浏览➔StepController➔PLC 逻辑➔Application➔PLC_PRG。 

组 用户 备注 

Owner Owner 可执行所有操作的组。 

Everyone Owner、Fred 所有用户都会自动注册的组。 

GroupA Fred 新添加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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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授权"栏中设置权限。 

如果显示"登录"对话框，在"用户名"栏中输入"Owner"、"密码"栏留空，然后登录。 

 

4. 点击[关闭]按钮。 

 另外，亦可以直接从左侧视图中选中要设置的对象，在属性中设置权限。 

 
 

操作权限的设置可以以 XML 格式导出。点击"授权"对话框的[导出/导入]按钮，然后选择"导出所有

权限"菜单，或"exportselected permissions"菜单。"可以导出.perms"文件。 

选择"导入权限"菜单，可以导入".perms"文件。 

10.3.4 执行设置了权限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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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用户登录与注销 

如果存在已登录的用户，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用户管理➔用户退出，执行注销。 

 

双击导航栏窗口上的设置了权限的对象，即会提示登录。或者直接工程➔用户管理➔用户登录 

对象的显示操作受到限制，并显示"登录"对话框。 

输入"用户名"栏和"密码"栏，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10.1.2 新建用户和组"在中输入添加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完成，并显示 POU_1对象。 

 
状态字段中显示已登录的用户名。 

 

11.1.5. 设备用户管理 

设备用户是针对设备操作的用户，仅具有权限的设备用户可以登录。 

用户：Administrator、密码：Administrator 的用户已预先注册为设备用户。(首次以 Administrator 

用户登录时，需设置任意的密码。) 

①  连接安装了 STEP AS的 PC和 SC系列控制器。 

双击导航栏窗口上的[Device]对象 StepController。 

 
 

显示 Device 设置画面。 

 

②  点击"用户和组"选项卡。显示"用户和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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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点击[  ]图标（Synchronization）。显示确认对话框。 

④  点击[是]按钮。显示"设备用户登录"对话框。 

 

⑤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在"用户名"栏中输入 Administrator、在"密码"栏中输入 Administrator。 

 
 

⑥  点击[确定]按钮。 

⑦  输入任意的密码。 

请输入任意的密码，用于设置 Administrator 用户的密码。如果忘记密码，将无法登录设备。 

⑧  点击[确定]按钮。 

已设置 Administrator 用户的密码，并且以 Administrator 用户身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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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选择菜单中的在线➔登录到 

 
 

● 若要注销用户登录状态的用户，请选择菜单栏中的在线➔安全➔注销当前在线用户。 

● 可以在"用户和组"画面中添加、删除设备用户，以及更改密码。 

添加设备用户：   

删除设备用户：    

更改设备用户的密码：    

 

 

● 可以将项目用户管理中注册的用户作为设备用户导入。 点击按钮，将显示"导入用

户"对话框。选择要导入的用户，然后点击[确定]按钮。此时不会导入由项目用户管理的密码。在"用

户和组"画面中点击[编辑]按钮，设置导入的用户的密码。 

● 可以导出设备用户管理信息。 

在"用户和组"画面中点击[  ]图标（ExporttoDisk）。可以保存为 XML 格式（".dum"文件）的文件。 

若要导入导出的".dum"文件，请点击[ ]图标（Importfrom disk）。 

 设备用户管理信息可以通过设备复位进行初始化。 

 如果忘记密码，将无法登录 SC系列控制器。此时请复位 SC系列控制器。关于 SC系列控制

器的复位方法，请参阅 SC系列系列用户手册（硬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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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加密  

本节介绍加密项目文件的方法。 

11.2.1. 加密项目文件 

可以使用密码加密项目文件。如果设置了密码。打开项目文件时将需要输入密码。 

1. 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工程设置。 

2. 在"工程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安全"类别。 

 

显示"安全"画面。 

3. 勾选"启用文件加密"，然后输入密码。 

4. 点击[确定]按钮。 

至此，密码的设置已完成。 

打开项目文件时，将显示要求输入密码的画面。此时请输入设置的密码。 

 

11.2.2. 通信线路的加密 

可以使用证书加密 STEP AS 和 STEP 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本节介绍如何将持有的证书作为可信证书加

密通信。 

1. 双击导航栏窗口上的[Device]对象。 

显示 Device 设置画面。打开"通讯设置"选项卡。 

2. 启用设备菜单的"加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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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加密通信"时，集成开发环境、网关和控制器之间的连接线显示为黄色。 

 
 

3. 点击扫描网络菜单。显示"选择设备"对话框。 

 
4. 选择连接控制器，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此时会显示消息，提示控制器的证书尚未为加密通信提供可信签名 

5. 点击[确定]按钮时，将消息中显示的证书作为可信证书安装在 PC上的本地"控制器证书"存储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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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对通信加密。 

可以通过 C:\Windows\System32 文件夹中的 certmgr.msc 确认已注册的控制器证书。 

如果将控制器的证书用作可信证书，则证书的有效期为 30 天。 

 

如果证书已过期，将在上述步骤的 4 中显示已过期的消息。 

通过点击[确定]按钮，可以延长证书的期限。 

11.3. 安全功能：写保护  

本节介绍对项目文件进行写保护，以防止由于误操作等原因导致意外更改项目文件的方法。 

11.3.1. 以只读方式打开 

以只读方式打开项目文件。 

选择打开的项目文件时，请勾选"打开为只读文件"。 

 

打开为只读文件时无法保存。 

若要保存项目文件，选择菜单栏中显示的"无法保存项目文件。点击选项"，选择显示的菜单。 

 

11.3.2. 设置已发布标志 

在项目文件的项目信息中设置已发布标志。 

设置了已发布标志的项目文件无法保存更改内容。 

选择菜单栏中的工程➔工程信息，打开"摘要"选项卡的画面，勾选"发布"。 

 

若要保存设置了已发布标志的项目文件，选择菜单栏中显示的"无法保存项目文件。点击选项"， 选择

显示的菜单。 

项目 说明 

在磁盘上以不同文件名保存该工程 可以将项目文件另存为可写文件。 

退出只读模式 将项目文件以只读方式保持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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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返修维护 

1.返修维护请优先联系产品代理方； 

2.若产品已经被装入设备中，请优先联系设备厂家。 

技术服务 

客户技术咨询 

电话：（86）13917890469（钟工） 

咨询时间：周一~周日 9：00--17：30（特定节假日除外） 

售后技术及维修咨询（故障件返修、维修部件及选配件购买） 

售后支持：400-168-2718 

购买咨询：13925286547 周经理 

咨询时间：周一~周日 9：00--17：30（特定节假日除外） 

互联网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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