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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说明 

使用警告、注意、信息和提示图标 

该文档包含了警告、注意和信息，在标识处标明相关安全性和其他重要信息。提示用来标明对读

者有用的提示信息。相应的符号解释如下： 

 
电气警告图标表明可能存在电击的危险。 

 
警告图标表明可能存在导致人身伤害的危险。 

 

注意图标强调文本中讨论的概念的相关重要信息和警告。它表明可能存在会

导致软件崩溃或设备/财产损坏的危险。 

 
信息图标提醒读者相关的事实和条件。 

 
提示图标表示一些建议，例如如何设计项目或如何使用特定功能。 

虽然警告危险涉及人身伤害，注意危险与设备或财产损失相关，但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在一定操

作环境下，操作设备的损坏会导致执行过程受损，最终会导致人身伤害。因此，要完全遵循所有的警

告和注意通知。 

参考文档 

参考《入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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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信息和提示 

1.1 概述 - 信息和提示 

WinConfig 中的信息处理任务是配置 WinHMI 中信息处理和显示的方式。 

信息用于通知操作员站关于发生在过程站和 Winmation Control System（WinCS）系统中其它类

型站的过程操作变更信息。这些变更可能是过程故障或状态信息，也可能是 WinCS 系统自身的错误

功能。 

WinCS 系统可以使用如下信息类型--系统信息、故障信息、开关信息、提示和提示信息。这些信

息类型可以按照不同优先级进行分类，系统级（分为三组，S1-S3）、5 个用户级（1-5），每个优先级

以不同颜色显示。 

不同的确认策略（可组态）能被分配到不同的优先级，此处的确认策略是指控制站中的操作员如

何确认到达的信息。确认策略被用于哪个优先级都可以组态。 

通过组态可以把信息分为全局信息和本地信息。 

全局信息处理包括信息在一个整体的 WinCS 系统的确认策略组态。 

本地信息处理包括信息列表、信息栏、提示列表和报警器激活等需具体设置的站组态，对于每个

操作员站都需进行单独的组态。 

1.1.1 运行中的信息栏显示 

在 WinHMI 中信息栏始终处于可视状态，因此操作员站的操作人员可以迅速确认不正确的-过程

状态，从而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补救。 

信息栏包括现场信息显示、提示列表中的选择项按钮及控制室报警的确认按钮。 

信息栏的显示，有三种不同的视图： 

信息栏的标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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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带标签名的信息和信息内容。 

信息栏的区域显示： 

 

在信息栏中，每个工厂区域都有其自己的位置。对每个现场区域来说，该区域相关信息的数量会

显示在信息栏中；每个工厂区域以不同颜色显示不同优先级的最重要信息；同时最重要的信息显示在

信息栏最上端。当选择一个具体工厂区域按钮时，将打开一个关于此工厂区域的信息列表。 

信息栏的列表显示： 

 

在信息页上以相同格式显示最重要的 4 个信息。当你双击信息时，将会打开属于该信息的控制面

板。当你选中信息列表中的信息时，信息列表中会出现信息栏的确认或页面信息确认按钮，有一个区

域用于显示一个信息栏溢出行和信息栏中包含所有信息数量。 

 
根据信息确认类型的组态，信息栏的显示会有所改变。 

页面信息确认用 表示。单点信息确认用 表示。 

 

当组态过的提示信息发生时，这个按钮处于激活状态，此种情形也适用于特殊

提示信息的发生，只有提示信息发生后，才会显示提示列表标识 。 

 

若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发生，Winmation 区域无提示列表标识 （不可操作状

态）。 

 
这个区域指定为溢出标识。当信息栏中显示的信息超出容量时，此区域的背景

色变为黄色。 

 
下方的数字表示的是信息的总数量。 

 

表示已确认的显示信息，这个按钮仅是页面信息确认信息按钮，不受已到达信

息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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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已确认的信息。信息的数量将随着其他信息的发生而更新。 

 

这个区域用于确认控制室报警，随着控制室报警的激活，图标的颜色将变成白

色。 

 
当选择信息栏上的一个信息时，将调用相应的操作面板。 

1.1.2 信息列表的构成 

 

信息列表包括一个表头、带有当前信息的列表、和带四个按钮和三个复选框的操作元素区域。 

在表头中指出显示信息的总数量，在右边，彩色框指示当下显示的页面外是否存在其他信息。如

果一个框用优先色彩加亮的话，那种优先色彩代表的信息在屏幕中将是透光的。三个复选框可用来过

滤信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复选框，将会显示出相关的信息。 

在信息列表中，以数值格式、长格式显示故障和开关信息，上述的格式不同于提交给操作员的信

息类型。对于系统信息来说，仅可使用一个固定的显示格式。 

操作元素区域的信息可以被确认，组态的语音信息可以回放，显示格式可选择。 

1.1.3 提示列表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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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列表的构成和信息列表的构成是相同的。显示的信息只有提示或提示信息。 

操作提示列表与操作信息列表相一致，只有信息的过滤是不同的。 

1.2 信息类型 

在 WinCS 系统中，根据其在过程中的重要性，信息被分为如下这些类型： 

信息类型 描述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是最高优先级，信息被分为三个信息组—S1-S3。用户不能对这

个优先级的信息进行组态或修改，OPC 服务器上的系统信息优先级可以修

改这些信息用于提示系统故障状态。详细的系统信息列表可参看

《WinHMI 操作站使用手册》，系统信息部分。 

故障信息 故障信息的优先级是 1-3。用这种类型的信息来标识类似于报警限制值设置

超出限制等。 

开关信息 开关信息的优先级是 4。用这种类型的信息来标识开关事件，例如阀门的

开/关。 

提示 对于每一故障信息、开关信息都存在着组态提示选项。这种提示组态可以

让操作员了解信息的起因、消除过程异常的选项、必要的进一步操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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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提示仅出现在提示列表中。 

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的优先级是 5，这种信息类型仅在提示列表中，仅用于操作员的

信息。 

1.2.1 优先级 

系统中来自于过程站的信息对于过程中的无故障运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系统提供 6 种不同优先

级的信息，需组态四种颜色来区分这些优先级。 

优先级 信息类型 显示颜色 

S1-S3 系统信息 蓝色 

1 故障信息 红色 

2 故障信息 橙色 

3 故障信息 黄色 

4 开关信息 黄色 

5 提示信息 -- 

 

 
使用相同的颜色指示同一信息在信息栏、信息列表和面板中的优先级。 

此处的颜色指示是系统的默认设置。不同信息优先级的显示颜色可以根据某一区域或公司的具体

要求做相应的改变。因为这种颜色的修改影响着 WinHMI 的整个显示外观，和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种颜色的改变仅允许在调试工程师或服务工程师相互协作的情况下才能修改。文档中采用标准

的颜色设置。 

1.3 信息的确认 

1.3.1 确认类型 

可用两种确认信息类型：页面信息确认和单点信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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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信息确认不能代替单点信息确认，因为单点信息确认具有附加的功能。 

确认类型 描述 

页面信息确认 页面信息确认情况下，信息标识为“已查看”，这种类型的确认对过程站

和 OPC 服务器的当前状态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确认方式只能用于信息

栏、提示列表中。 

页面信息确认后将删除信息栏中所列举的项，然而这些信息在信息列表中

仍然是存在的。 

提示或提示信息通过提示列表中的页面信息确认，将被标记为“已确

认”。确认一个提示并不会影响到相关信息的确认状态。 

单点信息确认 单点信息确认在信息列表、面板和图形显示中都是可以的，在信息栏中的

某些相应组态也是有效的。 

在过程站中执行单点信息确认，将改变信息的状态。 

1.3.2 信息的确认等级 

确认策略包括三种不同的确认等级： 

确认等级 描述 

1 最高确认等级。此确认等级的信息必须确认来（1）、去（2）信息。 

2 只有来的信息必须被确认。 

3 信息不需要确认。 

（1）当条件恰好引发信息发生时，信息才被标明为信息来，这些信息是第一次出现在信息栏和

信息列表中。 

例如：当过程值超出其限制值时，触发的信息就是信息来，直到过程值回归到正常限制值之内。 

（2）当引发信息的条件不存在时，信息被标明为信息去。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确认信息才能移

除这些信息在信息栏、信息列表中的显示。 

例如：当过程值超出其限制值之后，过程值又回归到正常限制值之内，所触发的信息就是信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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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信息栏、信息列表中的确认 

信息栏中的确认采用页面信息确认还是正常确认，取决于具体的组态。确认类型以不同的按钮显

示模式识别：页面信息确认 ，单点信息确认 。 

在信息列表中仅单点信息确认有效。在操作元素区域中可找到相应的操作按钮。 

确认会影响信息的状态，下列的组合可以进行组态： 

确认等级 信息来未确认 信息来确认一次 信息去未确认 信息去确认一次 信息出确认两次 

1 实心符号闪烁 实心符号静态 空心符号闪烁 空心符号静态 不可见 

2 实心符号闪烁 实心符号静态 空心符号闪烁 不可见 不可见 

3 实心符号闪烁 不可见 不可见 不可见 不可见 

一个来信息在过程站中处于激活状态。 

一个去信息在过程站中不再处于激活状态。 

实心符号显示在信息列表的左边，文本字体为白色或黑色，文本背景为彩色，文本背景颜色取决

于信息的优先级。 

空心符号也显示在信息列表的左边，文本字体为彩色，文本背景为灰色，文本字体颜色取决于信

息的优先级。 

1.3.4 提示列表中的确认 

在提示列表中仅有页面信息确认。页面信息确认对信息的显示和信息列表中的确认等级没有任何

影响。提示的显示取决于页面信息确认和相应信息的状态。 

信息来并未确认 信息来并已确认 信息去并未确认 信息去并已确认 

黄色背景黑色文本 黑色背景白色文本 白色背景黑色文本 不可见 

1.4 过滤信息 

信息和提示列表的操作对话框提供了过滤信息的选项，过滤可以通过工厂区域、优先级、系统信

息组来过滤信息。过滤器有关过滤选项设置是可组态的，在操作中修改过滤器设置会有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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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语音信息，现场报警器、控制室报警器 

就地报警，现场报警器可以通过连接过程站中的一个二进制输出来实现。控制室中的中央报警可

通过一个控制室报警器来实现与每个操作员站的连接。 

报警器在如下条件下激活： 

 预处理现场信号 

 来自于功能块的信息 

 系统信息 

 OPC 服务器的信息 

报警器功能块必须在过程站中可组态。 

1.5.1 现场信号激活报警器 

现场信号预处理后产生的二进制信号必须被连接到报警器功能块的输入部分。 

在激活控制室报警器的同时，报警功能块会产生一个事件信息。WinHMI 评估（处理）上述信息

后将激活控制室报警器。 

报警功能块的二进制输出连接到现场报警器就可以解决现场信号的报警问题。 

 
事件信息是系统的内部信息，对操作员是不可见的。系统过程站中的事件信息直接控制过程站

的具体功能，例如报警器功能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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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报警图片中的 OPC 服务器可以配置 OPC 报警。 

1.5.2 通过信息激活报警器 

WinHMI 评估（处理）来自过程站的来信息，如果来信息通过报警器过滤器，控制室报警器将被

WinHMI 直接激活。 

如果来信息通过报警器过滤器，现场报警器必然被激活，WinHMI 写一个逻辑信号 1 到对应的报

警器功能块中。现场报警器打开。作为反馈信息，将产生一个事件信息并传送到 WinHM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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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在现场的确认 

当点击连接到报警功能块的输入 LR 的现场确认按钮后，将直接关闭现场报警器。 

可以确认来自于控制室中已激活的报警器。此情形下，报警功能块将产生一个事件信息。

WinHMI 在接收到此事件信息后将关闭控制室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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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在控制室中确认 

在选择报警关闭按钮后，WinHMI 将关闭已激活的控制室报警器。对于已激活的现场报警器，

WinHMI 将写入逻辑 0 到对应的报警功能块的内部输入中，现场报警将被关闭。作为反馈，报警功能

块将发送一个反馈事件信息到 WinHM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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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局信息处理 

用户使用全局信息处理，可以制定和确认优先级 1-4 的信息，上述的设置适用于整个系统中。 

 
在项目树 > 系统 > 全局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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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HMI 中不可以修改上述设置。 

使用的确认策略同样可以适用于故障信息（优先级 1-3）、开关信息（优先级 4）。对于每个优先

级均有三种确认策略可供选择。 

 
系统信息和提示信息不能组态为一种类型确认，但可以有固定的设置，系统信息为 2-3 的确

认等级、提示信息为 3 的确认等级。 

1.7 本地信息处理  

本地信息设置适用于单独的操作员站，具体包括信息栏的设置、信息列表的设置、提示列表的设

置和报警激活的设置。 

 
在项目树中选择操作员站 > 系统 > 本地信息处理 

二选一： 

在操作员站中双击项目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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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 

名称 操作员站的名称 

信息缓冲区长度 

 缓冲区长度定义了操作员站信息列表中可以输入的全部信息数量，最小可以

组态 10 项，最大可组态 2000 项。 

信息缓冲区的容量级别信息溢出后重新获得数据 

 缓冲区长度定义了溢出后信息列表的额定长度，当发生一个缓冲区溢出后，

整个信息列表中的信息将以正位置进行替换。 

算法为：<.Idx id="39"/>，这样的处理方法一直持续到信息列表的等级与设

置等级值对应为止。 

正位置算法包括以下步骤： 

1）删除提示信息 

2）删除激活的、确认的信息。首先删除最先达到的信息，紧接着删除临近

的信息。从优先级 4 开始删除，一直到优先级 0 为止。 

3）删除最先不激活的、未确认的信息，否则同 2）一样处理。 

4）删除最先不激活的、未确认的信息，否则同 2）一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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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显示标签 

信息列表 

显示模式 在控制站中定义选中的信息的数值或者长文本输出格式在信息页、信息列表中的

显示。 

格式 对于故障信息、开关信息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显示格式。 

数值 语音 优先级 时间 工厂区域 位号 短注释 ST 文本 M 值，单位 类型 日期 

长 语音 优先级 时间 工厂区域 位号 短注释 长文本 ST-文本  日期 

长/限制格

式 
语音 优先级 时间 工厂区域 位号 短注释 长文本 ST-文本 类型 日期 

系统信息的固定显示格式 

系统信息 语音 组 时间 工厂区域 位号 故障信息 日期 

缩略简介： 

语音 标签标识信息已连接组态语音文件，上述的信息仅指代当标记功能块组态时产

生的音频文件信息。通用的本地信息处理具有同一优先级的信息在就地信息处

理中是不可见的，具体请参照（控制室报警标签，参考信息和提示）。 

优先级 信息优先级用于标识是否是信息来或者信息去。 

组 系统信息组；由系统指定。 

时间 信息发生的时间，分辨率是 1/1000 秒。 

工厂区域 哪些位号被分配到该工厂区域 

位号 标识产生信息的位号。 

S-文本 标签的短注释。 

L-文本 标签的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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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文本 信息的状态文本。 

测定值 当产生信息时及时记录测定值，例如限制值。 

单位 测量值的单位。 

类型 每种信息都有自己的信息类型，对限制值来说，信息类型是限值类型，例如，

HH 为第二高限值。 

日期 仅在日期改变后显示第一条信息。日期的改变用水平红线标识。 

故障文本 在系统发生故障时用于描述系统故障的信息。 

信息顺序 定义在信息页的顶部是显示（最新或最旧）信息。 

 

信息栏 

支持类型 定义三种信息栏的视图（工厂区域、列表、标准）在 WinHMI 中是可选择的，

并且可选一种视图作为默认设置。 

信息顺序 定义在标准视图左上部或在列表视图顶部的信息栏中，是显示最新或最旧信

息。 

确认类型 

确认类型中有页面信息确认和单点信息确认可供选择。 在页面信息确认情

况下出现在信息栏中，信息栏的信息仅能页面信息确认，且必须在信息列表中

确认。 在单点信息确认情况下出现在信息栏中。信息在信息栏中能正常确

认。 

优先级过滤预设置 

 你可以选择是否预设置优先级过滤用来做一个信息列表的下一级调用。 

使用最后 如果一个（工厂相关的）信息页被调用，信息将根据上次的优先级进行过滤。 

全部选择 当一个信息页被调用时，将显示所有优先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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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过滤标签 

 

此处信息过滤的设置决定了信息栏、信息列表、提示列表的显示方式。 

 
信息过滤的默认设置可以正常装载控制站。用户可以为信息列表、提示列表设置

过滤约束，即可以添加过滤设置，但是已组态的信息过滤不能被关掉。 

信息过滤 决定哪些信息出现在信息列表中，包括系统信息组、优先级和工厂区域。 

站过滤 仅有来自于选择站点的信息显示。 

所有站 临近表中显示所有已组态的资源。 

连接站 只有已组态的那些连接站的资源可以在临近表中显示。 

区域过滤 决定哪一区域的信息将被显示。 

1.7.3 提示列表标签 

提示列表中，将显示信息优先级 1-4 的组态提示、信息优先级 5 的无关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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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前提示 定义信息列表中最近提示的位置 

提示过滤 决定在提示列表中是否仅显示优先级 1-4 的提示，或是否包括优先级 5 的提示

信息。 

1.7.4 现场警笛标签 

二进制信号控制现场报警，因此必须要组态报警功能块，具体参考《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中

监控功能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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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名称 在过程站中命名分配的报警功能块的名字。当你按下功能键 F2 时，将显示出可

供选择的报警功能块列表。 

信息 对系统信息组 S1-S3、优先级 1-4 的信息来说，可以定义信息来或信息去或信息

来和去时，现场警笛是否发出声音。 

区域过滤 决定来自于哪些区域的信息可以控制现场警笛。 

使用控制室警笛确认现场警告 

 如果现场警笛和控制室警笛（控制框被激活）同时确认的话，只要在控制室的控

制站中确认以后，现场警笛将马上被复位。如果现场警笛没有激活，操作员站将

不能复位现场警笛！ 

使用现场警告退出本地语音 

 通过本地报警确认可以停止报警声音在操作员站电脑上的报警。在这种情况

下，至于是哪台操作员站确认现场报警无关紧要。 

1.7.5 控制室警笛标签 

在 WinHMI 电脑上通过声卡发出报警，作为现场报警的辅助，同时会产生一个事件通知该报警。 

 

信息 对系统信息组 S1-S3、优先级 1-4 的信息来说，可以定义信息来或信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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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息来和去时，现场警笛是否发出声音。 

语音类型 对应于每个优先级，都有一些带扩展名或不带扩展名的声音文件（WAVE

文件）可以选择。这些文件允许连续不间断的重放。 

系 统 加 载 来 自 于 WinHMI 标准目录 < Winmation Control System 

_Installation_Folder>\wave 中的文件。也可以显示有目录、文件名的全部

路径，例如 c：\winnt\media\....这些项不超过 100 字符。操作员站语音系

统依照语音文件设置，播放信息来、信息去所选择的语音文件。 

 
声音文件组态，不是由信息列表的开始行中的声音符号来标识的。 

语音文件播放 

 另外，语音文件组态有很多种属性，可以为个别的过程信息进行组态。在

WinHMI 下用如下的三个选项来控制过程信息的处理： 

优先级顺序，最旧的信息/优先级顺序，最新的信息 

 最重要信息的语音报警将一直重复播放直到信息被确认或被更重要的信息抑

制。 

时间顺序 所有来信息的语音文件可以回放一次，信息的到来将随着时间顺序而增加。 

具体请参考《WinHMI 操作站使用手册》中信息和提示>声音文件的信息。 

声卡  操作员站电脑的语音系统激活。 

 操作员站电脑的语音系统未激活，已组态的语音文件不播放。 

两条信息之间暂停 

 语音文件的最小暂停时间是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报警信息之间或同一条报警信息

的重复间隔。 

区域过滤 决定来自于哪些区域的信息可以控制控制室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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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标准显示 

2.1 显示访问 

2.1.1 概述 – 显示访问 

显示访问可以快速、便捷地调用过程站间已分配组态标签的显示，因此可以获取关于现场状态的

选择性信息。 

WinHMI 中选择所需的标签后，你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直接选择所需的显示。 

 总貌显示“名称（Over.）” 

 系统概要“系统显示（Sys.）” 

 信息列表“信息（Mess.）” 

 面板“标签名称” 

可以通过组态显示访问为每个标签指定另外的控制属性（如下），为每一个显示类型和日志类型

分配选择性显示，同样适应于调用任何文件或应用的外部属性指定等。 

可以为每个标签指定如下的某一显示类型、记录类型的显示： 

 图形显示（图形） 

 组显示（组） 

 趋势显示（趋势） 

 信号顺序记录（SFP） 

 操作记录（BPR） 

 干扰过程记录（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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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调度显示（TS） 

 SFC 显示（SFC） 

 WEB 显示（WEB） 

 Excel 报表（报表） 

如果上述的某一显示组态为默认显示，在上下文菜单的最顶端将出现相关的项，因此可以快速地

选择上述显示项。 

2.1.2 自动显示指定 

系统可以指定带故障设置的显示，这将减少组态的难度。 

当调用显示指定、操作员站中执行合理性检查时，将检查组态数据库中的标签、显示、及日志。

对每一个标签来讲，关于所有显示类型和日志类型的实例中将建立具体类型的惯用法。 

当发现一个标签的惯用法时，显示或日志将指示显示指定的一个项。如果没有发现交叉索引或惯

用法，将指示用“auto”项。 

如果在后续使用上及时使用这种显示类型的相应标签，那么这个显示将自动指定到标签上。 

2.1.3 调用显示访问 

选择项目树的 D-OS（站或 P-CD 公共显示池）资源后，已存储的显示和日志将指定一个标签。 

 
如果选择公共显示池 P-CD，选择的显示访问将应用到所有的操作员站项目中。但是稍后操

作员站选择显示访问的话，将重写 P-CD 中此资源之前定义的设置。 

 
> 选择项目树资源中的操作员站或 P-CD 

> 系统 > 显示访问 

2.1.4 参数定义页面的结构-显示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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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显示访问编辑器 

通过窗口标签类型、标签名称，将选择指定有显示和日志的标签。在窗口标签类型中选择类型。

窗口标签名称中列出了系统中存在的所有这种类型的标签。对于每个(所需)显示类型、日志类型，可

以通过选择来自于窗口标签名称中的标签名称来输入某个所需的显示、日志。 

选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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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类型 列出所有标签类型 

标签名称 列出带名称的一种类型的所有标签 

图形 每个标签都可指定给某一类型的显示或日志。当前已选择的类型显示在编辑区

域中。当点击编辑区域时，可以从可用显示列表中选择一个显示。 

<auto> 自动显示访问已选标签的显示类型或日志类型。如果所选择的标签没有使用任

何一种显示，那么将仅显示<auto>’项。如果选择了<auto>项，数据库将自动进

行合理性检查，第一个参考显示名称将输入此区域中。 

<空> 选中的标签没有指定显示或日志类型。 

<名称> 列出该类型所有的显示和日志，均可用于指定显示。 

外部属性 

描述 输入任意文本。在 WinHMI 上下文标签中，输入的文本将作为最低层的项显

示。 

命令 输入任意命令行调用，例如打开记事本 ReadMe.txt 后，文件或 Excel 文件将

连接到标签上。 

 
如果使用这种方法，表示将不可以从 WinHMI 中再次自由进入操作系统中。 

自动配置 

（系统检查交叉参考）为选择的标签将再次执行自动显示指定，因此，将删除前期已组态的显示

指定。 

交叉参考 

显示已选标签的交叉参考列表 

默认显示 

 
> 点击显示类型 

或 

>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名称默认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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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类型用（V）指定。 

如果为某一标签类型输入多个显示类型，可以为其指定某一个显示类型。后者将出现在 WinHMI

的上下文菜单的第一位置上。在所有情况下，仅能指定一种已输入的显示为默认显示。如果改变默认

指定的话，只需简单点击另一个显示类型即可。 

2.2 总貌显示 

2.2.1 概述 - 总貌显示 

WinCS 系统项目中，可以为每个操作员站组态总貌显示，总貌显示是 16 行、6 列的显著构成。

通过符号可以最多选择 96 个显示进行定义。 

通过列表选择器，现有的显示、日志和报表可以以一种厂区特定的方式来列出。使用自由分配厂

域文本和行头来提高清晰度。 

 

2.2.2 新建一个总貌显示 

在公共显示池（P-CD）或在操作员站资源下，新建或编辑一个总貌显示，具体参考《系统组态

工程手册》中项目树。 

 
> 在项目树中选择操作员站资源或公共显示池 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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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总貌显示 

或 

>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总貌显示 OVW 

 
如果在公共显示池（P-CD）中组态一个总貌显示，那么在所有的操作员站中都是可用的。 

2.2.3 总貌显示组态 

 
> 双击项目树的总貌显示名称 

 
显示和日志已经输入到总貌显示，但是稍后会被删除，组态页面中以红色显示，且运行合理

检查过程中错误列表中不存在。 

 

标题文本 最多 48 个字符 

标签 从第 1 页到第 4 页 

 总貌显示组态区域共 4 页上，每页 4 行。 

<1…4> 行头部，每行最多 77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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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定的数字依赖于特定页面和/或标签。 

片段 输入的显示或日志名称（每行 6 个）。 

输入显示名称 

 
> 选择总貌显示部分 > 右击调用上下文菜单 > 选择 > 从选择列表中选择显示类

型、显示名称 > 确认 

或： 

> 选择总貌显示片段部分 > 输入显示名称 > 回车键 ENTER 

显示列表也可以通过按功能键 F2 调用。操作员站窗口中将显示按显示类型分类的可用显示、日

志。 

如果直接输入显示名称，系统将检查相应的显示是否存在。已存在显示名称将以黑色显示，不存

在的以红色显示。 

 

显示选择列表中的缩写词 

 

SFCP 顺序功能图显示 

OPL 操作厂域日志 

FGR 自由图形显示 

GRP 组显示 

TS_D-OS 时间调度显示 

DCL_D-OS 干扰事件记录 

SSL1 信号顺序记录 1（直接输出到打印机） 

SSLN 信号顺序记录 N（手动输出到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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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_D-OS 趋势显示 

WEB WEB 

Report Excel 报表 

 

合理性检查 

总貌显示将检查语法和上下文错误。如果发现错误，将显示在一个列表中。组态页面中，以红色

显示未通过的显示、日志名称，以黑色显示通过检查的。 

2.3 组显示 

2.3.1 概述 – 组显示 

在 WinHMI 靠近显示名称的标题行中，可以为每一个组显示输入短注释、长文本。这个方法可以

指定给一个过程部分。使用选择列表可以输入已存在的标签。相应地，标准化的标签（面板）描述做

为组显示的组成部分。 

在组显示中，使用常规屏幕时，可以并排显示 5 个标签，使用宽屏时，可以并排显示 6 个标签。

两个标准面板或四个小尺寸面板可以上下并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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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新建一个新的组显示 

在项目树下的操作员站资源或公共显示池（P-CD）中新建、编辑一个组显示，详细描述参考

《系统组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 

 
> 在项目树中选择资源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P-CD）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组显示 

或 

>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组显示 

 
如果公共显示池（P-CD）中已组态一个组显示，那么这个组显示在所有的操作员站中都是可

用的。 

2.3.3 组显示组态 

 
> 双击项目树中的组显示名称 

或 

> 使用光标键选择组显示 >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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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态页面中，以红色显示已输入而后删除的标签，这些标签在合理性检查的错误列表，将报

告为已不存在的。 

组显示中，面板的整合将取决于 5x2 或 6x2 标准面板的选择。由于面板有多个尺寸，如小尺寸标

准面板和用户自定义功能块的自定义面板，用户可以将面板分配在 30x4 或 36x4 的栅栏单元中。面板

不可重叠。 

 

短注释 最多 12 个字符 

长文本 最多 30 个字符 

 
WinHMI 中将显示短注释、长文本，另外在标题行中显示显示、日志的名称。 

宽屏  可显示 6 列面板 

□ 最右列为黑色，无法插入面板 

由于面板的格式不同，导入先前版本的项目后，黑色区域可能会被占用。此时，如果您使用的不

是宽屏，您需要将该面板更换位置，可以继续保存在同一组显示页，也可以放置在新建的组显示中。 

输入标签 

 
> 使用鼠标左键或 TAB 键或光标键选择组显示部分 > 双击或按 F2，显示选择标

签对话框 > 在对话框中选择功能类型和名称 > 确认 

标签选择列表可以通过菜单项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或按功能键 F2 进行调用。到现在为止已组

态的所有标签将根据其功能类型列举在窗口中。具体参考《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中缩写部分。 

合理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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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显示将检查语法和上下文错误。如果发现错误，将显示在列表中。在组态页面中，红色显示未

通过检查的标签，黑色显示通过检查的标签。 

2.4 趋势显示 

2.4.1 概述 – 趋势显示 

趋势显示可以以图形的形式显示一段时间内过程变量的发展变化。每个趋势显示中最多可显示 6

个过程变量。每个操作员站中趋势显示的数量是不限的。 

可以使用趋势显示可视化趋势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的数据或任意的过程变量。 

如果使用趋势数据采集模块，最多可以采集不同时间标记的 6 个数值和有以每个信号 200 个数值

的形式放置在缓存空间内，对长期归档文件来说，如有必要，可以把趋势显示传送到操作员站中。具

体参看《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中趋势数据采集部分。 

对于组态一个自由趋势显示来说，可以为其指定来自于系统的 6 个变量，另外对每一个过程变量

来讲，还可以为其组态另外的数据类型为 DATE&TIME 的变量。过程值以时间标记形式使用变量的数

值。 

如果没有单独指定时间标记变量，那么来自于过程站的相关系统变量 

<resource_name >.DateTime 将不可用。从 OPC 服务器读取变量到系统的情况下，将使用带

OPC 服务的时间标记变量。 

为了可以使用自由趋势显示，必须在项目树中组态一个类型为“TRN 网关”的网关站，具体参

看《系统组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 

如果项目中已组态了类型为“TRN 网关”的网关站，WinHMI 操作员站中的操作员也可以组态一

个来自于系统的自由趋势显示来采集任意的过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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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搜索 

趋势搜索功能便于用户对某一时段的趋势历史进行搜索。 

 

 
所搜索趋势历史的时间起始点。 

 
所搜索趋势历史的时长。范围：001 … 999（小时）。 

 
所搜索趋势历史的时长。范围：00 … 59（分）。 

 

确定按钮。 

2.4.2 新建一个新的趋势显示 

在项目树资源操作员站下，新建并编辑一个趋势显示，具体参考《系统组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 

 
> 在项目树中选择资源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 P-CD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趋势显示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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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SFC 显示 

2.4.3 趋势显示组态 

 
> 双击项目树中趋势显示名称 

或 

> 在项目树上选择趋势显示 > 编辑 > 程序 

趋势显示组态包括有 5 个标签页的参数定义对话框。 

采集标签页 

 

通用数据  

名称 趋势名称，项目树中可编辑 

短注释 最多 12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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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本 最多 30 个字符 

 
短注释、长文本可以与项目文档一起打印。 

使用采样功能块/使用变量采样 

 指定参数，确认趋势显示是否基于趋势采集模块的数据还是基于独立的过程

变量。 

 
在公共显示池（P-CD）中，只有带变量采样的趋势显示才能使用。 

标签名称 过程站中趋势数据采集模块的名称。按下功能键 F2，可以选择趋势数据采

集模块。 

采样周期 在组态的时间间隙内，过程变量将以趋势数据形式读取和存储。 

变量 1-6 

变量 自由趋势显示的名称。使用功能键 F2 可以调用系统中已知的变量。 

时间标记变量 命名那些已输入数值的时间标记变量。使用功能键 F2 调用系统中数据类型

为 DT 的已知变量。如果没有单独指定时间标记变量，那么系统过程站的变

量，将使用相关的系统变量<resource_name>.DateTime；另一方面，在从

OPC 服务器读取变量到系统的情况下，将使用带 OPC 服务时间标记的变

量。 

显示标签页 



第 2 章 标准显示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36 

 

颜色 选择前景色、背景色、趋势窗口的颜色（3 色） 

变量描述 对于趋势显示的显示来说，将为每一趋势组态名称、短注释、单位、标签。

趋势的数量等于趋势采集模块中连接的输入的数量，或输入的趋势变量的数

量。 

名称 指定趋势的名称 

短注释 指定趋势的短注释 

单位 给趋势指定单位，使用键盘或鼠标可从现有列表中直接选择或输入变量的单

位。 

指定标签 在 WinHMI 中可以双击调用其面板标签的名称。 

颜色 为每一个趋势曲线选择颜色，可用的所有色彩都适用于图形显示。 

颜色的默认设置 

趋势 1   红色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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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2   黄色信号 

趋势 3   蓝色信号 

趋势 4   绿色信号 

趋势 5   蓝绿色信号 

趋势 6   中紫色 

 
在 WinHMI 中名称、短注释和单位的文本输入的选择将和趋势一起，上述的文本输入是非

强制性的。 

区域选项标签页 

 

区域选项 最多 6 个趋势的位置参数定义，包括 X 轴上刻度的时间范围，Y 轴和起/终点

的刻度定义。 

时间间隙 一个值的两次连续时间标记间的最大时间间隙，其数值可以插入，具体参看

《WinHMI 操作站使用手册》中趋势显示>插值部分。各项输入的格式符合

IEC1131-3 时间格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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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 在 WinHMI 中，时间轴指定趋势描述在 x 轴的刻度情况。各项输入均符合

IEC1131-3 时间格式标准。最大值可达 T#24d20h31m23s。 

例子：       T#2147s 或者 T#24d20h31m23s 

波形起点 波形起点指定 Y 轴描述单独趋势的刻度起始点，具体参看下面章节中的趋势

显示实例部分。 

输入的值是实数，值的范围在 0.0 到- ±9999999999.9 之间。 

波形起点的数值必须小于波形终点的数值。 

% 在 Y 轴上，为波形起点%指定其刻度起始的位置。参看下图。 

输入百分比的值必须为整数，其范围介于 0 和 ±5000%间。 

波形终点 波形终点为 Y 轴终止的描述、单独趋势指定值，参看下图。 

输入的值是实数，值的范围在 0.0 到±9999999999.9 之间。 

波形终点的数值必须大于波形起点的数值 

% 在 Y 轴上，为波形终点%指定其刻度结束的位置。参看下图。 

百分比的值必须输入为整数，其范围介于-5000 and +5000%间。 

一个趋势显示实例 

 

下面的设置已被选定为位置的参数定义： 

波形起点：-10.0         波形终点：110.0 

波形起点%：20          波形终点%： 80 

归档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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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 决定在操作员站上是否允许归档。如果选择了允许，指定如下内容：归档长

度、启动模式、是否允许删除旧归档文件。操作员站上只有一个已组态的固

定大小的归档文件趋势显示（作为循环内存）。 

允许归档 归档趋势数据作为启动模式的一个功能 

删除旧归档 当重启操作员站（重启 WinHMI），将删除旧的归档。 

□重新启动后，归档的恢复将按时间先后顺序的间隙形式进行。 

 
重启后，如果文档间不匹配，例如趋势的数量已改变，旧归档将被保存为一

个文件，旧的归档文件的指定序列后缀从 001 展到 999。 

归档长度 根据 IEC1131-3 时间格式输入文档持续时间，以天、小时、分钟、秒格式输

入。输入小于一秒将出错。 

最大输入 24855 天=68 年 

例如 T#24855d 或者 T#24d20h31m23s 

除了输入现场用于归档长度外，操作员站上所需归档的最大硬盘空间以千字

节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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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文档的大小由归档的归档持续时间决定的，因为数据存储在一个循环内

存中，所以趋势文件的大小不会越界，即到达文档持续时间后，新的数据将

重写（覆盖）最旧的数据。 

 
为了控制 WinHMI 的加载时间，归档文件不能超过 1GB。 

启动 仅适用于从趋势采集块中采集数据的显示）启动定义了趋势数据的记录、归

档是否在启动 WinHMI 后立即启动。 

就绪 ⊙ 启动操作员站后，采集、归档就绪，但是未启动。启动触发是通过改变趋

势采集模块的输入端的一个触发来实现，具体参看《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

册》中趋势采集块部分。 

打开 ⊙ 启动操作员站后，将打开采集、归档。 

归档文件名称 操作员站的硬盘上指定趋势归档文件记录、存储的文件名称。 

文件传输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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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传输 将决定是否以某一方式，在系统网络中，从 WinHMI-PC 传输趋势文件的备

份到另一台 PC 中。接受文档的 PC 必须是网络中的一个通信用户（网卡和

安装 FTP 服务器），具体参看《入门手册》，也可以输出归档文件到

WinHMI PC 的 window 驱动器中，这台 PC 上可以使用系统补充程序

WinBrowse 来可视化趋势归档数据文件、将数据转换成 CSV 格式。 

文件传输（FT）  

开始输出在 组态时间一到就启动周期性文件传输，以 DT 格式进行传输。 

 周期性数据传输的开始时间 

□ 无周期性数据传输 

重复输出每 决定在哪个时间段内数据可以传输，以 TIME 格式输入。 

增量 ⊙ 仅上次传输完成后采集的数据才能获取。 

完全 ⊙ 所有的归档数据都已经传输。 

事件驱动输出  数据传输以事件模块的功能状态触发，必须输入一个事件模块。使用功

能键 F2 调用显示可用事件模块的选择列表。 

□ 无事件控制数据传输。 

增量 ⊙ 仅上次传输完成后采集的数据才能获得。 

完全 ⊙ 所有存档数据都已经传输。 

重复输出  

每次事件驱动 ⊙ 只有在事件发生时数据传输才能发生。 

每个周期 ⊙ 只有在事件发生时数据传输才能发生。 

在当前事件发生时，数据的传输将以循环的方式发送。 

此处决定数据传输的时间段，以 TIME 格式输入。 

手动输出操作（一次，完成） 

  操作员站的操作员能启动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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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传输不能被手动启动。 

目标 此处必须定义文件传输的目标，目标电脑必须连接到系统网络中。理论上

说，电脑中应该安装补充包 WinBrower 以容许对趋势、日志的归档文件进

行可视化操作。 

站 目标计算机的 IP 说明，如果在网络中运行系统，应该从网管那获取 IP 地

址，该地址必须在网络中可用。如果用 WinHMI 电脑作为文件传输的目标

站，须为其指定 IP 地址。 

路径 如果将归档文件复制到指定文件夹中，则必须给定完整的目录名称。输入一

个反斜杠\作为最后一个字符是很重要的。例如，给定一个目录 C：\temp，

目标电脑中生成文档 c：\tempXXXX.001，此组态文档的名称用 Xs 标识前

四个字符。 

 
必须注意目标站负责对输出过程中的文件的进一步处理。随着相应文档的再

次输出，将重写临时的复制文件。 

文件 ⊙ 输出文件按照给定目标路径的名称保存。 

目录（8.3） ⊙ 输出文件按照系统当前日期、时间保存在目标路径的文件夹中。文件名

称有带三个扩展字符的 8 个字符长度的名字。 

目录 ⊙ 输出文件按照系统当前日期、时间保存在目标路径的文件夹中。 

增量/完全后缀  为了区分含有完成或增量数据设置的文件，将在基本文件名称中追加‘-

INC’或‘-FULL’。这个后缀将预防以下情况的发生—完成和增量的文件

被另一个覆盖。 

FTP 超时 FTP 服务是同步性服务，在执行 FTP 服务的系统中，为防止阻塞系统需要

指定最大传输的时间。 

用户名称 必须输入用户名，如有必要，FTP 服务器将检查用户名。 

密码 当设立接受电脑时，可以定义密码，这将确保只有输入密码才能在 PC 中存

储文件。在开放网络中，这样处理可以预防滥用动作、或未授权操作用户的

操作。 

2.5 顺序功能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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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概述 – SFC 显示 

顺序功能图（SFC）是用户定义的由步和步转移构成的网型结构。步及其切换以图形符号表示，

符号类型和标识由步、步切换的状态所决定。每一个 SFC 程序都以起始步开始，以结束转移结束。

SFC 程序初始化过程中，所有步都未激活。初始步在 SFC 程序启动时激活，其他步未激活。SFC 程

序的启动从起始步开始，例如新起始点或重复时间已到或已过期。结束切换结束顺序功能图的运行，

此后所有的步都再次处于未激活状态。 

顺序功能图的组态及相应的内容，具体参看《IEC 61131-3 编程工程手册》的顺序功能图部分。 

 

2.5.2 新建 SFC 显示 

在资源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P-CD）下的项目树中，新建、编辑 SFC 显示。具体参看《系统

组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部分。 

 
> 项目树中选择资源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 P-CD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SFC 显示 

或 

>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SFC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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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公共显示池（P-CD）中组态 SFC 显示，那么这个 SFC 显示在所有的操作员站中都是

可用的。 

2.5.3 SFC 显示组态 

 
> 双击项目树中的 SFC 显示名称。 

 

通用数据 

名称 项目树中可编辑的 SFC 显示名称 

短注释 最多 12 个字符 

长文本 最多 30 个字符 

指定 SFC 程序  

SFC 程序名称 此处，操作过程站中相应的顺序功能图可以通过输入 SFC 的名字来实现。通

过键盘或功能键 F2 直接输入名称来调用可用顺序功能图程序，选择所需的程

序。 

2.6 时间调度显示 

2.6.1 概述 – 时间调度显示 

时间调度显示中，时间以模拟数值形式输出并发送到其他功能中，例如作为一个设定值输入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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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控制器。除了时间调度面板外，还有整页时间调度显示。 

这对于设定点趋势的显示、实际趋势显示和时间调度的操作等提供了完善的方式。如有必要，可

以为那些面板指定一个标签，标签的面板将和时间调度一起显示（通常是背部连接功能块面板）。 

对于短注释、长文本、组态时间调度的名称、如有必要辅助标签的名称等，必须为其进行标准化

进度显示和定义相应参数。 

 

2.6.2 新建时间调度显示 

在资源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P-CD）的项目树中新建、编辑时间调度显示，具体参看《系统

组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部分。 

 
> 项目树中选择资源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时间调度显示 

或 

>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时间调度显示 

 
如果在公共显示池（P-CD）组态时间调度显示，那么这个时间调度显示在所有的操作员站中

都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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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时间调度显示组态 

 
> 双击项目树的时间调度显示名称。 

 

通用数据  

名称 项目树中可编辑的时间调度显示名称 

短注释 最多 12 个字符 

长文本 最多 30 个字符 

指定  

TS 的标签名称 指定时间进度功能块的名称。可以直接输入或按功能键 F2 调用可用的功

能块列表，选择所需的功能块。 

显示操作的标签名

称 

时间调度窗口中显示有面板模块的名称，输入可选。  

使用功能键 F2 调用已输入的标签列表。 

2.7 WEB 显示 

2.7.1 概述 – WEB 显示 

WinHMI 中通过调用 WEB 显示可以加载本地 WEB 浏览器并激活组态好的 WEB 站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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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显示将启动本地 web 浏览器，这样 WinHMI 用户可以访问公司网络内或全

局网络内的本地机器或其他机器上的文件。请充分考虑进行相关操作所带来的风

险和危险！ 

2.7.2 新建一个 WEB 显示 

在资源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P-CD）的项目树中新建、编辑 WEB 显示。具体参看《系统组态

工程手册》中项目树部分。 

 
> 项目树中选择操作员站或公共显示池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WEB 显示 

或 

>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WEB 显示 

 
如果公共显示池中组态一个 WEB 显示，那么此 WEB 显示对所有的操作员站都是可用的。 

2.7.3 WEB 显示组态 

 
> 双击项目树的 WEB 显示名称。 

 

通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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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项目树中可编辑的 WEB 显示名称。 

短注释 最多 12 个字符 

长文本 最多 30 个字符 

URL 连接到所需的 WEB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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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图形显示 

3.1 概述 – 图形显示 

除了标准显示外，在操作员站上可以使用自定义的观察、运行过程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由

WinConfig 图形显示编辑器新建。过程的状态用上述的图形显示从多个方面进行描述。静态、动态图

形对象可实现运行过程中不同需求的图形显示。使用各种动画选项可以使现场操作者可以在任何时候

情况下观察过程事件。 

每个图形显示均包括静态、动态元素，静态元素由基本对象构成，例如线、圆、文本、位图。可

用的动态元素是特殊的图形对象，特殊图形对象中的当前过程值可以用数值或图形显示，例如动态数

字显示、棒图显示。可操作元素构成另一种类；使用可操作元素可以触发显示开关，调用标签指定面

板，确认信息、给过程变量写值等。来自于通用 WinCS 数据库的指定变量、信息决定了在 WinHMI

中动态显示元素的状态。 

图形符号由一些单独的图形对象构建，新对象像任意的单独图形对象处理一样可以进一步处理。

图形对象可以定义为宏对象，并保存在宏数据库中。根据其他项目的需要，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库。 

画图区域的尺寸可以根据监视器设置进行相应地调整（640x480，1024x768， 1280x1024 或 

1600x1200 像素）。画图区域的标准大小包括 1024 x 768 像素。显示尺寸，画图区域中光标的当前位

置将显示在工具箱上。 

更多的功能包括同时编辑两个显示，显示在项目树中第一个显示是已给定名称的程序，第二个显

示-图形库，具有和其它显示相同的特征，一般将随着项目同时加载。为方便后续使用，可以临时保

存图形库的显示、完整显示，部分显示或图形符号。当选择另一显示时，将保持图形库的内容不变。 

创建新的复杂过程显示可以通过预先画出的许多 3D 效果的图形对象。在安装 CD 里可以找到上

述的图形对象，如 Aggregates.dmf、Alphanumeric.dmf、CompController.dmf、Objects1.dmf、

Objects2.dmf。也包括一个 readme.txt 文件。 

3.2 图形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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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区域包括菜单栏、工具栏、图形编辑标签、图形编辑工具栏、画图区域（包括画图工具箱）

和状态栏。 

 

3.2.1 图形编辑的其他功能 

图形编辑操作是基于标准的窗口程序操作的。另外，图形编辑提供众多特殊功能来简化图形显示

的编辑和整合到项目数据库。 

光标键 画图区域中使用光标键进行光标的精确定位。每一次点击将驱动光标在相应方

向上运动一屏幕像素。当栅格显示打开时，光标一次运动一个栅格单元，具体

参看抓图/栅格部分。 

F2 键 调用一个可选列表。 

如果一些项目元素要放入选择的组态页面区域，那么一般来说可以直接输入或

从所有输入项中选择元素的名称，也可以通过功能键 F2 调用选择列表。 

例 1：组态过程中，预计过程变量的名称，按功能键 F2 调用的列表包含当前项

目中所有已组态的过程变量。 

例 2：组态一个动态图形对象时，需要预计相关静态对象的名称。按下功能键

F2 将列举出所有图形显示中可用静态图形对象列表。 

F5 键 显示交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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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含变量名的编辑区域中按下 F5 键，将显示变量的交叉参考列表。按下 F5

键将可以直接转向列表中的任一程序上。 

工具提示 如果光标的移动到某一指定名称的图形对象上方时，在工具提示的表格中将显

示出对象的名称、类型。 

ESC 键 只要没有完全地完成对象的定义，就可以通过 ESC 键取消当前组态，将删除

未完成的对象，设置图形编辑器为标准模式。 

3.2.2 菜单栏 

 

项目 包含保存项目和画图编辑器中的内容，执行项目树的合理性检查，显示错误

列表，查看项目要点信息，查看项目注释，转换至联机调试模式，跳转到项

目管理界面，关闭项目以及退出 WinConfig 的功能。 

编辑器 执行合理性检查，显示错误列表，导出和导入图形显示，退出图形编辑器以

及返回到项目树。 

元素 创建静态图形对象，如线、矩形、文本等，同时可以插入位图及设定信息类

型标志。 

编辑 撤消或重复最后一个动作，组合图形对象形成新对象或拆分。剪切、粘贴、

删除、双倍图形元素、镜像、旋转，对齐或校准图形对象。前景或背景中放

置图形对象，打开图形显示池等。 

修改 修改线、区域、文本、文本内容的属性；转移或删除多边形和多折线；指定

图形对象的名称；选择显示的背景色。 

宏 加载或保存宏数据库，宏数据库用于新建、编辑、插入宏。 

动态 重新编辑动态对象；新建动态对象；例如棒图、填充域等。 

视图 没有编辑器帮助光标线的情况下显示完全显示；重画图；仿真自动画对象；

选择缩放、旋转可视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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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打印，栅格设置，工具箱中的放置位置，限制和更新显示标尺，激活光标线

和自动接受选择。 

帮助 调用在线帮助系统 

3.2.3 画图区域 

画图区域是用户新建、编辑显示的实际工作区域，位于菜单行或工具栏与状态栏之间，横充整个

屏幕。当工具箱打开后，其造成叠加将限制可视化画图区域的尺寸。使用缩放功能可以对编辑中的区

域某一部分进行缩小或放大操作。总貌功能显示相当于 9x 画图尺寸的区域。实际的画图区域将在中

心处以边框标示出。 

在画图区域中，画图区域的坐标按照从左到右、上到下的顺序进行。坐标的起点位于顶部左上角。

移动图形光标的坐标显示在工具箱中，另外，参数对话框中，使用坐标表示显示对象的位置，并显示

在此对话框中。 

3.2.4 工具箱 

工具箱中显示当前图形显示的信息。窗口可以用菜单‘选项’ > 工具箱菜单项定位，可以放置在

屏幕的左侧，右侧，顶部或底部，关闭设置后可以隐藏等。无论其初始位置如何，都可以在整个屏幕

上自由移动。 

 

名称 以红色显示图形名称或术语“库”（图形库）表示可视化的相应显示，可以很容

易地用 Page ↓、Page↑键、或在菜单项帮助下，在两个显示间切换。 

显示尺寸 X、Y 坐标的选择分辨率。 

显示 显示当前选择的缩放设置、光标位置的 x/y 坐标。 

线 改变全局线属性。 

（线条粗细，颜色和样式）。所有后续线条将采用相同的线属性：当选择或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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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线时，文本行消失，按钮上显示预选属性的线条。 

区域 改变全局区域属性（前景/背景颜色，填充样式）。后续图形项采用相同的属性设

置。当选择或画图时，文本区域消失，按钮上显示带有选定颜色、填充的矩形。 

文本 改变全局文本属性，例如前景/背景颜色，类型尺寸等，所有后续的文本都采用相

同属性设置。当选择或输入文本时，按钮上显示选择的文本类型、颜色。 

修改菜单项中可以改变单独图形对象。选择窗口的具体描述将在本文档的相应章节中描述。 

工具箱的第二部分包括用于选择的按钮、用于图形对象类型的按钮。选择对象类型后，可以一个

接一个画多个同一类型对象。当选择不同的对象类型或点击选择按钮时将结束画图模式。 

3.2.5 状态栏 

状态栏构成了画图区域的下边界。状态栏中，概述了正在编辑的过程或选择动作的执行指令等。

最右端显示图形显示名称、自动接受状态和用户名称。 

3.3 画图区域的基本设置 

通过“选项”选择菜单进行画图区域的设置。 

3.3.1 打印 

 
> 选项 > 打印 > 仅显示画面  

> 窗口打印选择页面（如有必要安装打印机） 

> 确认  

画图区域输出到打印机。 

 
> 选项 > 打印 > 全屏 > 窗口打印选择页面 > 确认 

整个屏幕输出到打印机。 

3.3.2 抓图/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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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 抓图/栅格 

 

栅格大小从 1 到 20 

 抓图有效，或栅格显示。 

为完成更统一的定位，可以显示背景栅格。有 5 个固定尺寸的栅格可选。栅格设置既适用图形也

适用于图形库显示。新建一个显示时，可以修改、开/关显示栅格。 

当抓图有效时，栅格点对定位有效，即用户不能准确地点击所需的栅格点，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靠

近。然后才能选择最靠近光标的栅格点。栅格和抓图设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即栅格在抓图未有效情

况下可以单独定义，或者在栅格不可见情况下抓图有效。 

 
使用抓图/栅格功能组态图形显示时，强烈建议此后对该图形显示进行调整时屏幕分辨率保持

不变。 

系统计算抓图/栅格数量时，内部画图区域调整至与当前屏幕分辨率一致。如果屏幕分辨率发

生变化，图形显示上的组件可能会被影响。 

3.3.3 工具箱 

 
> 选项 > 工具箱 > 关闭，右侧，左侧，顶部，或底部。 

如果选择关，工具箱将不可见。放置在右侧，工具箱沿着屏幕相应边界进行放置--左侧，顶部，

或底部。 

工具箱的说明，参看工具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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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重置显示区域 

 
> 选项> 重置显示区域 

该菜单选项用于将图形显示尺寸更新至当前标准显示尺寸： 10240x6728 像素。 

3.3.5 光标线 

 
> 选项> 光标线 

打开光标箭头上带十字交叉点的交叉线。整个图形中，这些交叉线扩展到整个画图区域。 

3.3.6 自动接受 

 
> 选项 > 自动接受 

自动接受选项用于替代保存对话框。更多关于自动接受的信息，查看《系统组态工程手册》中自

动接受部分。 

3.3.7 背景颜色 

 
> 修改 > 背景颜色 

需要为每一个图形显示、图形库显示指定画图区域的颜色。在菜单”修改”中可以设置背景颜色。 

选择背景颜色后，将出现可用颜色的窗口。为了更快速地访问上述的颜色，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的

颜色组。对背景色来说，仅允许选择如下颜色组—静态目标颜色、媒介颜色、任意目标颜色。 

3.3.8 颜色选择 

新建图形显示的过程中，需要为背景、静态图形对象、动态图形对象的状态指定颜色。所有的颜

色设置都在相同的颜色选择对话框中完成。从不同选择页面中调用颜色选择窗口。 

所有可用颜色划分为许多不同颜色组，可以单独显示、隐藏，也可以从一个颜色直接到指定的特

殊颜色上。每一颜色组合均可以使用于任意应用中，显示背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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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颜色组是个例。对线属性、动画等仅可为其文本背景选择透光选项，选项的作用是不可见显

示线或图形对象，即透明。 

动画中仅可使用其原始颜色，此处原始颜色保持不变，不能被任何的动画颜色设置修改。 

 

特殊颜色  

透光  没有颜色，但是透光即透明。 

原始颜色  使用静态图象的颜色 

组 在颜色选择窗口中选择不同颜色组 

静态颜色  通用颜色。 

信息颜色  显示报警的颜色 

信号颜色  显示信号的颜色 

媒体颜色  媒体开关显示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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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颜色  彩色图形显示的颜色 

转向 进入颜色组按钮后，激活、选择静态目标、信息、信号、媒介、任意

目标按钮。选择后，在颜色选择对话框的选择颜色组的开始处定位上

述选择。 

3.4 画静态图形对象 

下列静态图形对象可用：线、矩形、多折线，多边形，椭圆，弧，圆，文本，位图和信息类型符

号。所有的静态图形对象均位于元素菜单下。 

图形对象以不同属性显示，如颜色、宽度、线型等。可以通过工具箱或修改菜单改变相应属性。

绘画图形对象后，必须从元素菜单中选择下一个画图类型对象。按下 F8 键，可以选择另一刚完成类

型的对象。 

 

对象的属性决定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图形编辑属性 设置 

线颜色 237 种颜色并且可见 

线类型 连线，虚线，点线，折线，点-折线 

线宽度 6 



第 3 章 图形显示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58 

箭头 左/右/双向箭头 

圆形 从四个阶段完成圆形 

前景/背景 每个 237 种颜色 

填充模式 15 种样式且透光 

 

文本属性 设置 

尺寸 以像素为单位的文本尺寸 

文本的方向 水平或垂直 

文本样式 粗、斜、或下划线 

固定点 开始，中间，结束，顶部，底部 

字符字体 Arial， Courier New， Lucida Console 和 MS 

Sans Serif 

前景色 237 种颜色 

背景色 237 种颜色并且可见 

3.4.1 线 

 
> 元素 > 线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出现构造线，终点跟随光标箭头 

> 点击鼠标标记终点 

线表示两个点间的最短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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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颜色、线型、线宽度、线箭头方向等属性来指定线 

3.4.2 矩形 

 
> 元素 > 矩形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角的点位置，此时出现一个框，终点跟随光标箭头 

> 鼠标点击标记终点 

矩形是有四个边、四个直角组成的图形。正方形是特殊形状的矩形。 

 

用线颜色、线型、线宽度、圆角、前景色、背景色、填充模式等属

性指定矩形。 

3.4.3 多折线 

 
> 元素 > 多折线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出现构造线，终点跟随光标箭头。 

> 鼠标点击标记终点；此点为下部分的起点。 

> 点击鼠标标记下一部分的终点。 

> 双击鼠标标记多折线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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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折线由任意构造的点组成。每种情况下，直线连接构造的点。通过激活鼠标

右键，删除旧的终点，定义新点。 

可以改变已有多折线的构造点。（具体参看修改属性 > 点部分）。 

用线颜色、线宽度、线型、箭头、圆角等属性标记多折线。 

3.4.4 多边形 

 
> 元素 > 多边形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出现构造线，终点跟随光标箭头 

> 点击鼠标标记选择终点；此点成为下一部分的起始点 

> 点击鼠标标记下一部分的终点，形成多边形区域 

> 双击鼠标完成多边形的终点 

 

 

多边形是闭合框，类似于多折线，也由许多构造点组成。多边形第

一个点、最后一个点始终相连。 

激活鼠标右键按钮，可以删除旧点，定义新点。 

很容易地改变已有多边形的构造点，具体参看修改属性 > 点部分。 

用线颜色、线型、线宽度、圆角、前景色、背景色、填充模式等属

性标记多边形。 

3.4.5 椭圆 

 
> 元素 > 椭圆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出现一个框，终点跟随光标箭头 

> 点击鼠标标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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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点位于椭圆外，且位于接壤椭圆的透明矩形的角附近。从起始点移动光标将决定矩形

的尺寸、矩形形状或圆。 

 

椭圆是闭合的图形项，圆是椭圆的特殊形状。 

用线颜色、线型、线宽度、前景色、背景色、填充图案等属性指定椭圆。 

3.4.6 文本 

 
> 元素 > 文本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出现输入文本框。起始点属于框的某一角或中心点位置，其具体位置

取决于文本属性对话框中的设置 

 

词、固定数字值、特殊字符以单行显示。 

尺寸属性、对齐校准属性、固定点、字符字体、前景色、背景色等指定文本。 

3.4.7 弧 

 
> 元素 > 弧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画圆或椭圆 

> 点击鼠标结束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顺时针方向运动光标；弧将变大；逆时针运动将变小 

> 点击鼠标标记弧的终点 

 
不可修改已有弧的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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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是圆或椭圆周长的一部分，用曲线连接起始点、终点。 

 

使用线颜色、线型、线宽度、箭头等属性指定弧。 

弧的构造： 

 

3.4.8 圆段 

 
> 元素 > 圆 

> 点击鼠标标记起始点，画圆或椭圆 

> 点击鼠标结束 

> 点击鼠标标记圆段的起始点 

顺时针方向运动光标，圆段变大； 

逆时针运动，变小。 

> 点击鼠标标记圆段的终点 

不可以修改已有圆段的尺寸。 

 
圆段描绘圆周、椭圆图形的某一部分，是闭合的图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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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线颜色、线型、线宽度、前景色、背景色、填充样式等属性标记圆

段。 

 

构建圆段： 

 

3.4.9 位图 

 
> 元素 > 位图 

> 点击鼠标标记插入位置左上角，将出现位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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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长 X（%） X 轴上的伸长比例% 

伸长 Y（%） Y 轴上的伸长比例%（每个轴标准伸长值是 100%，位图以原始尺寸导入，即

无失真） 

透明  整个位图中，左上部的所有颜色是不可见的，即位图以透明背景色导入。 

预览 显示选择的位图 

导入 打开选择位图文件对话框。 

导出 打开写选择的位图到某以文件对话框。 

 

位图文件以 BMP 格式输入，不支持其他格式。如果 WinConfig PC 运行 256 色设置，且位图以

更多颜色信息导入，那么位图中的颜色将映射到图形编辑器的静态颜色中。 

导入的位图可以移动、缩放、镜像、命名等。在图形编辑器中不可以修改位图的具体内容。 

3.4.10 信息类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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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 > 信息类型符号 

在 WinHMI 中不同静态图形对象以信息类型的功能显示。 

图形对象需要和信息点上带动画效果的图形符号一同使用。具体参看图形符号，标签：位指定。 

 

符号名称 列举已被分配信息类型的静态图形对象名。 

信息类型 列举具有面板的功能块中使用的信息类型。信息类型及意义，参看《功能和功能

块工程手册》中缩略词和信息类型/限制类型部分。 

<无信息类型> 

 当相关信息未包含信息类型或显示信息的相关条件有空交集时，将不显示分配的

图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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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点 显示为图形对象组态过的报警点。 

显示所有符号 

 切换到图形显示时，将显示所有分配此信息类型的对象。 

显示 为给已选择信息类型分配静态图形对象，需要切换到图形显示中。 

 
> 对话框中选择线 > 按钮显示 

> 切换到图形显示 

> 选择已新建的静态图形对象或新建一个新的 

> 编辑 > 返回对象 > 返回信息类型符号对话框。已选信息类型前面的符号名称

栏中将显示图形对象的名称 

或者 

> 在对话框窗口中选择线 > 按 F2 

> 图形显示中显示静态图形对象列表 

> 从列表中选择对象 

> 已选信息类型前面的符号名称栏中将显示图形对象的名称。 

可以多次使用静态图形对象作为所需内部消息类型标志。可以为所需的众多信息类型指定图形对

象。不必填写整个的列表。 

例 1： 

WinHMI 中始终显示来自于厂域的最新信息。 

过程如下： 

 新建信息类型符号（画图 > 信息类型符号）； 

 给在 WinHMI 中显示的信息类型画图、分配静态图形对象； 

 新建图形符号和分配现场区域的所有信息点； 

 在动画功能辅助下组态系统，使之显示即将来临的信息； 

 为已新建的信息类型符号指定图形符号。 

WinHMI 中从所有已分配信息中确定最新的信息类型，并显示分配给此种信息类型的图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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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组态条件不能确定信息的话，图形显示将显示为无组态信息<无信息类型>。 

 
如果显示中为已组态的厂域指定一个新的标签的话，将不能自动更新图形显示。 

例 2： 

WinHMI 中描述已组态特殊信息点的信息类型。 

过程为： 

 新建信息类型符号（画图 > 信息类型符号）； 

 为那些可以组态的信息点的信息类型画图、分配静态图形对象； 

 新建图形符号、分配信息点（例如控制器的第一个信息点阈值）； 

 为那些已新建信息类型符号分配图形符号。 

WinHMI 中读信息点的信息类型、显示相关的图形对象。如果信息点没有组态信息，那么图形对

象将显示为<无信息类型>组态。 

3.5 动态、动态图形对象 

动态对象的分类包括 WinHMI 中用于描写/观察过程动态变化和操作现场对象，即代表过程变量

操作的动态对象。上述的对象相应地称为观察对象、操作对象。所有的对象均位于动态菜单下。图形

显示动态中使用的变量将在内部图形编辑中重新生成，或如果已组态的话，可以用功能键 F2 从变量

列表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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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描写过程状态的变化，最常用于动态图形的对象如下：棒图、填充域，动态数字显示，图形符

号，自定义动画对象和趋势窗口等。 

下列方法可以动态观察对象： 

 以所需的任何格式显示变量的当前值； 

 以文本格式显示字符串的内容； 

 显示已组态的信息文本； 

 以组态的信息类型的一个功能格式显示不同静态图形对象； 

 用棒图或任意形状的填充域描写模拟值，例如容器的液位； 

 图形显示中运动图形对象作为模拟值的一个功能； 

 修改对象的图形属性（颜色、线宽等）作为二进制过程值的一个功能； 

 对象的图形属性（颜色、线宽等）的改变作为一个功能信息。 

图形显示的现场操作动作中最常见使用的动态图形对象如下：选择域、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

和标签控制。 

WinHMI 中组态下述操作对象来触发下一步的动作。 

 打开一个面板； 

 切换到任意显示； 

 给某一变量写固定值； 

 确认信息。 

上述操作动作也可由显示对象开始。 

在 WinHMI 中，当一个图形显示被更新后，所有动态对象将放置在任何静态显示元素的上部，可

以通过设置或标记动态对象的静态元素部分作为对象的前景或背景部分。例如棒图上渐变地显示，类

似的组合显示是可行的。 

3.5.1 新建动态图形对象 

 
> 动态 > 选择动态图形对象类型。 

> 对于新棒图、动态数字显示、选择域、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或趋势窗口来说，都是通过

点击鼠标来显示所需的对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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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参数定义对话框。 

 
对于动态图形对象，编辑菜单下的编辑功能仅部分可用。 

系统自动为每一新的动态对象指定名称，并在参数定义对话框的通用部分显示。用户可以在任何

时候修改对象名称。在图形显示中对象名称是唯一的。 

3.5.2 删除动态图形对象 

 
> 选择动态图形对象 > 编辑 > 删除。 

或者 

> 选择动态图形对象 > 按 DEL 键 

3.5.3 移动、缩放动态对象 

选择动态图形对象后，在其周围将出现一个框。仅在静态图形对象情况下可以运动、改变动态的

大小。 

对象中嵌入的所有小对象可以进行相应的移动或缩放。 

3.5.4 动态图形对象的通用参数 

对动态图形对象，参数对话框提供 6 个可选项：棒图、填充域、字母数值显示、可选域、图形符

号、自定义动画对象；上面描述的适用于所有对象。 

单独描述动态图形对象的参数定义对话框，其中图形对象指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趋势窗口

和 Tab 控件。 

对话框的通用部分显示对象名称、对象类型。 

 

 

对象名称 显示动态图形对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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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型 显示图形对象的类型 

BG=棒图 

SEL=选择域 

FA=填充域 

BUT=按钮 

AD=动态数字显示 

BTF=按钮域 

SA=自定义动画对象 

BTR=单选按钮 

GS=图形符号 

TC=标签控件 

CUO=趋势窗口 

 

过程值标签 

图形对象显示的过程变量的细节。图形编辑中对象显示的定义。 

量程标签 

显示区域定义为带模拟值的一个动态对象。用常量或其他过程变量标记阈值。 

为棒图、填充域定义参考线的填充方向和位置。 

位指定标签 

动态对象最多分配有三个过程状态。这些二进制值在 WinHMI 中逐位连接，因此对象可以最多显

示 8 个状态。 

定义二进制过程状态有两个选择： 

 数据类型是 BOOL 的任何过程值； 

 已有信息。 

显示标签 

WinHMI 中对应二进制过程值，最多可定义 8 个对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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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标签 

对动态对象来说，可以将静态对象具体组态为前景对象或背景对象。 

当在 WinHMI 中点击一个动态对象时，可激发一个动作，例如显示修改或写过程变量。 

位置标签（只存在于图形符号中） 

图形显示的区域中可以连续移动图形符号或最多显示 8 个的选择位置。在标签上将定义区域或选

择位置。 

提示条标签 

动态对象可以用标签提示条组态。对于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种类的提示条可供选择。 

3.5.5 标签：过程值 

 

 

显示变量 输入过程变量名称或用功能键 F2 从列表中选择。 

信息文本  过程值的地方将显示信息的指定文本。 

检查框将使信息按钮可用。输入域、显示的文本是灰色的（仅字母数值显示

图形对象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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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选择信息点，选择字母数值显示中需要显示的文本。（仅动态数字显示图形

对象可用）。 

显示数值(GED） 

 当推出参数页面时，屏幕上既显示图形对象同时也出现指定值。图形对象上

的箭头指示激活的缩放属性。 

3.5.6 标签：量程 

参数对话框中指定显示的量程范围、参考线的填充方向、位置等。 

 

范围  

起始/终点 给定一个常量或一个变量名称（F2 调用选择列表）指定显示的范围（0-

100%）。 

填充  

水平/垂直 动态图像对象填充的方向。 

(%)参考线 给定棒图的参考线；棒图的画图区域或填充区域中定义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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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标签：位指定 

动态对象类型棒图、动态数字显示、填充域、图形符号等最多含有分配对应类型的动态过程状态。

在 WinHMI 中逐位连接上述的二进制值，所以对象可以显示最多 8 个状态。 

两种选择定义一个二进制过程状态： 

 数据类型是 BOOL 的任意过程值； 

 已有信息。 

 

变量/功能  

位 1、位 2、位 3 任一 Bit 变量可以分配到过程变量或有选择功能的信息点集中。组态的 Bit

变量的数量决定所需指示的图形对象状态的数量。 

1 位变量=指示 2 个状态的动态对象。 

2 位变量=指示 4 个状态的动态对象。 

3 位变量=指示 8 个状态的动态对象。 

数据输入区域 取决于信息复选框状态； 

BOOL 类型的变量定义二进制过程状态。 

输入过程变量名称或 F2 从列表中选择变量名。 



第 3 章 图形显示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74 

或者 一组信息点定义二进制过程状态。F2 键调用有选择信息功能的对话框。 

信息  用一组信息点定义二进制过程状态。如果选择复选框，设定按钮将可

用，且显示<所有类型>文本。 

设定 在项目的所有已存在信息点中选择一组信息点。 

信息位变量的输入域中按下 F2 功能键后，将出现另一个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的选择将

决定哪个信息状态将被赋值。 

 

<有效信息> 从组态信息组中的信息状态赋值为“激活的”。 

<所有信息> 已组态信息组的设置，哪些信息状态是“不激活的，没确认的”是不能被赋

值的，即所有的激活信息、未激活信息、未确认信息。 

<未确认信息> 从已组态信息中的信息状态赋值为“未确认的”。 

3.5.8 标签：显示 

有二进制过程状态的图形对象动画指图形属性和图形对象一同显示。除了预先设定颜色外，可以

对采用信息颜色的对象进行组态。信息的优先级将决定信息的颜色。 

首先决定哪些信息是激活的或未定的，然后使用上述功能挑选出最重要的、最新的、最老的、最

高优先级的信息。都可以使用信息前景色、背景色，不管是否有确认信息，来显示这个对象。

WinHMI 中，用当前信息颜色挑选信息、更新图形对象的过程将在每个更新周期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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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功能  

位 1、位 2、位 3 显示已组态的位变量/功能。 

Table 表格  

位 显示二进制变量的可能位组合。 

状态 对图形对象中的可用状态进行标号。 

显示  退出参数页面后，在图形显示中，动态对象的显示根据所选择行的属

性显示。 

信息 当图形对象被信息指定后，此按钮有效。当选择此按钮后，将出现挑选

信息的对话框。 

边缘/填充 所需颜色区域中点击鼠标或按 Tab 键直到定位到所需颜色区域，然后按

空格键。 

这是可以修改动态图形对象的边框和填充颜色设置。所需的颜色是在颜

色选择参数窗口中选择的，具体参看颜色选择部分）。使用透明设置、

边框或显示透明的区域、初始颜色等设置静态图形对象的颜色显示。 

如果信息影响图形对象的状态，那么在第二个颜色对话框（信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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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象依赖的信息中选择呈现的颜色组态给此对象。 

显示 切换到图形显示（仅在某些动态图形对象中有效）。 

对象名称 > 点击区域 > 按 F2 键 

> 输出未使用的静态图形对象的名称。 

> 选择且确认。 

> 区域中显示已选择的图形对象的名称。 

或者 

> 对象名称下点击-所需的区域. 

> 用显示按钮修改图形显示。 

> 选择已有或新建的未用的静态图形对象。 

> 返回参数定义菜单通过 > 编辑 > 返回对象。 

> 区域中输入的图形对象名称（如果选择了一个没有指定名称的静态图形

对象，系统将自动为对象分配一个名称）。 

给动态图形对象分配信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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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前景颜色 

信息的背景颜色 

在图形对象显示中，使用由选择信息优先级决定的颜色。 

带确认信息 

不带确认信息 

以闪烁或静态信息颜色显示图形对象。 

从已组态信息集合中挑选出信息： 

颜色表中按下信息键后出现下面的对话框。为了系统的及时运行，需要挑选一个信

息，例如确定动态图形对象的颜色。 

 

在对话框的上部，确定使用的哪一个指定的信息点集。 

在对话框的下部可确定当前对象颜色的信息中，指定一个信息。 

最重要信息 

用下述算法确定最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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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A：信息状态 

步骤 1 激活的，未确认的 

步骤 2 未激活的，未确认的 

步骤 3 激活的，已确认的 

根据标准 A，对所有的相同重要信息进行排序。 

标准 B：优先级 

步骤 1 系统信息 S1-S3 

步骤 2 优先级为 1 的信息 

步骤 3 优先级为 2 的信息 

步骤 4 优先级为 3 的信息 

步骤 5 优先级为 4 的信息 

步骤 6 优先级为 5 的信息 

根据标准 A、标准 B，对所有相同重要的信息进行排序。 

标准 C：确认策略 

步骤 1 确认策略 1 

步骤 2 确认策略 2 

步骤 3 确认策略 3 

根据标准 A、B、C，将从所有相同重要信息中确定最旧信息。 

高优先级信息 

高优先级的信息。如果存在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信息，将确定出最重要的信息。 

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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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近时间标记的信息。如果存在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信息，将确定出最重要的信息。 

最旧信息 

具有最早时间标记的信息。如果存在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信息，将确定出最重要的信息。 

3.5.9 标签：通用 

 

对象在前部/对象在后部 

 静态/动态图形对象的叠加。 

可以在动态对象的前部或后部放置静态对象。按下某一按钮时，将激活相应的图形层，在此

图层上可以选择或新建静态图形对象。通过 > 编辑 > 返回对象，返回到参数页面中。完成

参数定义后，编辑的图形对象将被组合，相互连接（共享一个框）。 

 
组合的图形对象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拆分： 

 
> 选择动态对象 > 动态 > 重新编辑。 

> 选择对象在前部或对象在后部，将激活图形层。 

> 点击未用区域（未选择任何项） 

> 返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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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静态和动态对象间的连接。 

动作 当在 WinHMI 中选择一个动态图形对象时，将引发一个动作，例如显示修

改、调用标签指定面板、变量写设置、执行信息确认等。也可以写变量或

执行信息确认。具体细节参看下述章节中关于如何组态一个动作。 

注释 输入自由格式文本来描述图形对象（最多 33 个字符）。 

3.5.10 组态一个动作 

除了趋势窗口外，需要为所有的动态图形对象类型指定一个动作。WinHMI 中，单击对象将激发

此动作。唯一的例外是调用标签指定面板：鼠标单击选择面板，双击是调用相关的面板。 

可以为任意的动态图形对象组态下面的动作： 

 无动作 

 打开显示 

 显示面板 

 写变量 

 写变量集 

 确认信息 

 执行确认操作 

 取消确认操作 

 
> 参数定义页面中按下按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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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动作时，绘画图形元素的顺序很重要。如果 WinHMI 上的图形区域被打开，系统会执行

最上面对象的动作；最下层对象的动作将无法在 WinHMI 上访问。 

选择动作类型后，仅可以操作有各自相关的动作。动作直接输入或按功能键 F2 从选择列表中选

择动作输入。 

动作类型 选择已组态的动作类型。 

打开显示 当在 WinHMI 中选择图形对象时，将调用刚输入的显示。 

打开面板 当在 WinHMI 中选择图形对象时，将调用刚输入的与标签相关的显示。 

写入变量 当在 WinHMI 中选择图形对象时，刚输入的变量将写入当前值。区域中输入变

量名将激活操作按钮。如果已为一个图形符号组态了一个动作，也将激活通过

拖动图形对象输入的复选框。具体参看写变量操作。 

确认 区域确认中，选择确认信息将激活用于现场确认的信息按钮、操作确认的复选

框。具体参看信息选择。 

 需要确认操作；如果标记了复选框，操作员将需要一个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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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确认操作 对于写变量、信息确认来说，需要指出的是写动作在按下第二键、并修改值情

况下，是非连续的，对应的键为确认或回车键 ENTER。如果选择接受操作，图

形对象将接收到 ENTER 键的功能。 

取消确认操作 通过按确认或 ENTER 键接受的操作可以通过选择动作取消动作来终结此操

作。取消所有未有效的动作。如果选择了上述的动作，图形对象将接受到 ESC

键的功能。 

3.5.11 信息确认 

当选择一个对象时，可以在 WinHMI 中进行信息的确认。 

 
可以组态的动态对象已在 WinHMI 中选择，且确认显示中的透明信息。 

 

确认信息仅发送到可用信息页中有一个输入项的信息点中，选择图形对象时，需要带确认功能的

指定哪些确认的信息点。 

确认信息菜单下已组态的所有信息点。 

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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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息点 

最重要信息 

用下述算法决定未确认的最重要信息： 

标准 A：信息状态 

步骤 1 激活的，未确认的 

步骤 2 未激活的，未确认的 

步骤 3 激活的，已确认的 

根据标准 A，对所有的相同重要信息进行排序： 

标准 B：优先级 

步骤 1 系统信息 S1-S3 

步骤 2 优先级为 1 的信息 

步骤 3 优先级为 2 的信息 

步骤 4 优先级为 3 的信息 

步骤 5 优先级为 4 的信息 

步骤 6 优先级为 5 的信息 

根据标准 A、标准 B，对所有相同重要的信息进行排序。 

标准 C：确认策略 

步骤 1 确认策略 1 

步骤 2 确认策略 2 

步骤 3 确认策略 3 

根据标准 A、B、C，将从所有相同重要信息中确定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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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优先级信息 

高优先级的信息。如果存在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信息，将确定出最重要信息。 

最新信息 

具有最近时间标记的信息。如果存在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信息，将确定出最重要的信息。 

最旧信息 

具有最早时间标记的信息。如果存在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信息，将确定出最重要的信息。 

3.5.12 写变量操作 

为 WinHMI 操作写动作指定一个过程变量后，必须为其指定操作类型、且指定相关操作记录输入

格式。写变量的数值或经组态设置为固定输入或者由 WinHMI 用户输入。 

结构变量的值可以通过图形显示获得。每一结构变量元素操作均可以单独组态。WinHMI 中，一

步步执行元素操作。并非所有的元素操作参入到操作流程中。 

当在 WinHMI 中选择图形对象后，对象旁或屏幕底部将显示一个操作对话框。当调用操作对话框

时，读取操作过程变量的当前值，并作为默认值显示，通过一个写命令可以单独修改组件数值并传输

到过程站中。 

对于给定过程变量，每个图形显示仅可组态一个操作流程。例如用输入域组态一个图形对象、同

时用离散值组态另一个图形对象是不可行的。然而通过一个图形对象接受用户数值来组态变量，同时

经由另一个图形对象接受一个固定值是可行的。 

当为过程变量组态写操作时，出现的对话类型取决于变量的数据类型。 

操作一个变量的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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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显示相关过程变量的名称。 

固定/操作 选择变量是获得一个固定值还是从 WinHMI 用户中获取一个值。如果选

择固定，需要为变量、单位、固定值、锁定区域中以文本形式输入。 

增量 选项考虑到渐进过程值变化。按钮按下时将修改步长。组态的具体操

作，参看组态操作：增量部分。 

单触 按下按钮的同时将写一个组态值。组态的具体操作，参看组态操作：单

触。 

类型 显示变量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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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仅适用于结构数据类型。 

从选择列表中一次只选择结构变量的一个元素。每个组件的操作均可以

单独组态。WinHMI 中组件的操作是一个接一个执行的（顺序执行

的）。 

写/不写元素 仅适用于结构数据类型。在 WinHMI 中是否可以操作相应的元素是在这

里被一一指定的。 

变量文本 输入任意文本。操作记录中以变量名形式输入文本。WinHMI 中在操作

对话框中显示变量文本。 

单位 输入任意文本。在操作记录中单位是在旧值和新值之后。具有常规设计

用户界面的 WinHMI 中编辑区域后，显示单位文本。 

固定数值 仅当选择固定操作时，输入有效。这个输入直接写入过程站中，不需要

从 WinHMI 用户处接受输入指令操作。 

需要确认的操作 仅在选择固定值编辑区域时才可选择。基于绝对值或百分比修改过程

值。 

 以固定值组态的值仅写入过程站。在图形显示中，当点击对象后，将

激活 ENTER 或确认按钮。 

 WinHMI 中点击对象将在过程站中直接输入根据固定值得到的组态

值。 

连续 WinHMI 使用输入域或滚动条获得连续的值。 

离散的 对于输入值来说，最多可显示 6 个可选选项。 

最小/最大 输入值的有效范围。 

锁定 在布尔变量协同下锁定值的操作。当调用操作按钮时，将先读布尔变

量，如果值为真将拒绝操作。此外，组态 Lock 变量也可阻止固定值写

入。 

否定 为锁定操作，可以通过取消锁中定义的变量值来完成，即为完成锁定操

作，变量的值必须为 False。 

组态操作：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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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允许渐增修改过程值。选择对象后，将在差异评估基础上增加、或减少相应的过程值。新

的值直接传输到过程，即不需进一步的确认操作。连续按此按钮，即较长时间按住鼠标左键，一直重

复此流程。此时，过程值将连续改变，不是一个单独步，因为将立即输入一个新值。步宽随着按下时

间的长度而改变。 

 

方向 数值改变的方向（向上/向下） 

绝对数值 基于绝对值、缩放比例估计过程值的改变程度。 

 以绝对值形式估计过程值的改变程度。 

 以百分比估计过程值的改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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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按下按钮时间越长，过程值变化的越大。为估计变化率（曲线），需要为其

预设指定其初始斜率、最大斜率、时间到最大等。 

重复 估计新值、写入过程站值的更新频率（100ms，500ms，1s）。 

组态操作：单触 

 

按钮数值 当按钮持续压下时，将写入一个常量值（即按住鼠标左键）。 

释放按钮数值 当按钮释放时，将重写一次常量值（可选）。 

重复 估计新值、写入过程站数值的更新频率（100ms，500ms，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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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操作：离散 

当用离散值代替连续值时，最多可提供 6 个固定值供 WinHMI 用户选择。 

 

数值 值必须与操作的变量数据类型兼容。当调用操作对话框时，读取写入的变

量，选择值的相关文本。当 WinHMI 初始化写动作时，选择文本的组态值将

写入变量中。 

文本 输入任意文本。文本将显示给用户，操作对话框中输入相应值。 

锁定 仅在布尔变量配合下，每一单独值均可单独锁定。当操作菜单被调用，且变

量为真时，相应的值将不可用，即不显示或不指示。 



第 3 章 图形显示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90 

否定 单选按钮的锁定操作通过取消锁定义的变量数值完成，即为完成单选按钮操

作，变量的值必须为 False。 

3.5.13 写变量集操作 

 

进行写变量集操作时，全局变量都可以选择。配置写变量集操作与写单个变量操作相似。用户需

进行名称、单位、值、输入范围、连续操作或离散操作等选择。 

用户必须设置写变量集的固定值或操作值是否在图形显示进行配置以及操作值是否有操作员定义。 

对于操作值，与结构变量相同，WinHMI 用户必须逐个配置。配置完成后，所有值通过一个命令

下发至过程站。 

配置 HART 变量参数必须通过此操作。通过一次写命令，所有参数都会被写入 HART 设备内。

如果针对 HART 设备的写变量集的动作在图形显示进行操作，用户需注意所有 HART 参数均在此写

入。 



第 3 章 图形显示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91 

 
HART 参数不全可能导入 HART 设备运行不正常。 

3.5.14 信息选择 

 

项目中指定的标签在列表中指定一个面板和至少一个信息点。使用列头部的不同按钮，列表可以

划分为不同输入组。列表上的输入区域中输入查询标准（具体参看《IEC 61131-3 编程工程手册》中

标签部分）。 

列表中的每一行均提供一个复选框来标识选择的信息点。 

查询标准输入区域 

标签 标签名称 

区域 工厂区域 

客户端访问 给定网关、操作员站名称为查询标准，即仅列举出站上可用的标签。 

类型名称 功能块类型 

L 库类型 

显示信息点 列表标签的每个信息点显示在自己信息点行上。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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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标签名称 

类型名称 功能块类型 

L 库类型（S：标准，U：用户定义，E：指定） 

厂区 工厂区域 

信息点 信息点 

P 信息优先级 

信息 组态信息文本 

类型 信息类型 

查询 根据在查询标准区域中输入的内容，查询内容将被更新。 

全部选择 在列表中选择所有信息点。这个选项保留新查询标准的输入规定的信息点

的新列表。 

取消全部选择 取消所有信息点的选择，上述流程的独立于起作用的查询标准、显示列表

内容。 

选择标记项 选择带标记复选框的所有信息点。 

取消选择标记项 取消选择带标记复选框的所有信息点。 

3.5.15 标签：提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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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提示条 如果选择此复选框，将激活其下的复选框。如果组态了多个提示条的变信号，

WinHMI 中上述变量将一个接一个的形式指示在提示条中。 

当前过程值 WinHMI 中，显示变量、当前过程值的名称指示在提示条上： 

值(<名字>)：<当前值> 

组态动作 点击对象激发的动作将以提示条的形式显示： 

加载显示<名称> 

打开面板<名称> 

写变量<名称> 

确认信息<名称> 

接受操作 

取消操作 

信息数据 提示条中给定用于显示对象的信息 

文本 输入区域中输入的任何文本将以同样的格式出现在提示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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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 标签：位置（仅适用于图形符号） 

 

连续 

x-，y-坐标 

输入最大可移动的 x/y 坐标，移动范围将根据过程变量和缩放比例。当变量数值等于满刻度

时，图形符号将根据运动矢量集确定运动方向。当变量值等于刻度起始值时，图形符号将显

示在设计位置。 

 
> 点击 x-，或 y 区域，> 通过显示按钮切换图形显示。 

> 用光标确定位置。 

显示 

切换到图形显示。 

返回 > 通过双击方式自动返回到参数定义。 

离散 

所有位置 

输入所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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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所有位置”按钮切换到图形显示。 

> 点击位置 > 自动返回到参数屏幕。 

> 输入坐标。 

单个位置 

输入单个位置。 

 
> 选择 x-，y-区域， > 输入 x/y 位置。或 

> 通过单个位置按钮切换到图形显示。 

> 点击所需的位置。 

> 自动返回参数屏幕 

> 输入坐标。 

3.5.17 棒图 

 
> 动态 > 棒图。 

> 点击鼠标固定左上角位置；拖动鼠标（矩形）调整棒图尺寸。此点上再次点击

鼠标结束构造棒图。 

> 在参数定义页面中输入数据。 

> 无边框情况下，显示棒图 

 

当前过程值以矩圆柱显示。最大、最小圆柱值给定常量或其他过程变量。圆

柱可以水平或垂直填充。参考线以按百分比形式给定；在棒图画图区域中定

义数值 0。 

通过菜单 > 修改 > 线属性/区域属性或通过有线或区域的工具箱定义线型，

线宽度，背景的样式、颜色。 

在颜色表参数窗口中为边框、区域设置颜色。（具体参看标签：显示）。颜

色的修改可作为二进制变量或信息的一个功能。 

具体的组态参看，标签：通用，标签：过程值，标签：量程，标签：位指

定，标签：显示，标签：提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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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8 填充域 

 
> 动态 > 填充域 > 参数定义页面中输入 

> 通过按显示按钮，从显示页面切换到图形显示上 

> 选择已有多边形或新建一个多边形 

> 编辑 > 返回对象 > 确认 

 

 

填充域连接一个多边形。由多边形界定的区域填充依赖于当前过程值。相关

填充区域的最大值、最小值或设定为常量，或为其组态其他过程变量。区域

可以水平或垂直填充。填充区域按百分比形式给定参考线。 

通过菜单 > 修改 > 线属性/区域属性或通过带线或区域按钮的工具箱定义线

型，线宽度，背景的样式、颜色。 

在颜色表参数窗口中为边框、区域设置颜色。（具体参看标签：显示）。颜

色的修改可作为二进制变量或信息的一个功能。 

不能单独的选择静态对象--多边形，仅在选为填充区域时方可选择多边形静

态对象。给填充域中指定不同多边形将使以前的可用组态多边形变为静态图

形对象。 

具体的组态参看标签：通用，标签：过程值，标签：量程，标签：位指定，

标签：显示，标签：提示条。 

具体填充区域的参数说明 

显示选项 

显示 

强制切换到图形显示。选择已有多边形或创建新多边形。通过菜单 > 编辑 > 返回对

象，返回到参数定义页面中。 

3.5.19 动态数字显示 

 
> 动态 > 动态数字显示。 

> 点击鼠标固定左上角位置；拖动鼠标（矩形）调整尺寸。此点上再次点击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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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构造动态数字显示。 

> 参数定义页面中输入数据。 

> 显示无边框动态数字显示。 

 

 

数字或者以所需任何格式的文本显示过程变量的当前数值。可以表示所有

系统的数据类型。 

使用动态数字显示甚至可以实现组态信息的显示。尺寸、对齐方式、固定

点可以通过菜单 > 修改 > 文本属性或带线/区域按钮的工具箱进行设置。 

在颜色选择参数对话框中设置文本、背景颜色（参看标签：显示）。颜色

的修改可作为二进制变量或信息的一个功能。 

具体组态参看标签：通用，标签：过程值，标签：位指定，标签：显示，

标签：提示条。 

动态数字显示的特有参数说明 

显示 

格式 

动态数字显示具有（取）最多 8 个状态，为每一状态指定单独的格式。 

 
> 点击格式区域 > 按 F2 键 > 选择格式 > 确认 

打开一个窗口，选择显示不同输出格式，包括确认 IEC 标准的格式，可以新建自定义格式。具体

参看以下章节。 

选择和新建自定义格式 

显示标签中选择表的列格式后，按下 F2 键盘，选择数据格式窗口将显示相关数据格式的标准默

认数据格式。选择所需的格式，然后按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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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固定格式  数据类型的默认格式；不能选择添加，编辑，删除按钮。 

用户定义格式  显示用户定义格式；可以选择添加，编辑，删除按钮。 

通过固定、用户定义在格式显示间切换，用添加按钮指定一个新格式。用删除按钮或通过调用菜

单项编辑按钮删除选择的格式，或在另一窗口中修改选择的格式。 

 

名称 新格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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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所需的格式。格式区域中，可以为所需格式输入字母 f，例如 ff.ffff，左边两个数

字，小数点的右边是四个数字。“-”是负数的通配符，“+”表示引导标志。 

确认 为已有格式表添加新格式。 

标准格式适用于每种数据类型。参看下表： 

 
以下适用于实数显示：由于内部表示的局限性，实数转换为可显示的值不能超过 7 位有效

数字。因此在标准格式下，小数位数的调整作为数值函数。非常大/小的数字将以指数形式

显示。 

 

数据类型 名称 格式 例子 

REAL Float +f.ffffffE+ee  -4.670000E-19  

 固定点 1  f.f  3.1  

 固定点 4  f.fff  3.1415  

BOOL  BOOL (= 标准)  b  TRUE  

 Decimal  +fff  1  

INT, UINT, 

DINT, 

UDINT  

Binary  2#ffffff  2#101010  

BYTE, 

WORD, 

DWORD  

Octal  8#ffffff  8#605301  

 Decimal (= 标准)  +fff  –145  

 Hexadecimal 16#ffff  #16#F90C  

TIME  Duration (= 标准)  T#fhffmffsffms  T#1h35m50s8ms  

 hh:mm:ss.sss  hh:mm:ss.sss  15:36:55:041  



第 3 章 图形显示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100 

 hh:mmm  hh:mmm  15:36  

 ss.sss  ss.sss  55.041  

DT  Time of day (= 标准)  
DT#yyyy-mm-dd-

hh:mm:ss,sss  
1998-09-15-14:36:55, 041  

 
Summertime/ 

wintertime (*)(1)  

DT#yyyy-mm-dd-hh:mm:ss, 

sss a  

1998-09-15-15:36:55, 

041S  

 hh:mm:ss.sssa (*)  hh:mm:ss.sssa  15:36:55.041S  

 hh:mm:ss.sss  hh:mm:ss.sss  14:36:55.041  

 dd-mm-yy  dd-mm-yy  15-09-98  

STRING  Pure string Pur  s:0:0:n, n  ABCDEFG 12345  

 String (= 标准) s:0:0:y, y  'ABCDEFG$N12345'  

(1) 在 WinHMI、图形编辑器中，如果显示的时间是夏令时，时间将增加夏令时差并标记 S。 

用户定义数据格式的例子 

数据类型 格式 例子 

REAL [+|-|]f.ff...{E[+|-]ee} 3.141E+00, 3.0, –4.2, +6.2E-05 

INT, UINT, DINT, UDINT [+|-]fff... 35, 4000, +500  

BYTE, WORD, DWORD 0f 07  

TIME  参见固定格式   

DT  参见固定格式  

STRING  s:L{, S}:Z:I:T(1) (2)  高，低  

(1)控制字符 

$R Carriage Return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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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ine Feed (LF), 

$L Carriage Return and Line Feed corresp.  

$R$N, 

$T Tabulator, 

$ff Hex-coded ASCII character (e.g. '$41' synonymous with 'A'), 

$' Apostrophe (‘), 

$$ Dollar 信号 ($). 

(2) 为字符串使用的控制字符 

L：显示字符的数量。默认：所有。 

S：第一个字符的显示位置。1.字符 1 占用位置 0.默认：0。 

Z：行显示，所有的行均输入 0.默认是 0. 

I：控制字符、边缘定义字符显示。选择 y 或 n，默认是 y. 

T：解释标签标志符号，选择 y 或 n，默认是 n. 

例子： 

格式 字符串变量 输出字符串变量  

s: 'ABCDEFG$N12345'  'ABCDEFG$N12345'  

s:11 'ABCDEFG$N12345'  'ABCDEFG$N  

s:10, 5 'ABCDEFG$N12345'  EFG$N1234  

s::2 'ABCDEFG$N12345'  12345'  

s:2, 1 'ABCDEFG$N12345'  A  

s:2, 1:2 'ABCDEFG$N12345'  2  

s:2, 0:2 'ABCDEFG$N12345'  1  

s:::n 'ABCDEFG$N12345'  ABCDEFG |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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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图形符号 

使用图形符号来动画显示静态图形对象。与其他动态图形对象不同，这个静态对象最多可组态 3

个二进制过程状态，即最多可组态 8 个不同状态。每一状态定义两个颜色、一个静态对象。静态对象

指单独对象或组（包括多个对象）。因此可以以不同颜色显示一行，或为不同的状态选择完全不同的

表示方法等。 

下列动态选项可用： 

 

不移动 

图形符号的静态元素以定义的 xy 坐标形式输出。坐标由图形显示中的图形对象

位置所确定。 

离散 

图形符号上显示的预先设置坐标是二进制变量的一个查询功能（最多 3 个）。

可以为不同的状态自定义指定颜色（最多 8 个）。 

连续 

图形符号作为模拟信号的一个功能在 x/y 坐标点间连续移动。最多可定义图形符

号的 8 个不同颜色、显示状态设置 3 个二进制变量。 

当移动图形符号时，将一起移动其所有相关项。 

 
> 动态 > 图形符号 

> 填写参数页面 

> 在页面显示中，选择某个对象名称和显示按钮 

> 图形显示中选择图形对象或对象部分，或创建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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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菜单 > 编辑 > 返回对象返回参数定义页面 

> 确认 

具体的组态，参看标签：提示条，标签：通用，标签：位指定，标签：显示。根据动态的类型，

参看标签：量程，标签：过程值。 

颜色表 

组态最多 3 个二进制变量，那么图形符号最多可显示 8 种状态。对每一状态，都需要指定一个静

态图形对象、组合颜色。（参看标签：显示。） 

 
对象名称 > 点击区域 > 按 F2。 

> 输出未用的静态图形对象的名称。 

> 选择并确认 

> 区域中显示已选择的图形对象的名称。 

或 

> 对象名称下点击所需的区域。 

> 按显示按钮切换到图形显示。 

> 选择未用的已有或新建的静态图形对象。 

> 通过菜单 > 编辑 > 返回对象 > 返回参数定义。 

> 区域中输入图形对象。（如果选择了没有指定名称的静态图形对象，系统将自

动分配一个产生的名称。） 

3.5.21 自定义动画对象 

 
> 动态 > 自定义对象 

> 填写参数定义页面 

> 页面显示中选择对象名称、显示按钮 

> 图形显示中选择图形对象或对象部分或新建一个新对象 

> 通过菜单 > 动态 > 返回对象 > 返回到参数定义 

>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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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将以 125 或 250 毫秒的速率显示 8 个静态图形对象。 

当选择一个已有自定义动画对象时，可替换的显示符号附近将出现一个构造框。当替换图形符号

时，将一起替换其所有相关的项。 

如果在显示参数定义页面上打钩所有复选框的话，所有使用的选择对象的元素将出现在显示中，

当选择某一元素时，用通用构造框环绕。 

具体的组态，参看标签：提示条，标签：通用，标签：位指定，标签：显示。 

自定义动画对象的定义参数说明 

在位变量对话框中，变量有不同的含义。 

显示/隐藏 取决于过程变量的值，图形显示序列中显示/隐藏图形对象。 

打开/关闭 取决于过程变量的值，打开/关闭静态对象的间隔显示。 

快速/慢速 动画的速度随着过程值的大小而改变。 

显示 

最多可为自定义动画对象指定 8 个静态对象、颜色组合。图形显示中，图形显示中以 125 或

250ms 速率出现下一个对象，启动或停止动态，包含或不包含某一给定对象等均取决于指定过程变量

的值。 

如果自定义动画对象被用在图形显示中，文本对象可能会显示模糊，用户需在图形编辑器中更改

对象的显示次序。所有的自定义动画对象在其它对象前面进行配置：自定义动画图形对象 > 叠加 > 前

景。 

3.5.22 趋势窗口 

 
> 动态 > 趋势窗口 

> 点击鼠标定位趋势窗口的左上角 

> 移动鼠标定义趋势窗口的尺寸，点击鼠标结束 

> 参数定义页面中输入数据 

> 带边框显示趋势窗口。 

趋势窗口中最多可显示 6 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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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趋势窗口可以定位趋势和调整显示尺寸。一个窗口中最多可显示 6 个

趋势。这些趋势没有历史记录，即调用相应图形显示时，将趋势开始显示

测量。每一趋势图均可以单独设置颜色，包括前景颜色、背景颜色。可以

指定趋势的标准刻度，但可以在 WinHMI 中修改。 

带或不带 3D 格式显示趋势窗口。 

图形中根据定义的周期时间捕捉趋势数据。以 TIME 格式设置最大记录时间。 

 
WinHMI 中不能移动趋势窗口，也不能添加趋势窗口。 

趋势窗口参数 

 

提示条 选择提示条按钮后，将出现激活的提示条标签，对于趋势窗口来说，仅

复选框文本可用。 



第 3 章 图形显示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106 

趋势 趋势窗口中指定用于显示的变量列表。 

插入 选择插入按钮后，出现趋势数据窗口。此窗口中以特殊格式输入趋势变

量。 

编辑 选择指定变量后（点击趋势下的变量），按下编辑按钮，出现带输入的

趋势数据页面，窗口中可以修改输入。 

删除 选择指定变量后（点击趋势下的变量），按下删除按钮，从趋势窗口中

删除变量。当编辑对话框时，左边刻度轴显示由选择变量的设置确定。 

时间轴  

记录宽度 不离开图形显示、重写每一新值情况下，为捕获趋势指定最大时间间

隙。以 TIME 格式输入。（最大值取决与显示周期，例如一个最大周期为

1s 的图形显示，每一趋势窗口的时间间隙大约为 2h15m.） 

显示宽度 趋势窗口中指定可视时间范围，以 TIME 格式输入（最大约为 24 天）。 

颜色  

背景 指定趋势窗口的背景色 

前景 指定趋势窗口的前景色（刻度，光栅) 

窗口 指定趋势窗口的趋势区域颜色。 

通过颜色选择参数定义页面，点击颜色区域、选择颜色，并按确认键。

（参看颜色选择）颜色区域中显示指定的颜色。 

显示 图形显示中趋势窗口的描述 

3D  以 3D 格式显示趋势窗口。 

 不以 3D 格式显示趋势窗口。 

标尺底部  趋势窗口下显示时间轴。 

 趋势窗口中不显示时间轴。 

标尺左部  趋势窗口的左边显示物理单位刻度。使用的刻度值是退出对话框时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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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列表中组态变量的刻度值。 

 不带左边刻度的趋势窗口。 

标尺右部  刻度以百分值形式显示在趋势窗口的右边。 

 不带右部刻度的趋势窗口。 

操作 图形显示内操作趋势窗口。 

适当位置  图形对象内操作 

 图形对象外操作。 

每行按钮 每行中指示显示的趋势。 

信号曲线选项  左边趋势窗口的按钮部分，显示设置的按钮组来替换带标记的趋势 Y

轴。 

 趋势窗口中不显示访问按钮。 

时间  右边趋势窗口的按钮部分，显示设置的按钮组来替换带标记的趋势 X

轴。 

 趋势窗口中不显示访问按钮。 

趋势窗口变量参数化 

插入新的趋势窗口变量 

 
> 在趋势窗口的参数定义页面中按插入按钮 

修改趋势变量 

 
> 选择已有变量 

> 趋势窗口的参数定义页面中按编辑按钮 

 > 趋势数据页面中可以组态相应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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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输入趋势变量。通过 F2 键直接输入或选择趋势变量。 

注释 可以输入最多 19 个字符的注释，可以显示在刻度范围的左部，仅所选

变量的刻度左边才显示注释。（图形显示趋势窗口的尺寸由所有输入变

量的最长注释决定。） 

标签指定 输入标签名称。在 WinHMI 中趋势窗口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标签。直接输

入名称或通过 F2 键选择名称。 

数值范围  

最小 以物理单位形式标注刻度范围的开始。 

最大 以物理单位形式标注刻度范围的结束。 

颜色 为趋势窗口指定趋势颜色。在颜色选择参数定义窗口中点击颜色区域、

选择颜色、按确认键（参看颜色选择）。颜色区域中显示已选择的颜

色。 

插值 指定趋势描述性质。 

无（None）  未执行插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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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Linear）  线性方式插入趋势。 

阶梯（Steps）  以离散的步方式描述趋势。 

标记 标记每一测量值的描述 

无（None）  未标记单独的测量值。 

点 / 像 素

（Point/Pixels） 

 用点标记单独的测量值。 

矩形（Rectangle）  用矩形标记单独的测量值。 

 

插值 

标记 

无 点/像素 矩形 

无 不可见 

  

线性 

   

梯级 

   

3.5.23 选择域 

 
> 动态 > 选择域 

> 点击鼠标，以拉矩形的形式确定左上角位置、指定选择域的尺寸。再点击结束

矩形绘制 

> 参数页面中输入数据 

 > 不带边框显示选择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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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域使得图形显示可以调用标签面板，也可以方便地切换到另一个显示上（图

形、组显示、趋势等等），可以给过程变量写固定值/操作值或确认信息。选择情

况下，将执行组态操作。 

或者带颜色显示选择区域的现场、边框，或者在其他图形对象下透明显示。图形显

示中选择选择域后，将出现一个框，重置尺寸或移动选择的区域。 

具体的组态参看，标签：提示条，标签：显示，标签：通用。 

3.5.24 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 

 
> 动态 > 按钮（或按钮域或单选按钮） 

> 点击鼠标定位按钮的左上角位置 

> 移动鼠标定义按钮尺寸，再次点击鼠标结束 

> 参数定义页面下输入数据 

> 带边框显示按钮。 

这些按钮可以调用显示或面板，设置为预设数值的变量，确认信息，显示状态。 

 

所有的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以不同格式显示（矩形、带圆边的

矩形、3 维矩形、椭圆）。 

当组态按钮时，可以为按钮指定标签或任意静态图形对象，将这些

图形对象定义为按钮符号。在按钮/单选按钮组态中，为每一单独的

按钮，指定文本或按钮符号，及文本/按钮颜色。文本的尺寸、方

向、字体的设置或修改可以单独设置，使用文本属性设置按钮参

数。 

WinHMI 中按钮按下不需要任何额外确认，按下按钮操作表示写过

程变量或调用面板/显示。一个按钮不论是否按下均可以与任意的变

量和显示相连接。 

按钮域由一个或多个带相关确认按钮的按钮构成。当输入参数时，按钮旁边的确认按钮自动显示。

按钮域最多可由 25 个单独按钮构成。其中的按钮均可以单独组态。WinHMI 中按下按钮，指输入一

个值或调用一个面板或显示，但是直到确认按钮按下才执行上述的动作。 

单选按钮区域最多包括 25 个按钮。其中的所有键均与相同的过程变量连接，均可以预设每一键

的变量数值。当 WinHMI 中按下某一键时，组态的值写入过程变量中。如果设置过程变量的值为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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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值，那么将显示相应的键。单选按钮中不可调用面板或图形，也不需确认按钮。 

改变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的文本属性 

 
> 选择按钮（或按钮域或单选按钮） 

> 修改 > 文本属性或通过菜单工具箱文本 

> 输入或修改文本显示 

> 用确认接受 

> 输入时显示按钮文本。 

设置按钮参数 

 

提示条 选择此按钮后将出现有效提示条按钮标签。按钮中可用复选框是用于组态

动作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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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的值将确定显示按钮的文本和颜色，如下所示： 

数值 确定显示格式的参考值 

变量<>值或变量=数值 

按钮类型 图形显示中按钮的显示格式。 

 矩形 

 3D 

 椭圆 

 圆形 

变量<>数值 当显示的变量值不同于参考值时，按钮以指定的文本、对象、文本颜色和

按钮颜色形式显示。 

变量=数值 当显示的变量值等于参考值时，按钮以指定的文本、对象、文本颜色和按

钮颜色形式显示。直到指定变量名或参考值时才接受输入。（变量，数

值）。 

文本/按钮对象 确定为按钮显示时使用按钮文本还是图形对象，规则如下： 

按钮中指定显示的文本，或静态图形对象的名称，或直接输入，或通过显

示按钮切换到图形显示后选择。 

颜色 通过参数定义页面颜色选择，为边框、按钮背景、文本选择颜色（可用，

参看颜色选择部分）。 

显示按下  按钮显示压下状态。 

 按钮显示不按下状态。 

动作 调用动作参数定义页面，具体组态参看组态一个动作部分。 

动作需要确认 当组态一个动作时，如果已组态的动作在执行前需要确认—复选框动作需

要确认，可以给这个状态选择前景色或背景色（已触发此动作，然而未执

行写入操作），所以此按钮指需要确认的动作。参看颜色选项部分。 

设置按钮域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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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 按钮行、列的数量，最多为 5 个，可以相应的修改按钮的显示。 

确认标题/确认按钮对

象 

确认按钮的文本或图形对象（预设为确认）。 

按钮 按钮的图解，确认按钮除外。点击按钮将打开指定按钮参数页面。 

颜色 颜色定义和所有按钮文本、按钮的背景是相关的。 

未标记/标记 当选择或不选按钮时，单独地为按钮文本、按钮设置颜色。上部颜色

区域上点击选择文本颜色，下部颜色区域上点击选择按钮颜色，两个

操作均需在颜色选择参数定义页面中进行(参看颜色选择）。 

按下  按钮显示状态。 

按钮类型 图形显示中显示按钮的显示格式。 

单选按钮域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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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单选按钮域的过程变量和相关按钮。具体的细节参看选择域，参看组态

一个动作部分。 

行/列 行/列按钮的数量，最多为 5 个。可以相应地修改按钮的显示。 

按钮 按钮的图解。点击按钮打开指定按钮参数的页面。（选择域的具体细

节，参看按钮域参数部分）。 

颜色 颜色定义和所有按钮文本、按钮背景是相关的。 

变量<>数值/变量=数值 

 当相关变量值不同于指定值时，通过颜色选择参数定义页面，为按钮和

按钮文本设置不同的颜色。点击左上颜色区域选项边框、文本颜色；同

时点击右下颜色区域时选择按钮背景颜色(参看颜色选择）。 

按下  按钮显示压下状态。 

 按钮显示不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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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类型 图形显示中按钮的显示格式 

用按钮参数定义页面单独设置按钮参数 

设置的过程和组态单独的按钮基本一样（参看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但需要考虑到如下的

情况： 

变量 变量域中未用按钮，单选按钮除外，显示相关变量。 

数值 对于单选按钮来说，此处显示相关变量的参考值。 

无功能  选择的按钮在按钮域中不可见和不能用。 

 用选择颜色、输入的文本显示按钮。 

动作 调用动作参数定义页面，参看组态一个动作。 

变量=数值 无功能 

3.5.25 选项页控制 

 
> 动态 > Tab 控制 

> 点击鼠标固定左上角位置，通过拉矩形指定 Tab 控制的尺寸，再次单击结束此

过程 

> 参数定义页面中输入数据 

> 带边框的 Tab 控制显示。 

Tab 控制以新动态对象形式存在。此元素中最多可管理 8 个 Tabs。可以为每一 tab 指定一组静态

/动态图形对象。 

在 WinHMI 中，通过选择某一 tabs 的方式，把已指定的图形对象放进显示背景中。 

选项页控制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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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Tab tab 的可能数量（1-8） 

显示 指定首先显示哪个 Tab 

标题 指示相关 tab 的标题（可以自由选择） 

对象名称 指示相关图形对象的名称 

显示 用按钮选择在标记的 tab 上显示的图形对象或对象组。选择对象，通过菜

单“对象名称的返回对象”切换到输入的名称区域中。 

通用 参看标签：通用部分。 

3.5.26 图形显示中的动态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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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 > 重新编辑 > 显示对象列表 

在当前图形显示中，使用对象列表的树形结构显示所有的动态图形对象，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当

选择一个对象后，可以用相应的参数定义对话框修改对象。 

3.5.27 重新编辑 

修改参数前，需选择图形对象，以两种方式实现：图形显示中选择对象并双击对象或通过重新编

辑菜单。 

 
> 选择动画图形对象 > 动态 > 重新编辑 

> 动态 > 重新编辑… > 显示对象列表。 

对象列表中以相关类型、名称方式显示动态图形对象。在列表中提前选择先前已选的动态对象。

选择对象后，点击列表输入中确认或双击对象将调用选择对象的参数定义页面。 

 
配置动作时，用户需注意图形元素的绘画顺序。如果 WinHMI 的图形区域已打开，系统将执行

最上端对象的动作，下端对象的动作将无法访问。 

3.5.28 重新编辑已指定的静态对象 

图形显示中，指定给动态对象的静态对象将不可以再次直接使用，适用于已组态前景或背景对象

的对象，也适用于定义动态对象状态中使用的对象（图形符号、选项页控制或填充级别）。已指定的

对象可以通过下述的过程进行修改。以图形显示为例： 

 
> 点击图形符号，选择显示标签。 

> 在包括可修改对象名称的区域中定位光标。 

> 用显示按钮切换到图形显示。 

用正常功能可以修改静态对象。 

 
图形编辑器始终处于图形符号的定义参数模式下，菜单中可以清晰认出此模式：

菜单项返回和大部分工具栏按钮是不可用的，必须用菜单命令编辑 > 返回对象退

出上述模式。 

使用相应过程回顾性修改对象的前景/背景和已指定填充等级的多边形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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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修改信息类型符号需要另一个步骤：信息类型符号必须脱离图形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为避免

参数的丢失，需要在编辑过程间隙内定义新的静态对象。 

 
> 点击图形符号，选择显示标签。 

> 在包含可修改对象名称的区域中定位光标。 

> 绘制任意的静态对象。 

> 通过编辑 > 返回对象，返回到图形符号参数中。 

> 用确认退出图形符号的参数定义界面。 

用通用功能修改信息类型符号。 

执行所有的修改后： 

 
> 选择图形符号，调用标签显示。 

> 在新绘制对象名称的区域中定位光标。 

> 用显示按钮切换到图形显示中。 

> 选择已修改的信息类型符号。（这点上取消新绘制图形的选择）。 

> 通过编辑 > 返回对象返回图形符号的参数定义。 

> 用确认退出图形符号的参数定义界面。 

新的画图对象可以自由使用、删除。 

3.6 宏 

可以组合图形对象，并保存为一个宏。图形显示中，宏可以应用在整个项目中，并可以按照要求

多次使用。宏的后续修改影响到使用宏的所有显示。 

宏由静态、动态图形对象的组合构成。宏中包含对象的所有属性都可定义为参数。每用一次宏，

将保存上述属性-是宏定义的一部分；在宏应用例子中可以单独地修改设定为参数的所有值。 

宏可以保存在宏库中，可用于其他项目中。简单地说，为当前项目中使一个或所有宏可用，可以

加载宏库。宏库文件的后缀是.BOL。 

安装 WinConfig 期间，两个宏库可以拷贝到目录：C:\Program Files\Winmation Control 

System\macros 下。在标准宏库 hb_sym01.bol 图形的描述见附录-图形宏库。库 ufp_sym1.bol 包括

简化新建用户自定义的面板的宏。宏的具体描述在《IEC 61131-3 编程工程手册》，用户自定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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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部分。 

 

3.6.1 库功能 

 
> 库 > 库功能 

 

库 最近加载的宏库的路径、文件名。 

项目 对话框的左边部分，列举出项目中可用的图形宏。宏名称上部显示带红色背景的

图标指示项目中使用到的宏。 

库 在对话框右边，列举出最近加载过的宏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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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 可以从数据载体上加载宏库，加载后，在对话框的右边显示库中的宏。 

保存 输入路径、文件名后，对话框右边列举出的所有宏将保存于数据载体中。不可修

改对话显示。 

> 项目中选中的所有图形宏（对话框的左边）拷贝到库列表中（右边）。 

>> 项目中的所有图形宏（对话框的左边）拷贝到库列表中（右边）。 

< 项目中选中的所有图形宏（对话框的右边）拷贝到库列表中（左边）。 

<< 项目中的所有图形宏（对话框的右边）拷贝到库列表中（左边）。 

DEL 列表中删除所有已标记的图形宏。在项目列表中，删除那些项目中不再使用的

宏。 

3.6.2 建立宏 

 
> 宏 > 建立宏 

> 名称定义的宏下将打开一个窗口 

> 选择宏 > 确认 

> 点击鼠标定位宏的左上角。 

3.6.3 新建宏 

 
> 图形显示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形对象 

> 宏 > 新建宏 

 

 

显示项目中所有可用宏。列表的输入域中必须输入新建宏的名称。输入有效

名称后，结束该对话框，并以带共用框显示选择的对象。单独的对象将不再

可用；这些对象已被宏参考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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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通过项目树创建宏： 

 
> 右击软件节点 > 插入 > 下一级 > 在对象选择对话框中选择图形宏库 

> 编辑图形宏库名称 

右击图形宏库 > 插入 > 下一级 > 选择图形宏/结构 

3.6.4 编辑宏 

 
> 宏 > 编辑… 

显示项目中所有可用的宏列表。如果在图形显示中已选择一个宏，那么在列表中将显示选择的宏。

从列表中选择宏后，在宏编辑模式下将调用图形编辑器。（宏编辑器，MED）。 

在图形显示中，背景颜色改变，将显示只属于宏的图形对象。 

宏编辑器中的所有图形编辑器功能是可用的。从宏中可以任意添加或删除静态或动态图形对象的

组合。相似的也允许用图形编辑对所有属性修改、动画。 

3.6.5 定义宏参数 

用宏编辑设置宏参数。在每一宏实例中均可单独修改定义参数的所有图形属性。所有例子中定义

变量的所有值保持不变、不可改变。 

所有的动画(显示、位变量)必须定义为参数。 

 
> 宏 >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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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的右边列举出所有已命名对象的所有属性。动态对象都带有名称，所以他们的属性常出现

在列表中。必须给宏参数中可以调整属性的静态对象给定名称。（修改 > 定义对象名称。参看对象名

称定义）。 

图形属性以对象名、系统指定的属性形式显示：<对象名称>.<指定的属性名称>。 

对话框的左边，列举出宏参数。每一宏参数，显示接受参数值的对象属性。 

新参数 左边对话框区域中，用标准名称新建一个新输入，可以修改标准名称。 

删除参数 对话框左边区域中删除已选择的宏参数。已分配到已删除参数的属性将

传递到对话框右边。 

< 对话框右边的图形属性指定到左边已选择宏参数中。当第一次分配属性

时将确定宏参数数据类型。可以为某一宏参数指定任意数量的同类型的

属性。已分配给宏参数的属性将不再出现在对话框右边。 

> 撤消已分配的宏参数属性，在对话框左侧被选中的属性是从宏参数中撤

消，重新出现在右侧部分属性列表中。 

系统中使用下列属性名称。 

当在动态对象中使用下述属性名称时，指示符由序列号扩展（通常是 1-8 或趋势窗口的对象是 1-

6），或按钮域，通过菜单<列>和<行数>，具体参看动态图形对象的通用参数概述。 

属性标记符 对象类型 含义 

动作 BG, FA, AD, SEL, SA,  WinHMI 中对象可触发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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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BUT, BTF, TC 

位变量-1..3 BG, FA, AD, SA, GS 对象中可控制属性修改的位变量 

标题，标题 1..2 TXT, BUT, BTF, BTR, CUO 静态文本，按钮文本或趋势图形标签 

面板 1…6 CUO 指定给曲线的标签面板 

窗口颜色 1..3 CUO 趋势窗口颜色： 

背景色；栅格/标签颜色；图形区域背

景颜色 

填充色，边框颜色 BG, FA, SA, GS, SEL,  

BUT, BTF, BTR 

边框，填充颜色 

填充样式 PIE, ELP, PLG, REC, 

BG, FA, SEL 

填充样式 

趋势颜色 1-6 CUO 曲线颜色 

线起始 ARC, LIN, PLN 线的起始：圆形或箭头 

线宽 ARC, PIE, ELP, LIN,  

PLG, PLN, REC, BG, 

FA, SEL 

线宽 

线终止 ARC, LIN, PLN 线的终止：圆形或箭头 

线颜色 ARC, PIE, ELP, LIN, 

PLG, PLN, REC, BG, 

FA, TC 

线颜色 

圆线 ARC, LIN, PLG, PLN, 

REC, BG, FA, SEL 

圆角 

线型 ARC, PIE, ELP, LIN, 

PLG, PLN, REC, BG, 

线型：点线或实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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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SEL 

最大间隙 CUO 最大趋势收集时间间隙 

参考 BG, FA 棒图和填充域参考线 

文本-方向 TXT, AD, BUT 文本方向：水平或垂直 

字符字体 AD, BTF, BTR, BUT, TC 文 本 的 字 符 字 体 ： Arial ， Courier 

New，  Lucida Console 或  MSSans 

Serif 

字符尺寸 TXT, AD, BUT, TC 文本尺寸：8， 12， 20 或 26 

范围-起始 

范围-终止 

BG, FA 对象或曲线的刻度范围 

范围-起始 1-6 

范围-终止 1-6 

CUO 曲线的刻度范围 

Std-间隔 CUO 趋势显示间隔 

Tab 控制-1…8 TC Tab 控制 

文本-对齐方式 TXT 文本对齐方式：顶部或底部 

文本-粗体 TXT, AD, BUT 粗体文本 

文本-定点 TXT, AD, BUT 文本对齐：起始，中间，终点 

文本-斜体 TXT, AD, BUT 斜体文本 

文本-下划线 TXT, AD, BUT 下划线文本 

文本颜色，背景 TXT, AD, TC 文本颜色，背景色 

工具条提示 AD, BTF, BTR, BUT, CUO, 

FA, GS, SA, SEL, TC 

工具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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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BG, FA, AD, BUT, BTR 显示变量 

变量 1..6 CUO 用于趋势监控的变量 

背景色 

前景色 

PIE, ELP, PLG, REC, BG, 

FA, SEL, TC 

填充样式颜色 

数值 BUT, BTR 状态显示中使用的按钮值 

3.6.6 宏实例中指定参数 

以默认设置形式，把宏插入到图形显示中。宏应用实例中可以单独修改 MED 中已定义为参数的

所有属性。当在图形显示中选择某一宏时，将列举出所有的宏参数、宏参数的当前值。 

 
> 宏 > 参数 

 

编辑 可以为宏当前应用实例指定选择的宏参数。根据参数的类型调用合适的面

板。只有那些有关宏参数规格的输入项是可用的。MED 中已分配给宏参

数的所有属性将采用新的参数值，新值将在列表中显示。 

3.6.7 分解宏 

 
图形显示中选择宏 > 宏 > 分解，操作将使宏与对象脱离。宏的所有元素将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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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构造框一起显示在自己的构造框中，并可以单独的修改。 

3.6.8 宏：分解所有层 

图形显示中多个对象选择基础上分解所有层 

 
> 宏 

分解宏仅适用于之前的所选宏，所有层上分解菜单项会取消所有已选择对象的组合，像图形

符号或 tab 控制，包括所有底层组合宏。 

3.7 编辑、修改显示对象 

3.7.1 修改图形对象的尺寸 

不改变高-宽比例的尺寸修改 

 
> 选择 > 放置光标箭头在角柄上 > 压下鼠标键并拖动 

> 框变大或缩小 > 释放鼠标键 

> 重新显示图形项/符号 

改变高度或宽度 

 
> 选择 > 放置光标箭头在中心柄边缘 

> 按下鼠标键并拖动 

> 框变大或缩小 

> 释放鼠标键 

> 重新显示图形项/符号。 

每一个图形对象-无论是静态，动态，结合对象或一个宏，带属性在指定位置显示。选择对象时，

拐角、边缘中心有标记的框围绕此图形项。（水平、垂直行除外，这些项上仅标记两个终点）。光标点

击矩形的外部将不选中此图形对象，内部点击将重新选中图形对象。压下鼠标情况、维持高、宽比例

情况下，可以放大或缩小边框。释放按钮后，图形对象在新框内显示。点击中心句柄边缘允许单独的

修改对象的高度或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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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移动图形对象 

 
> 选择 > 光标箭头位于中心处 > 按下鼠标键并拖动 

点击图形对象后，将显示对象的框。框内定位光标、保持鼠标左键压下状态，光标将变为十字架。

鼠标键持续按下时，图形的轮廓矩形可在整个画图区域内移动。释放压键后。这点上将重新显示图形

项。 

当移动多个图形对象时（参看选择多个图形对象），一个通用框将围绕这些图形对象。可以类似

于单个图形对象形式移动。 

3.7.3 选择多个图形对象 

 
> SHIFT 键配合下点击鼠标所需的图形对象。 

或 

> 选择图形对象的外部定位光标。 

> 左键持续压下，区域上拖动标记矩形。 

或 

> 用右键调用快捷菜单。 

> 选择 > 所有静态对象/所有动态对象。 

为一起修改多个图形对象的属性，可以一次选择多个不同的对象。保持 SHIFT 按下状态，点击

所需的图形对象。也可以用标记框选择多个所需的图形对象，只包括那些在标记框中的图形对象。 

每一图形对象带边框显示。线、区域属性的改变将影响到所有已选对象。 

 
如果已选择多个图形对象，且想选择其中的某个，用左键点击自由画图区域（将取消所有图

形对象的选择）过程如上。 

可以一起选择或移动多个对象。所以，可以移动单个对象到显示画图区域的外部。如果取消选择，

用普通步骤将不能选择这些对象。合理性检查产生一个信息-图形包含可视区域的外部的对象。 

 

使用下述的步骤删除图形显示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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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全部选择 > 全部选择画图区域中的所有对象。 

> 同时压下 SHIFT 键、鼠标左键选择所有显示对象。 

> 压下 DEL 键或选择编辑 > 删除菜单删除显示中所有隐藏对象 

选择所有的静态对象后，显示背景色以位图形式保存，显示 > 输出 > 作为位图输出到剪切板

（CTRL+B）。 

 
在 WinHMI 中为获得尽可能短的显示调用时间，强烈建议完成编辑后用位图形式的显示静态

部分来保存、并进行后续操作。新图形显示中，位图以背景方式导入，动画在位图背景上执

行。 

3.7.4 编辑 

在菜单编辑下列举出的是便于新建、修改显示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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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到对象 

 
> 编辑 > 返回到对象 

对一些图形对象来说（信息类型符号、填充域、图形符号、自定义动画对象、按钮），在组态期

间可以通过显示按钮，从参数定义页面切换到静态图形部分。如果要返回到参数定义页面，则必须选

择返回对象菜单项。 

撤销 

 
> 编辑 > 撤销 

这是 1 级功能，可以撤销对图形对象的上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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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 编辑 > 重复 

或 

按 F8 键 

可以重复最后一个动作，例如删除折线的终点或在元素菜单下不必选择类型，画图一个图形对象

后接着画图另一个（同类型）。 

选择独立对象 

 
如果已选择多个图形对象，想选择其中的某个，那么用鼠标左键点击自由画图区域（将取消

对所有图形对象的选择）过程如上。 

 
> 点击图形对象。 

选择的每一图形对象用框标记。 

全部选择 

 
> 按住鼠标左键扫描整个画图区域 

画图区域中的所有图形对象都带边框显示。属性的修改影响到已选择的所有图形对象。 

背景中选择图形对象 

如果压住 CTRL 键并单击鼠标，可以选择所有包含的图形项/符号，然后再编辑他们。 

组合 

 
> 选择图形对象 > 编辑 > 组合 

用通用框对多个图形对象组合来构建新的图形对象。尺寸的修改、属性、移动适用于新建的图形

对象。 

 
新建的宏中不可使用组合图形对象。如有必要，组合的图形需要分解为所有的元素（菜单项

编辑 > 拆分）。 

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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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组合图形对象 > 编辑 > 拆分 

组合的图形对象分解为单独的图形对象。如果这样的话，通用框消失，组合对象的所有组件将带

边框单独显示。 

 
通过动画连接的图形对象不能用菜单项分解为所有元素。要拆分这些图形对象，参看动态图

形对象的通用参数部分。 

剪切 

 
> 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形对象 > 编辑 > 剪切 

从画图区域中移除已选择的图形对象，保存在缓冲存储器中（不是标准的 Windows 剪切板）。 

用菜单粘贴，可以重新一次或多次插入新保存的对象。 

拷贝 

 
> 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形对象 > 编辑 > 拷贝 

拷贝已选择的图形对象，并保存在缓冲存储器中（不是标准的 Windows 剪切板）。 

 
用菜单粘贴，可以重新一次或多次插入新保存的对象。复制的拷贝对象，显示选择时

选择的对象。可以移动到任意地方，具体参看移动图形对象部分。 

粘贴 

 
> 编辑 > 粘贴 

通过剪切或复制命令，可以在画图区域中插入缓冲存储器中保存的图形对象。 

 
剪切或复制的地方插入新的项。 

删除 

 
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形对象 > 编辑 > 删除 

从绘画区域中移除已选择的图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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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 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形对象 > 编辑 > 复制 

画图域中复制已选择的图形对象，不保存在缓冲区存储器中。于原始对象略有不同的形式显示复

制的对象，可以立即定位到所需的对象上。（参看移动图形对象部分）。 

旋转 

 
> 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 > 编辑 > 旋转 

围绕框中心，以顺时针方向 90 度旋转每一选择的图形对象。 

镜像 

 
> 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形对象 > 编辑 > 镜像 > 水平/垂直 

已选择的图形对象按所需水平或垂直镜像。虚镜轴穿过周围框的中心点。 

文本不能镜像操作。如果在组图形对象中存在文本，那么文本的位置可以镜像，但是文本不可以

镜像。 

叠加 

叠加操作将确定已叠加的图形对象是前景还是背景。 

应该注意：因为动态对象的周期性重新显示，在 WinHMI 的图形显示中，所有的静态项都位于任

何动态对象后面的背景中。然而有个特例。参看动态、动态图形对象部分。 

如果自定义动画对象被用在图形显示中，文本对象可能会显示模糊，用户需在图形编辑器中更改

对象的显示次序。所有的自定义动画对象在其它对象前面进行配置：自定义动画图形对象 > 叠加 > 前

景。 

前景 

 
> 选择图形对象 > 编辑 > 叠加 > 前景 

在其他图形对象上方显示已选择的图形对象，可能会部分或全部覆盖其他项。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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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图形对象 > 编辑 > 叠加 > 背景 

其他图形项下显示已选择的图形对象，可以部分或全部覆盖。 

置于对象前面 

 
> 选择图形对象 > 编辑 > 叠加 > 置于对象前面 

出现确认、取消按钮的小窗口 

> 插入的第一个选择的对象前选择图形对象 

> 在叠加窗口中，用确认键确认 

任意时间下，用取消菜单来取消此过程。 

多个图形对象叠加情况下，需要指定叠加的顺序。 

置于对象后面 

 
> 选择图形对象 > 编辑 > 叠加 > 置于对象后面 

出现确认、取消按钮的小窗口 

> 插入的第一个选择的对象后选择图形对象 

> 在叠加窗口中，用确认键确认 

任意时间下，用取消菜单来取消此过程。 

多个图形对象叠加情况下，需要指定叠加的顺序。 

对齐校准 

 
> 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形对象 > 编辑 > 对齐校准 > 左侧/水平中心/右侧/垂直中心/底

部/水平空间均匀/底部空间均匀。 

选择的图形对象对齐校准为如下形式：左侧、水平中心、右侧、顶部、垂直中心或底部、水平空

间均匀、底部空间均匀。参考点始终是最后选择的对象。 

到图形池 

 
> 编辑 > 到图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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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命令切换到图形库中。如果已选择了图形对象，选择的对象也将添加到图形池中，且插入

到图形显示的相同位置上。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覆盖一些图形对象，因此需要移动图形对象。 

参看移动图形对象部分。 

到显示 

 
> 编辑 > 到显示。 

切换到图形显示。如果选择了图形对象，这些图形对象将纳入图形显示中，并插入到图形池的相

同位置上。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覆盖一些图形对象，因此需要移动图形对象。 

显示/池内容切换 

 
> 编辑 > 显示/池内容切换。 

图形显示、图形库的整个内容，包括背景色，将互相转换。 

插入池到显示 

 
> 编辑 > 插入池到显示 

图形池的全部显示内容将纳入图形显示中，保持图形显示的背景色不变。 

 
某些情况下，这个过程中图形对象可能会被覆盖，因此需要移动某些图形对象，参看移动图

形对象部分。 

3.7.5 修改属性 

可以修改不同线属性、区域属性、文本属性及选择图形对象的文本内容。如果选择类似图形对象

或由同类型的多个图形对象组合的图形对象，那么将一起修改所有的属性。然而，由于影响到后续的

图形对象，需通过工具箱进行通用属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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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起选择或移动多个对象。单个的对象可能被移动到可视画图区域以外。如果取消后来

的选择，将不能用通用步骤再选择这些对象。合理性检查产生一个信息，图形中包含可视区

域外部的对象。 

使用下面步骤从图形显示中删除图形对象。 

 
> 编辑 > 全部选择 > 在画图域中选择所有对象。 

> 按下 SHIFT 键、鼠标左键取消对所有可视对象的选择。 

> 编辑 > 到显示，删除或按下 DEL 键删除隐藏的所有对象。 

线属性 

 
> 修改 > 线属性 

 
带隐藏属性的图形对象线不是很有用。如有需要，将通过>编辑>全部选择来进行线属性

操作。 

对话框窗口中修改已选图形对象的线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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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属性-线颜色对所有的静态图形对象都是可用的，文本、位图除外。可为动态

对象棒图、选择域、填充域选择任一的颜色（237 种颜色）或隐藏。参看颜

色选择部分。 

宽度 属性-线宽度适用于所有的静态图形对象，文本、位图除外，同样适用于动态

对象棒图、选择域、填充域。可以选择 6 宽度的尺寸。1P，5P 是离散的，取

决于屏幕的分辨率，单位中没有提及像素的尺寸问题。 

线型 属性-线型适用于所有的静态图形对象，文本、位图除外，同样适用于动态对

象棒图、选择域、填充域。可以选择连续线、破折线、点线或点划线。 

线起始/线终止 属性-线起始/线结束仅适用于静态图形对象线、多折线、弧。 

在起始点或终止点选择箭头。 

箭头的尺寸取决于线宽。 

拐角圆形化 属性—拐角圆形化适用于静态图形对象矩形、多折线、多边形，同时也适用

于动态对象棒图、选择域、填充域。 

可以选择无，小、中、大。 

区域属性 

 
> 修改 > 区域属性 

区域属性仅适用于静态图形对象矩形、多边形、椭圆、圆段，同样适用于动态图形对象棒图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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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在对话框中修改区域的属性。在窗口的左下角底部，预览显示已选择的区域属性。 

 

 

颜色 从 237 种颜色中任选一种颜色作为前景、背景。 

颜色设置对隐藏样式设置没有影响，选择的背景颜色对填充的样式也没有影

响。参看颜色选择部分。 

模式 可以选择 15 种模式或隐藏中任一种。 

模式“黑条”，填充区域以前景选择的填充色填充。 

对于隐藏模式，下面的图形项/符号是可视的。 

点 

可以移动或删除图形对象多折线、多边形的构造点。 

删除 

 
> 选择图形对象多折线/多边形，> 修改 > 点 > 删除 > 点击需删除的点，在修改框

中图形对象保持选择状态，可以重新显示。 

移动 

 
> 选择图形对象多折线、多边形， > 修改 > 点 > 移动 > 鼠标左键点击需移动的

点，移动到所需的位置上（边框消失）， > 释放左键按钮结束此动作。图形对象

保持选择状态，且带移动的点显示。 

文本编辑 

 
> 修改 > 文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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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的文本。显示带已输入文本的输入窗口，其中可以添加或删除文本，此操作不影响文本

属性。 

如果组合的图形对象包含多个文本，文本可以一个接一个的提交修改。 

文本属性 

 
> 修改 > 文本属性 

文本属性适用于静态图形对象文本、也适用于动态对象动态数字显示、按钮、按钮域、单选按钮

域。在对话框窗口中可以修改选择文本的属性。 

 

 

字符字体 可选择 Arial、Courier New、Lucida Console 或 MS Sans Serif 

颜色 可以为前景/背景选择 237 种颜色的任一种。另外，可以为背景选择隐藏。 

尺寸 以像素形式选择文本 

与新建的图形编辑器一起的显示是独立于屏幕分辨率的。所以字体尺寸和在

其他 Windows 应用中使用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字体尺寸可通过鼠标修改文本对象的字体尺寸。同样的，当修改包含对象的

尺寸时，自动调整字体的尺寸－图形符号，宏内已组态的字体尺寸或动态图

形对象中前景/背景对象的字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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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在水平文本垂直文本间选择。 

固定点 定位文本使用的点。固定点位于框上，水平起始、中间、终点、垂直顶部或

底部指定的位置处的边框。旋转或水平垂直对齐校准使文本围绕在固定点附

近。部分顶部、底部仅对对象文本有效。 

起始  边框的左边缘 

中间  边框的水平中心 

终点  边框的右边缘 

顶部  边框的顶部边缘 

底部  边框的底部边缘 

字符属性 文本显示的辅助选择有粗体，斜体和带下划线。 

对象名称定义 

 
> 选择单个或组合的图形对象， > 修改 > 对象名称定义… 

 
图形显示中名称是唯一的。 

图形对象提供名称（最多 12 个字符）。对动态或图形符号使用上述名称，可以移动、转移、交换

这些名称。如果一个名称已分配给某一个已选择的图形对象，可以显示、修改这个名称。 

背景颜色 

参看背景颜色部分。 

3.8 画图域中图形的显示选项 

屏幕上显示菜单下是关于显示图形的不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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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显示 

 
> 显示 > 显示预览。 

> 显示不带栅格、工具箱、边框的图形。菜单的大部分都是不可用的。 

返回进一步编辑 

> 显示 > 显示预览。 

> 显示图形，激活退出的上一个菜单；在画图区域内点击鼠标。 

显示允许当前新建的图形以无编辑工具（栅格、工具箱、边框)、1 级缩放（总貌）查看。这种状

态下，菜单的大部分功能是不可用的。从菜单中选择或按一次空格键返回执行编辑的状态下。 

3.8.2 仿真 

 
> 显示 > 仿真 

> 打开/关闭仿真，选择仿真速度。 

> 图形显示中，所有的自定义动画图形带已选择仿真属性显示。 

当在显示菜单下，仿真属性对所有自定义动画对象起作用；当在显示中启动图形编辑时，可以修

改仿真属性。 

3.8.3 重画 

 
> 显示 > 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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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上没有缩放状态的图形重新显示。 

重绘图形，若屏幕上图形的当前显示不符合真正的显示（边框的部分可能置于底层）。 

3.8.4 缩放 

 
> 显示 > 缩放 

> 选择缩放等级为 1-4 或总貌 

> 带虚线矩形显示图形。 

> 使用鼠标移动矩形到图形区域内。 

> 点击鼠标，在选择缩放等级中显示出选择的区域。 

图形显示在画图区域中以整个图形显示，通常显示在缩放关状态。对简单编辑来说，可以显示带

2，3 或 4 级缩放的图形选择。显示下的工具箱上可以指示选择的缩放等级。选择缩放等级后，将显

示整个的图形显示，且为选择的可见区域叠加虚线矩形。 

通过菜单显示 > 显示区域或右键点击鼠标-可以显示屏幕的不同区域。 

总貌功能显示对应于 9x 画图尺寸的区域。实际的画图区域显示在中心位置，用边界标识，此功

能使用于显示、确认的完整对象定位或可用画图区域外部对象的部分定位。 

3.8.5 显示区域 

 
> 显示 > 选择显示区域。 

或点击鼠标右键 > 带虚线矩形显示图形。 

> 用鼠标移动矩形，且移动到所需的区域中。 

> 用选择的缩放等级点击鼠标显示选择的区域。 

为了选择一个显示区域（1 级缩放），在画图区域内选择显示区域将出现一个矩形，矩形可以围

绕画图区域移动。点击鼠标或按空格键后，将以选择的缩放等级显示在矩形下部的定位区域上。 

3.9 通用处理功能 

图形通用处理功能所需的所有功能位于编辑器菜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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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保存 

 
> 点击图像编辑器上的保存按钮  

或 

> 项目 > 保存当前页 

用保存命令进行保存图形，或当退出图形显示时根据提示操作。新建图形显示过程中，建议不定

期保存数据，这样可以减少电脑不可预测问题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同时缓冲区显示总是自动保存的。 

3.9.2 检查 

 
> 编辑器 > 检查 

带静态/动态图形项、宏、参数输入的整个图形显示需经过错误、输入缺失或冲突的合理性检查。

窗口中将列出任何可能的错误，并需逐步改正。在信息上双击鼠标左键，选择列出的合理性检查的错

误信息，或按相关屏幕按钮。每个动作都将影响到编辑时选择合适的图形对象问题。 

3.9.3 导出到文件 

 
> 编辑器 > 导出 > 到一个文件… 

> 指定文件类型：系统文件或位图文件 

> 输入路径和文件名 > 确认 

通过文件可以在不同项目间交换单独的图形显示。激活输出后，将打开需输入文件名、路径的窗

口。导出数据类型，可以从 DMF 后缀的文件、BMP 后缀的位图文件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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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作为位图导出到剪切板 

 
> 编辑器 > 导出 > 作为位图到剪切板 

以位图形式在窗口中保存图形显示，可用于其它 Windows 应用的进一步处理。如果选择了图形

对象，他们将以位图的格式保存；如果没有选择对象，将保存整个的图形显示。 

3.9.5 导入 

 
> 编辑器 > 导入 

> 输入有后缀 DMF 或 DXF 的路径和文件名 

> 确认，加载图形显示 

项目中导入在导出时新建的文件（后缀为 DMF），或 AutoCAD 中新建的文件，必须选择菜单导

入。选择后，将打开已导入路径或选择/输入文件名的窗口。将加载、显示相应的图形显示。 

 
导入文件仅可导入到空白图形显示中。 

加载 AutoCAD 文件用法说明 

由 AutoCAD 新建的图形文件以数据交换格式 DXF 存在。加载过程中将自动转换成文件（DMF）。 

 
至少 10 或 11 版本的 AutoCAD 才带转换功能。 

AutoCAD 语言支持的可以转换的全部项如下： 

 
形状的集合，多折线定义的多网图形、B 样条和 3D-折线、3D 面、视图项是不可转换的。 

线 节 圆周 弧 字符串 

立体 文本 折线 块  

   （宏）  

DXF 脚本尺寸（字体尺寸）根据 DMF 左边尺寸转换。与 WinConfig 中定义的显示脚本尺寸相比

较而言，最近分配的尺寸需要和转换的尺寸匹配。DMF 文本属性“RefPoint，Start”，在 DMF 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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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中分配为“Aligned”和“Adapt”。 

仅有旋转角为 0，90，180，270 度的文本可以完全转换；其他情况下将分配到最接近的角度上。 

不论元素所在的分配层，所有的 AutoCAD 元素都可以转换，不要遗漏单独分配层上的元素。 

旋转或镜像的块不能完全转换。 

任意类型的实例对象（选择输入项），若显示负坐标，也是不能转换的，其中的个例是块的元素

对象。 

不支持用户坐标系统、外部引用（XREF）、嵌套块（块中插入说明）。 

 
转换过程中，更新或新建名称为 DXF2DMF.LOG 的日志文件，也记录了不可转换元素、

不支持对象、转换的错误等。DXF 文件内，记录 DXF 源的路径名、行序号，后面接着记

录的是错误说明文本。 

AutoCAD 文件的颜色转换 

在 Windows NT 注册表编辑中[ACADCOLORS]输入项下，为匹配 AutoCAD 颜色到系统颜色，

需要输入，或有必要的修改颜色转换表。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输入项，将使用标准的转换表，这个表仅把 AutoCAD 颜色序号为 1-8 的分配

给 DMF 颜色序号。这种情况下，分配的颜色块对应于 AuotCAD 颜色序号 9-255。 

转换表由两部分构成，表项输入项中的第一输入项指示颜色分配输入项的序号，此序号紧接着转

换表中序号。 

颜色分配输入项有如下格式： 

colxx=lacadcolor，hacadcolor，dmfcolor 

其中： 

ｘｘ 颜色指定表中输入项索引，必须小于表项中输入项数量。 

Lacadcolor DMF 颜色序号中指定给 AutoCAD 颜色序号的最低序号，此范围中包含下

限。 

Hacadcolor DMF 颜色序号中指定给 AutoCAD 颜色序号的最高序号，此范围中包含上

限。 

Dmfcolor 指定的 DMF 颜色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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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修改颜色指定输入项时，注意如下： 

xx 指示的索引号必须小于表项输入项中指定的值。颜色指定表随着表项产生。Lacadcolor 必须

小于或等于 Hacadcolor，且他们必须在 0-255 范围内。应避免范围叠加，具体参看附录-颜色表部分。 

3.9.6 退出图形编辑 

 
> 编辑器 > 关闭 

或 

右击标签页名称 > 关闭标签页 

或 

点击标签页名称上的 符号 

退出图形时将显示如下的询问：“保存图形显示？” 

YES 是       保存图形； 

NO 否         不保存； 

返回           留在图形中。 

3.9.7 复制、重命名、删除图形显示 

必须在项目树中，执行命名、重命名、复制自由图形的操作。 

3.10 附录 – 颜色表 

下列表中列举出图形显示中可用的颜色。 

颜色表中，每一颜色有三个输入项。 

 序列号=图形编辑器中显示排名； 

 使用的内部颜色号，例如，当 AutoCAD 文件转换为图形编辑器所需格式文件时； 

 图形编辑器中指定指示颜色（名称）。 

标准颜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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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颜色 

1  0  白色 21  28  亮黄色  

2  12  灰色 93  22  29  黄色  

3  13  灰色 80  23  30  中黄色 

4  14  灰色 68  24  31  深黄色 

5  16  灰色 58  25  1  淡柠檬色 1  

6  15  灰色 48  26  2  淡柠檬色 2  

7  17  灰色 35  27  73  淡柠檬色 3  

8  7  黑色 28  3  淡柠檬色 4  

9  8  浅蓝色  29  22  暗玫瑰色 1  

10  9  中蓝色  30  74  暗玫瑰色 2  

11  10  蓝色 31  23  暗玫瑰色 3  

12  11  深蓝色  32  24  暗玫瑰色 4  

13  18  浅紫色  33  76  亮粉色  

14  19  中紫色  34  80  粉色  

15  20  紫色 35  77  中粉色 

16  21  深紫色 36  78  暗粉色 

17  4  淡绿色  37  25  浅紫红色  

18  5  中绿色  38  75  中紫色 

19  72  绿色  39  26  紫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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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6  深绿色  40  27  深紫红色 

 

信息颜色 信号颜色 

41  36  RGB1(PrioS1-3)  49  64  信号用蓝色  

42  32  RGB2(Prio1)  50  65  信号用蓝绿色 

43  33  RGB3(Prio2)  51  67  信号用红色 

44  34  RGB4(Prio3/4)  52  68  信号用绿色  

45  35  RGB5  53  69  信号用深绿色  

46  37  RGB6  54  70  信号用黄色 

47  38  RGB7  55  79  信号用桔黄色  

48  39  RGB8  56  190  信号用红紫色  

   57  66  信号用棕色  

 

媒介颜色 任意颜色 

58  44  闪烁 1(PrioS1-3)  86..104  144..16 灰色 1..灰色 19  

59  40  闪烁 2(Prio1)  105..123  163..18 蓝色 1..蓝色 19  

60  41  闪烁 3(Prio2)  124..139  48..63  蓝绿色 1..蓝绿色

16  

61  235  RGB3(Prio2alt.)  140..142  232..23 蓝绿色 17..蓝绿色

19  

62  42  闪烁 4(Prio3/4)  143..161  100..118 红紫色 1..红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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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3  236  RGB4(Prio3alt.)  162..180  81..99  绿色 1..绿色 19  

64  43  闪烁 5  181  119  黄色 1  

65..67  45..47  闪烁 6..闪烁 8  182..196  129..143  黄色 2..黄色 16  

68..76  120..128  闪烁 9..闪烁 17  197..199  191..193  黄色 17..黄色 19  

77..84  182..189  闪烁 18..闪烁 25  200..218  213..231  棕色 1..棕色 19  

85  71  闪烁 26  219..237  194..212  红色 1..红色 19  

   238   蓝灰色： 面板  

   239   蓝灰色：操作 

   240   蓝灰色：动态 

   241   按钮颜色 

3.11 附录 – 图形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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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日志 

4.1 概述 – 日志 

使用日志显示、永久记录来自于过程、系统的消息、信息。日志可以输出到打印机、屏幕、存储

设备（通过数据传输）。两种类型日志—事件日志和状态日志是有区别的。 

4.1.1 事件日志 

使用事件日志记录的事件，包括信息、故障、开关活动、操作员动作（如果安装 WinLock 的话，

包括用户名）。当发生事件时同时影响到事件的记录。 

用信号顺序记录记录事件的采集顺序，然后用事件日志对事件分类。信号顺序记录 1 和信号顺序

记录 n 间需要进一步区分。信号顺序记录 1 的数据连续输出到打印机。而信号顺序记录 N 的数据仅记

录完成后输出或手动干扰后输出到打印机。 

可以记录不同类型的信息：通常用过程信息、系统信息指示事件、故障，同时在区域内以 2ms

分辨率使用时间记录的顺序来记录开关事件。 

4.1.2 状态日志 

状态日志用于过程状态的周期性记录，包括标签状态的周期性采集或过程中顺序的记录。 

状态日志包括干扰过程日志、操作日志和 Excel 报告。干扰过程日志使用过程站中指定的干扰过

程记录采集模块。此模块周期性地采集输入信号，且为每个输入信号最多分配 200 个数值的缓冲区保

存信号。 

4.1.3 操作站日志 

每个操作站中可建立：最多 4 个操作日志、4 个干扰源记录、1 个信号顺序记录 1 和 3 个信号记

录 N。（操作员站中的显示、操作日志在《WinHMI 操作站使用手册》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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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日志是关于项目树的操作员站资源中所有程序的。在项目树中可以建立、删除、移动、或复

制日志。 

4.2 信号顺序记录 

4.2.1 新建信号顺序记录 

操作员站资源下或公共显示池的项目树中，建立、编辑信号顺序记录，具体的细节参看《系统组

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部分。 

 
> 项目树中选择操作员站资源或 P-CD。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信号顺序记录 

或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信号顺序记录 

 
如果在公共显示池（P-CD）组态一个信号顺序记录，那么在所有的操作员站中此记录都是可

用的。 

4.2.2 信号顺序记录组态 

 
> 项目树中双击信号顺序记录的名称 

信号顺序 1 或 N 的参数定义几乎是相同的；可以放在一起进行描述。当出现分歧时再分别显示参

数定义。 

信号顺序 1 或 N 的参数定义由有 4 个标签的参数定义对话框组成。 

4.2.3 通用数据标签页 – 信号顺序记录 1 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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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  

名称 信号顺序记录的名称。项目树中已固定名称、且不能在此处修改。 

短注释 可以给信号顺序记录分配短注释最多可输入 12 个字符。 

长文本 可以给信号顺序记录分配短注释最多可输入 30 个字符。 

短、长文本随项目文件一同输出。另外，在打印记录的页眉、页脚配置

短、长文本。参看记录的页眉/页脚行部分。 

启动/停止  

自动 启动 WinHMI 时自动启动记录。 

事件控制 事件启动、结束记录。 

事件功能块的标签名称 

 事件启动记录的名称，《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监控功能块部分。

按下功能键 F2，弹出选择项列表。 

手动 操作员可以在操作员站上启动、结束记录，仅适用于对先前操作员站已

选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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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归档  

包含 在 WinHMI PC 中新建的记录文件的数量是固定的，值的范围是 1-400 

文件名称 WinHMI PC 硬盘中归档的记录文件的名称。可以预设名称或新给定一

个。 

最大运行时间..每个文件 

 在这个区域内定义每个记录文件的记录时间。按照 IEC 1131-3 格式输

入，值范围是 0-214783s。例如：T#2147483s 或 T#24d20h31m23s 

但不能超过…事件 值的范围是 3-32767，默认是 1000 事件。 

该记录需要的磁盘空间： 

 区域内显示记录文件可以达到的磁盘空间大小，在 WinHMI 中这个数量

的存储空间应该是可用的。 

 
为了控制 WinHMI 的加载时间，日志文档大小不能超过 1GB。 

4.2.4 记录文件标签页 – 信号顺序记录 1 和 N 

 

打印  

手动 在操作员站中操作员可以手动激活日志的打印。 

打印到  通道 1/2 打印机的记录输出有两个可用的打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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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式打印机打印信号顺序记录。 

删除记录文件  

自动 当选择自动删除选项且超出文件的组态数量时，当前文件将重写最旧记录

文件。 

 
如果没有选择自动删除选项，那么达到已组态文件的最多数

量时将会暂停记录。 

 

手动 操作员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的记录文件。 

事件记录来自 

来自于本地资源 D-OS 

 记录操作员站中的事件，包括开关操作、操作员动作。 

stat.过滤  激活事件记录，例如相关资源站的信息。 

连接  指示符显示的是相应操作员站中已组态的连接。 

过滤器 事件选择列表中包括显示所有（已组态站）或显示仅连接站。 

区域 信号顺序记录中设置来自于选择区域的信息。为更方便组态，使用按钮

“all”、“no”来激活或取消所有的厂域。 

信息的类型 日志中记录信息的组态；过程信息，系统信息和事件顺序信息。 

信号顺序记录 N 的增强型参数定义页面 2 

不像信号顺序记录 1，信号顺序记录 N 的数据不能连续打印，因此参数定义页面 2 不同于信号顺

序记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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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以选择下面的虚拟按键： 

打印  

自动 完成记录后自动打印。 

删除记录文件  

仅为打印文件 只有打印的记录文件可以手动删除。 

4.2.5 格式标签页 – 信号顺序记录 1 和 N 

 

记录格式 

有效来/无效来 每个日志都可以配置有效来和无效来信息。 

空 不记录 

数值 基于数值的信息输出格式（长文本不显示）。 

长文本 基于长文本的信息输出格式（过程值、单位范围不显示）。 

所有 基于值的组合输出和基于长文本格式（仅允许每行显示 132 字符）。 

有效来/无效来 

 为信息组 S1-S3、优先级 1-5 的来、去信息指定记录格式，可以从空、

数值、长文本和所有中选择一个。 

Operat.（操作） 如果需要记录操作员的干扰，那么在操作中需提供不是空的记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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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操作员站中安装可选程序 WinLock 的话，在记录每一操作员动

作的期间内，可以列出在某一时刻内记录的用户名称。 

确认的记录格式  

信息栏/信息列表 信息确认的格式是由确认发生地点—信息栏、信息列表单独确定的。 

页面设置 定义打印输出的页面设置。必须输入每页的行数，范围在 10 到 100

行之间。根据纸格式，定义每行字符的数量 - 每行 80-132 个字符。 

 
根据所连接的打印机选择合适的每行长度。 

 
如果将每行设定为 80 个字符，并使用长度为 16 个字符的标签名称，

打印时间戳时将不带分号，即时间戳“hh:mm:ss.mssS”打印后显示为

“hhmmssmssS”。 

例如：12:30:24:333 打印后显示为 123024333。 

页眉/页脚 可以自由定义日志的页眉/页脚内容，包括静态文本、动态过程变量，

也包括很多全局预设变量的组合。默认设置的通用表格，参看记录的

页眉/页脚行部分。 

 
页眉/页脚行的改变通常将导致记录文件的大小的改变。当记录下载到 WinHMI 时，将检查

文件的大小。认为已改变文件大小的记录是新记录。所有已有日志文件将重命名，将不在

WinHMI 中显示，仅可通过归档查找查看上述的文件。 

4.2.6 文件传输标签页 – 信号顺序记录 1 和 N 

通过参数定义界面 4 定义信号顺序记录的参数，用于数据保护和存档用途的参数包括复制存储的

日志到其他数据载体中，主要是外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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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传输 

指定是否和怎样从 WinHMI PC 中传输记录文件的副本到其他 PC 上。选择接受归档文件的 PC

必须有到 WinHMI PC 和 FTP 服务器的网络通信连接（例如必须安装 Xp 专业版和 Internet 信息服务

器-IIS）。 

正常情况下，归档文件将传送到不同于 WinHMI PC 的目标站上，另一种可能性是输出档案文件

到 WinHMI PC 的某一硬盘分区中。在 Windows 网络中，可以通过这个磁盘映像到其他 PC 中，这种

情况下，站地址是其自己的 TCP/IP 地址。 

在存档 PC 中，安装有 WinBrowse 的系统可以可视化归档记录文件，且转化为 CSV 格式。 

自动文件传输（FT） 指定允许/禁止的文件传输模式。 

允许/禁止  

允许 TF 与 WinHMI 同时启动 

  只要启动 WinHMI，就启用文件传输。 

 当 WinHMI 启动时，不自动启用文件传输 

事件控制  启用/禁用文件传输是由输入事件模块决定的，需要强制指定一个事

件模块。 

事件标签名称 按下功能键 F2 来弹出带事件功能块的选择列表。 

手动控制  操作员站中操作员启用/禁用文件传输。 

 不能手动启用/禁用文件传输。 

触发 使用参数定义界面上的这个区域来指定数据传输是如何触发的。 

文件完成后 每个完成的文件将被立刻转移。此模式是信号顺序记录的默认设置。 

循环，扫描时间  使用时间参数来指定记录文件的副本写入指定目标站的周期时间间

隙，以时间格式输入，例如 T#10h。 

手动文件传输  

操作  操作员站上的操作员按下文件传输按钮的任意时刻，启动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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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传输不能同步启动。信号顺序记录操作对话框中的文件传输按钮

显示灰色，即无法选择。 

目标 应该为传输的数据指定目标。理想的目标站是上面安装有 WinBrowse

软件，以便可以显示、进一步处理趋势、归档记录文件。 

站 目标计算机的 IP 地址。 

如果使用 WinHMI PC 作为输出目标，必须输入其自己的 IP 地址。 

路径 如果复制归档文件到某一路径下，需要指定完整的路径名。当在目标站

上使用 IIS 时，须预先选择一个路径，以便路径分支后仅可输入一个反

斜杠。例如，目标电脑的路径为 C：\ARCHIV\STATION\SFP 指的是转

移所有收到的档案到预设路径 C：\ARCHIV 下，且输入的归档属性有

助于路径信息\STATION1\SFP。 

 
应该注意的是，当传输数据时，目标电脑负责文件的其他操作。副本仅是临时的，且当输

出归档文件时将重写相应文件。 

归档文件存储的目标路径必须存在，且不能处于写保护模式下。 

文件 目标路径下用输入的文件名来保存输出文件。 

例如：STATION1\SFP\SFP_MANUFACTURE. 

每一输出中将重写此文件。路径、文件名加起来的总长度是 100 个字

符。 

目录【8.3】 输出文件以 dos 格式输出，例如到 wfw 操作系统和活动 FTP 服务器的

PC 中。文件名对应的输出日期是‘YMMDDHHm.mss’格式，例如

70528162.320。 

 
文件名不包括归档文件类型的任何信息。选择一个合适且可

以后续确认的路径名。 

 

目录 输出文件保存在目录下—目标路径下原始名显示（来自于参数定义界面

1）。‘.YYMMDDHHmmss’格式的输出日期也追加在名称后面（以句

点隔开）。 

例如：SFP MANUFACTURE.970528162320. 

路径、文件名一起的总长度大约是 10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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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增加/完成的后缀 

  为区分包括完成数据设置的文件，包括递增数据设置的文件，需要在

基本文件名后追加后缀'_INC'或'_FULL'。这个后缀使文件不会因为重写

而丢失。 

FTP 超时 FTP 工具是同步工具。为防止系统阻塞，输入最大时间--结束文件传输时

间。如果超过设置的超时时间，在 WinHMI 中将产生系统警报。 

用户名 输入目标站中对 FTP 服务器熟知的用户名。 

密码 密码对应于目标站的用户密码。 

4.3 干扰源记录 

4.3.1 构建干扰源记录 

在操作员站资源或公共显示池 P-CD 下的项目树中，构建、编辑干扰源记录，具体参看《系统组

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部分。 

 
> 项目树中选择操作员站资源或 P-CD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干扰源记录 

或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干扰源记录 

 
如果在公共显示池中组态一个干扰源记录，那么对所有的操作员站都可用。 

4.3.2 干扰源记录组态 

 
> 双击项目树中的干扰源记录名称 

干扰源记录由带 4 个标签的参数对话框组成。 

4.3.3 通用标签页 – 干扰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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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树 > 选择干扰源记录 > 双击鼠标左键按钮 

 

通用数据  

名称 信号顺序记录的名称。项目树中已固定名称、不能修改。 

短注释 可以给信号顺序记录分配短注释。最多可输入 12 个字符。 

长文本 可以给信号顺序记录分配长文本，最多可输入 30 个字符。 

短注释、长文本随项目文件一起输出。另外，可以为打印记录的页眉/

页脚组态短注释、长文本，参看记录的页眉/页脚行部分。 

启动/停止  

自动 启动 WinHMI 时自动启动记录。 

事件控制 事件启动/停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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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功能块的标签名 

 事件开始记录的名称 

参考《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中监控功能块部分，按下功能键 F2 弹

出选择列表。 

手动 在操作员站上操作员启动、停止记录，仅适用于操作员站中先前选择的

记录。 

进行归档  

在 指定在 WinHMI PC 中，可新建的记录文件的数量，值的范围在 1-400

间。准确的说，每一文件中记录一个干扰源记录。 

文件名称 存档在 WinHMI 硬盘中记录文件的名称。可以预设名称或给定一个新的

名称。 

最大运行时间…每个文件 

 这个区域上定义每个记录文件的记录时间，以 IEC1131-3 格式输入。

值的范围在 0-2147483 间。 

例子： 

T#2147483s 或 T#24d20h31m23s 

指定干扰源记录功能块 

 记录采集模块的名称（参看《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中块获取部

分）。按功能键 F2 弹出选择列表。 

所需硬盘空间 这个区域中显示记录文件可以达到的空间大小，在 WinHMI PC 中必须

有上述大小的可用空间。 

 
为了控制 WinHMI 的加载时间，日志文件的大小不能超过 1GB。 

4.3.4 记录文件标签页 – 干扰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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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文件删除  

自动 当选择自动删除功能、且超过已组态文件数量时，当前文件将重写最旧

的记录文件。 

如果没有选择自动删除选项，那么达到最大组态文件数时停止记录功

能。 

手动 操作员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的记录文件。 

仅打印文件 仅打印的记录文件可以手动删除。 

页面设置 定义打印输出的页面设置。必须输入每页的行数，范围在 10 到 100 行之

间。根据页面格式，定义每行字符的数量--每行 80-132 个字符。 

页眉/页脚 可以自由定义记录的页眉/页脚内容，包括静态文本、动态过程变量，和

很多全局预设变量的组合。默认的是布局的通用表格，参看记录的页眉/

页脚行部分。 

 
页眉/页脚行的改变通常将改变记录文件的大小。当记录下载到 WinHMI 时，将检查文件的

大小。认为已检查了文件大小的记录是新记录。所有已有记录文件将重新命名，将不在

WinHMI 中显示，仅可通过归档查找查看上述的文件。 

打印到  

通道 1/2 打印机的记录输出有两个可用的打印通道。可以通过激活相应的选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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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钮来选择打印通道。 

打印  

手动 在操作员站中操作员可以手动激活（记录）记录的打印。 

自动 结束记录后自动打印。 

4.3.5 变量描述标签页 – 干扰源记录 

 

触发 

在干扰源记录采集模块中，基于组态信号状况来参数化变量的采集时间。 

 

名称 触发干扰源记录采集模块中的变量名称。名称仅出现在信息上，也包含

在打印设置中。不需要进一步赋值，因为采集模块触发输入承担上述的

赋值任务。即使变量未满足触发值，也必须输入文本。 

文本 触发变量名后，文本以注释形式输出。 

参数变量规范（IN1-IN6） 

最多可为干扰源记录的数据采集组态 6 个变量，这是由干扰源记录模块所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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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 V6  

名称 过程站中变量的名称，这个信息将出现在每一打印记录中。 

文本 关于记录变量的文本输出。 

格式 记录中所需的变量输出（查看选择和新建自定义格式部分）。 

单位 分配给变量的单位。记录时单位带变量数一同输出。 

 

 
名称、文本、单位不需要执行合理性检查，因为变量一直和采集模块一起组态

的。包括的服务细节仅提供信息，且打印输出时包括在记录中。 

4.3.6 文件传输标签页 – 干扰源记录 

参数定义界面对应于信号顺序记录的参数定义界面，参看通用数据标签页—信号顺序记录 1 和 N

部分。 

4.4 操作日志 

4.4.1 创建操作日志 

在操作员站、公共显示池（P-CD）的项目树下构建、编辑操作日志，具体的细节说明，参看

《系统组态工程手册》中项目树部分。 

 
> 项目树中选择操作员站资源或 P-CD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操作日志 

或 

> 右击 > 插入 > 下一级 > 操作日志 

 
如果公共显示池中已组态一个操作记录，那么对所有的操作员站都是可用的。 

4.4.2 操作日志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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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树中双击操作日志的名称 

操作记录的组态由带 3 个标签的参数对话框组成。 

4.4.3 通用标签页 – 操作日志 

 
项目树中 > 选择操作记录 > 双击鼠标左键 

 

通用数据  

名称 信号顺序记录的名称。项目树中已固定名称、不能修改。 

短注释 可以给信号顺序记录分配短注释。最多可输入 12 个字符。 

长文本 可以给信号顺序记录分配长文本，最多可输入 30 个字符。 

短注释、长文本随项目文件一起输出。另外，可以为打印日志的页眉/

页脚组态短注释、长文本，参看记录的页眉/页脚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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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停止  

自动 启动 WinHMI 时自动启动记录。 

事件驱动 事件启动/禁止记录。 

事件功能块的标签名  

 事件开始记录的名称 

参看《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的监控功能块部分，按下功能键 F2 弹

出选择列表。 

手动 在操作员站上操作员开始、停止记录，仅适用于操作员站中先前选择的

记录。 

文本 组态操作记录文本，参看参数定义界面的文本设置-操作日志部分。 

文件归档  

文件形式 指定在 WinHMI PC 中，可新建的记录文件的数量，值的范围在 1-400

间。 

名称形式 存档在 WinHMI 硬盘中日志文件的名称。可以预设名称或给定一个新的

名称。 

周期 随着启动记录，文件根据输入的周期时间循环地写入数据。值的范围在

1-32767 之间。 

周期时间 这个区域指定两个记录间的间隔，按照 IEC1131-3 格式输入。值的范

围是 0-2147483s 之间。 

例子：T#2147483s 或 T#24d20h31m23s. 

 
从周期数 x 周期时间数量上判断文件的记录时间。 

日志文件需要的硬盘空间 

 这个区域中显示记录文件可以达到的空间大小，在 WinHMI PC 中必须有

上述大小的可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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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 WinHMI 加载时间，日志文件的大小不能超过 1 GB。 

4.4.4 参数定义界面的文本设置 – 操作日志 

 
> 按下按钮文本… 

 

参数定义界面文本包括一个文本域和一个操作员行。文本格式化输出域中，操作日志中的任意文

本可与变量的格式输出混合。更多关于显示格式的信息，查看选择和创建自定义格式。每个操作日志

中最多允许记录 200 个变量。在参数定义界面 2 中，页面设置定义了行、列的数量。 

使用传统的 Windows 鼠标和键盘命令，文本域内可以标记、剪切、复制、插入文本。 

检查 在文本输入或动态化过程中，检查已有的错误。 

 
每一动态输入项必须包括变量、显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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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在选择变量时，日志中应该记录其当前数值。在方括号中显示动态输入

项。 

 
给在方括号和下拉列表中可追溯地给格式、位置、或光标指定不同的数

值。 

 
在文本域中放置鼠标光标 > 变量 > 选择特定变量 > 确认  

格式 给变量指定显示格式，例如定义小数点后的位数。 

 
稍后，在方括号和下拉列表间给变量指定其他变量。 

 
文本域中定位鼠标光标 > 格式 > 选择特定格式 > 确认 

打印预览 显示即将打印的操作日志。打印预览中仅指定格式和文本是可视的。方括

号、变量名称不显示。 

 
在打印预览显示模式下，不能修改变量名称。返回到编辑显示编辑。 

打印为表格  以表格形式打印输出操作日志，意味着将重复带动态区域的部分，实际

上和页面设置类似可以重复多次。 

4.4.5 打印标签页 – 操作日志 

 



第 4 章 日志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177 

打印到  

通道 1/2 打印机的记录输出有两个可用的打印通道。可以通过激活相应的选项按

钮来选择打印通道。 

打印  

手动 在操作员站中操作员可以手动激活日志的打印。 

自动 结束记录后自动打印。 

1 记录文件删除  

自动 当选择自动删除功能、且超过已组态文件数量时，当前文件将重写最旧

的记录文件。 

如果没有选择自动删除选项，那么达到最大组态文件数时将停止记录。 

手动 操作员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的记录文件。 

仅是打印文件 仅打印的记录文件可以手动删除。 

页面设置 定义打印输出的页眉设置。必须输入每页的行数，范围在 10 到 100 行

之间。根据页面格式，定义每行字符的数量--每行 80-132 个字符。 

页眉/页脚 可以自由定义日志的页眉/页脚内容，包括静态文本、动态过程变量，

和很多全局预设变量的组合。默认设置是通用表格，参看记录的页眉/

页脚行部分。 

 
页眉/页脚行的改变一般将导致改变记录文件的大小。当记录下载到 WinHMI 时，将检查文

件的大小。认为已检查了文件大小的记录是新记录。所有已有日志文件将重命名，将不在

WinHMI 中显示，仅可通过归档查找查看上述的文件。 

4.4.6 文件传输标签页 – 操作日志 

这个参数定义界面对应于信号顺序记录的参数定义界面，参看文件传输标签页-信号顺序记录 1

和 N 部分。 

4.5 报表 



第 4 章 日志 

操作站组态工程手册                                                                                                                                        178 

4.5.1 概述 – 报表 

报表用于在用户自定义的 Microsoft Excel 模板上获取和存储数据。在 WinConfig 中配置报表来

获取一组变量的一个或多个样本。系统中的报表功能支持 XLS/XLSX 格式获取值的存储。基于 Excel

的报表的数据可以进行配置和获取。日志文件模板存储在以下文件夹下：<Winmation Control 

System_Installation_folder>\reports。模板名称由用户配置的名称加序列号构成。 

4.5.2 新建报表 

报表可以在项目树下的操作员站资源或公共显示池(P-CD)进行配置和编辑。参考《系统组态工程

手册》，项目树。 

 
> 选择项目树中操作员站资源或 P-CD 

> 编辑 > 插入下一级 > Excel 报表 

或 

> 编辑 > 插入 > 下一级 > Excel 报表 

 
在公共显示池中配置的报表在所有操作员站均可使用。 

4.5.3 组态报表 

 
双击项目树上的 Excel 报表 > 参数：报表 RPT 

或者 

选择 Excel 报表 > 右击 > 编辑 

4.5.3.1 通用 – Excel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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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 

名称 Excel 报表的名称，项目树中已固定名称，且不能在此处修改。 

短注释 可以给 Excel 报表分配短注释，最多可输入 12 个字符。 

长注释 可以给 Excel 报表分配长注释，最多可输入 30 个字符。 

短、长文本随项目文件一同输出。另外，在打印报表的页眉、页脚配置短、长文本。 

启动/停止  

自动 启动 WinHMI 时自动启动报表。 

事件控制 选择事件控制模式时，一旦事件产生就会生成报表文件。 

 
选择事件控制模式时，建议不勾选自动和手动选项，否则可能导

致报表无法正常生成。 

 

事件功能块的标签名 触发报表生成的事件名。参见《功能和功能块工程手册》，监控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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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功能键 F2 打开选择列表。 

手动 启动 WinHMI 后手动启动报表。 

定义模板 定义模板，用于 Excel 报表的创建 

文档归档  

位于 在 WinHMI PC 中新建的报表文件的数量是固定的，值的范围是 1-400。 

例：如果重启动于指定为一天，那么 10 天内会创建 10 个文件 

文件名称 WinHMI PC 硬盘中归档的报表文件的名称。可以预设名称或新给定一

个。 

例：如果报表的名称为“report 1”，每个文件将附加 001，002…010 直

到达到设置的文档归档数量。 

起始时间 Excel 报表创建开始的时间 

例：DT#2009-01-01-12：00：00.000 

周期 Excel 报表创建的周期数。例：如果周期=2，周期时间=8 小时，第一次

创建于 00：00，第二次将创建于 8：00 

周期时间 每一个周期的时间，即与下一次获得 Excel 报表的时间间隔。 

重启动于 一段指定的时间后，重新启动报表的创建 

例：T#24h0m0s（一天后启动报表的创建） 

 
重启动于 > =周期*周期时间 

 
报表支持的最大周期为 32767。如果重启动于选项设置为 T#22d19h0m0s，那么最小时间

必须设置为 547 小时，否则 WinConfig 将会报错。系统支持输入的最小重启时间为

T#24d2oh31m23s。即：最小周期数*周期时间。 

4.5.3.2 打印 – Excel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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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到  

打印机 1/2 打印机的记录输出有两个可用的打印选项。可以通过激活相应的选项按

钮来选择打印机。 

打印  

手动 在操作员站中操作员可以手动激活报表的打印。 

自动 结束记录后自动打印。 

删除记录文件  

自动 当选择自动删除功能、且超过已组态文件数量时，当前文件将重写最旧

的报表文件。 

如果没有选择自动删除选项，那么将挂起报表直到最大组态文件数。 

手动 操作员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的报表文件。 

4.5.3.3 文件传输 – Excel 报表 

此标签用来定义将存储的 Excel 报表复制到其他数据载体的参数，主要的外部设备，达到数据保

护和归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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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告文件的副本从 WinHMI 电脑传输到另一台电脑，那么接收归档文件的电脑与 WinHMI 必

须有网络通信连接，并且具有 FTP 服务器（例如：必须安装 Windows XP 专业版的“Internet 信息服

务器（IIS）”）。 

正常情况下，归档文件将传送到不同于 WinHMI PC 的目标站上，另一种可能性是输出归档文件

到 WinHMI PC 的某一硬盘分区中。在 Windows 网络中，可以通过这个磁盘映像到其他 PC 中，这种

情况下，站地址是其自己的 TCP/IP 地址。 

文件完成后自动完成文件装换 

文件传输的形式特殊 

允许/禁止 

允许 FT 与 WinHMI 同时启动 

 只要启动 WinHMI，就启用文件传输。 

□ 当 WinHMI 启动时，不自动启用文件传输 

手动控制  

 操作员站上的操作员可以控制文件传输 

□ 操作员不能控制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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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 FT  

操作  

 操作员上的操作员可以随时启动文件传输 

□ 操作员没有权限启动文件传输 

目标  

传输数据的目标站很特殊 

目标站 目标计算机的 IP 地址 

目录 如果复制归档文件到某一路径下，需要指定完整的路径名。当在目标站

上使用 IIS 时，须预先选择一个路径，以便路径分支后仅可输入一个反斜

杠。例如，目标电脑的路径为 C：\ARCHIV\STATION\SFP 指的是转移

所有收到的档案到预设路径 C：\ARCHIV 下，且输入的归档属性有助于

路径信息\STATION1\SFP。 

 
副本仅是临时的，且当输出归档文件时将重写相应文件。归档文件存储

的目标路径必须存在，且不能处于写保护模式下。 

文件 目标路径下用输入的文件名来保存输出文件。 

例如：STATION1\SFP\SFP_MANUFACTURE. 

每一输出中将重写此文件。 

 
路径、文件名加起来的总长度是 100 个字符。 

目录(8.3) 输出文件以 dos 格式输出，例如到 wfw 操作系统和活动 FTP 服务器的

PC 中。文件名对应的输出日期是‘YMMDDHHm.mss’格式，例如

70528162.320。 

 
文件名不包括归档文件类型的任何信息。选择一个合适，且可

以后续确认的文件名。 

 

目录 输出文件保存在目录下—目标路径下原始名显示（来自于参数定义界面

1）。‘YYMMDDHHmmss’格式的输出日期也追加在名称后面（以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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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隔开）。 

例如：SFP MANUFACTURE.970528162320.路径、文件名一起的总长

度大约是 100 个字符。 

FTP 超时 FTP 工具是同步工具。为防止系统阻塞，输入最大时间--结束文件传输时

间。如果超过设置的超时时间，在 WinHMI 中将产生系统警报。 

用户名称 输入目标站中对 FTP 服务器熟知的用户名。 

密码 密码对应于目标站的用户密码。 

4.5.4 定义 Excel 报表模板 

 
通用 > 点击定义模板 

按下定义模板按钮启动 Excel 应用程序。用于数据采集的功能可以自定义。一个单元格包含一项

功能或正常的 XLS 内容。每个单元格只允许一个功能。 

使用语法定义函数<GetValue(变量，下一个位置)> 

变量                变量表中的变量名称 

下一个位置     NEXT_RIGHT，NEXT_LEFT，NEXT_DOWN 或 NEXT_UP 

例： <GetValue(amount，NEXT_RIGHT)> 

下面是一张使用一个数据采集功能的报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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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记录的页眉/页脚行 

 
项目树 > 选择记录 > 页眉/页脚按钮 

 

变量的选择等同于长文本动态化的过程，即指定变量、输出格式【格式/变量名】。当 WinHMI 下

开始记录文件时，读取一次组态的变量，转化变量为特殊格式，在页眉/页脚行输入变量。 

 
第一次打开的 Excel 文件是空的。创建后，在关闭 Excel 之前模板要保存。 

检查 根据以下方面检查 Excel 报表 

-所有的变量是正确的，即分配一个有效的 OPC 服务器，有一个有效的 OPC 地址。 

-所有的功能包含正确的下一个位置参数 

确认 检查报表中的数据，保存数据到数据库，提交事务，并打开一个新的事务。 

取消 关闭对话框 

保存 检查数据，保存数据到数据库，提交事务，并打开一个新的事务。 

复位 复位对话框中所有已定义的参数 

帮助 打开 Excel 报表的帮助文件 

变量… 选择过程变量（从列表中） 

格式… 选择显示格式（从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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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在方括号、下拉列表之间，给变量指定另一格式。 

域 选择项目—指定域（从列表中） 

打印预览 显示即将打印的操作日志。打印预览中仅指定格式、文本是可视的。方括号、变量

名称不显示 

 

在打印预览显示模式下，不能修改变量名。 

页眉/页脚中文本包括下列元素： 

 每页中在页眉/页脚行出现的不能修改的静态文本； 

 域参考，参考 WinConfig 文件； 

 变量 

域参考 

指定域的项目（在合理性检查过程中，从项目说明延伸到静态文本）： 

$PrjComm 项目注释 

$PrjDate 项目日期，格式 "dd.mm.yy"（长度： 8 字符）必须指定 

$PrjMan 当前项目的管理者 

$PrjName 项目名称（长度： 8 字符） 

$PrjNr 项目数量 

$PrjOrd 项目顺序 

$PrjOrdNr 项目的序号 

$ProtType 记录类型 

$ProtST 记录的短注释 

$ProtLT 记录的长文本 

$ProtName 记录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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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区域（记录文件在运行期间内延伸到静态文本）： 

$ProtStart 记录文件开始时间 

$ProtStop 记录文件结束时间 

动态区域（记录文件在打印时延伸到静态文本）： 

$PgNr 页数（最大长度：3 字符） 

$PrintDate 打印时间，由日期、时间组成 



 

 

 

  



 

 

联系我们 

 

 

ABB 杭州盈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兴路 111 号 

邮编：311215 

销售热线：+86-571-8387-6000 

服务热线：400-8598-186 

网址：http://www.winmatio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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