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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欢迎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 

    欢迎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远程通组态软件是一款智能型人机接口（HMI）软件系统，集强

大功能和使用方便于一体。可视化办公风格画面、丰富的工具栏，使用它，操作人员可以直接进

入开发状态、节省宝贵的时间；多种图形控件，即提供大多数组态工程所需的图形控件，又是画

面制作向导；强大的全屏幕编辑功能，提供更大的制作空间和渐进颜色的使用。 

    远程通组态软件可用于电力、通讯、制冷、化工、石油、钢铁、煤炭、水泥、纺织、机械制

造、造纸、食品、水处理、建材、环保、智能楼宇、实验室、交通等多种工程领域。无论您的应

用场合如何，您都可以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构造有效的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SCADA）。 

    远程通组态软件分为：组态设计器、组态执行器、手机组态执行器。 

 组态设计器 

    组态设计器是在电脑上运行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可以进行系统的配置、组态(包括画面组

态、数据库组态)，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工程的实际情况来建立自己的应用系统。 

 组态执行器 

    组态执行器是用户开发出来的应用系统在电脑上的结果显示，可以与最终用户(如现场操作人

员等)进行交互，提供图形动画显示、历史/实时趋势曲线显示、报警等多种数据表现方式。 

 手机组态执行器 

    手机组态执行器是用户开发出来的应用系统在手机上的结果显示，可以与最终用户(如现场

操作人员等)进行交互，提供图形动画显示、实时趋势曲线显示、报警等多种数据表现方式。     

    版权信息 

    未经北京本公司事先书面明确同意，不得通过任何手段（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它方

式）复制、传输本文档中的任何部分，或是将其存储到检索系统。使用本文档所含信息不需承担

任何相关的版权或专利责任。虽然在编制本文档的过程中已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但错误或疏漏在

所难免，出版商与作者对此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对由于使用本文档所含信息而导致的任何损害，

亦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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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在本文档撰写过程中，为了阐述方便，“远程通组态软件”、“组态软件”和“组态设

计器”具有相同的含义。 

    注释：本文中涉及到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的公司时一律称为本公司。 

1.1 远程通组态软件的特点 

    远程通组态软件在传统组态软件的基础上，根据工程人员的用户体验和实际需求，加入了一

些全新的功能，从而使工程人员在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生成工程的过程中，更加方便快捷。 

1.1.1 支持多种类型的信道 

    远程通组态软件首次在组态软件中引入了信道的概念，所谓信道，指的是信息传输的通道，

即信息进行传输时所经过的一条通路。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各种类型的信息无线传输的信道（无线信道），针对无线信道设计了

专门的数据采集逻辑，更加适合数据的无线采集。 

    远程通组态软件引入了备用信道的概念，当进行数据采集时，如果主信道出现了问题，软件

自动启动了备用信道，完成数据的采集。 

    远程通组态软件的信道类型分为：  

 串口信道 

    远程通组态软件和实际的硬件设备（例如 PLC）通过串口进行信息交互。 

 网口信道 

    远程通组态软件和实际的硬件设备通过网络（互联网）进行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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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台信道 

   远程通组态软件和实际的硬件设备通过数传电台（无线数据传输）进行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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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信道 

    远程通组态软件和实际的硬件设备通过短信收发（无线数据传输）进行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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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00 网络信道 

    远程通组态软件和实际的硬件设备通过网络（GPRS、4G、wifi 等）进行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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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传统组态软件中没有信道的概念，对于数据的传输的通道仅仅支持串口、网口，有很

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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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支持构建主从网络系统 

    远程通组态软件引入了终端的概念，平台硬件（PC 或 Android 手机）上运行的组态软件、硬

件终端设备（PLC）都可以认为是一个终端。采集其它终端的数据的终端称为主终端，被其它终

端采集数据的终端称为从终端。采集的过程是主终端向从终端发送数据请求，从终端做数据应答。 

    远程通组态软件组成的终端即可以做其它终端的主终端，同时也可以做某些终端的从终端，

从而构成复杂的主从测控网络。在网络构建上充分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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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以粮库测温系统为例：中储粮的国家部门需要对粮食进行监控，由每个省自建一个省级国储

粮体系（有些粮库需要温度报警数据传递到某些负责人的手机上），对粮库（每一个粮库自成一

个系统）采集的数据进行收集，并且中储粮的国家部门对重点粮库可直接调用数据。 

    如下图所示：每一个圆圈是一个终端，橘黄色的圆圈是一个组态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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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如何建立主从网络系统，参考本公司帮助文档《主从网概念说明》。 

    注释 2：传统组态软件工程可以理解为一个简单主从网络系统，软件工程采集硬件设备的数

据并且进行动画显示，软件工程本身是主终端，硬件设备是从终端。传统组态软件不支持被其他

软件或硬件采集的功能，而远程通组态软件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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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支持批量建立站点 

    远程通组态软件引入了站点组的概念，在建立了信道后，需要在信道下建立相应的站点，如

果需要建立多个站点，并且这些站点具有相同的属性或一定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站点成组的形式

进行批量建立站点，方便、快捷，不易出错。 

    注释：传统组态软件建立 IO 变量时，需要选择相应的设备（即：站点），当需要建立多个 IO

变量时，也需要选择多次设备，效率低，而且易出错。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站点组，建立 IO 变

量时，选择该站点组，就能建立一系列 IO 变量。 

1.1.4 支持批量建立变量 

    远程通组态软件引入了变量组的概念，在建立变量的时候，如果需要建立多个变量，并且这

些变量具有相同的属性或一定的规律性，可以通过变量成组的形式进行批量建立变量，方便、快

捷，不易出错。 

    注释：传统组态软件中没有变量组的概念，当需要建立大量的变量的时候，不仅效率低，而

且易出错。 

1.1.5 支持批量设置图形组件的动画 

    当建立变量（变量组）后，需要把这些变量绑定相应的图形组件，才能以动画形式显示变量

的值状态，如果一个个绑定，效率低，而且易出错。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专用的系统函数，通过

调用脚本语言的逻辑，就能够批量设置图形组件的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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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传统组态软件没有变量组的概念，因此在设置大量图形组件动画时，只能手动一个个

设置，而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变量组的概念，对于设置图形组件动画有专用的函数，因此能够实

现批量设置组件的动画，效率高，不易出错。 

1.1.6 支持手机组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手机已经具有计算机相应的办公功能，本公司推出了全新的手机组

态的概念。现在市面上的手机组态（伪手机组态）是基于 B/S 结构实现的，通过使用浏览器打开

网页形式查看组态工程运行状态，对浏览器和网速要求过高，用户体验不理想。远程通手机组态

软件完全不同于现在市面的手机组态，是基于 C/S 结构实现的，生成的组态工程在手机上是独立

的 APP 软件，使用此 APP 软件就能够查看组态工程的运行状态，不仅对网速要求不高，而且有

很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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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支持组态地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可以制作画面背景为地图的组态工程，地图背景操作和标准的地图软件操作

一样，支持放大、缩小和拖拽。组态工程的画面使用地图为背景，能够更加直观监控设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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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支持强大的图形绘制功能 

    远程通组态软件具有强大的绘图功能，让工程人员在画面中绘制任何二维的矢量图形变得非

常的容易和快捷，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异常简单的基础图形，例如：矩形、椭圆、多边形、

文本、图形、直线等等。工程人员可以轻松的将简单的图形组合成更加复杂的复合图形，可以把

任意图形做成标准的图形控件放入控件库中（能够永久使用）。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全面的鼠标、键盘操作来支持图形的排布：选择、拉伸、移动、旋转、

复制和拖拉等等。 

    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从绘图软件中直接复制图形的功能（从标准的 Windows 剪切板读取数

据直接进行图形绘制）。完美兼容“工控图库工具 symbol factory 2.0”，能够把图库工具的图形直

接复制到组态软件中。完美兼容“Microsoft Office Visio”软件的图形，例如：使用 Visio 软件导

入一个 png 透明图片，再从 Visio 选中此图片复制到远程通组态软件中，远程通组态软件自动生

成一个透明的图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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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支持一台计算机同时运行多个组态工程 

    传统的组态软件一台计算机仅仅能够运行一个组态工程，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一台计算机运

行多个组态工程。使用组态设计器设计一个组态工程，点击“发布工程”按钮 3.1.6 发布工程，

可以将当前组态工程发布成一个单独运行的工程软件，“发布工程”的路径不同，会生成多个不

同的工程软件，从而能够同时运行多个组态工程。 

    注释：发布成功的工程软件和远程通组态软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软件，发布成功的组态

工程放在一个单独文件夹，可以将该文件夹拷贝的任意一台计算机上可以直接运行（免安装）。 

1.1.10 支持网络授权使用组态软件 

    远程组态软件不仅仅支持本地授权，而且支持网络授权。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或运行组态工

程，工程人员需要输入一个登录账号和密码（类似 QQ 聊天软件），账号登录成功，就可以使用

组态软件。 

    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设计一个组态工程，发布成一个单独运行的组态工程，可以将发布的

组态工程在云服务器（运行在云端的一台计算器）上运行，从而能够实时监控设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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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网络登录需要输入登录账号，工程管理人员可以为每一个登录账号绑定一个组态工程，

当组态工程发生变化时，远程通组态软件根据登录账号，自动更新最新的组态工程。 

    注释：传统的组态软件仅仅支持本地软件授权，灵活性太低，而且当组态工程发生变化，维

护成本过高。 

1.2 联系我们 

    在您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或本公司其它产品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疑问或困难，需要进行咨询，

请与本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销售工程师联系。您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网站在线咨询等方式与

我们取得联系。下面为本公司的联系方式，如有变更，请联系本公司的技术支持或网站，不在另

行通知。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园 B 座 2504 

    邮编：100054 

    电话：010—89284060 

    传真：010—89284060 

    网站：http://www.crdgprs.com 

http://www.crdgp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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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入门 

    远程通组态软件分为：组态设计器、组态执行器、手机组态执行器。 

2.1 安装、卸载远程通组态软件 

    计算机推荐配置：CPU 双核 2GHz，内存 8G，硬盘 160G，Windows XP/7。 

    手机推荐配置：CPU 4 核、内存 2G、Android 系统。 

    安装组态软件：远程通组态软件分为电脑端组态软件和手机端组态软件。电脑端组态软件有

专用安装包，按照安装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即可。手机端组态软件通过手机扫描本公司主页

（www.crdgprs.com）手机组态二维码即可安装。 

    卸载组态软件：卸载电脑组态软件需使用开始菜单中的组态软件目录下的卸载组态软件快捷

方式，并且按照卸载提示操作即可。卸载手机组态软件按照手机标准的卸载方式即可卸载。 

2.2 远程通组态软件授权使用 

    远程通组态软件必须授权后才能正常使用，软件授权的方式是以账号登录的形式呈现。账号

登录分为网络登录和加密狗登录，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项目需求选择登录方式，如下图所示。 

网络登录 加密狗登录

    

http://www.crdgp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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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登录：在电脑网络连接正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网络登录方式启动软件。工程人员

输入“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如果登录成功，远程通组态软件正常启动。 

 加密狗登录：在电脑 USB 接口处插入专用的“加密狗”（类似于 U 盘的硬件），可以使用

加密狗登录方式启动软件。工程人员输入和当前插入的“加密狗对应的账号”，点击登

录，如果登录成功，远程通组态软件正常启动（加密狗登录可以在无网络下使用远程通

组态软件）。 

 账号、密码、加密狗申请：网络登录需要账号和密码，加密狗登录需要硬件加密狗和账

号。软件的账号登录信息是由“系统管理员”（购买“远程通软件产品”的公司统一称

为“系统管理员”）分配，工程人员可向“系统管理员”申请账号登录信息。账号的信

息分配规则参考《工程管理软件使用帮助》。 

 账号站点个数：“系统管理员”在分配“账号信息”的同时，会为此账号分配“账号站

点个数”。账号登录确定工程人员能否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账号站点个数确定使用组

态软件制作的组态工程能够建立站点的多少。制作组态工程建立的站点个数不能大于账

号站点个数，如果大于账号站点个数，组态工程将无法正常运行（工程人员在制作组态

工程过程中，如果发现账号站点个数不足，可向“客户管理员”申请增加账号站点个数）。 

 账号信息更改：工程人员可以对账号信息进行更改，点击菜单栏“帮助\账号信息更改”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进行账号信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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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账号信息分别为：账号、硬件地址、修改密码、修改邮箱、修改手机号、解除

硬件地址绑定、当前登录方式、自动登录。其中，账号、硬件地址、当前登录方式为登录显示

信息，不可更改；修改密码、修改邮箱、修改手机号、绑定硬件地址绑定为登录修改信息，只有

网络登录才能修正这些信息；自动登录以复选框的形式呈现，选中此选项，软件下次登录时，直

接进行登录验证（不需要人为点击登录按钮）。 

    注释：同一网络账号只能在一台电脑上使用，如果需要更换电脑使用该网络账号，必须解除

该网络账号的硬件地址绑定，有两种解除方式：方式 1：通过“系统管理员”解除硬件地址绑定；

方式 2：通过“账号信息设置”对话框的解除硬件地址绑定。 

2.3 设计一个组态工程   

    组态工程能够可视化的显示或控制实际的工控设备，在使用组态设计器设计工程过程中，需

要重点考虑 4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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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工程人员需要怎样的图形画面？也就是怎样用抽象的图形画面来模拟实际的工业现场

和相应的工控设备。 

    变量：怎样用变量来描述工控对象的各种属性？也就是建立具体的变量，此变量反映了工控

的对象的各种属性，比如温度、湿度等。 

    连接：变量和图形画面中的图形组件的连接关系是什么？也就是画面上的图形组件以怎样的

动画来模拟现场设备的运行，以及怎样让操作者输入控制设备的指令。 

    逻辑实现：怎样合理的使用表达式或脚本？也就是当设计的组态工程过于复杂时候，根据实

际的需求，使用表达式或脚本语言实现通过编程的方式实现复杂的逻辑。 

    根据实际的项目需求，通过以下流程建立一个组态工程： 

    1.新建或打开一个组态工程，参考：3.1.1 新建工程。 

    2.设计图形显示界面（定义画面），参考：4.1 画面管理。 

    3.定义变量（建立信道、站点，然后建立变量），参考：第五章 变量设计。 

    4.在画面上绘制相应的图形或插入图形控件（设计图形组件），参考：第六章 图形管理。 

    5.建立图形组件和变量的动画连接，参考：第七章 图形组件的动画连接。 

    6.使用脚本或表达式设计逻辑，实现复杂功能（主要改变变量的值），参考：7.2 表达式和

运算符。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流程不是完全独立的，实际上，这些操作是交错进行的，直到组态工程

制作成功。 

2.4 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的基本流程 

    1.打开组态设计器，软件名称为“组态设计器.exe” 

    2.设计一个组态工程，参考：2.3 设计一个组态工程。 

    3.点击全部保存按钮，对组态工程进行错误检验，参考：3.1.4 保存工程。 

   4.点击运行工程按钮，运行组态工程（PC 端），参考：3.2.7 运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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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发布组态工程到指定文件目录（生成一个单独运行的工程软件），参考：3.1.6 发布工程。 

    6.通过远程通软件（本公司辅助软件）上传组态工程到云端服务器。 

    7.运行组态执行软件（电脑或手机），从云端服务器下载组态工程并且运行组态工程，参考：

第十四章 运行组态执行器或第十五章 运行手机组态执行器。 

    注释：如果仅仅使用电脑组态软件（组态运行软件使用加密狗登录），在第 4 流程就能够正

常运行组态工程（具体用例可参考 17.1 演示工程用例）。 

2.5 组态设计器的构成 

    建立组态工程主要是通过组态设计器完成的，（电脑或手机）组态执行软件仅仅是把组态工

程以动态画面的形式显示出来。 

    组态设计器构成如下图所示： 

1.菜单栏区域
2.工具栏区域

3.工程管理器

4.图形设计区域

5.信息输出区域

6.状态栏区域

     

组态设计器由 6 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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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栏区域：组态软件大多数功能的入口，实现组态的大部分操作。  

 工具栏区域：组态软件的各功能的组合区域，其大部分功能和菜单栏的相关操作相同。  

 工程管理器：由工程、工具盒、属性三部分组成，提供了组态软件的工程管理、图形控

件管理和图形基本属性管理。  

 图形设计区域：组态软件的组态设计区域，主要用于设计组态画面。 

 信息输出区域：显示组态工程的设计状态，是否存在工程错误、警告等。 

 状态栏区域：显示图形的位置、大小等状态。 

2.6 组态设计器功能区域布局 

    在本文档 2.5 远程通组态软件的构成可知，组态设计器由多个功能区域构成，工程人员可以

根据自己软件使用习惯，可以对以下功能区域进行隐藏或显示。 

 工具栏区域 

工具栏区域由多个工具条组成，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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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人员可以根据使用习惯，可自定义工具条显示或隐藏，通过以下 2 种方式设置： 

1.通过菜单栏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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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的右键菜单进行布局 

点击工具栏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菜单栏，进行工具条设置。 

 

 工程管理器 

工程管理器区域的显示或隐藏可通过以下 3 种方式进行设置。 

1.通过菜单栏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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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进行布局 

 

3. 通过工具栏的右键菜单进行布局 

点击工具栏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菜单栏，进行工具条设置。 

 

 输出窗口 

输出窗口区域的显示或隐藏可通过以下 2 种方式进行设置。 

1.通过菜单栏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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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工具栏的右键菜单进行布局 

点击工具栏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菜单栏，进行工具条设置。 

 

 状态栏 

状态栏区域的显示或隐藏可通过以下 2 种方式进行设置。 

1.通过菜单栏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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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工具栏的右键菜单进行布局 

点击工具栏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菜单栏，进行工具条设置。 

 

 

第三章 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对工程进行设计，分为工程管理和工程运行设计。 

3.1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对组态工程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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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新建工程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点击“新建工程”按钮，弹出“新建工程向导一”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新建工程向导一 

 选中类型中的“空工程”，在工程名称栏内填写相应的工程名称。 

 点击文件位置右边的“„”选择工程保存路径。 

 点击“退出”退出新建工程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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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下一步”继续新建工程，弹出“新建工程向导二”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新建工程向导二 

 脚本语言默认为“M 语言”。 

 缺省画面宽度：设置在新建页面时工程页面宽度的默认值。100-10000 的整数。 

 缺省画面高度：设置在新建页面时工程页面的高度的默认值。100-10000 的整数。 

 标尺可见：新建工程时的比例尺是否可见。 

 缺省画面颜色：设置在新建画面时图形画面的背景色的默颜色。 

 组态工程类型：电脑组态或手机组态。 

 单击“前一步”返回上一页向导对话框。 

 点击“退出”退出新建工程向导。 

 点击“下一步”继续新建工程，弹出“新建工程向导三”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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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向导三 

 公司名称：创建此组态工程的公司名称。 

 公司主页：创建此组态工程的公司主页。 

 联系方式：创建此组态工程的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创建此组态工程的电子邮件。 

 单击“前一步”返回上一页向导对话框。 

 点击“退出”退出新建工程向导。 

 点击“完成”建立一个组态工程成功，并且进入组态工程的组态操作。 

3.1.2 打开工程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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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最近的工程的

列表打开 

 

 通过工程文件打开工程 

    点击“打开工程”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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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程文件，工程文件的后缀为“.dcp”，点击“打开”，打开工程。 

 通过最近的工程列表打开工程 

    点击菜单栏“文件\最近的工程”菜单，呈现如下画面： 

 

   点击需要打开的工程，打开组态工程。 

3.1.3 工程转换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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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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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工程设置”按钮，弹出工程设置对话框，选中“基本属性”属性页，如下图： 

 

工程转换指的是组态工程类型（电脑或手机）是可以相互转换。 

电脑组态：当前组态工程仅仅支持在组态执行器运行。 

手机组态：当前组态工程仅仅支持在手机组态执行器运行。 

3.1.4 保存工程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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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键盘快捷键

组合”打开 

同时按下“Ctrl”、“Shift”、“S”，进行全部保存操作。 

 

    在组态工程设计完成后，需要保存工程，这样才能把设计后的组态工程永久保存到磁盘文件

中，以免发生数据丢失。 

    保存工程过程中自带组态工程检错功能，检查当前工程是否存在设计错误。 

 

    注释：发布组态工程或上传工程到云端服务器之前，必须保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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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生成工程模板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点击“保存为模板工程”弹出保存为模板对话框。 

 

    组态工程设计好后，如果此工程可用于后续工程开发，可以把此工程保存为模板。在新建工

程时，可以选择此模板工程，可以在此模板工程下继续组态开发。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3.1.6 发布工程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点击“发布工程”按钮，弹出发布工程对话框，进行组态工程发布，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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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工程”对话框提供“确定”和“取消”按钮，若使用“取消”按钮，将取消发布组态

工程，若点击“确定”按钮，将在指定文件夹生成一个全新的组态运行工程，名称为“XXX_发布

版”（XXX 指的是当前设计的组态工程的工程名称）。 

 可执行 exe 文件名称 

组态运行工程可以指定运行文件名称。 

 文件夹位置 

组态运行工程存放位置。 

 导出地图文件库 

选中此选项，发布工程时将会地图文件库的地图文件发布到 exe 目录下。 

注释：以下情况发布失败 

1.当前设计的组态工程在设计器软件安装目录下。 

2.将工程发布到当前设计的组态工程目录下。 

3.1.7 查看工程文件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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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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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组态工程是以多个文件的形式存储在电脑磁盘中某个文件夹中，点击“打开工程文件夹”按

钮，能够快速打开组态工程对应的文件夹，查看工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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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导入媒体文件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用于导入媒体文件到组态工程中，支持的文件类型有：bmp、jpg、png、mng、gif、ico、dib、

pcx、tga、cur、avi、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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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导入媒体文件成功后，可以使用该媒体文件进行相应的组态操作。能够使用的媒体文件会

在“工程管理器\工程”属性页的媒体文件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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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关闭工程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点击“关闭工程”按钮，关闭当前打开的组态工程。 

通过工具栏打开 

 

点击软件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关闭当前打开的组态工程，并且退出组

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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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点击“退出”按钮，关闭当前打开的组态工程，并且退出组态软件。 

3.2 工程运行设计 

    工程运行设计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对组态工程运行态进行全局设计。 

3.2.1 工程运行初始化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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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工程运行初始化指的是，组态工程运行时主窗口的显示风格，初始化打开哪些画面。 

点击“工程设置”按钮，弹出工程设置对话框，选中“基本属性”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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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主窗口风格指的是组态工程运行时显示的窗口风格。 

   标题：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标题栏显示的标题名称。 

   显示菜单：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是否显示菜单栏。 

   全屏运行：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是否全屏显示。（全屏显示时不显示菜单栏） 

   始终置顶：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是否置顶。 

   显示标题栏：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是否显示标题栏。（全屏显示、始终置顶不显示标题栏） 

   显示最大化按钮：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是否显示最大化按钮。  

   显示最小化按钮：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是否显示最小化按钮。 

   显示关闭按钮：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是否显示关闭按钮。 

   启动画面：组态工程在运行时默认启动的画面。点击左侧的“...”按钮，弹出画面列表对话

框，选取需要打开的画面，可以选择多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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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工程脚本、表达式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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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程设置”按钮，弹出工程设置对话框，选中“脚本和位置”属性页，如下图： 

 

工程脚本、表达式分为：启动执行、定时执行和退出执行。 

 启动执行（组态工程启动时执行的表达式或脚本） 

表达式：点击此按钮，进行启动执行表达式设置，实现一些变量的工程初始化赋值。 

脚本：点击此按钮，进行启动执行脚本设置。 

 定时执行（组态工程运行后定时执行的表达式或脚本） 

表达式：点击才按钮，进行定时执行表达式设置，实现一些变量的工程定时赋值。 

脚本：点击才按钮，进行定时执行脚本设置。 

定时：定时时间，多少 ms 时间间隔进行一次定时执行。 

 退出执行（组态工程退出时执行的表达式或脚本） 

表达式：点击此按钮，进行退出执行表达式设置，实现一些变量的工程退出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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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点击此按钮，进行退出执行脚本设置。 

注释：表达式的使用参考 7.2.4 表达式赋值，工程表达式可以设置多个表达式赋值，脚本的的使

用参考第八章 脚本语言程序。 

3.2.4 工程信息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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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点击“工程信息按钮”，弹出工程信息对话框，对工程信息进行更改。 

 

注释：每一个工程人都可以为当前组态工程设置工程信息，工程信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同样可

以查看（点击“关于”菜单栏的“工程信息”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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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键盘管理器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用于组态工程运行时，工程人员触发键盘按键实现特定操作。（手机组态不支持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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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管理器”对话框包括菜单、工具栏、显示区域。 

 菜单： 

       文件\退出：关闭并退出“键盘管理器”对话框。 

       编辑\新建：打开“键定义”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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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确定或取消：确定或取消键盘定义。 

       2.键组合采用+Alt、+Ctrl、+Shift 的复选框以及 F1 到 F12 的下拉选择框；复选框选   中

时表示需同时按住该键，而下拉框仅允许选择，而不允许手动填写，若选中表示需按住该键。 

       3.赋值表达式：参考本文档 7.2.4 表达式赋值。 

       4.事件连接：和鼠标单击事件连接相似，可参考本文档 7.12 鼠标单击事件。     

       编辑\编辑：对已经定义的“键盘事件”进行再次编辑。 

       编辑\删除：将直接删除显示区域中所选中的内容。 

 工具栏： 

        新建：与菜单“编辑—新建”操作一致。 

        编辑：与菜单“编辑—编辑”操作一致。 

        删除：与菜单“编辑—删除”操作一致。 

        退出：与菜单“文件—退出”操作一致。 

 显示区域： 

        通过表格的显示键盘管理器所设置的热键和相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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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上图设置所示，当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按下“Alt+F1”键，变量“tg”赋值为“1”。 

注释：当组合按键和 Windows 系统的按键冲突时，不建议使用此组合按键，例如：Alt+F4，会执

行关闭软件的功能。 

3.2.6 条件管理器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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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组态执行软件在执行时，当满足一些条件时实现特定操作。 

 

“条件管理器”的对话框的风格和菜单栏“工程\键盘管理器”整体风格和操作方式一致。 

点击新建或编辑条件表达式，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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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件关联：是一个表达式，在执行时此表达式值为 0 或非 0，此处表达式的设置操作可参考本

文档 7.2 表达式和运算符。 

2.事件类型：分为“表达式为真”和“表达式为假”两种类型，判断条件关联表达式是否满足事

件的类型，如满足则执行赋值表达式。 

3.执行表达式：和按键表达式相似，可参考本文档 7.2.4 表达式赋值。 

例如：如上图设置所示，当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表达式“tg”的值为真，执行赋值表达“tg，

tg”。 

3.2.7 运行工程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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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

开 

 

通过工具栏打

开 
 

    启动组态执行器软件，自动加载当前设计的组态工程，从而运行当前设计的组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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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画面设计 

    一个组态工程可以有多个组态画面，组态画面是图形绘画的背景。工程人员可以需求，建立

多个画面，在不同画面绘画相应的图形组件，从而实现相应的组态功能。 

    画面设计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对画面进行设计，分为画面管理和画面运行设计。 

4.1 画面管理 

    画面管理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对画面进行管理。 

4.1.1 新建画面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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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点击“新建画面”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1.画面名称：画面建立后，画面窗口的名称；画面对应存储文件的文件名称。（新建一个组态工

程，默认创建一个组态画面，画面名称为“Main”）。 

2.画面背景颜色：画面建立后，画面的背景颜色。 

3.画面描述：对新建画面的描述。 

4.风格：新建的画面是否显示标题栏和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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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画面大小：新建的画面的宽度和高度（可以通过点击“显示屏大小”按钮，获取当前电脑的屏

幕大小）；同时可以设置此画面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此画面打开默认显示的偏移位置（选中“画

面居中显示”，此画面打开默认居中显示）。 

6.自动关闭：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打开其他组态画面，此画面自动关闭。 

7.创建：确定新建一个组态画面。 

8.取消：取消新建一个组态画面。 

4.1.2 打开画面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确定需要打开的画面，双击“画面名称”的树节点直接打开该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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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保存画面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键盘快捷键

组合”打开 

同时按下“Ctrl”、 “S”，进行全部保存操作。 

 

   在组态画面设计完成后，需要保存画面，这样才能把设计后的组态画面永久保存到磁盘文件

中，以免发生数据丢失。 

4.1.4 画面缺省属性设置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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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点击“工程设置”按钮，弹出工程设置对话框，选中“基本属性”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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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缺省属性设置指的是新建画面的默认属性。 

    获取屏幕大小：获取当前显示屏的分辨率大小，快速设置画面的宽度和高度。 

    窗口的宽度和高度：缺省画面的宽度和高度。 

    屏幕居住显示：缺省画面是否居住显示。 

    X、Y 位置：缺省画面的在屏幕中偏移位置。 

   显示标尺：缺省画面是否显示标尺。 

   显示页面倒影：缺省画面是否显示页面倒影（此版本无效）。 

   背景颜色：缺省画面的背景颜色。 

   边界背景颜色：缺省画面边界的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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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画面背景设置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

栏打开 

 

通过工具

栏打开  

通过双击

画面打开 

在画面的空白位置（不是双击画面上的组件），可以直接打开画面设置。 

通过画面

右键菜单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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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画面设置”按钮，弹出画面设置对话框，选中“基本属性”属性页，如下图： 

 

    画面背景：设置画面背景颜色，可以显示单色，也可以通过填充，设置不同背景效果；可以

使用一张图片作为画面的背景（只能使用已经导入组态工程的图片，可以使用 3.1.8 导入媒体文

件导入图片），背景图片默认在左上角显示，如果选中“居中显示”按钮，背景图片在画面上居

中显示。 

    页面背景：画面依附在页面上，页面也可以设置颜色（组态工程运行时，不显示页面）。 

4.1.6 画面打印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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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键盘快捷键

组合”打开 

同时按下“Ctrl”、“P”，进行打印操作。 

 

    页眉与页脚 

    编辑打印时页眉与页脚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页眉：用于设置页眉不同位置打印的文字，可选择相应的内容。 

    页脚：用于设置页脚不同位置打印的文字，可选择相应的内容。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格式：页眉和页脚的文字字体、颜色等。 

    页眉设置：设置打印页面的大小。 

    页面设置 

    用于设置打印时，打印页面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该页面设置打印设置的一些相关参数，如打印机纸张、打印缩放比例、打印网络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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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预览 

     用于需要打印的画面进行预览。 

     打印设置 

     用于设置打印机及纸张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打印 

    用于画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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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多画面布局 

     每一个打开的画面就是一个单独的窗口，组态工程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画面，也就是多个窗

口。多画面布局的功能全部集成在“窗口”菜单中。 

  用鼠标左键点击菜单栏上的“窗口”菜单，弹出下拉式菜单，如下图所示： 

 

窗口操作 描述 

下一个窗口 显示当前显示窗口的下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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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窗口 显示当前显示窗口的前一个窗口。 

关闭窗口 关闭当前获得（选中）窗口。 

关闭所有窗口 关闭所有已经打开的窗口。 

水平平排窗口 将所有窗口水平排列。 

垂直排列窗口 将所有窗口垂直排列。 

重叠窗口 将所有窗口重叠显示出来。 

平铺窗口 将所有窗口平铺显示出来。 

窗口布局 打 开 窗 口 布 局 界 面 ； 键 盘 快 捷 键 F4 ； 工 具 栏 快 捷 按 钮 ：

 

窗口布局下，可以对每一个画面大小、位置，通过鼠标拖拉方式改变。

再次点击窗口布局，退出窗口布局。 

窗口管理 对已经打开的窗口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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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窗口 以列表形式显示当前已经打开的窗口，可以通过点击任意的窗口（打钩

选中），激活此窗口。 

 

4.1.8 画面缩放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

栏打开 

 

50%：画面缩放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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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画面缩放到 100%。 

200%：画面缩放到 200%。 

整页：缩放到屏幕内正好能显示整个画面。 

页面宽度：缩放到屏幕内正好能显示整个画面宽度。 

页面高度：缩放到屏幕内正好能显示整个画面高度。 

选中组件：缩放到屏幕内正好能显示选中图形组件。 

通过工具

栏打开 

画面缩放

 

缩小：画面整体缩小 5%。 

放大：画面整体放大 5%。 

选择显示比例：画面的显示比例，选项为 10，20，40，80，100，200，

300，400，600，800。 

100%：缩放比例直接变为正常的 100%。 

选区放大：放大选中区域。 

显示整个画布：将缩放比例调为能显示整个画面。 

适应屏幕宽度：适应屏幕宽度显示。 

  完全显示选中对象：完全显示选中的对象。 

通过“键

盘、鼠标滚

按下“Ctrl”键，鼠标滚轮上下滑动，对画面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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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打开 注释：此方式和常用软件缩放方式完全一致，在组态软件执行器，也可以使用此

方式进行画面缩放。 

4.1.9 导入画面文件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组态工程可以导入其他组态工程的组态画面到当前工程中，点击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选

中需要导入的组态画面。 

 

     注释：组态画面是以“.xdg”文件形式保存的，工程人员也可以找到需要复制的画面文件，

直接粘贴到工程文件夹下的“XdgFiles”文件夹下（需要关闭当前组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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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删除画面文件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组态工程可以删除组态画面（永久删除），删除画面时需要关闭所有的打开的组态画面。 

 

     注释：组态画面是以“.xdg”文件形式保存的，工程人员也可以直接在工程文件夹下的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XdgFiles”文件夹找到需要删除的文件直接删除（需要关闭当前组态工程）。 

4.1.11 画面发布为图片文件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用于将当前活动的组态画面保存为一个图片文件。 

4.1.12 画面平移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工具栏

打开  

移动画布（地图操作）：当“移动画布”按钮处于选中状态，在画面上通过

鼠标点击画面可以对画面进行拖动。此状态下不可以对图形进行编辑，再次点

击“移动画布”进入画面编辑状态。 

当画面的背景是“组态地图”时，通过此按钮可以对地图进行拖拽，详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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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第十三章 组态地图。 

通过平移窗

口打开 

1.通过工具栏的右键菜单，弹出如下菜单，选中“平移窗口”，如下图所示： 

 

2.选中“平移窗口”，弹出如下“平移窗口”工具栏，如下图所示： 

 

在平移窗口中，可以拖动画面，画面也跟着移动。 

4.1.13 画面绘图属性设置 

绘图设置 描述 

全屏显示 功能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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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菜单栏进入 

 

2.通过工具栏进入 

 

功能描述： 

将画面进行全屏显示，全屏显示默认是不显示工具栏，如果需要工具栏，

可以通过菜单“查看\工具栏”显示相应的工具栏。 

高质量绘制效果 功能入口： 

1. 通过菜单栏进入 

 

功能描述： 

图形组件进行高质量绘画（更加注重图形绘画的细节）。 

设计模式 功能入口： 

1. 通过菜单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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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启动或关闭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可以操作画面和画面上的图形组件，例如：移动、缩放、旋转

等操作。 

非设计模式：查看画面和图形组件的显示效果，不可以操作画面和图形组

件。 

预览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2.通过工具栏进入 

 

功能描述： 

进入或退出预览。 

进入预览：组态工程进入非设计模式，并且隐藏工具栏、工程管理器、输

出窗口、状态栏等。 

退出预览：组态工程进入设计模式，并且显示之前隐藏的工具栏、工程管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理器、输出窗口、状态栏等。 

显示标尺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2.通过工具栏进入 

 

功能描述： 

显示或隐藏画面的标尺。当图形需要精确定位的时候, 标尺就非常重要, 

缺省情况下, 标尺支持毫米\厘米\英寸等多种度量单位, 您可以通过在标

尺上单击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来进行各种单位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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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

标尺类型

 

显示辅助线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功能描述： 

显示或隐藏设计用的辅助线。当您将鼠标移动到标尺的边缘或者两个标尺

的结合部分时, 如果按下鼠标并拖动, 就可以拖出辅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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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线

 

辅助线操作 功能入口： 

1.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右键点击需要操作的辅助线，弹出画面右键菜单，进行辅助线操作。 

 

功能描述： 

1.删除选中的辅助线。 

2.锁定选中的辅助线，锁定的辅助线不可拖动。 

3.解锁已经锁定的辅助线。 

显示边界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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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标定组态工程执行时的有效画面区域。 

边界线

 

网格属性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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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进入 

 

功能描述： 

打开画面网格设置对话框，用于更改网格属性，如下图： 

 

     网格颜色：设定网格点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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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可见：网格点是否显示。 

     网格间距：网格点之间的间距。 

网格点

 

选项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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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形的操作进行一些基本的设置。 

 

对齐与吸附 功能入口： 

1. 通过菜单栏进入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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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齐组件 

快速进行图形组件对齐操作，点击弹出如下对话框： 

 

    对齐网格线：选中后，组件按照网格线对齐；未选中，则不按照网格

线对齐。 

    对齐形状手柄：选中后，组件按照形状手柄对齐，未选中，则不对齐。 

    对齐形状顶点：选中后，按照形状顶点对齐；未选中，则不按照顶点

对齐。 

    对齐形状交点：选中后，按照形状的交叉对齐；未选中，则不按照交

点对象。 

    对齐辅助线：选中后，对齐到辅助线；未选中，则不对齐到辅助线。 

2.对齐辅助线 

画面上的图形组件进行位置操作时，自动与辅助线对齐。 

3.吸附到控制点 

画面上的图形组件的控制点接近另外一个图形组件的控制点时，将自动靠

近到一起。 

4.吸附到顶点 

画面上的图形组件的顶点接近另外一个图形组件的顶点时，将自动靠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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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5.吸附到相交点 

画面上的图形组件的控制点接近其他图形组件的相交点时，将自动靠近到

一起。 

6.关闭所有吸附 

关闭所有的图形操作的吸附功能。 

开始点作为中心绘

制 

功能入口： 

1. 通过菜单栏进入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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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制图形的时候，如果处于开始点作为中心绘制状态，则绘图系统会

自动在您绘制圆、圆弧、矩形等图形的时候将第一个点作为绘制图形的中

心点。 

 

 

4.2 画面运行设计 

    画面运行设计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对组态工程的画面运行态进行设计。    

4.2.1 画面打开初始化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

栏打开 

 

通过工具

栏打开  

通过双击

画面打开 

在画面的空白位置（不是双击画面上的组件），可以直接打开画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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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画面

右键菜单

打开 

 

    画面打开初始化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画面被打开时的画面窗口的显示风格和画面窗

口的显示位置。 

 基本属性 

    点击“画面设置”按钮，弹出画面设置对话框，选中“基本属性”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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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设置画面在组态软件运行时，画面标题栏中显示的标题名称。 

     风格：设置画面在组态软件运行时，是否显示标题栏、最大化按钮、最小化按钮、关闭按

钮、边框。 

 显示位置 

    点击“画面设置”按钮，弹出画面设置对话框，选中“脚本和位置”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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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大小：设置画面的宽度和高度（可以通过点击“显示屏大小”按钮，获取当前电脑的屏

幕大小）；同时可以设置此画面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此画面打开默认显示的偏移位置（选中“画

面居中显示”，此画面打开默认居中显示）。 

    自动关闭：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打开其他组态画面，此画面自动关闭。 

4.2.2 画面脚本、表达式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

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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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具

栏打开  

通过双击

画面打开 

在画面的空白位置（不是双击画面上的组件），可以直接打开画面设置。 

通过画面

右键菜单

打开 

 

   点击“画面设置”按钮，弹出画面设置对话框，选中“脚本和位置”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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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脚本、表达式分为画面初始化化执行、画面定时执行 1、画面定时执行 2 和画面关闭执行。 

 画面初始化执行（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画面初始打开时执行的表达式或脚本） 

表达式：点击此按钮，进行画面初始化执行表达式设置，实现一些变量的画面初始化赋

值。 

脚本：点击此按钮，进行画面初始化执行脚本设置。 

 画面定时执行 1（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画面打开后，定时执行的表达式或脚本） 

表达式：点击此按钮，进行画面定时执行表达式设置，实现一些变量的画面定时赋值。 

脚本：点击此按钮，进行画面定时执行脚本设置。 

定时：定时时间，多少 ms 时间间隔进行一次定时执行。 

 画面关闭执行（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画面关闭时执行的表达式或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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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点击此按钮，进行画面关闭表达式设置，实现一些变量的画面关闭时赋值。 

脚本：点击此按钮，进行画面关闭脚本设置。 

注释 1：表达式的使用参考 7.2.4 表达式赋值，画面表达式可以设置多个表达式赋值，脚本的使

用参考第八章 脚本语言程序。 

注释 2：右键点击画面，弹出“画面右键菜单”，弹出画面脚本编辑对话框，可以对画面脚本直

接进行快捷设置（以属性页的形式列举出所有的画面脚本）。 

画面脚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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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变量设计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变量是“组态软件”最核心的部分，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工业现场的生产状况要以动画的形

式反映在计算机屏幕上，同时工程人员在计算机前发布的指令也要迅速送到到现场，所有这一切

都是以变量为中介环节，变量是联系上位机和下位机的桥梁。 

5.1 构建主从采集网络 

主从采集网络的节点为终端，其中使用组态设计器建立的工程我们称之为一个软件终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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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对应的，比如捷麦顺驰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 PLC 产品，我们称之为：硬件终端。终端与终端之

间通过各种通信方式（串口、电台、GPRS 等）相互访问，就会形成比较复杂的主从网络。如下

图所示： 

硬件终端B3硬件终端B2硬件终端B1

软件终端A1

信道号3
站点3

远程通网络信道

远程通网络信道

远程通网络信道
远程通网络信道

软件终端Q

信道号3
站点1

信道号3
站点2

信道号1
站点B1

信道号1
站点Q1

信道号3
站点Q2

信道号2
站点Q3

软件终端A2

信道号1
站点B1

网口

硬件终端C2硬件终端C1

信道号4
站点2

G300网络信道 G300网络信道

信道号4
站点1

信道号4
站点Q4

远程通网络信道

主站：终端A1中的站点B1
从站1：终端Q中的站点Q1

从站2：硬件终端B3中的站点3

主站：终端A2中的站点B1
从站1：终端Q中的站点Q3

主站：终端Q中的站点Q2
从站1：硬件终端B1中的站点1
从站2：硬件终端B2中的站点2
从站3：硬件终端B3中的站点3

主站：终端Q中的站点Q4
从站1：硬件终端C1中的站点1
从站2：硬件终端C2中的站点2

 

        图 5-1 主从网络拓扑图 

 以软件终端 A1 为例，箭头的方向表示了站点间的主从关系，箭头的发起方为主站，箭头的指

向方为从站，在终端 A1 中，站点 B1 为主站，从站有两个，一个是终端 Q 中的站点 Q1；另一个

是终端 B3 中的站点 3。上图中红色字体标识了每个终端下的主站和从站。 此外，箭头还表示了

站点之间通信的方式，在上图中有 3 种：“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以及“G300 网络信道”。 

 就目前而言，通信方式不止 3 种，下面讲述一下每种通信方式的连接方式。 

1. 串口信道 

串口信道常见的连接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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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硬件终端串口 串口串口线

 

一般来说，串口线经常使用 485 电平做连接电平，串口信道的连接方式是应用最广泛，测控

技术人员最熟悉的信道和连接方式。 

2. 数传电台信道 

数传电台信道在软件终端和硬件终端上都要连接数传电台，下图是一个软件终端做主站，硬

件终端做从站的连接关系图： 

具有数传信道的终端
硬件终端+数传电台

具有数传信道的终端
硬件终端+数传电台

具有数传电台信道的终端
计算机+数传电台

计算机 串口 数传电台

硬件终端串口数传电台

硬件终端串口数传电台

无线电波

 

有些无线 PLC 和无线 RTU 自身就带数传电台，这时网络的组成如下图： 

无线PLC

无线RTU

无线电波

具有数传电台信道的终端
计算机+数传电台

计算机 串口 数传电台

 

数传电台信道的数传电台的通信协议应一致，如果是数传电台和无线 PLC 组网，其无线的通

信协议应能够互通，一般来说同一公司生产的同一类型的无线台都能够互通。例如：“北京捷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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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F 系列电台的多个型号都能够互通。 

3. 网口信道 

网口信道指的是每个终端都有固定 IP 地址的信道。网口信道的连接示意图如下： 

计算机 网口

硬件终端网口

硬件终端网口

网线互联网网线

网线

 

网口信道有两种协议，一个是 TCP/IP 协议，一个是 UDP 协议。 

4. 短信信道 

短信信道在软件终端和硬件终端上都要连接短信模块，下图是一个软件终端做主站，硬件终

端做从站的连接关系图： 

具有短信信道的终端
硬件终端+短信模块

具有短信信道的终端
硬件终端+短信模块

具有短信信道的终端
计算机+短信模块

计算机 串口 短信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短信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短信模块

GSM网络

 

有些无线 PLC 和无线 RTU 自身就带数传电台，这时网络的组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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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PLC

无线RTU

GSM网络

具有短信信道的终端
计算机+短信模块

计算机 串口 短信模块

 

对于手机终端而言，自带短信功能；有些硬件终端比如无线 PLC 和无线 RTU 自身就带短信模

块功能，这时网络的组成如下图： 

手机

无线PLC

无线RTU

GSM网络

 

5. G300 网络信道 

G300 网络信道在底层网络 TCP/IP 协议的基础上又架构了一层 G300 信道协议，通过 G300 信

道协议使具有临时 IP 的设备间能够相互通信。G300 网络信道能够进行网络通讯的物理链路包括：

2G（GPRS）、4G、WIFI、网口和其它的上网设备。常见的网络通信模块包括：2G 网络下的 G300

模块；4G 网络下的 G300 模块、WIFI 网络下的 G300 模块、网口下的 G300 模块；除此之外，也

可以是包含 G300 网络信道的无线 PLC 或 RTU。 

G300 网络信道在计算机端可连接 G300 模块或不连接 G300 模块，两种组网方式见下图： 

（1） 计算机不能联网，需要通过计算机串口外接一个 G300 模块，使其具有上网功能。我们把

这种通信方式称为“G300 网络信道（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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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串口 G300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G300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G300模块

网络

 

（2） 主站计算机可以联网，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模拟一个软 G300 模块，使其具有硬件 G300

模块的功能，这样做可以为用户节省一个硬件模块，我们把这种通信方式称为：G300 网络信

道（网口）。此时连接方式见下图： 

计算机 网口

硬件终端串口G300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G300模块

网络

互联网

 

有些无线 PLC 和无线 RTU 自身就带 G300 信道，其等效图如下： 

硬件终端串口G300模块
无线PLC

含有G300信道

 

G300 信道下的 G300 模块的通信协议应一致，如果是 G300 模块和无线 PLC 组网，其通信协

议应一致，一般来说同一公司生产的同一类型的 G300 模块和同类型的无线 PLC 都能够互通。例

如：“北京捷麦顺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T20 系列无线 PLC 与 G300 模块就能够互通。 

其中关于 G300 信道协议查看文档《GPRS 通信协议 V1.0D201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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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远程通网络信道 

“远程通网络信道”的通信原理与“G300 网络信道”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两者使用的通

信协议有区别，“远程通网络信道”使用的是“远程通通信信道协议”，而“G300 网络信道”使

用的是“G300 信道协议”。 

注意：与“G300 网络信道”相比，“远程通网络信道”优势在于：可以在软件执行过程中，

动态更改通信的目标方，而不需要重新启动执行器；而如果是“G300 网络信道”，首先要关闭执

行器，然后更改通信目标方，接着重新启动执行器，完成目标通信方的更改，操作比较繁琐。 

远程通网络信道在计算机端可连接远程通信道模块或不连接远程通信道模块，两种组网方式

见下面两图： 

（1） 计算机不能联网，需要通过计算机串口外接一个远程通信道模块，使其具有上网功能。

我们把这种通信方式称为“远程通网络信道（串口）”。 

 

计算机 串口
远程通信
道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
远程通信
道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
远程通信
道模块

网络

 

（2） 主站计算机可以联网，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模拟一个软远程通信道模块，使其具有硬件

远程通信道模块的功能，这样做可以为用户节省一个硬件模块，我们把这种通信方式称为：

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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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网口

硬件终端串口
远程通信
道模块

硬件终端串口
远程通信
道模块

网络

互联网

 

有些无线 PLC 和无线 RTU 自身就带远程通信道，其等效图如下： 

硬件终端串口
远程通信
道模块

无线PLC
含有远程通信道

 

在下文讲述主从网络的过程中，主要从 3 点来进行讲述： 

1. 软件终端实现主站功能 

2. 软件终端实现从站功能 

3. 终端与终端之间互联，构建复杂主从采集网络 

在下文讲述的过程中，以网络拓扑图 5-1 为例，对于软件终端，需要建立对应的终端文件（终

端 A1、终端 A2 以及终端 Q），而硬件终端直接对应硬件模块。 

5.1.1 软件终端实现主站功能 

软件终端实现主站功能，主要操作有 4 步： 

1. 建立采集信道，选择与从站下位机的通信方式，比如：串口、电台、短信等，此时信道的性

质为“采集信道”。 

2. 设置信道的相关参数，如果是通过串口连接硬件模块，需要设置串口与硬件模块连接的参数，

比如：串口号、串口速率、串口格式等。 

注意：硬件模块需要专门的设置软件设置模块自己的参数，变量服务器软件不提供设置模块本身

参数的软件，只设置与模块通信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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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主站下与之通信的下位机从站，形成站点之间的主从关系。 

4. 建立主站与从站之间的通信，绑定实际通信的物理地址，这步操作叫做关联。不同的通信方

式物理地址的表现形式可能是不相同的，例如：如果是短信模块，通信的实际物理地址是手

机号码；如果是网口模块，通信的实际物理地址是 IP 和 端口号。 

注意：对于有的通信方式而言，建立主从关系与绑定通信地址是在一步操作中完成的，而对于有

的通信方式则不然，为了方便用户的理解，分成 3、4 两步，其中第 3 步建立主从关系不区分通

信方式，而第 4 步则要根据不同的通信方式绑定不同的物理地址。 

以网络拓扑图 5-1 为例，建立终端 Q 中的 Q2 主站、终端 Q 中的 Q4 主站，终端 A1 中的主站

B1，终端 A2 中的主站 B1。在建立主站前，首先应创建 3 个工程，分别为终端 Q、终端 A1 和终

端 A2，新建工程的步骤见 3.1.1（新建工程）小节。 

5.1.1.1 建立采集信道 

   根据网络拓扑图 5-1 所示，以终端 Q 中建立主站为例，主站 Q2 使用的通信方式是“远程通

网络信道（网口）”，主站 Q4 使用的通信方式是“G300 网络信道（网口）”，首先建立一个“远程

通网络信道（网口）”，建立步骤如下图所示：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1.双击“信道”或者
右键点击

2.点击“新建信道”，
弹出信道设置界面

8.单击“确
定”按钮

9.建立完成
的信道

3.选择信道性质：
使用“采集信道”

5.信道类型：选
择“远程通(网
口)”信道

4.给该信道取
一个信道名称

6.信道是否有效，去掉
勾选框，则在执行器执
行时不启动该信道

7.单击“确
定”按钮

 

        图 5-2 新建远程通信道主站 

按照上述步骤完成信道的建立，在左边树控件“信道”子节点下会增加一个“远程通网络信

道（网口）”。 

信道性质：主要分为 3 种，分别为：采集信道、设备信道、虚拟转换信道，这里选择“采集

信道”。 

信道名称：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字母、数字或者下划线_，字

母不区分大小写，字符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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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道类型：目前提供多种通信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信道类型下的站点都能够做主站，下图列出

了在某信道下能否做主站的，见下图所示：  

信道类型 能否做主站 能否做从站 能否进行主动上传 

串口 √ √ √ 

数传电台 √ √ √ 

网口-TCP_Server × √ × 

网口-TCP_Client √ × × 

网口-UDP √ √ √ 

短信信道 √ √ √ 

G300 网络信道 √ √ √ 

远程通信道 √ √ √ 

        图 5-3 信道类型总结表 

说明：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用户可不填写。 

信道是否有效：默认勾选，如果不勾选，相当于没有建立此种信道，在程序执行时也不会启

动该信道。 

用户对信道的操作处理除“新建”之外，也可以对信道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注意：用户在删除某个信道时，要谨慎操作，删除某个信道后，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

此信道相关的信息都将被删除。 

至此，在终端 Q 中，“远程通网络信道”下的主站建立完成，还需建立一个“G300 网络信道”

的主站，根据上述步骤，在信道类型下选择“G300 网络信道（网口）”就可以了，信道名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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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hu_GPRS，建立完成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4 G300 网络信道下的主站 

接下来要完成第 2 步操作，进行信道参数设置。 

5.1.1.2 设置信道参数 

不同的信道类型，信道参数设置界面可能是不相同的。 

① 串口信道 

双击串口信道下的“信道参数设置”，弹出串口信道参数设置功能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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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5 串口信道参数设置 

按照上述步骤，能够完成“串口”信道参数的设置。 

串口号：自动读取计算机内的串口。 

串口速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用户根据需要自由

选择即可。 

串口格式：N,8,1、N,8,2、O,8,1、O,8,2、E,8,1、E,8,2， 用户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即可。 

包长、包间隔时间是大包参数，采用默认值即可。 

包长：由于无线通信方式传输距离远，每次传输数据不宜过长，防止数据丢失。当上层应用

程序传输大数据量时且超过了包长，会自动启动大包 JCP 协议，将大数据包以包长为单位拆成小

数据包进行数据的传输。 

包间隔时间：如果启用大包 JCP 协议进行拆包处理，对于某些无线通信方式而言，如果连续

地发送数据包（包跟包直接没有间隔），那么接收端就认为只收到了一包数据（因为多个小的数

据包连在了一起），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在发送每一个小数据包之后，隔一段时间在发送

下一个数据包，这个间隔时间就是“包间隔时间”参数。例如 MODBUS 协议规定，包跟包之间

的间隔时间为 3.5 个字节传输所需要的时间（例如 9600bp/s 波特率 N-8-1 格式下包间隔时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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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4ms）。 

通信超时时间：当此软件作为主站时，向从站下位机发送一条采集指令，下位机给与应答响

应，当超过设定的通信超时时间从站下位机没有应答，就认为此次通信失败。通信超时时间以秒

（S）为单位，范围在 1~60。 

尝试恢复间隔：在远程测控过程中，如果某段时间内与从站下位机通信中断，就要对从站下

位机进行尝试恢复，此时间间隔表示多长时间恢复一次。以秒（S）为单位，范围在 0~65535 之

间。 

尝试恢复次数：尝试恢复从站下位机的总次数，如果超过此值，理论上认为下位机出现了致

命的错误，范围在 6~65535。 

单击按钮“高级参数”，弹出高级参数设置对话框，如下所示： 

 

当 PLC 作为透传模块使用，一个通信站点下可以挂多个设备：在每一个信道参数中加入了一

个“高级参数”：组内最大数，用户在设置从站点时设置的站址实际是“设备地址”，而真正的站

址通过组内最大数计算得出。规定：同一个站点下的多个设备间的通信方式采用串口的处理（必

须等到应答后或者超时才能发送下一条），而站点与站点之间是不影响的。现有两种通信模型：

组内最大数为 0，表示是第一种模型；组内最大数非 0，表示是第二种模型。 

引入组内最大数之后：站址和设备地址是两个概念，站址是通信的地址。 

站址的计算方式：设备地址/组内最大数+(bool)(设备地址%组内最大数)，其中组内最大数不

能为 0，设备地址从 1 开始。例如：假设组内最大数为 2，则站址与设备地址间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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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地址：1 设备地址：2

站址：1

设备地址：3 设备地址：4

站址：2

设备地址：
2 * N -1

设备地址：
2 * N

站址：N

 

GPRS通信站点1 PLC站点

GPRS通信站点1
PLC站点1

（透传模块）

设备1

设备2

设备3

串口

模型1：通信站点和设备一体

模型2：通信站点和设备分开，一个通信站点下挂多个设备

PLC站点2
（透传模块）

设备1

设备2

设备3

串口

 

注意：如果用户不知道如何修改上述参数，可以询问捷麦公司的技术支持或者是直接使用软

件的默认参数即可。 

② 网口信道 

如果主站与从站通过网口的方式连接，就可以使用网口信道。网口信道可以分为“网口-UDP

信道”、“网口-TCP_Client 信道”和“网口-TCP_Server 信道”，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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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网口信道的信道参数设置，见下图所示：  

    

        图 5-6  网口信道参数设置 

IP 地址：软件自动获得，不需要用户进行设置。 

端口号：有效范围在 100~65535 之间，采用默认值就可以。  

采集参数和大包参数在 4.1.2.1 小节中讲过，在这里不再讲述。 

③ G300 网络信道（网口） 

其中，这里只介绍此信道的信道参数设置，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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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7  G300 网络信道(网口)参数设置 

服务器参数有两种模式： 

1. 自建服务器：用户需要填写 IP 和端口，IP 栏也可以支持域名。端口号：100~65535 之间。 

2. 公共服务器：公共服务器由本公司提供，用户只需要选择协议类型：TCP 或 UDP。 

用户还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备用服务器，主服务器如果有问题，用户开启了备用服务器，通信

可以照常，否则通信只能中断。 

采集参数和大包参数在串口信道小节中讲过，在这里不再讲述。 

信道组码：1~4294967040 之间，GPRS 通信协议规定：只有一个组内的 GPRS 模块之间才可

以进行正常通信，不同组的 GPRS 模块之间不能进行通信。 

心跳时间：表示多长时间没有收到服务器的数据，就要给服务器发送一包心跳包，如果服务

器回复正常，表示网络连接是正常的，否则可能已经断开连接，需要重新登录服务器。心跳时间

范围在 10~65535 之间，如果此参数设置小于 30，会增加 GPRS 流量使用；大于 300 会增加下网

风险，默认值为 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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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地址：指的是软 GPRS 模块的身份地址，有效范围在：1~65535 之间，默认为 57344。 

设备类型：对于主站来说，此参数无效。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文件中，“G300 网络信道（网口）”的主站点 Q4 参数设置如

上图所示，GPRS 的身份地址是：57344，组号：为 2。 

④ 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 

其中，这里只介绍此信道的信道参数设置，见下图所示：  

   

      图 5-8 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参数设置 

上述所有的参数在 G300 网络信道（网口）小节中讲过，在这里不再讲述。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文件中，“远程通网络信道”下的主站点 Q2 参数设置如上图

所示，站点的身份地址是 57344。 

⑤ 外接模块信道 

此种信道通过串口外接模块进行信道的扩展，如果外接“电台模块”，构成了“数传电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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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果外接“短信模块”，构成了“捷麦短信信道”；如果外接“G300 模块”，构成了“G300

网络信道（串口）”；如果外接“远程通信道模块”，构成了“远程通网络信道（串口）”，此种类

型的信道首先要设置串口连接模块的参数，然后还需要设置模块本身的参数。 

 首先设置串口参数，设置参数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9 外接模块信道参数设置 

其中上述参数在串口信道小节中讲过。 

 设置模块的参数 

首先清楚模块的型号，然后得到产品的用户手册，进行模块的参数设置。如有问题，联系硬

件公司的技术支持，完成参数的设置。 

⑥ 手机短信 

  利用第三方短信平台-阿里云发送报警短信，针对此种通信方式，新增设备类型“手机”，

在用户建立站点时选择该设备类型，建立对应的变量，当该变量发生变化后，将变量的内容发送

到对应的手机上。报警内容格式为：【远程通】发送工控报警短信，内容为：XXX。北京驰润达通

信技术中心。 

  如果用户想给某个手机发送短信报警通知，可以使用此种通信方式，通信原理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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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服务器

阿里云短信平台

目标方手机

发送命令
发送短信

 

给目标方发送手机短信的内容不能超过 20 个字，其中一个汉字或一个字符都算一个字，不

支持英文标点符号，发送短信不能太过频繁，阿里云短信平台有分钟级流控、小时级流控和天极

流控，目前通信短信一天最多能发送 50 条。 

注：目前手机短信通信方式只有选择“手机”设备，才能使接收方正常接收短信。目前此种

信道只能发送短信，而不能接收短信。 

⑦自定义网口 

信道类型：自定义网口-TCP_Server 和自定义网口-UDP 

 

信道参数设置信道参数设置

确定 取消

信道名称：G02 信道类型：自定义网口-TCP_Server

交换关系：W03
说    明：XXXX

尝试恢复间隔

通信超时时间

60

10 s

包间隔 0 Ms

s

尝试恢复次数 3600

大包参数

包长 1000

IP地址：

端口号：

采集参数
网络参数

设备参数

站点号 1000

设备类型 输入文本

高级参数

 

单击按钮“高级参数”，弹出高级参数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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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式下，需要用户自定义从站身份信息的登陆包格式。 

登陆包参数由两个部分组成：登陆包头+身份地址。用户在登录包参数和登录包响应框中输

入的是 16 进制的字符串。登录包响应中输入的内容不应该携带身份地址信息。 

其中身份地址的计算方式是由“地址参数”决定的，其中编码格式有三种：HEX  ASCII  BCD。 

例：比如登录包参数内容为：01 32 33 EF FF F0，编码方式选择的是 ASCII，地址长度为 2，地

址开始位置为 1，则计算得到的身份地址为：（32 33）转换为 10 进制数为：23。 

如果用户设置了心跳超时时间，那么某个站点的上次通信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值时，断开网络

连接。如果用户未设置超时时间，默认值为：10 分钟，超过该时间后，会断开网络连接。 

该模式下有两种应用模型： 

 一个信道模块下带多个设备，即组内最大数不为 0，用户登录的身份地址为站址，在站点

表中建立的站点号实际为：设备地址。站址的计算：设备地址/组内最大数 + (bool)(设备

地址%组内最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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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地址：1 设备地址：2

站址：1

设备地址：3 设备地址：4

站址：2

设备地址：
2 * N -1

设备地址：
2 * N

站址：N

 

 如果组内最大数为 0，则站点表中建立的站点实际为：站址。 

注：从站登录时，需要将从站登录的站址和用户建立的站点表中的站址进行比较，如果匹配

不上，则不会进行登录响应，将非法站址输出到事件记录窗口中。 

5.1.1.3 建立主站下的从站 

建立站点有两种方式： 

1. 添加单个站点，每次只能添加一个站点； 

2. 添加站点组，每次能够添加多个站点，方便用户的操作。 

对于多种通信方式而言，建立站点的主从关系和绑定实际通信的物理地址都是在建立站点的

步骤中完成的；但是也有部分是特殊的，比如：“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这种通信方式，绑定

实际通信的物理地址不是在此软件中完成的，而是在“工程管理软件”中完成的。在变量服务器

中完成的只是建立了站点的主从关系。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 以终端 Q 为例来建立主站点 Q2 的从站和主站点 Q4 的从站，其中

站点 Q2 的从站以添加单个站点的方式建立，Q4 的从站以添加站点组的方式建立，其它终端下

建立从站的步骤和终端 Q 相同。 

① 新建站点 

1. 新建单个站点 

双击“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下的子节点“从站点设置”，弹出“新建站点”功能对话框，

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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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子节点
“从站点设置”

2.单击“新建站
点”按钮

3.添加站点有两
种，此处选择添加
单个站点 4.输入站点名

称、站点号
5.单击左边“设备
类型”按钮或从下
拉框中直接选择

6.说明和电话号码
可不填写，备用信
道选择默认即可

7.默认站点有效，
站点选择无效，相
当于无此站点

8.单击确定按钮 9.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站点的建立

 

        图 5-10 添加单个站点 

站点名称：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字母、数字或者下划线_，字

母不区分大小写，字符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 

站点号：站点号的有效范围在 1~65535 之间。 

设备类型：在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设备类型，如果没有需要的，单击左边的“设备类型”按

钮， 弹出设备类型选型框，选择“智能模块-捷麦通信-MODBUS”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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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说明：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用户可不填写。 

电话号码：如果是“短信信道”，此参数必须要填写，短信模块是以“电话号码”区分通信

的目标方；如果是其它通信方式，“电话号码”可不填写。 

备用信道：主站与从站之间进行通信，为了保证数据的传输，提供了两条通信链路，一条是

主链路，还有一条是备用链路。正常情况下，只有主链路进行数据的收发，只有当主链路通信出

现问题后，才启用备用链路，通常主链路和备用链路采用两种不同的通信方式。比如：主链路可

能使用 GPRS 的通信方式，备用链路可能使用无线电台的通信方式。备用信道选择的是备用链路

的通信方式，下拉框中列出的是用户建立的除此信道之外的其它采集信道的名称。如果用户不需

要备用链路，备用信道默认为“无”。 

备用站点：只有用户选择了“备用信道”（“无”除外），才能够选择备用站点，备用站点只

列出和主站点设备类型相同的站点。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终端 Q 中主站 Q2 下有 3 个从站，按照上述步骤再建立两个站点，站

点号分别为 2 和 3，建立完成的站点列表如下图所示：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图 5-11 远程通网络信道下的三个从站 

2. 新建站点组 

双击“G300 网络信道（网口）”子节点下的“从站点设置”，弹出“新建站点”功能对话框，

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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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新建
站点”按钮

1.双击对应子节点
“从站点设置”

5.单击左边“设备
类型”按钮或从下
拉框中直接选择

3.添加站点有两种
方式：选择添加站
点组

4.输入站点组名
称、起始站点号

6.选择组维度，填
充每维的大小

7.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站点的建立 8.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站点的建立

         图 5-12 添加站点组 

站点组名：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字母、数字或者下划线_，字

母不区分大小写，字符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站点组名是对这一个站点组的统称，而每个站点在

数组中的位置可用统一的站点名和下标来唯一确定，其中站点名称  = 站点组名称 [下标 1] [下

标 2]......  

<站点组名称>后面的下标用于确定数组的维度和大小，例如： 

a[10]   b[2][3] 

分别定义了一维数组 a 和 二维数组 b。 

注意：在定义每维大小时，数值必须大于 1，数组中至少有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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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名称命名遵从一定规律-下标变化规律：每维的下标默认从 0 开始，下标的变化从第一维

开始变化，每次+1，直到第一维下标达到最大值，如果站点组有第二维，则第二维下标+1，第一

维下标清 0，第一维下标再次进行+1 操作，直到第二维下标达到最大值，如果站点组有第三维，

第三维下标+1，第二维、第一维下标清 0，继续进行+1 操作，直到每维的下标都达到最大值。 

起始站点号：站点组下的起始站点号，站点的数量是各个维度大小相乘得到的，站点号默认

+1。 

组维度：目前建立站点组最多支持三个维度，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站点组的组维度。 

维大小：用户选择了组维度，需要规定每一个维度的大小。 

备用站点：这里也只是选择备用站点的起始站点号，而每个站点对应的备用站点也是由起始

站点号开始，然后连续+1 的，如果备用站点不存在，则不能完成备用站点的建立。 

例如：用户建立一个二维站点组，组名称为 aa，第一维大小为 3，第二维大小为 2，表示方

法为 aa[3][2]，起始站点号为 2，站点名称与站点号对应关系表如下图：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aa[0][0] 2 

aa[1][0] 3 

aa[2][0] 4 

aa[0][1] 5 

aa[1][1] 6 

aa[2][1] 7 

       图 5-13 站点名称与站点号对应关系 

注意：目前规定站点组中站点的个数不能超过 2000 个，超过 2000 个会报错，如果用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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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数量超过 2000 个，请尽快与本公司技术支持取得联系，尽快为您解决。 

其中，添加完成的站点列表“说明”项是没有说明的，为了方便用户看，又将每一个站点进

行了“编辑”操作，给每一个站点加入了说明的文字，如下图所示：  

  

      图 5-14  G300 网络信道下的两个从站 

② 编辑站点 

编辑单个站点 

其中，如果用户是用单一站点的方式建立的站点，此种方式只能有一种编辑站点的方式：编

辑单一站点，编辑站点组禁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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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要编辑的
单一站点的行

2.单击“编辑”
按钮，打开站点
功能对话框

3.只有一种编辑方
式：单一站点的方式

4.如果用户映射了此站
点的变量，则设备类型
禁用，不允许更改

5.单击确定按钮，
则参数修改成功

 

        图 5-15 编辑单一站点 

注意：如果用户建立了此站点的变量，则设备类型禁用，不允许用户进行更改；如果设备类

型一旦改变，则建立的变量可能会成为无效。 

1. 编辑站点组 

如果用户建立的是站点组，则编辑此站点组中的站点有两种编辑方式： 

（1） 编辑站点组中的单一站点 

编辑站点组中的某一个站点步骤如下图所示：  

 

1.选中编辑的站
点组中的一个站

2.单击“编辑”
按钮，打开站点
功能对话框

3.编辑站点方式有两
种：选择单个站点

4.禁用状态，不
允许用户进行编
辑操作

5.单击确定按钮
可以完成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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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6 编辑站点组中的单一站点 

注意：对于编辑站点组中的单一站点，有很多限制。站点名称、站点号、设备类型：禁用，

不允许用户进行修改，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站点组的完整性。对于其它不禁用的输入框或是下拉框，

用户都可以进行更改操作。 

（2） 编辑站点组 

编辑站点组的步骤如下图所示：  

 

1.选中编辑的站
点组中的一个站

2.单击“编辑”
按钮，打开站点
功能对话框

3.编辑站点方式有两
种：选择单个站点

4.单击确定按钮
可以完成更改

 

        图 5-17 编辑站点组 

③ 删除站点 

删除站点的操作要谨慎，删除某个站点后，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此站点相关的信息都

将被删除。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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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编辑的站
点组中的一个站

2.单击“删除”按钮

 

        图 5-18 删除站点 

上图中选择的是“站点组”（站点名称后带有“[]”，表示是站点组）中的一个站点，单击“删

除”按钮后，将站点组中的站点全部删除；如果用户选择的是单个站点，单击“删除”按钮，将

删除此单个站点。 

注意：站点组中的站点不能删除单独一个，会破坏站点的完整性。 

5.1.1.4 关联实际通信物理地址 

 每个站点都有两个属性： 

1. 站点号：也称为相对地址。 

2. 通信地址：也称为绝对地址。 

站点与站点之间的通信，实际是靠绝对地址进行的，因此需要建立相对地址和绝对地址间的

关联，不同的通信方式关联的方式以及关联的地址是不相同的。 

① 自动关联 

对于此类通信方式而言，用户只需要填写相对地址，绝对地址和相对地址相同，系统会进行

自动关联，不需要用户手动填写绝对地址。包括的通信方式有：串口、电台、G300 网络信道，

在建立站点时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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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只需要填写相对
地址：站点号，绝对
地址自动关联，不需
用户手动填写

 

       图 5-19 自动关联 

在网络拓扑图 5-1 终端 Q 中，主站 Q4 下有两个从站，自动完成通信地址的关联。这代表实

际通信的下位机的站点号分别为 1 和 2。 

注意：要完成主站 Q4 与下位机从站之间的通信，还需要检查下位机设置的硬件参数，下位

机的身份地址分别为 1 和 2，组码为 2，只有参数设置正确，G300 网络信道下的主站和从站才

能够进行通信。如果参数不正确，用对应产品的设置软件将站点设置成对应的参数。如有问题，

联系硬件公司的技术支持，完成参数的设置。 

② 手动关联-短信信道 

对于短信信道来说，相对地址和绝对地址是不相同的，绝对地址是站点模块的链路通信地址，

而短信模块是以“电话号码”来标识身份地址的（例如：手机中的短信功能），具体设置方式见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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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号：相对地址

电话号码：绝对地址

 

       图 5-20 短信信道地址关联 

注意：如果用户是以“站点组”中的方式添加的站点，并且填写了电话号码，生成的站点组

中的每一个站点对应的电话号码都是相同的，此时用户要检查每个站点实际对应的电话号码，如

果需要改动，将对应的站点进行单一站点编辑操作，将每个站点对应的电话号码进行修改。 

③ 手动关联-网口信道 

对于网口信道来说，绝对地址是“IP 地址和端口号”，具体设置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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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址：站点号

绝对地址：IP地址和端口
号，IP地址可以为域名

192.168.1.33

20000

 

       图 5-21 网口信道地址关联 

注意：如果是以“站点组”方式添加的站点，用户需要将站点组中的每一个站点进行编辑，

填充每一个站点对应的实际物理地址。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终端 A2 中，主站 B1 下有一个从站下位机，此站点的相对地址为 1，绑

定的绝对地址 IP 和端口号如上图所示。 

与主站通信的站点可以是硬件站点，也可以是软件站点，在网络拓扑中主站 B1 下的从站就

是一个软件站点（终端 Q 文件中的站点 B3），即终端 Q 文件中站点 B3 的 IP 和端口要设置成如上

图所示。可以查看网口-UDP 信道小节。 

④ 其它软件中进行关联 

对于“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来说，在此软件中只设置站点的主从关系，不进行通信地

址的关联，通信地址的关联操作是在“工程管理软件”中完成的。其中，通信地址的关联有两种

形式： 

1. 关联硬件终端下的站点：通信地址的形式为：序列码（例如：0105ABCD8724488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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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中，主站 Q2 下有三个从站下位机，实际与 3 个硬件终端

进行通信，3 个站点依次关联的通信地址（硬件序列码）分别为：  D069179A0827F3830C、

EF231BC025DA45BFEC、BEF02A48A056CD80EA。 

2. 关联软件终端下的站点：通信地址的形式为：工程号_终端号_信道号_站点号 

例如：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A1 中，主站 B1 下有两个从站： 

（1） 从站 1 为终端 Q 中软件站点 Q1，关联通信地址为： 

 工程号、终端号：为终端 Q 文件运行时在登录界面输入的工程号、终端号； 

 信道号为：在终端 Q 文件中建立站点 Q1 与主站通信的“远程通网络信道”的信道号，

当用户每新建一个信道，系统会自动为该信道分配信道号。 

 站点号为：当用户建立了“远程通网络信道”后，进行信道参数设置，在信道参数设

置界面填入的“本站地址”，查看 G300 网络信道（网口）小节。 

（2） 从站 2 对应硬件终端 B3 中的站点 3，关联通信地址为：BEF02A48A056CD80EA。 

注意：如果进行“远程通网络信道”通信地址的关联，需要上传终端工程文件到“工程管理

软件”中，然后进行通信地址的关联，如果用户想要查看关联的具体步骤查看文档《工程管理软

件使用帮助》 

5.1.2 软件终端实现从站功能 

软件终端实现从站功能，主要操作有 4 步： 

1. 建立设备信道，选择与上位机的通信方式，比如：串口、电台、短信等，此时信道的性质为

“设备信道”。 

2. 设置信道的相关参数，如果主站是通过串口连接从站下位机，需要设置串口的相关参数，比

如：串口号、串口速率、串口格式等。 

3. 如果有“主动上传”操作，需要建立“主动上传”表，表中保存的是主动上传的目标地址，

如果用户不需要进行“主动上传”操作，可以省略第 3、4 步操作。 

注意：主动上传：主站没有主动访问从站，而从站主动发送下位机的状态给主站，这一过程称为

“主动上传”。目前只有“捷麦顺驰科技有限公司”的“JMBUS”协议支持主动上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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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用户建立了“主动上传”表，需要进行实际通信地址的关联。 

5.1.2.1 建立设备信道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终端 Q 中的从站 Q1、Q3 是需要建立的，我们以建立一个“远程通网

络信道”下的从站 Q1 为例，建立步骤如下图所示：  

1.双击“信道”
或者右键点击

2.点击“新建
信道”按钮

9.建立完成的”远
程通_w”的从站

5.信道类型：选择“远
程通(网口)”信道

4.给该信道取一
个信道名称

6.信道是否有效，
去掉勾选框，则在
执行器执行时不启
动该信道

7.单击“确
定”按钮

8.单击“确定”按
钮，信道建立完成

3.选择信道性质：
使用“设备信道”

 

      图 5-22 远程通网络信道下的从站 

按照上述步骤，能够完成从站信道的建立，建立了一个设备信道，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从站

点。 

其中：信道性质：选择“设备信道”。 

信道类型：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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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还需建立一个“网口-UDP”信道下的从站 Q3，在信道类型下选择“网

口-UDP”即可，信道名称为：QFen_UDP，操作步骤和建立“远程通网络信道”下的从站点相同，

建立完成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已经建立完成的“网口-
UDP”信道下的从站

 

      图 5-23 网口-UDP 信道下的从站 

5.1.2.2 设置信道参数 

① 远程通网络信道 

接下来设置从站的参数，首先设置“远程通网络信道”下从站的参数设置，双击此信道下的

“信道参数设置”，弹出信道参数设置对话框，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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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服务器参数，
选择公共服务器，TCP

3.大包参数默认即可

4.设置心跳时间，本
站地址为：57364

5.设置从站使用的
设备协议类型

6.单击确定按钮，完
成信道参数的设置

1.双击子节点“参
数设置”

57364

 

       图 5-24 远程通信道下参数设置 

其中对于设备信道（从站点）来说，“采集参数”是无效的，对于“设备类型”选项，是有

效的，单击左边的“设备类型”按钮，用户可以选择从站支持的设备类型：目前从站只支持通用

的“MODBUS”协议和“捷麦顺驰科技有限公司”的 JMBUS 协议，如果需要其它的设备类型，请

与我公司的技术支持联系。 

在上图中设置的“远程通网络信道”下的从站点的身份地址为：57364，在终端 A1 中设置从

站点 1 的实际通信地址时要使用此站点号。 

② 网口-UDP 信道 

接下来设置“网口-UDP”从站的参数设置，设置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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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网口”下的
子节点“参数设置”

2.设置网络参数：本
机IP，端口号：20000

3.大包参数默认即可

4.设置从站的身份
地址和设备类型

5.单击确定按钮，完
成信道参数的设置

 

       图 5-25 网口信道下参数设置 

其中，网口是以 IP 和端口号来表示站点的身份地址，在上图中：IP 地址为本机 IP，端口号为

20000。而在终端 A2 中，主站 B1 的从站点 1 是终端 Q 文件中的站点 Q3，从站点 1 关联的实际

通信物理地址和 Q3 的身份地址相同，用户可以查看手动关联-网口信道小节从站点 1 关联的实际

通信物理，如此，主站 B1 就能和站点 Q3 进行通信了。 

③ 其它信道 

在 5.1.1.2 信道参数设置小节中讲述了不同信道类型下的信道参数设置，“设备信道”的信道

参数设置和“采集信道”的信道参数设置的方式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采集信道”来

说，“采集参数”是有效的，“设备参数”是无效的；而对于“设备信道”来说，“采集参数”是

无效的，“设备参数”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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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建立主动上传表 

① 远程通网络信道 

对于“远程通网络信道”来说，建立“主动上传”表不是在此软件中完成的，而是在“工程

管理软件”中完成的，具体查看文档《工程管理软件使用帮助》 

② 其它信道 

除“远程通网络信道”外，其它信道下的从站如果要实现主动上传，需要建立主动上传表，

其中建立主动上传表的操作和 5.1.1.3 建立主站下的从站小节中建立从站点的操作是相同的，设

置步骤如下图所示：  

2.单击“新建
站点”按钮

3.选择添加单个站点 4.输入站点名
称、站点号5.对于主动上传

的主站来说，设
备类型无效

6.填写主动上传站
点的实际物理地址

7.单击确定按钮 8.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站点的建立

1.双击节点“主
站点设置”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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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6 主动上传表 

用户在建立主动上传的主站时，“设备类型”参数禁用，备用信道无用，采用默认值“无”

就可以了，目前没有对“备用信道”做任何逻辑处理。 

5.1.2.4 关联实际通信物理地址 

用户建立了主动上传表，要想实现从站主动上传数据给主站，是需要进行相对地址和绝对地

址间的关联的，其关联操作和 5.1.1.4 关联实际通信物理地址小节中的关联是一致的。 

5.1.2.5 从站支持的设备协议 

此软件中的站点作为从站，目前仅支持通用的“MODBUS 协议”和“捷麦顺驰科技有限公司”

的“JMBUS”协议，其它协议暂不支持，如果用户有其它需要，可以联系本公司的技术支持。 

5.1.3 构建复杂主从采集网络 

建立复杂主从采集网络，主要分为 4 步操作，以网络拓扑图 5-1 为例进行说明。 

1. 明确主从网络有哪些终端节点构成。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有 8 个终端节点构成，如下图所示：红色的表示软件终端，蓝色的表示

硬件终端。 

 

    

软件终端A1 软件终端A2

软件终端Q

硬件终端B1

硬件终端B2 硬件终端B3

硬件终端C1

硬件终端C2

 

       图 5-27  8 个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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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每个终端内部都有哪些主站点、从站点。 

其中 8 个终端节点内部构成如下图所示： 

 

从站点
Q1

从站点
Q3

主站点
Q2

主站点
Q4

终端Q

主站点
B1

终端A1、A2

从站点
Q1

终端B1、B2、B3、C1、C2

 

        图 5-28 终端内部站点 

3. 对于每个终端内的主站而言，建立通信方式，构建主站点下对应的从站。 

 在终端 Q 中，主站点 Q2 通过“远程通网络信道”访问其对应的 3 个从站，主站点 Q4 通

过 GPRS 信道访问其对应的两个从站； 

 对于终端 A1 而言，主站点 B1 通过“远程通网络信道”访问其下的两个从站； 

 对于终端 A2 而言，主站点 B1 通过“网口信道”访问其下的一个从站。形成的主从关系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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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站点
Q1

分站点
Q3

主站点
Q2

主站点
Q4

终端Q

主站点
B1

终端A1

从站1 从站2 从站3 从站1 从站2

远程通 远程通 GPRS GPRS

主站点
B1

终端A2

从站1 从站2

远程通 远程通

从站1

网口

分站点
Q1

终端B1\B2\B3\C1\C2

远程通

 

      图 5-29 每个终端下主站要采集的从站 

4. 关联实际通信物理地址，关联之后形成的网络拓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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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点
Q1 从站点

Q3

主站点
Q2

主站点
B1

终端A1

远程通
远程通

远程通

远程通

终端B1

从站点
1 终端B2

从站点
2 终端B3

从站点
3

主站点
B1

终端A2网口

远程通

主站点
Q4

G300网络

终端C1

从站点
1 终端C2

从站点
2

终端Q

G300网络

 

      图 5-30 地址关联后形成的网络拓扑 

按照上述 4 个步骤，就能够完成网络的组建。 

5.2 变量管理  

5.2.1 快速了解变量  

5.2.1.1 变量的来源 

变量的来源有 3 种： 

1. 内存变量：是指那些不需要和其它应用程序交换数据、也不需要从下位机获得数据，只在软

件内部使用的变量，比如计算过程的中间变量，就可以设置成“内存变量”。 

2. IO 变量：是指作为主站需要访问下位机从站的状态值需要使用的变量，这种变量可以实时反

映下位机的状态值。当下位机的状态值发生变化，变量的值会根据下位机的状态而改变；如

果其它应用程序改写了该变量的值，该值会自动写入下位机，更新下位机的状态值。比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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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罐液位”、“电源开关”，就可以设置成“IO 变量”。 

3. 寄存器变量：是指作为从站，有哪些寄存器的状态值可以被访问。比如：“捷麦通信器材有限

公司”的开关量模块 R4050 是“7 入 8 出”。这“7 入 8 出”就可以设计为“寄存器变量”。 

5.2.1.2 变量的数据类型 

此软件中变量的数据类型与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变量比较类似，主要有以下几种： 

实型变量(FLOAT、DOUBLE)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浮点型变量，单精度浮点型 FLOAT，双精度浮点型 DOUBLE，

取值范围 10E-38～10E+38，有效值 7 位。 

离散变量（BOOL）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布尔（BOOL）变量，只有 0，1 两种取值，用于表示一些开关

量。 

字符串型变量（TEXT）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字符串变量，可用于记录一些有特定含义的字符串，如名称，密

码等，该类型变量可以进行比较运算和赋值运算。字符串长度最大值为 128 个字符。 

整数变量（INT）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有符号长整数型变量，用于表示带符号的整型数据，取值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 

字节型变量（BYTE）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有符号字节型变量，用于表示带符号的字节型数据，取值范围（－

128)～127。 

5.2.1.3 变量的生成方式 

变量的生成方式主要有 4 种： 

1. 单一变量：每次生成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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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量组：每次生成多个变量，每个变量在数组中的位置可用统一的数组名和下标来唯一确定。 

3. 站点变量：在实际工程中，往往一个通信站点有很多参数，而这样的站点有很多，而且都具

有相同的参数。如一个路灯工程有要控制的 1000 个灯杆，每个灯杆都有路灯的电压、电流、

灯 1 的开关状态、灯 2 的开关状态，如果用户对每个灯杆的每一个参数都定义一个变量，那

么定义变量所耗费的时间很长。如果将这些共同的参数作为一个模板，其它的站点在定义变

量时引用这个模板，就会减少大量的工作，提高效率。 

5.2.2 单一变量 

5.2.2.1 IO 变量 

IO 变量与从站下位机的状态要一一对应，这个过程称为 IO 变量的映射。其中，IO 变量的映

射过程如下图所示： 

 

变量X

GPRS
信道

短信
信道

串口
信道

互联网
信道

蓝牙
信道

1号站 2号站 3号站 4号站 5号站

1号
寄存器

2号
寄存器

3号
寄存器

4号
寄存器

5号
寄存器

信道

寄存器地址

从站下位机地址

IO变量

     

                       图 5-30 变量的映射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文件中，映射主站 Q2 下从站 1 的 IO 变量，其中 IO 变量的

建立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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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子节点
“变量设置”

2.单击工具栏第一个
按钮“新建变量”

10.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变量的建立

8.采集频率：采集
周期间隔

5.站点:选择从站
1的站址

3.生成方式：“单一变量”
数据来源：IO变量

6.选择要采集的存储区

4.信道:选择主站Q2
与从站1通信的信道

7.偏移地址：选择要映
射第几路寄存器状态

9.读写属性：规定
该变量的读写属性

11.显示在变量表中

 

                                 图 5-32 建立 IO 变量 

生成方式：单一变量、变量组、站点变量，在这里选择“单一变量”。 

数据来源：IO 变量、内存变量、寄存器变量，这里选择“IO 变量”。 

变量名称：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字母、数字或者下划线_，字

母不区分大小写，字符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例如，温度、压力、液位、var1 等均可以作为变量

名。 

数据类型：BOOL、BYTE、INT、FLOAT、DOUBLE、TEXT，用户在选择数据类型时，与从站下

位机寄存器的类型一致。 

变量说明：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用户可以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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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选择主站与下位机从站通信使用的信道名称。 

站点：在下拉框中选择要映射 IO 变量的从站站点号，或者是单击左边的“站点”按钮，从

站点列表中选择要映射的从站站点号。 

偏移地址、存储区：映射从站对应的寄存器，其中偏移地址是从 0 开始的。 

字节顺序：为了方便用户的使用，我们定义了字节的顺序，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地调整字

节顺序。此顺序是寄存器中存储字节的顺序。 

如果是 INT，字节顺序有两种：HV1 HV2（高字节在前） HV2 HV1（低字节在前）； 

如果是 FLOAT，字节顺序有四种：HV1 HV2 HV3 HV4 、HV2 HV1 HV4 HV3、HV4 HV3 HV2 HV1、

HV3 HV4 HV1 HV2 

采集频率：以秒为单位，主站多长时间访问一次从站。采集频率范围在 0~86400 之间。 

读写属性：与寄存器的读写属性相对应，对于寄存器的输入口而言，只有一种读写属性，即

“只读”操作；对于寄存器的输出口而言，是读写属性，但用户可以在上层规定具体是什么样的

读写属性。 

只读：对于只进行采集而不需要修改其值并输出到下位设备的变量一般定义属性为只读；规

定：如果采集频率用户设置为“0”，那么是不对此寄存器进行采集操作的。 

只写：对于只需要进行输出而不需要读回的变量一般定义属性为只写。只写有两种操作：一

种是当变量的值发生改变进行写操作，此种变量建议采集频率设为 0；另一种是采集频率大于 0，

周期性地进行写操作，不管变量的值是否发生改变，此种操作会占用大量资源，一般情况下不建

议此操作。 

读写：对于需要进行输出控制又需要读回的变量一般定义为读写，只有当变量的值发生变化

后，才会进行输出操作。 

菜单栏：

文件（F） 编辑（E）

新建变量(A)

编辑属性(E)

删除(R)

设置

站点变量模板设置(S)退出（E）

全部删除(D)

变量属性设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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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和菜单栏中的编辑“菜单栏”相同，分别是

新建变量、编辑属性、删除和全部删除，都是针对变量的一些操作，工具栏具有鼠标悬停功能，

提示当前工具栏的具体功能：编辑功能：编辑用户建立的变量；删除：删除用户建立的变量；全

部删除：删除用户建立的所有变量。 

5.2.2.2 寄存器变量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文件中，为“网口-UDP”信道下的从站 Q3 建立寄存器变量，

其中寄存器变量的建立步骤如下图所示：  

1.双击子节点
“变量设置”

2.单击工具栏第一个
按钮“新建变量”

10.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变量的建立

8.上传频率：如果该从
站支持主动上传，用户
可以设置上传频率

5.站点:作为从站
自己本身的站址

3.生成方式：“单一变量”
数据来源：寄存器变量

6.选择要定义的存储区

4.信道:作为从站与主
站通信使用的信道

7.偏移地址：定义有哪
些寄存器状态可以被主
站访问

9.读写属性：规定
该变量的读写属性

11.显示在变量表中

 

                            图 5-33 建立寄存器变量 

信道：作为从站与主站通信时使用的信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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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此处的站点是从站的站点号，不需要用户进行选择，会自动填充。 

存储区、偏移地址：作为从站规定有哪些寄存器状态可以被其它的主站进行访问。 

上传频率：作为从站主动上传数据给主站的时间间隔，如果该输入框禁用，表示此从站不支

持主动上传操作。上传频率有效范围是：0~86400 之间。 

注意：目前只有“捷麦顺驰科技有限公司”的 JMBUS 协议支持主动上传操作，具体协议查看

文档《JMBUS 捷麦通信无线测控系统通信协议 V1.0D.doc》 

5.2.2.3 内存变量 

内存变量的建立步骤见下图所示：  

  

1.生成方式：单一变量，
数据来源：内存变量

2.变量名称、数据类
型必填，变量说明可
不填写

3.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变量的建立

    

                       图 5-34 建立内存变量 

5.2.3 变量组 

变量组是相同类型的变量的有序集合，每个变量在数组中的位置可用统一的变量组名和下标

来唯一确定，定义变量组与定义单一变量比较而言，好处在于： 

1. 方便用户定义变量，简化用户操作。如果用户要定义 1000 个开关变量，如果只有单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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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建 1000 次；如果有变量组，只需要定义一次。 

2. 变量组中的每个变量名称都具有规律性，上层应用程序在引用变量或对变量进行脚本操作，

都很方便。 

5.2.3.1 IO 变量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文件中，映射主站 Q2 下从站 1 对应的整形输出寄存器，IO

变量组具体设置方式如下图所示： 

 

1.双击子节点
“变量设置”

2.单击工具栏第一个
按钮“新建变量”

11.显示在变量表中

10.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变量的建立

8.采集频率：采集
周期间隔

5.站点:选择从站
1的站址

3.生成方式：“变量组”
数据来源：IO变量

6.选择要采集的存储区

4.信道:选择主站Q2
与从站1通信的信道

7.偏移地址：选择要映
射第几路寄存器状态

9.读写属性：规定
该变量的读写属性

 

                                  图 5-35 建立 IO 变量组 

变量组建立完成后，在变量表中只显示一行，实际对应 5 个变量。变量组中的变量具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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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不同之处在于：变量名称和映射从站的寄存器号不相同。 

注意：目前只有通用的 MODBUS 和“捷麦顺驰科技有限公司”的 JMBUS 协议支持变量组的

建立，其它设备型号的站点暂不支持变量组的建立。 

变量组名：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字母、数字或者下划线_，字

母不区分大小写，字符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变量组名是对这一个变量组的统称，而每个变量在

数组中的位置可用统一的站点名和下标来唯一确定，其中变量名称  = 变量组名称 [下标 1] [下

标 2]......  

<变量组名称>后面的下标用于确定数组的维度和大小，例如： 

a[10]   b[2][3] 

分别定义了一维数组 a 和 二维数组 b。 

变量名称命名遵从一定规律-下标变化规律：每维的下标默认从 0 开始，下标的变化从第一维

开始变化，每次+1，直到第一维下标达到最大值，如果变量组有第二维，则第二维下标+1，第一

维下标清 0，第一维下标再次进行+1 操作，直到第二维下标达到最大值，如果变量组有第三维，

第三维下标+1，第二维、第一维下标清 0，继续进行+1 操作，直到每维的下标都达到最大值。 

组维度：目前建立变量组最多支持三个维度，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变量组的组维度。 

维大小：用户选择了组维度，需要规定每一个维度的大小。 

注意：在定义每维大小时，数值必须大于 1，数组中至少有一个元素。 

偏移地址：此处所填的偏移地址是变量组的起始偏移地址，每个变量的偏移长度根据存储区

类型和数据类型而定。其中关于扩展 MODBUS 协议具体查看文档《JM_MOD 协议说明 V1.2D.docx》 

类型 存储区 数据类型 每个变量偏

移长度 

说明 

常规

MODBUS 具

离散输出

(01\0F) 

BO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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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存储区 离散输入

(02) 

整形输出

(03\10) 

整形输入

(04) 

INT 1  

扩展

MODBUS 增

加的存储区 

（扩展

MODBUS 继

续沿用整形

输入、输出

的命令码） 

字节输出

(03\10) 

字节输入

(04) 

INT 1 1 个 FLOAT

型是 4 个字

节，需要读

两个整形，

因此变量偏

移长度为 2 

FLOAT 2 

DOUBLE 4 

TEXT N 

浮点输出

(03\10) 

浮点输入

(04) 

FLOAT 2 

DOUBLE 4 

     

                        图 0-331 建立 IO 变量组偏移长度 

在图 5-35 中建立的 IO 变量组根据“存储区”和“数据类型”，在图 5-36 中得到每个变量偏

移长度为 1，因此每个变量的变量名称和偏移地址对照关系如下图所示： 

变量名称 寄存器号 

IOgroup[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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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group[0]  1 

IOgroup[0] 2 

IOgroup[0] 3 

IOgroup[0] 4 

                      图 0-332 变量名称与寄存器号对照表 

5.2.3.2 寄存器变量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文件中，为“网口-UDP”信道下的从站 Q3 建立寄存器变量

组，其中寄存器变量组的建立步骤如下图所示： 

1.生成方式：变量组”，
数据来源：“寄存器变量”

2.信道:选择从站与
主站通信的信道3.站点：作为从站自

己本身的站点地址

5.偏移地址：字节输
出存储区的偏移地址
从10000开始

4.存储区：选择扩展
MODBUS的字节输出存储区

6.数据类型：在字节存储
区中存储FLOAT型的数据

 

       图 0-333 建立寄存器变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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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据图 5-36 所示，选择的存储区为“字节输出”，数据类型为“FLAOT”，得到每个变

量的偏移长度为 2，则变量名称和寄存器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变量名称 寄存器号 

Registgroup[0][0] 10000~10001 

Registgroup[1][0]  10002~10003 

Registgroup[0][1] 10004~10005 

Registgroup[1][1] 10006~10007 

Registgroup[0][2] 10008~10009 

Registgroup[1][2] 100010~100011 

        图 0-334 变量名称和寄存器号对应关系 

5.2.3.3 内存变量 

建立内存变量组的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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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成方式选择“变
量组”，数据来源选
择“内存变量”

2.选择数据类型，填
充变量组名和变量说
明，说明可不填写

3.维度三维，第一维
大小:2，第二维大
小：5，第三维：2

4.单击确定按钮，完
成内存变量建立

 

       图 0-35 建立内存变量组 

5.2.4 站点变量 

如一个路灯工程有要控制的 1000 个灯杆，每个灯杆都有路灯的电压、电流、灯 1 的开关状

态、灯 2 的开关状态，如果用户对每个灯杆的每一个参数都定义一个变量，总共是 1000 个灯杆

*4（每个灯杆上 4个变量）= 4000个变量，如果将这 1000个灯杆的共同参数（电压、电流、灯

1 开关状态、灯 2 开关状态）定义在一个“站点变量模板”中，而这 1000 个灯杆都引用此“站

点变量模板”，则 4000个变量很容易生成。 

5.2.4.1 站点变量模板的生成 

双击树控件左边的子节点“站点变量模板”或菜单栏中“设置”菜单项的下拉菜单，都能进

入站点变量模板功能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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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左边的
子节点

2.双击“新建模
板”按钮，弹出模
板功能对话框

3.模板名称、设备类型
必填，说明可不填写

4.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模板的建立

5.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模板的建立

6.建立完成的站点
模板“T5001”

 

        图 0-36 建立站点变量模板 

模板名称：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或“汉字”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字母、汉字、数

字或者下划线_，字母不区分大小写，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 

模板说明：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用户可不填写。 

设备类型：规定此站点模板是什么设备类型的站点模板，单击左边的设备类型按钮，选择所

需要的设备类型，或是直接在下拉框中进行选择。 

双击已经建立的站点变量模板，在站点变量模板中添加对应的站点模板变量，步骤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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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站点变量模
板名称：灯杆模板

2.双击新建变
量按钮

4.存储区：选择实
数输出，电压、电
流是浮点型数据

3.数据类型：电压、
电流是浮点型数据

5.偏移地址：从
30000开始

6.单击确定按钮

7.单击确定按钮

  

       图 0-37 建立站点模板中的变量 

注意：定义变量对话框中的“信道”“站点”栏是禁用的。这里建立的是站点变量模板，是

很多站点共用一个模板，因此在这里是不能够指定具体哪一个站点。 

在上图中完成了电压“voltage”变量的设置，用同样的方法设置： 

 电流“electricity”变量（数据类型：FLOAT，存储区：实数输出，偏移地址：30002） 

 灯 1 状态“Status1”变量（数据类型：BOOL，存储区：离散输出，偏移地址：0） 

灯 2 状态“status2”变量（数据类型：BOOL，存储区：离散输出，偏移地址：0），设置完成

后，在模板变量表中显示 4 个变量，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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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0-38 建立站点模板中的变量 

5.2.4.2 站点变量的使用 

在网络拓扑图 5-1 中，在终端 Q 文件中，主站 Q4 通过“G300 网络信道”访问从站下位机的

寄存器状态，假设从站下位机是 1000 根灯杆中的两个，通过建立“站点变量”的方式为这两个

从站映射 IO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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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新建变
量”按钮

2.生成方式：选择
站点变量

4.信道：选择主站与
从站通信使用的信道

5.站点：选择哪些站点
要引用站点变量模板

3.变量模板：选择使用
哪个站点变量模板

6.单击“确定”按钮

 

        图 0-39 建立站点变量 

单击“确定”按钮，生成的“站点变量”在变量表中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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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0-40 站点变量的显示 

生成方式为“站点变量”，在变量表中显示的站点变量的格式为：信道名称.站点(组)名称.

站点变量模板中的变量名称，显示的行数：站点变量模板中变量的行数。实际对应变量的个数：

站点个数 * 站点变量模板中变量的个数。 

在上例中站点 FenGPRS 是一个一维站点组，维大小为 2，实际对应的变量个数为：2（站点个

数）* 4（站点变量模板中的变量个数）= 8，如果站点组中站点的个数为：1000，则生成的变量

的个数实际为：1000 * 4 = 4000 个，采用这种方式定义变量快速、高效。变量名称格式为：信

道名称.站点名称.站点变量模板中的变量名称，则对应的 8个变量的变量名称依次为： 

QZhu_GPRS.FenGPRS[0].voltage QZhu_GPRS.FenGPRS[1].voltage 

QZhu_GPRS.FenGPRS[0].electricity QZhu_GPRS.FenGPRS[1].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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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hu_GPRS.FenGPRS[0].status1 QZhu_GPRS.FenGPRS[1].status1 

QZhu_GPRS.FenGPRS[0].status2 QZhu_GPRS.FenGPRS[1].status2 

5.2.5 变量调试 

为了方便用户的调试，在组态设计器允许用户对某个站点下的变量进行临时调试，能够查看

变量的当前值。 

 

在“变量表”界面选中要调试的变量，单击菜单栏中“设置-变量测试”菜单项，弹出变量测

试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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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量测试”界面中，每次只允许用户对一个站点进行变量测试，单击按钮“要测试的站

点”，可以改变要测试的站点，站点改变后，列表控件 1 会显示此站点下所有的变量，用户可以

挑选对哪些变量进行测试。如果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信道参数设置不正确，可以单击“信道参数设

置”按钮进行信息更改。 

单击按钮“开始测试”会对选中的变量进行访问，在列表控件 2 中会显示对应的事件名称（例

如：发送数据、接受数据），要发送的数据内容，同时会打开“事件记录窗口”，也显示对应得数

据内容（如果发送的数据内容过长，在列表控件 2 中显示的数据内容不完全，可以在事件记录窗

口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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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属性定义 

     变量的定义实际上对变量的属性进行定义，变量的属性以“定义变量”对话框的形式进行

定义。 

     点击“新建变量”或“双击某一个变量”，弹出“定义变量”对话框，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变量的属性被分为 4 类，分别以属性页的形式进行呈现。 

5.2.5.1 变量的采集属性 

    生成方式：用于生成不同形式的变量。 

    数据来源：表明此变量的值来源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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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变量的数据类型。对于 IO 变量，不同存储区，只能选择限定的数据类型。 

    变量名称：标识变量的名字。 

    变量说明：用于对变量进行描述。 

    信道：对于 IO 变量，通过哪一种方式获得数据。 

    站点号：对于 IO 变量，采集哪一个设备的数据。 

    偏移地址：对于 IO 变量，采集设备的寄存器哪一个位置的数据。 

    存储区：对于多 IO 变量，标定采集设备哪一个区域的数据。 

    采集频率：IO 变量周期性的进行更改，标定采集的频率。 

    读写属性：IO 变量的读写属性，工程人员可根据需要定义变量为“只读”属性、“只写”属

性、“读写”属性。 

5.2.5.2 数据属性 

    最小值：变量在变量表中的下限。 

    最小原始值：变量为 IO 模拟变量时，驱动程序中输入原始模拟值的下限。 

    最大值：变量在变量表中的上限。 

    最大原始值：变量为 IO 模拟变量时，驱动程序中输入原始模拟值的上限。 

    初始值：组态工程初始运行时变量的初始值。 

    变化灵敏度：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转换方式：详细内容参考 5.2.6 IO 变量的转换方式。 

    保存参数：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保存数值：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变量的值发生了变化，组态工程退出时，系统自动保存该

值。组态工程再次启动后，变量的初始值为上次系统运行退出时保存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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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 报警属性 

    报警属性的设置用于报警处理，详细内存参考第九章 报警。 

5.2.5.4 记录和安全区 

    不记录：变量的值不存储为历史数据。 

    数据变化记录：当变量的值发生变量，存储为历史数据。 

    变化灵敏：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定时记录：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备份记录：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生成事件：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安全区：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5.2.5.5 属性变量 

    把变量名和属性用“”号（西文输入状态下的句号）连接起来组成的变量称为属性变量，

比如变量“反应罐温度”的高报警文本的属性，写成“反应罐温度.H_Text”。 

属性名称 介绍 读写属性 数据类型 

Least_Value 最小值 读写 string 

Minimum_Original_Value 最小原始值 读写 string 

Maximum 最大值 读写 string 

Largest_Original_Value 最大原始值 读写 string 

Initial_Value 初始值 读写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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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_Sensibility 变化灵敏度 读写 string 

Save_numerical 保存数值 读写 string 

Alarm_LL 低低报警  读写 string 

LL_bound 低低-界限值 读写 string 

LL_Text 低低-报警文本 读写 string 

Alarm_L 低报警 读写 string 

L_bound 低-界限值 读写 string 

L_Text 低-报警文本 读写 string 

Alarm_H 高报警 读写 string 

H_bound 高-界限值 读写 string 

H_Text 高-报警文本 读写 string 

Alarm_HH 高高报警 读写 string 

HH_bound 高高-界限值 读写 string 

HH_Text 高高-报警文本 读写 string 

Alarm_gradient 变化率报警 读写 string 

Percentage 变化率百分比 读写 string 

Decision_gradient 变化判定值（秒、分、时） 读写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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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_deviation 小偏差报警 读写 string 

Small_deviation_value 小偏差数值 读写 string 

Large_deviation 大偏差报警 读写 string 

Large_deviation_value 大偏差数值 读写 string 

Dead_space 死区 读写 string 

Dead_deviation 死区数值 读写 string 

Target_value 目标值 读写 string 

Alarm_Delay 越线或偏差报警延时 读写 string 

Deviation 越线或偏差报警延时的数值 读写 string 

Switch_quantity_alarm 开关量报警 读写 string 

Alarm_Text 开关量报警文本 1 读写 string 

State 开关量报警状态 读写 string 

5.2.6 IO 变量的转换方式 

    对于 IO 变量——IO 模拟变量，在现场实际中，可能要根据输入要求的不同要将其按照不同

的方式进行转换。比如一般的信号与工程值都是线性对应的，可以选择线性转换；有些需要进行

累计计算，则选择累计转换。 

    远程通组态软件为用户提供了线性、开方、非线性表、直接累计、差值累计等多种转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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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 线性转换方式 

     用原始值和变量表使用值的线性插值进行转换。如下图所示，线性转换是将设备中的值与

工程值按照固定的比例系数进行转换。如图所示，在变量基本属性定义对话框的“最大值”、“最

小值”编辑框中输入变量工程值的范围，在“最大原始值”、“最小原始值”编辑框中输入设备中

转换后的数字量值的范围，则系统运行时，按照指定的量程范围进行转换，得到当前实际的工程

值。线性转换方式是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一种 IO 转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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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最大值 - 最小值

最大原始值 - 最小原始值
转换比例 =

工程值 = 转换比例 × 原始值 + 最小值
  

例 1： 

    与 PLC 电阻器连接的流量传感器在空流时产生 100 值，在满流时产生 9999 值。如果输入如

下的数值： 

   最小原始值=0              最小值=20 

   最大原始值=9999          最大值=120 

   其转换比例=(120-20)/(9999-0)=0.01 

   则：如果原始值为 5000 时，内部使用的值为(5000 - 0)*0.01+20=70 

5.2.6.2 开方转换方式 

    用原始值的平方根进行转换。即转换时将采集到的原始值进行开方运算，得到的值为实际工

程值，该值的范围在变量基本属性定义的“最大值”、“最小值”范围内。 

5.2.6.3 查表（非线性表） 

    在实际应用中，采集到的信号与工程值不成线性比例关系，而是一个非线性的曲线关系。如

果按照线性比例计算，则得到的工程值误差将会很大。如下图所示。对一些模拟量的采集，如热

电阻、热电偶等的信号为非线性信号，如果采用一般的分段线性化的方法进行转换，不但要做大

量的程序运算，而且还会存在很大的误差，达不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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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帮助用户得到更精确的数据，远程通组态中提供了非线性表。原始值和工程值可以是正

比或反比的非线性关系，原始值和工程值可以是负数。 

    查非线性表的计算公式为： 

（（后工程值—前工程值）*（当前原始值—前原始值）/（后原始值—前原始值））+前工程值 

例如： 

在建立的非线性列表中，数据对应关系为： 

  

那么当原始值为 5 时，其工程值的计算为： 

工程值=（（14-8）*（5-4）/（6-4））+8，即为 11。 

在画面中显示的该变量值为 11。 

5.2.6.4 累计转换方式 

    累计是在工程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工作方式，经常用在流量、电量等计算方面。远程通组态的

变量可以定义为自动进行数据的累计。远程通组态提供两种累计算法：直接累计和差值累计。累

计计算时间与变量采集频率相同，对于两种累计方式均需定义累计后的值的最大最小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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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累计后的变量的数值超过最大值时，变量的数值将恢复为该对话框中定义的最小值。 

直接累计： 

    从设备采集的数值，经过线性转换后直接与该变量的原数值相加。计算公式为： 

   变量值=变量值+采集的数值 

  例如： 

    管道流量 S 计算，采集频率为 1000ms，5 秒钟之内采集的数据经过线性转换后工程值依次

为 S1=100、S2=200、S3=100、S4=50、S5=200，那么 5 秒钟内直接累计流量结果为： 

S=S1+S2+S3+S4+S5,即为 650。 

差值累计： 

变量在每次进行累计时，将变量实际采集到的数值与上次采集的数值求差值，对其 

差值进行累计计算。当本次采集的数值小于上次数值时，即差值为负时，将通过变量定义的画面

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转化。 

差值累计计算公式为： 

显示值=显示旧值+（采集新值-采集旧值） (公式一) 

当变量新值小于变量旧值时，公式为： 

显示值=显示旧值+（采集新值-采集旧值）+（变量最大值-变量最小值） （公式二） 

变量最大值是在变量属性定义画面最大最小值中定义的变量最大值。 

   例如： 

   条件如上例，变量定义画面中定义的变量初始值为 0，最大值为 300。那么 5 秒钟之内的差值

累计流量计算为： 

第 1 次：S(1)=S(0)+ (100-0)=100      

   （采用公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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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S(2)=S(1)+ (200-100)=200     

  （采用公式一） 

第 3 次：S(3)=S(2)+ (100-200)+(300-0)=400          （采用公式二） 

第 4 次：S(4)=S(3)+ (50-100)+(300-0)=650           （采用公式二） 

第 5 次：S(5)=S(4)+ (200-50)=800                   (采用公式一)   

即 5 秒钟之内的差值累计流量为 800。 

5.3 变量运行设计 

    变量运行设计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对组态工程的变量的值改变进行设计。在组态工程运

行时，变量的改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1.值输入连接改变:使用值动画改变变量的值，详细参考 7.3 值输入连接。 

   2.表达式改变：使用表达式改变变量的值，详细参考 7.13 按键表达式。 

   3.脚本改变：使用脚本改变变量的值，详细参考 8.1.3.2 赋值语句。 

4.数据采集改变：建立 IO 变量，组态工程运行时会自动采集变量值，从而更新变量的值。 

5.4 变量设计流程 

    本小节介绍变量建立的流程，做一个简单的远程测控的实例，利用串口信道完成对通用设备

MODBUS 的读写操作，其中要采集的 MODBUS 设备的站址为 1。 

5.4.1 建立信道 

建立串口信道，明确主从关系，在此例中，要访问的 MODBUS 站点是从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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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信道”
或者右键点击

2.点击“新建
信道”按钮

7.单击“确
定”按钮

6.信道是否有效，
去掉勾选框，则在
执行器执行时不启
动该信道

5.信道类型：选择
“串口”信道

4.给该信道取一
个信道名称

3.选择信道性质：使
用“采集信道”

8.单击“确
定”按钮

9.建立完成的
信道“uart”

    

5.4.2 设置信道参数   

设置串口的相关参数，使该软件能够与 MODBUS 硬件站点进行通信。依据上述步骤，建立“串

口信道”完成，单击“确定”按钮，在左边树控件中子节点“信道”下多了一个刚才建立的信道

“uart”，单击此信道下对应的“参数设置”，进行串口参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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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步建立完成
的“uart”信道

1.双击节点“参数
设置”，弹出信道
参数设置对话框

2.设置串口参数：
串口号、串口速
率、串口格式

2.设置采集参数，
可自定义，也可采
用默认值

3.设置大包参数，采
用默认值即可

4.设备参数无
效，可忽略

5.单击“确定”
按钮，信道参数
设置完成

  

      

串口号：连接 MODBUS 硬件站点需要使用的串口。 

串口格式、串口速率：与 MODBUS 站点进行通信使用的参数。 

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即可。 

5.4.3 建立从站点 

建立从站点，表明该软件要与哪些从站点进行通信。双击此信道下的子节点“从站点设置”，

弹出站点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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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从站点
设置”，弹出站
点设置界面

2.双击“新建站
点”按钮，弹出
站点设置界面

8.单击“确
定”按钮

7.站点无效，则相
当于没有建立此站
点，不能进行通信

4.MODBUS从站
的身份地址

3.给该站点取
一个站点名称

5.MODBUS从站
使用的协议

6.“说明”和“电
话”可不填，备用
信道默认

9.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站点的建立

  

  

根据上述步骤，至此已经完成了 MODBUS 从站的创建，如果还要与其它的站点进行通信，依

照上述方式再次新建站点。 

站点名称：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字母、数字或者下划线_，字

母不区分大小写，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 

站点号：要访问从站的站址，在本例中被采集站点 MODBUS 设备的身份地址为“1”。 

站点说明：可不填写。 

电话号码：可不填写。 

备用信道：选择默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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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型：从站使用的通信协议，在本例中被采集的站点使用的是“MODBUS 协议”,单击左

边“设备类型”按钮，弹出设备类型选型框，选择“智能模块-捷麦通信-MODBUS”如下图所示： 

      

5.4.4 建立变量 

建立 IO 变量，映射 MODBUS 硬件站点中的寄存器，变量的值对应寄存器的值。在此例中映

射 MODBUS 站点的 1~2 路继电器，读继电器的状态以及改变继电器的状态值。建立 IO 变量的步

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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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击“变量设
置”或者右键点击

2.单击工具栏
第一个图标

3.生成方式：单一变量
数据来源：“IO变量”

4.变量名称：必填
说明：可不填写

5.信道：选择与从
站通信使用的信道

6.站点：选择要通
信从站点

8.偏移地址：映射
从站的寄存器

7.存储区：映射从
站的离散区

9.采集频率：多长时间
对从站进行一次读操作

10.读写属性：规
定变量的读写属性

                                                                   

根据上述步骤完成了变量“varione”对“MODBUS 从站”的第 0 路寄存器的映射，按照上述

方法，又建立了两个变量，分别是对第1路继电器和第2路继电器的映射，变量名称分别为“varitwo”

和“varithree”,偏移地址分别为：1 和 2，如果还有其它的寄存器映射，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建立

变量即可。 

至此，完成了对站点 MODBUS 设备的 1~3 路继电器的映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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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图形管理 

6.1 图形绘制 

6.1.1 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图形组件 

  绘图工具条提供了绘制基本图形的各类画笔，选中相应的画笔，可以绘制一些基本图形。

当鼠标放在任意按钮上，立刻出现一个提示信息框标明此按钮的功能。 

 

功能入口 描述 

选择 
画面编辑操作为选择模式。画面绘图在初始状态下默认为选择图形组件状态，

如果您不在选择状态下，可以通过鼠标单击 按钮来转换。 

当选中状态激活时，您可以通过单击图形选择一个图形组件。如果您想选中

多个图形组件，您可以按住 Ctrl 键，然后鼠标单击每一个想要选中的图形组

件。或者您可以移动鼠标到一个空白区域，然后拖动鼠标把所要选中的图形

组件包括在您所画得矩形框中（菜单“查看\选项”的对话框中“选中矩形框

所包围的图形”处于选中状态）。最后一个选中的图形组件不同于其他的组件，

因为它的选中时颜色更深，表明该组件是“最后选中图形组件”。在画面上对

图形进行排列时（对齐、几何操作等），“最后选中图形组件”是排列操作的

一个参考。如果您想把另一个图形组件作为“最后选中图形组件”，按照 Ctrl

键，然后在该图形组件选择区单击鼠标组件（新的“最后选中图形组件”选

中状态颜色更深，原来的图形组件选中颜色变浅）。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如果要从一组选中的图形组件中去掉一个组件，按住 Shift 键，然后单击您不

想要那个组件即可。按住 Ctrl 键可用于切换“最后选中图形组件”。 

多重选择 画面编辑操作为多重选择模式。每次单击一个图形，下次单击的图形组件将

自动增加进选框中。 

编辑顶点 若要移动顶点，首先选中菜单栏“排列\编辑顶点”（或单击 按钮）使画面

处于“显示顶点状态”，此时会显示该图形的顶点。然后把鼠标移动到顶点上，

鼠标的形状发生变化显示为小箭头 ，这就意味着您可以移动顶点了。单击

顶点并且拖动它（顶点）到一个新的位置，然后就可以在新的位置处释放鼠

标了。 

要插入顶点，选中需要插入顶点的图形组件，移动鼠标指针到要插入顶点的

位置并按下 Ctrl 键，当鼠标的光标改变为小箭头 的时候，单击鼠标，则可

以在新的位置插入顶点。 

要删除顶点，选中需要删除顶点的图形组件，移动鼠标指针到要删除顶点的

位置并按下 Ctrl 键，当鼠标的光标改变为小箭头 的时候，单击鼠标即可删

除该顶点。 

直线 
绘制直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鼠标结

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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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箭头线 绘制箭头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鼠标

结束绘制。 

 

水平线或

垂直线 

绘制水平线、垂直线或特殊角度的直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

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鼠标结束绘制。 

 

贝塞尔曲

线 

绘制贝塞尔曲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

鼠标结束绘制。（通过拖动顶点位置，可以任意设置曲线的弯曲程度。） 

 

管道线 
绘制管道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

双击完成绘制。（按住 Ctrl 键，左键点击可以增加（删除）新的顶点，从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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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管道任意变化。） 

 

扩展直线 绘制扩展直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

双击完成绘制。（这是一种新的高级自定义线型直线的绘制，可以自由设定线

条中的点和间隔条的长度等参数，扩展直线尽可能的做到通用化设计，这种

线条同样可以用来绘制多边形\椭圆\矩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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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线 
绘制圆弧线。单击画面开始绘制圆弧线的开始点，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合

适的位置定义圆弧线的结束点，释放鼠标完成圆弧的绘制。此圆弧线包含一

个额外控制点用于调整弧度。 

 

椭圆线 绘制椭圆线。单击画面开始绘制，按住鼠标并移动，此时将出现一个椭圆，

释放鼠标可看到一个椭圆绘制完成，再次点击鼠标可定义圆弧的开始点，最

后点击画面定义圆弧的结束点并结束圆弧的绘制。 

 

圆弧 
绘制圆弧。单击画面开始绘制，按住鼠标并移动，此时将出现一个椭圆，释

放鼠标可看到一个椭圆绘制完成，再次点击鼠标可定义圆弧的开始点，最后

点击画面定义圆弧的结束点并结束圆弧的绘制。 

 

椭圆缺 绘制椭圆缺。单击画面开始绘制，按住鼠标并移动，此时将出现一个椭圆，

释放鼠标可看到一个椭圆绘制完成，再次点击鼠标可定义椭圆缺的开始点，

最后点击画面定义椭圆缺的结束点并结束椭圆缺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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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标注

线 

绘制水平标注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

鼠标结束绘制。 

 

垂直标注

线 

绘制垂直标注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

鼠标结束绘制。 

 

半径标注

线 

绘制半径标注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

鼠标结束绘制。 

 

标注线 
绘制标注线。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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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绘制。 

 

线性标注 绘制线性标注。。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鼠

标结束绘制。 

 

矩形标注 绘制矩形标注。。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开鼠

标结束绘制。 

 

圆角矩形

标注 

绘制圆角矩形标注。。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

开鼠标结束绘制。 

 

圆角云形

标注 

绘制圆角云形标注。点击画面，然后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到适当的位置，松

开鼠标结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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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曲线 绘制自由曲线。点击画面开始绘制，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来增加新的顶点，

松开鼠标结束绘制。 

 

封闭自由

曲线 

绘制封闭自由曲线。点击画面开始绘制，按住鼠标并移动鼠标来增加新的顶

点，松开鼠标结束绘制。 

 

折线 绘制折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双

击完成绘制。 

 

绘制路径

折线 

绘制路径折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

双击完成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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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 绘制多边形。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

双击完成绘制。 

 

绘制路径

闭合折线 

绘制路径闭合折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

顶点，双击完成绘制。 

 

椭圆 绘制椭圆。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一个

指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 

 

圆 
绘制圆。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一个指

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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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绘制矩形。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一个

指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 

 

正方形 
绘制正方形。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一

个指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 

 

圆角矩形 绘制圆角矩形。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

一个指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 

 

封闭贝塞

尔曲线 

绘制封闭贝塞尔曲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

的顶点，双击完成绘制。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自由贝塞

尔曲线 

绘制自由贝塞尔曲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

的顶点，双击完成绘制。 

 

文本 插入文本。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一个

指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双击图形可以编辑文本。 

 

绘制多边

形按钮 

绘制多边形按钮。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

点，双击完成绘制。（此按钮在组态软件执行，单击具有按下弹起的效果。） 

 

插入图像

文件 

插入图像文件。打开请选择图像文件对话框，插入选择的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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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按钮将添加选中的图像文件到画面中。 

“取消”按钮将不添加图像文件到画面中。 

“添加”按钮用于打开添加媒体文件的对话框（参考：3.11 导入媒体文件），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需添加的图像。 

“预览”按钮用于查看当前选中的已经添加进入图像文件列表的图像文件。 

边框 绘制边框。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一个

指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边框图形可以设置不同风格，显示不

同类型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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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水位

计 

绘制水位计。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

双击完成绘制。（水位计是具有动画效果的特殊控件，通过绑定表达式，可以

任意改变水位高度。） 

 

绘制路径

动画线 

绘制路径动画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

点，双击完成绘制。（路径动画线绑定一个图形组件，在组态软件执行时，可

以实现组件按照路径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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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管道

线 

绘制管道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

双击完成绘制。（此管道线在绑定表达式后，在组态软件执行时，管道线是可

以流动的。） 

 

艺术字 
艺术字体是将任何输入的文本转换为曲线, 然后通过对此曲线进行变形和修

改属性来得到的。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超级链接 
插入超级链接。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位置，然后按住鼠标，移动到另外

一个指定大小的位置放开，即可完成绘制。 

 

6.1.2 通过连接线工具栏绘制图形组件 

  连接线工具条提供了专门的连接线图形绘制的功能（连接线工具条默认不显示，需要通过

菜单选项“查看\工具条\连接线工具条”打开才能显示），能够快速的绘画各种连接线，连接线

的绘制方法和直线（绘图工具条/直线按钮）的绘制方法相同。当鼠标放在任意按钮上，立刻出

现一个提示信息框标明此按钮的功能。 

 

功能入口 描述 

直线连接线 绘制无箭头的直线连接线。 

 

直线连接线 
绘制单箭头的直线连接线。 

 

直线连接线 绘制双箭头的直线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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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连接线 绘制无箭头的曲线连接线。 

 

曲折连接线 绘制单箭头的曲线连接线。 

 

曲折连接线 绘制双箭头的曲线连接线。 

 

直角连接线 绘制无箭头的直角连接线。 

 

直角连接线 
绘制双箭头的直角连接线（在组态工程执行中，此图形组件绑定了值动画，

具有管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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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连接线 绘制单箭头的直角连接线。 

 

曲线连接线 
绘制无箭头的曲线连接线。 

 

曲线连接线 
绘制单箭头的曲线连接线。 

 

曲线连接线 
绘制双箭头的曲线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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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断连接线 
绘制折断连接线。 

 

折断连接线 
绘制折断连接线。 

 

曲线连接线 
绘制曲线连接线。 

 

曲线连接线 
绘制曲线连接线。 

 

圆角折断连

接线 

绘制圆角折断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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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通过菜单栏插入图形组件 

  通过菜单栏插入图形组件的按钮统一在“工具”菜单下，如下图所示： 

插入图形组件

 

功能入口 描述 

插入表格 打开插入表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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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列数和行数，点击确定，插入表格： 

 

插入时间 在坐标为 X=200，Y=100 的位置插入一个温度计，用于显示当前的系统时间。 

 

插入罐体 在坐标为 X=200，Y=100 的位置插入一个罐体控件，如下图所示： 

 

插入温度计 在坐标为 X=200，Y=100 的位置插入一个温度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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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报警控件 插入报警控件，用于显示报警信息： 

 

插入实时曲线 在坐标为 X=200，Y=100 的位置插入一个实时曲线控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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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图像文件 打开请选择图像文件对话框，插入选择的图像文件： 

 

“确定”按钮将添加选中的图像文件到画面中。 

“取消”按钮将不添加图像文件到画面中。 

“添加”按钮用于打开添加媒体文件的对话框，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需添

加的图像。 

“预览”按钮用于查看当前选中的已经添加进入图像文件列表的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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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图像按钮 打开图像按钮设定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确定”按钮用于完成添加图像。 

“取消”按钮用于放弃添加图像。 

开关模式指的是点击图像按钮后，两张图片会依次变化，像开关一样。 

正常时显示的图像为按钮默认的显示图像。 

按下后显示图像为按钮被按下后显示的图像。 

插入 2 个图像文

件组成的图形 

打开图像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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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按钮用于完成添加图像。 

“取消”按钮用于放弃添加图像。 

图片 1 到图片 4 分别为选中的图片 1 到图片 4。 

定时刷新指的是图片切换的频率。 

插入 3 个图像文

件组成的图形 

和插入 2 个图像文件组成的图形功能类似，只是能够添加 3 个图片。 

插入 4 个图像文

件组成的图形 

和插入 2 个图像文件组成的图形功能类似，只是能够添加 4 个图片。 

6.1.4 通过工具盒拖拽生成图形组件 

    在“工程管理器\工具盒”属性页中，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左键拖拉到画面中，生成一个

全新的图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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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

 

注释：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的图形组件，这些图形组件统一存放在工具盒中，关于工具盒

的操作参考第十一章 图形工具盒。 

6.1.5 通过图形软件复制生成图形组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其他应用程序的文本、图形直接复制到当前组态工程中。对于文本的

复制，使用任意文本编辑软件编写文本（Txt、Word 等软件），选中相应的文本，直接粘贴到组

态画面上，默认生成一个静态文本图形组件；对于图形的复制，使用任意图形编辑软件绘制图形

（Photoshop、微软图形编辑软件、Word、Visio 等软件），选中相应的图形，直接粘贴到组态画

面上，默认生成一个图片图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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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图形复制不支持复制图形文件。 

粘贴

复制

 

注释：手机组态软件不支持通过此功能生成的图形组件。 

6.2 图形编辑 

6.2.1 移动、缩放、旋转 

功能入口 描述 

移动 选中需要移动的图形组件，进行移动，通过以下 4 种方式： 

1.通过鼠标移动 

当你把鼠标指针放到组件中，你可以移动的位置时，指针就会变成一个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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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 。按下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左键抬起，确定图形新的位置。 

新的位置
 

2.通过移动按钮移动 

 

3.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面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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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键盘移动 

图形移动
 

缩放 选中需要移动的图形组件，进行缩放，通过以下 2 种方式： 

1.通过鼠标移动 

当你把鼠标指针放到组件的边界，你可以缩放图形的大小，指针就会变成一

个移动指针 。按下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左键抬起，确定图形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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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面移动 

 

旋转 选中需要旋转的图形组件，进行旋转，通过以下 2 种方式： 

1.通过鼠标移动 

如果图形组件可以旋转，会显示一个旋转按钮 ，鼠标移动该按钮上鼠标

指针变为 。按下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左键抬起，确定图形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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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面移动 

 

6.2.2 复制、剪切、粘贴、克隆、删除、全选 

功能入口 描述 

复制 通过以下 4 种方式进行复制： 

1.通过菜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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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 

 

3.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4.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C” 

剪切 通过以下 4 种方式进行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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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菜单栏 

 

2.通过工具栏 

 

3.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4.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X” 

粘贴 通过以下 4 种方式进行粘贴： 

1.通过菜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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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 

 

3.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4.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V” 

克隆 通过以下 3 种方式进行克隆（复制、粘贴同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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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菜单栏 

 

2.通过工具栏 

 

3.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删除 通过以下 4 种方式进行删除： 

1.通过菜单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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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菜单栏全部删除 

 

3.通过画面右键菜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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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快捷键删除 

选中需要删除的图形组件，按下“Del”键。 

全选 通过以下 3 种方式进行全选： 

1.通过菜单栏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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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右键菜单全选 

 

3.通过快捷键全选 

同时按下“Ctrl”、“A” 

6.2.3 标题、字体、线条、填充、倒影 

功能入口 描述 

标题 在图形组件上显示的文字称为“标题”，图形默认不显示标题。 

隐藏标题 显示标题

 

通过以下 2 种方式对标题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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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件设定”对话框的“ID 值设定”属性页 

选定属性页

打开“组件设定”

更改标题
名称

显示标题

 

2.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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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设置

 

字体 “字体”是对图形上显示的标题进行字体设置。 

通过以下 3 种方式对字体进行设置： 

1.通过工具栏进行设置 

粗体字体类型

字体大小 斜体

下划线

字体排列

加大、减
小字体

字体颜色
 

2.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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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设置

 

3.通过快捷编辑按钮进行设置 

点击快捷
按钮

点
击
弹
出
文
本
对
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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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 通过以下 4 种方式对线条进行设置： 

1.通过工具栏进行设置 

线条颜色

线条宽度

线条类型
 

2.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进行设置 

 

3. 通过快捷编辑按钮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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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快捷
按钮

点
击
弹
出
线
条
对
话
框

 

4.通过画面右键菜单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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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 通过以下 4 种方式对填充进行设置： 

1.通过工具栏进行设置 

 

2.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进行设置 

 

3. 通过快捷编辑按钮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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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快捷
按钮

点
击
弹
出
填
充
对
话
框

 

4.通过画面右键菜单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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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影 图形默认是不显示倒影的，如果需要显示倒影，需要设置。 

通过以下 2 种方式对填充进行设置： 

1.通过“工程管理器\属性”属性页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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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画面右键菜单进行设置 

 

6.2.4 图形保护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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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管

理器\属性”属

性页进行设置 

 

 

通过快捷编辑

按钮进行设置 

点
击
弹
出
填
充
对
话
框

点击快捷
按钮

点
击
弹
出
如
下
对
话
框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6.2.5 批量操作 

  批量操作指的是同时操作图形或快速对多个图形进行编辑。 

功能入口 描述 

批量编辑 当选中多个图形组件时，通过单个图形编辑的方式，可以对选中的多个图形

进行“移动”、“缩放”、“旋转”、“复制”、“剪切”、“粘贴”、“删除”、“标题

显示”、“标题名称更改”、“标题字体格式更改”、“线条更改”、“图形背景填

充”、“图形显示倒影”批量编辑操作。  

批量选择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1：全选所有的静态文本 

选中当前画面的所有的静态文本。 

2：全选所有的基本图形 

选中当前画面的所有基本图形。 

3：全选所有按钮 

选中当前画面的所有按钮。 

4.全选指定类型的组件 

选中当前画面某一个类型的所有图形。 

批量锁定 

 

1.锁定所有标签 

锁定当前画面的所有静态文本。 

2.锁定所有基本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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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当前画面的所有基本图形。 

3.锁定所有按钮 

锁定当前画面的所有按钮。 

4.解锁所有图形 

解锁当前画面的所有图形组件。 

特殊复制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 

 

2.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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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复制的升级，能够对要复制的图形组件的部分参数进行设置。 

    对图形组件进行正常复制时，新生成的图形组件的“标题名称”、“关键

值”、“ID”和原始组件是完全相同的。生成的位置为：以画面的左上角为坐标

原点，向 X 轴（左右）、Y 轴（上下）偏移 18 个像素的位置。 

    在实际设计组态工程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图形组件，并且这些图形组

件具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通过特殊复制对新生成的图形组件进行设置，新生

成的图形组件的“标题名称”、“关键值”“ID”可以按照设置进行相应的变化。 

 

    “标题名称”、“关键值”、“ID”本质是一个字符串，字符串中含有序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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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最后的有效数字为序号），例如：一个图形的关键值为“Shape0”，则这

个图形的关键值序号为“0”。 

    在使用特殊复制时，可以设置新生成的图形的“关键值”等属性的序号

递增或递减（通过弹出的“特殊复制”对话框设置），每一次生成新的图形，

序号增加一次，序号的递增增量是可以设置的，递增增量称为标量，默认为 1。 

例如：一个图形的关键值为“Shape0”，其进行特殊复制时，设置的标量为“10”，

生成的新的图形的关键值依次为“Shape10”、“Shape20”、“Shape30”。     

    在对图形进行组件特殊复制时，可以指定新生成的图形组件的相对位置，

从而能够使得新图形呈现一定的位置规律性。 

    使用特殊复制的流程： 

1) 选中需要进行特殊复制的图形组件，点击菜单选项“特殊复制”。 

2) 对特殊复制的组件进行设置。 

3) 使用粘贴快捷键（Ctrl+V），生成新组件，多次使用粘贴快捷键，可以

生成多个新组件。 

4) 在进行特殊复制时，只能使用粘贴快捷键（Ctrl+V），并且不能使用鼠

标点击画面。  

注释：特殊复制在处理多站点、多变量、多图形的组态工程中有很大的

实际意义。 

组件设定 当选中多个图形组件时，打开 “组件设定”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该对

话框中的设定（主要是值动画）其实是对所有选中图形组件的设定。组件设

定的详细内容参考第七章 图形组件的动画设计。 

组件脚本 当选中多个图形组件时，打开“组件脚本”编辑对话框，该对话框中脚本语

言的编辑其实是对所有选中图形组件的编辑。组件脚本编辑参考第八章 脚本

语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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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快捷编辑 

功能入口 描述 

快捷编辑按钮 当您选择单个图形的时候， 在此图形的右上角将出现 1 个快捷操作图标 ，

单击这些图标将打开一个下拉菜单，呈现该图形组件编辑功能，点击对应的

菜单选项进行快速属性编辑。 

 

拖拉复制 当您对图形进行移动\旋转等操作的时候，如果同时按下 Ctrl 键, 则这些操作

会在新的位置创建一个此图形的复制品，如下图所示: 

 

文本编辑 对于文本编辑组件，双击该图形组件，会直接出现文本编辑窗口, 可以通过此

窗口直接修改图形的标题文本。 

 

绘制直线 当绘制线段时，如果需要这个线段是直线，按住“Shfit”键，正常绘制，这时

这个线段就是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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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删除顶

点 

当绘制线段后，一个线段由多个顶点构成，按住“Ctrl”键，增加或删除顶点。 

 

详情参考：6.1.1 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图形组件的“编辑顶点”。 

6.2.7 其他常用功能 

功能 描述 

组件列表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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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进入 

 

3.通过右键菜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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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以列表形式显示当前画面的所有的图形组件，如下图： 

 

双击列表中单个组件，可以快速关闭此列表对话框，并且在画面中选中此组

件。 

     确定：关闭此列表对话框。 

     取消：关闭此列表对话框。 

     删除：从画面中删除选中的图形组件。 

     可见：设置选中的图形组件为可见。设置某个图形组件为隐藏时，可

以通过此方法显示隐藏的图形组件。 

     组件：对选中的组件进行组件设定，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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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设定详细内容具体参考本文档第七章 图形组件的动画连接。 

     文本：对选中的组件进行文本设置，弹出如下对话框： 

 

     编辑：对选中的组件进行编辑操作，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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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型：设定选中组件的线型，弹出如下对话框： 

 

     填充：对选中的图形组件进行图形区域填充，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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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解锁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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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进入 

 

功能描述： 

1.锁定 

对选中的图形进行锁定，锁定后的图形不可以移动、改变大小。 

2.解锁 

对锁定的图形进行解锁，重新可以进行移动、改变大小操作。 

不允许拖拉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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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具栏进入 

 

功能描述： 

是否允许拖动图形组件进行位置改变，处于不允许拖拉状态，当前画面的所有

的图形组件不允许通过鼠标拖动进行位置改变（可以进行大小、形状改变，注

意与图形锁定之间的区别）。 

显示或隐藏表

达式 

功能入口： 

1.通过工具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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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当对图形组件进行值动画设定（通过表达式）或编写脚本时，图形组件会虚拟

现实相应的表达式或脚本。 

显示表达式 隐藏表达式

 

撤销、重复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2.通过工具栏进入 

 

3.通过组合按键 

撤销：Ctrl+Z；重复：Ct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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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1.撤销 

撤销上次画面的修改。 

2.重复 

将上次画面修改撤销的内容再次重做。 

Tab 标签 功能入口： 

1.通过菜单栏进入 

 

2.通过按键组合进入 

同时按下“Ctrl+D”键 

功能描述： 

1.查看 Tab 标签：如果图形组件由 Tab 标签，会显示标签序号。 

 

2.图形组件申请 Tab 标签：点击图形保护，去掉 Tab 标签保护，图形组件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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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Tab 标签。 

去掉打钩，图
形会自动申请

Tab标签

 

3.设置 Tab 标签顺序：按下 Ctrl+D 显示标签序号，鼠标左键依次点击含有 Tab

标签的图形，系统自动按照点击顺序自动分配序号。 

4.Tab 标签的使用：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图形含有 Tab 标签，按下键盘上

的“Tab”键，选中的图形会根据标签序号自动切换。 

样式与风格 

 

快速设置当前组态工程画面风格，例如默认字体、线条、填充等图形绘画属性，

如下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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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图形布局 

  当您绘制了多个图形后，需要对图形组件进行布局。布局功能主要通过“排列”菜单和“布

局”、“对齐”工具条进行触发，两部分的功能是完全对应的。 

“对齐”工具条： 

 

“布局”工具条： 

 

“排列”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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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 “排列”菜单进行功能详细叙述（在对图形进行布局操作时，许多情况需要用到“最

后选中的图形组件”，按住 Ctrl 键可以切换，详细内容参考本文档 6.1.1 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图

形组件“选择”按钮的介绍）。 

功能 描述 

分配图形 选中您希望的重新排布的图形（最少 3 个图形），点击分配图形，将弹出如

下排布图形对话框，您可以自由设定图形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排布方式。 

 

几何操作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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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操作将多个简单的图形合并为单一的曲线或折线图形。 

合并前：  

合并后：  

联合 

联合操作将多个简单的图形合并为单一的曲线或折线图形，和组合操作不同

的是联合操作还会自动删除合并图形中的交叉几何连接线。 

合并前：  

合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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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 

将一个复杂的图形拆分成几个简单的图形，此操作是合并操作的相反操作。 

相交 

将多个图形合并保留相交部分产生新的曲线或折线图形。 

相交前：  

相交后：  

剪除 

剪除最后选中图形与其他图形的相交部分，产生一个新的曲线或折线图形。 

剪除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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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除后（1）：  

剪除前（2）：  

剪除后（2）：  

注释：当选中多个图形时，有且只要一个最后选中图形，按住 Ctrl 键，鼠标

左键点击其他选中图形，可以切换最后选中图形（例如上面两个实例（剪除

1、2），最后选中图形就是通过按住 Ctrl 键切换实现的）。 

转换为曲线图形 

将选中的图形转换为曲线图形（图形上所有的线全部是曲线，可以拖动顶点

改变曲线的位置和弯曲大小）。 

转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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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后：  

转换为折线图形 

将选中的图形转换为折线图形（图形上所有的线为折线，可以通过拖动顶点

改变折线的位置和方向）。 

转换前：  

转换后：  

增加新的顶点 

在选中的线段中间位置增加一个新的顶点。（按住 Ctrl 键，鼠标左键点击线

段相应位置，亦可增加一个新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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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前: 

选中的线段

 

增加后：

新增加的顶点

 

删除顶点 

删除选中的线段的某一个顶点。（按住 Ctrl 键，鼠标左键点击某一个顶点，

亦可删除相应的顶点）。 

删除前：  

删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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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直线 

将选中的线段（曲线）转换为直线。 

转换前：  

转换后：  

转换为曲线 

将选中的线段（直线）转换为曲线。 

转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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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后：  

破开曲线 

将闭合图形从选中曲线上的顶点破开。 

破开前：  

破开后：  

连接 

将多个线段连接一个线段。 

连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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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后：  

打断 

将一个多线段图形（折线图形、曲线图形）断开为单个线段。 

断开前：  

断开后：  

闭合 

将开放的图形闭合起来，能闭合的图形必须直线或曲线图形，如果不是，绘

图系统自动为直线或曲线图形。 

闭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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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后：  

 

旋转或镜像 
自由旋转 

图形上显示或隐藏旋转控制点，拖动控制点可自由旋转图形。当您把鼠标放

到要旋转的图形组件上，鼠标的形状就会发生变化，拖动鼠标到您要旋转的

位置。 

旋转控制点

 

向左旋转 

以图形中心点为中心点向左旋转 90 度。 

向右旋转 

以图形中心点为中心点向右旋转 90 度。 

水平翻转 

以图形中心点为中心点图形水平（X 轴）翻转。 

垂直翻转 

以图形中心点为中心点图形垂直（Y 轴）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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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歪斜 

对图形组件进行歪斜几何变形操作，如下图： 

      （当然在变形之前，必须要保证此图形是曲线图形，如果不是，系统

会自动转换为此图形） 

 

 

自由歪曲 

对图形组件进行歪曲几何变形操作（和自由歪斜类似）。 

自由镜像 

对图形组件进行自由镜像操作，进行操作时，会出现一条控制镜像中心的两

点控制线，通过移动控制点来调整自由镜像的中心对齐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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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中心的自由控制线

移动此红点进行旋转
 

叠放次序 
提到最前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按照选中图形的当前顺序提到其他所有未选中图形的上

层。 

推到最后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按照选中图形的当前顺序提到其他所有未选中图形的下

层。 

上移一层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上移一层。 

下移一层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上移一层。 

浮于对象之上 

将选中的图形置于某一个选中图形之上。 

浮于对象之下 

将选中的图形置于某一个选中图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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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对象顺序 

将选中的多个对象反转（最上层变为最下层，最下层变为最上层）。 

对齐格式 左对齐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的左边界对齐。 

水平居中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中线对齐。 

右对齐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右边界对齐。 

上对齐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上边界对齐。 

垂直居中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水平中线对齐。 

下对齐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下边界对齐。 

大小调整 宽度一致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的宽度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宽度重新生成。 

高度一致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的高度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高度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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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一致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的大小按照“最后选中的图形组件”的大小重新生成。 

页面位置 
水平居中 

将选中的图形水平位置调整到画面居中的位置。 

垂直居中 

将选中的图形垂直位置调整画面居中的位置。 

间距调整 
水平间距相等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排列成左右间距相等。 

垂直间距相等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排列成上下间距相等。 

水平紧贴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在水平方向紧紧贴在一起。 

垂直堆叠 

将选中的多个图形在垂直方向紧紧贴堆叠一起。 

微细移动 向左移动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向左移动 1 个像素。 

向右移动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向右移动 1 个像素。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向上移动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向上移动 1 个像素。 

向下移动 

将选中的所有图形向下移动 1 个像素。 

6.4 属性编辑器 

    图形组件的所有特征（图形的外观显示、动画连接等功能）都是由属性控制的，为了方便工

程人员对图形进行编辑，常用的图形属性（标题、字体、线条、填充、位置、大小、值动画连接

等功能）已经被封装成各个的功能区域。但是仍然有一些特殊的图形属性没有被封装，远程通组

态软件提供了“属性编辑器”对话框对图形属性进行编辑。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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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快捷菜单打开 

 

    点击“属性编辑器”按钮，弹出“属性编辑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所示，“属性编辑器”对话框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为“当前图形所有属性列表”、“属

性参考值列表”和“单个属性编辑”。 

 当前图形所有属性列表：当对图形的属性进行编辑时（包括通过快捷功能区域，主要指的是

对话框），被编辑的属性都会在此列表中显示，便于工程人员再次编辑该属性。 

 属性参考值列表：枚举当前图形具有的所有的属性（每一个属性系统都会为其设定默认值）。 

 单个属性编辑：当在属性列表中选中某一个属性时，可以对选中的属性进行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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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图形组件的动画连接 

    工程人员在远程通组态软件开发系统中制作的画面都是静态的，那么它们如何才能反映工业

现场的状况呢？这就需要通过实时变量管理器，因为只用变量管理器中的变量才是与现场状况同

步变化的。变量管理器中变量的变化又如何导致画面的动画效果呢？通过“动画连接”，所谓“动

画连接”就是建立画面的图形组件和变量的对应关系。这样，工业现场的数据，比如温度、液压

高度等，当它们发生变化时，通过变量数据采集，实时更新变量管理器中变量的数值。如果工程

人员曾经定义了一个图形组件，比如仪表组件与这个变量动画连接，我们将会看到仪表的指针在

同步偏转。 

    动画连接的引入是设计人机接口的一次突破，它把工程人员从重复的图形编程中解放出来，

为工程人员提供了标准的工业控制图形界面，并且由可编程的命令语言连接来增强图形界面的功

能。图形组件和变量之间丰富的连接类型，给工程人员设计图形界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图形组件可以按动画连接的要求改变颜色、尺寸、位置、填充效果等，一个图形组件又可以

同时定义多个连接。把这些动画连接组合起来，组态运行工程将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图形动画

效果。 

7.1 ID 值、关键值设定 

    动画连接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组件设定”实现的，每一个图形组件都有 ID 值、关键值等识

别图形的属性。在实现动画连接时，有些功能的实现需要绑定图形组件，确定绑定哪一个图形组

件就是通过 ID 值、关键值等属性确定的。 

功能入口 描述 

通 过 菜 单

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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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工 具

栏打开  

通 过 画 面

右 键 菜 单

打开 

 

通 过 双 击

图形打开 

双击需要进行组件设定的图形组件 

通 过 快 捷

按钮打开 

 

  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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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ID 值设定”属性页，可以对图形组件进行 ID 值、关键值等属性进行设置，如上图所

示。 

7.2 表达式和运算符 

    在“连接动画”和“按键表达式”中，都需要用到表达式，因为表达式的值决定了画面上的

图形组件的动画效果。表达式由变量管理器中定义的变量和各种运算符组成，与 C 语言中的表达

式非常类似。 

    表达式支持“字符串类型表达式”和“非字符串类型表达式”。 

    1.“字符串表达式”指的是由字符串类型（TEXT）的变量组成的表达式，仅仅支持“加法 +”

运算符。 

    2.“非字符串类型表达式”指的是由非字符串类型（BOOL、BYTE、INT、FLOAT、DOUBLE）

的变量组成的表达式，支持所有的运算符。 

注释：表达式的使用亦可参考脚本语言的表达式 8.1.2 运算符和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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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运算符 

    表达式中可用到的运算符如下： 

              +         加法 

              -         减法 

              *         乘法 

              /         除法 

              %         求余 

              |         整型量按位或 

              &         整型量按位与 

              ^         整型量按位异或 

              >         大于 

              >=        大于或等于 

              <         小于 

              <=        小于或等于 

              ！         逻辑非 

              ==         等于 

              !=         不等于 

              ||         逻辑或 

              &&         逻辑与 

注意：除上述运算符以外，还可使用（）括号，保证运算符按所需次序进行。 

7.2.2 优先级 

    下面列出运算符的运算次序，首先计算最高优先级的算符，再依次计算较低优先级的算符。

同一行的算符有相同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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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单目)  
* / %
+  - 
>  >=  <  <=  == !=
|  &  ^
||  &&

高优先级

低优先级
 

7.2.3 表达式举例 

    单独的变量：开关、水位。 

    复杂的表达式：开关 == 0 、水位 > 50 && 水位 < 80 、(开关 1||开关 2) && 水位。 

7.2.4 表达式赋值 

   表达式赋值指的是把一个表达式的值，赋值给一个变量，表达式赋值对话框如下： 

 

7.3 值输入连接 

    值输入连接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工程人员通过图形组件可以任意改变连接变量的值。

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两种形式的值输入连接，一种是通过“组件设定”的“用户输入”属性页，

另一种是通过“鼠标单击事件”的提示用户值输入。 

7.3.1 用户输入 

    对于一些特殊图形组件，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用户使用鼠标点击或拖动这些图形组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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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会发生改变，与之连接的变量的值将会发生改变。 

    选中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选中“用户输入”属性

页，如下图： 

 

    在上图中文本框位置输入“连接变量”，或者点击左边的“...”按钮，通过变量表选取，如

下图： 

 

    鼠标双击需要选择的变量，确定需要进行用户输入的“连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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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支持用户输入的图形组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图形组件。 

图形组件 组态工程运行时，鼠标操作的方法 

仪表图形组件 1.在组态工程设计时，打开工具盒，找到“捷麦仪表控件”

工具盒页，内部的控件全部是仪表组件。鼠标拖拽在画面

生成一个仪表图形，通过组件设定连接一个变量。 

2.在组态工程运行时，仪表是有指针的，通过拖动指针，

改变“连接变量”的值。 

开关图形组件 1. 在组态工程设计时，打开工具盒，找到“捷麦定制控

件”工具盒页，其内部含有开关组件。鼠标拖拽在画面生

成一个开关图形，通过组件设定连接一个变量。 

2.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点击开关用于改变开关状态，从而

改变“连接变量”的值。 

水位计图形组件 1.在组态工程设计时，使用绘图工具直接绘制水位计图

形，通过组件设定连接一个变量。 

2.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拖动水位计，从而改变“连接变量”

的值。 

对话框图形组件 1.在组态工程设计时，打开工具盒，找到“捷麦对话框控

件”工具盒页，其内部含有大量的与对话框相关的图形组

件。鼠标拖拽在画面生成一个对话框图形，通过组件设定

连接一个变量。 

2.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操作对话框控件，从而改变“连接

变量”的值。 

路径动画线绑定 1.在组态工程设计时，使用绘图工具直接绘制动画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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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形组件 形。 

2.在组态工程设计时，对动画路径图形绑定一个图形组

件。 

3.在组态工程设计时，对动画路径图形进行组件设定，连

接一个变量。 

4.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拖动绑定的图形组件，从而改变“连

接变量”的值。 

复合图形 1.在组态工程设计时，构建一个复合图形。 

2.在组态工程设计时，通过状态构建器创建两个状态，设

定复合图形的开关模式。 

3.在组态工程设计时，对该复合图形连接一个变量。 

4.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点击复合图形，从而改变“连接变

量”的值。 

两个图片组成的

图像按钮 

1.在组态工程运行时，通过工具菜单，插入由两个图片组

成的图像按钮。 

2. 在组态工程设计时，对该图像按钮连接一个变量。 

3.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点击图像按钮，从而改变“连接

变量”的值。 

7.3.2 提示用户值输入 

    对于所有的图形组件，都可以使用“鼠标单击事件”实现“值输入连接”的功能。 

    选中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选中“左键抬起”属性

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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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提示用户值输入”或“提示用户字符串输入”事件类型。然后在“命令执行内容设定”

文本框中输入相应的变量，如下图： 

点击弹出变量列表

双击确认连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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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定了“值输入连接”的鼠标事件后，在组态工程执行时，鼠标单击图形组件，弹出如下

对话框： 

    1. “提示用户值输入”事件类型 

 

    2. “提示用户字符串输入” 事件类型 

 

7.4 值输出连接 

    值输出连接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实时显示连接表达式的值。远程通组态软件

中并不是所有的图形组件支持值输出连接，仅有特殊的图形组件支持此功能。 

    值输出连接必须连接一个表达式，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

件设定对话框”，选中“值动画”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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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动画对话框属性页各个设置如下： 

    1.允许值动画：选中此单选框，才能进行值动画表达式设置。 

    2.历史数据：选中此单选框，值动画表达式中变量的值是该变量的某一时间的历史值（具体

参考：7.16 历史数据值输出连接）。 

    3.值动画表达式：值动画文本编辑框，输入内容为表达式（表达式输出连接），可以通过键

盘输入表达式，也可以通过列表或变量表选取输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该表达式的值能够实时

更新图形组件的文本内容。 

    4.流动方向表达式：流动方向文本编辑框，输入内容为表达式。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该表达

式的值能够确定管道类型控件流动的方向（非管道类型的图形组件对流动方向表达式无效，自动

旋转控件除外）。 

    5.变量列表：以列表的形式罗列出表达式能够使用变量，双击某一个变量，把此变量加入到

值动画表达式编辑框中（对于数组型变量，默认显示的是数组的范围，需要更改数组“[ ]”中数

值，从而具体到实际变量）。 

    6.运算符列表：以列表形式罗列出运算符，双击某一个运算符，把此运算符加入到值动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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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中。 

    7.值动画最小值、最大值：以文本的形式设定值动画最小值、最大值，用于设定图形组件值

动画的范围。 

    8.“...”按钮：点击此按钮弹出一个变量列表对话框，双击某一个变量，确定需要加入表达

式的变量。 

    9.增加新参数：此按钮由于设置线条、文本、填充效果连接的，具体参考 7.5 线条、文本、

填充效果连接。 

注释：支持值动画的图形组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图形组件。 

图形组件 组态工程运行时，鼠标操作的方法 

数码管图形组件 

 

此图形组件专用于变量数值显示，工程人员可以根据显示

需求，更改数码管的背景颜色、线条颜色、字体等。 

1. 在组态工程设计时，打开工具盒，找到“捷麦定制控

件”工具盒页，找到数码管组件。鼠标拖拽在画面生成一

个数码管，通过组件设定连接一个表达式。 

2.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数码管实时显示表达式的值。 

特殊图形组件 “捷麦仪表图形组件”、“捷麦定制图形组件”和“捷麦对

话框图形组件”都是支持“值输出连接”功能的。 

1. 在组态设计工程设计时，通过工具盒打开相应的工具

盒属性页。拖拽生成相应的图形组件，通过组件设定连接

一个表达式。 

2.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相应的图形组件会根据当前表达

式的值，显示相应的文本或状态。 

注释：对于这些特殊图形组件的值输出连接具体设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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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第十章 组态高级控件。 

7.5 线条、文本、填充效果连接 

    对于所有的图形组件，都支持“线条、文本、填充效果连接”的功能。“线条、文本、填充

效果连接”在“值输出连接”的基础上，连接表达式的值处于某一个范围时，显示相应的线条、

文本、填充效果。 

     选中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选中“值动画”属性页，

在“值动画文本编辑框”中输入相应的连接表达式。点击“增加新参数”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此按钮

连接表达式

 

    “值动画设计对话框”各个设置如下： 

    1.值范围：值范围由“开始值”和“结束值”确定。“开始值”、“结束值”通过文本编辑框

显示数值，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文本编辑框直接改变“开始、结束值”的数值大小，也可以通过滑

动条拖拉工具改变数值大小（开始值、结束值必须在最小值、最大值范围内，对于如何更改最小

值、最大值，参见 7.4 值输出连接的最小值、最大值更改）。 

    值范围有两种范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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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值”、“结束值”相同时：当值动画表达式的值满足和“开始值”、“结束值”相等时，

显示“线条、文本、填充效果”的连接效果。 

 “开始值”、“结束值”不同时：当值动画表达式的值满足大于“开始值”并且小于“结束

值”时，显示“线条、文本、填充效果”的连接效果。 

     2.线条、文本、填充效果等设置：在确定了值范围后，点击相应的设置按钮，可以对图形

进行“线条、文本、填充效果”设置。当设置完成后，会在列表框中显示相应的参数，双击列表

框中参数，可以重新设置。 

    “线条、文本、填充效果连接”通过“组件设定”的“值动画”的“增加新参数”进行设置，

当一个图形需要设置多个“线条、文本、填充效果连接”时，可以多次点击“增加新参数”进行

设置。设置完成后，会在列表框中显示设置的参数，双击某一行参数，可以重新编辑，如下图： 

线条、文本、
填充效果连接

 

7.6 移动连接 

    对于所有的图形组件，在组态工程执行时都是可以移动的。设置图形移动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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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绘制一个路径动画线：点击“绘图工具条”的“绘制路径动画线” ，如下图： 

 

绘制一个“路径动画线”，鼠标单击确定路线顶点，双击绘画路线完成（点击路线顶点，可以重

新编辑线路，关于顶点操作，可以参考 6.1.1 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图形组件的编辑顶点），如下

图： 

路径动画
线顶点

 

注释：路径动画线是一个辅助图形组件，在组态工程执行时不显示。 

    2.确定需要移动的图形组件：确定了需要移动的图形，设定该图形的关键值（便于图形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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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关键值

 

注释：如果需要移动多个图形，可以把需要移动的图形构建成一个复合图形（10.3 用户自定义

控件（复合图形控件） ）。 

    3.路径动画线绑定需要移动的图形组件：选中路径动画线，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绑定

需要移动的图形组件，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下拉框中显示能够移动图形组件的关键值，文本编辑框能够设置路径动画线的值动

画的最小、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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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当绑定了图形组件后，在组态工程运行，鼠标是可以拖动该图形组件在动画路径线上移动。 

    4.为路径动画线设定“值输入连接”：选中路径动画线，点击“组件设定”，选中“用户输入”

属性页，设置“值输入连接”的变量，如下图： 

 

当为路径动画线设置了“值输入连接”的变量后，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拖动绑定的图形组件移动，

连接变量的值会相应的发送变化。 

    5.为路径动画线设定“值输出连接”：选中路径动画线，点击“组件设定”，选中“值动画”

属性页，设置“值输出连接”的表达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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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值输出连
接表达式

 

当为路径动画线设置了“值输出连接”的表达式后，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连接表达式的值发送

变化后，绑定的图形组件会发生移动，移动到相应的位置。 

7.7 缩放连接 

     对于所有的图形组件，在组态工程执行时都是可以缩放的。设置图形缩放步骤如下： 

     1.从工具盒中拖动生成一个缩放控件：点击“工程管理器”的“工具盒”，打开“捷麦定制

控件”工具盒属性页，找到“放大缩小”控件，拖拽生成此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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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

 

注释：放大缩小控件是一个辅助图形组件，在组态工程执行时不显示。 

     2.确定需要缩放的图形组件：确定了需要缩放的图形，设定该图形的关键值（便于图形绑

定）。 

设定关键值

 

注释：如果需要缩放多个图形，可以把需要缩放的图形构建成一个复合图形（10.3 用户自定义

控件（复合图形控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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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缩放控件绑定需要缩放的图形组件：选中放大缩小控件，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绑

定需要移动的图形组件，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通过关键值确定需要缩放的图形组件，缩放风格有：宽度缩放、高度缩放、宽度和

高度同时缩放，缩放起始原点有：上边左边、右边下边、中心。 

     4.为缩放控件设置“值输出连接”： 选中放大缩小控件，点击“组件设定”，选中“值动画”

属性页，设置“值输出连接”的表达式，如下图： 

设置值输出连
接表达式

 

    当为放大缩小控件设置了“值输出连接”的表达式后，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表达式的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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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变化后，绑定的图形组件大小会发生变化。 

7.8 旋转连接 

    旋转连接指的是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发送旋转。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两种形式的旋转

连接，一种是通过“图形自动旋转”控件绑定需要旋转的图形进行自动旋转（类似于风扇），另

一种是通过“组件设定”的“旋转”属性页设置（根据表达式的值旋转到一定角度）。 

7.8.1 自动旋转 

    自动旋转指的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一直旋转，不断的改变旋转角度（类似于风扇

的扇叶）。 

    对于所有的图形，在组态工程执行时都是可以自动旋转的。设置图形移动步骤如下： 

    1.从工具盒中拖动生成一个自动旋转控件：点击“工程管理器”的“工具盒”，打开“捷麦

定制控件”工具盒属性页，找到“图形自动旋转”控件，拖拽生成此控件。 

拖拽

 

注释：图形自动旋转控件是一个辅助图形组件，在组态工程执行时不显示。 

    2.确定需要自动旋转的图形组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确定了需要旋转的图形，设定该图形的关键值（便于图形绑定）。 

设定关键值

 

注释：如果需要自动旋转多个图形，可以把需要缩放的图形构建成一个复合图形（10.3 用户自

定义控件（复合图形控件） ）。 

    3.自动旋转控件绑定需要自动旋转的图形组件： 

    选中自动旋转控件，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绑定需要自动旋转的图形组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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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通过关键值确定需要缩放的图形组件，旋转定时确定图形进行自动旋转的刷新时间。 

    4.为自动旋转控件设置“值输出连接”：选中自动旋转控件，点击“组件设定”，选中“值动

画”属性页，设置“值输出连接”的表达式，如下图： 

设置值输出连
接表达式

设置旋转方向
表达式

 

    当为自动旋转控件设置了“值输出连接”的表达式后，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表达式的值为

真（非 0）时，绑定的图形组件自动旋转，当表达式的值为假（为 0）时，绑定的图形组件不旋

转。流动方向表达式的值为真时，图形组件逆时针旋转，流动方向表达式的值为假时，图形组件

的顺时针旋转。 

7.8.2 值旋转 

    值旋转指的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根据连接表达式的值不同，旋转的角度也不同。

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所有的图形组件都支持值旋转。 

    值旋转必须连接一个表达式，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

定对话框”，选中“旋转”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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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对话框属性页各个设置如下： 

     1.打开旋转动画设置：选中此单选框，才能进行旋转值动画表达式设置。 

     2.旋转表达式：旋转表达式的文本编辑框，输入内容为表达式，可以通过键盘输入表达式，

也可以通过列表或变量表选取输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该表达式的值能够确定图形组件的旋转

角度。 

     3.变量列表：以列表的形式罗列出表达式能够使用变量，双击某一个变量，把此变量加入

到值动画表达式编辑框中（对于数组型变量，默认显示的是数组的范围，需要更改数组“[ ]”中

数值，从而具体到实际变量）。 

     4.运算符列表：以列表形式罗列出运算符，双击某一个运算符，把此运算符加入到值动画

文本框中。 

     5.旋转设置：设置旋转的相关参数，旋转公式为：旋转角度 =（结束旋转角度 － 开始旋

转角度）÷（旋转最大值 － 旋转最小值）× 旋转表达式的运算值 + 开始旋转角度。 

     6.旋转中心位：以下拉框的形式，选取图形组件旋转时的围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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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闪烁连接 

    闪烁连接指的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根据连接表达式的值，图形组件进行闪烁（闪

烁效果易于引起注意，故常用于出现非正常状态时的报警），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所有的图形组件

都支持闪烁连接。 

    闪烁必须连接一个表达式，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

对话框”，选中“闪烁”属性页，如下图： 

     

    闪烁对话框属性页各个设置如下： 

     1.打开允许闪烁动画：选中此单选框，才能进行闪烁动画表达式设置。 

     2.闪烁表达式：闪烁表达式的文本编辑框，输入内容为表达式，可以通过键盘输入表达式，

也可以通过列表或变量表选取输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该表达式的值能够确定图形组件的是否

闪烁。 

     3.变量列表：以列表的形式罗列出表达式能够使用的变量，双击某一个变量，把此变量加

入到闪烁表达式编辑框中（对于数组型变量，默认显示的是数组的范围，需要更改数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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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从而具体到实际变量）。 

     4.运算符列表：以列表形式罗列出运算符，双击某一个运算符，把此运算符加入到值动画

文本框中。 

     5.闪烁颜色：以下拉框的形式确定闪烁的颜色。 

     6.闪烁速度：确定闪烁的刷新频率，分为慢速、中等、快速三种闪烁速度，每一种闪烁速

度刷新时间可以通过“工程设置”的“脚本和位置”进行设置，如下图： 

 

7.10 隐藏连接 

    隐藏连接指的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根据连接表达式的值，图形组件进行隐藏或显

示，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所有的图形组件都支持隐藏连接。 

    隐藏必须连接一个表达式，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

对话框”，选中“显示或隐藏”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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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对话框属性页各个设置如下： 

    1.打开隐藏特性：选中此单选框，才能进行隐藏表达式设置。 

    2.隐藏表达式：隐藏表达式的文本编辑框，输入内容为表达式，可以通过键盘输入表达式，

也可以通过列表或变量表选取输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该表达式的值能够确定图形组件的是否

隐藏。 

    3.变量列表：以列表的形式罗列出表达式能够使用变量，双击某一个变量，把此变量加入到

隐藏表达式编辑框中（对于数组型变量，默认显示的是数组的范围，需要更改数组“[ ]”中数值，

从而具体到实际变量）。 

     4.运算符列表：以列表形式罗列出运算符，双击某一个运算符，把此运算符加入到值动画

文本框中。 

7.11 禁止操作连接 

    禁止操作连接指的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根据连接表达式的值，图形组件是否无效

或有效（所谓无效，指的是鼠标对图形组件的任何操作都是无意义的），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所有

的图形组件都支持禁止操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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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操作必须连接一个表达式，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

设定对话框”，选中“禁止操作”属性页，如下图： 

 

禁止操作对话框属性页各个设置如下： 

    1.打开允许无效：选中此单选框，才能进行无效表达式设置。 

    2.无效表达式：无效表达式的文本编辑框，输入内容为表达式，可以通过键盘输入表达式，

也可以通过列表或变量表选取输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该表达式的值能够确定图形组件的是否

无效。 

    3.变量列表：以列表的形式罗列出表达式能够使用变量，双击某一个变量，把此变量加入到

隐藏表达式编辑框中（对于数组型变量，默认显示的是数组的范围，需要更改数组“[ ]”中数值，

从而具体到实际变量）。 

     4.运算符列表：以列表形式罗列出运算符，双击某一个运算符，把此运算符加入到值动画

文本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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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鼠标单击事件 

    鼠标单击事件指的是，当为图形组件设置了鼠标单击事件，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工程人员单

击图形组件，会执行相应功能事件。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所有的图形组件都支持鼠标单击事件。 

    选中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选中“左键抬起”属性

页，如下图： 

 

    如上图红色标定区域所示，鼠标单击事件设置的一般步骤为： 

    1.通过系统预置命令列表中选取相应的事件类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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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命令执行内容设定中设定相应的内容。 

7.12.1 发送 Email 

   选中“发送 Email”事件类型，然后在“执行内容”文本编辑中输入相应的内容。 

   内容格式为：用户账号@邮件服务器地址?subject=邮件主题&body=邮件正文 

   例如（以默认电子邮箱软件：Foxmail7.2 为例）： 

   1.在设计软件中进行如下设置： 

 

   2.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触发该事件，弹出发送 Email 软件，点击进行 Email 发送，如下图： 

 

   注释：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发送 Email 的功能，当前的电脑必须设置默认的电子邮件。设置

默认电子邮件的方法大致相同（网上有标准的设置方法），以下 Win7 操作系统，设置 Foxmail 为

默认的电子邮件进行举例： 

1、在“控制面板”中打开“默认程序”选项； 

2、选择“将文件类型或协议与程序关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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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关联列表中查找到名称“.mapimail”的选项，点击右上边“更改程序”； 

4、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浏览”； 

5、在“打开方式”窗口中查询您系统 foxmail 程序安装目录下的“foxmail.exe”文件打开，设置

即可。 

7.12.2 打开网页 URL 

     选中“打开网页 URL”事件类型，然后在“执行内容”文本编辑中输入相应的内容。 

     内容格式：标准的网址（例如：www.sa68.com）。 

7.12.3 打开文件 

    选中“打开文件”事件类型，然后在“执行内容”文本编辑中输入相应的内容。 

    内容格式：文件的绝对路径（例如：D:\说明书.pdf）。 

    可以点击左侧的“...”按钮，选取需要打开的文件，如下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7.12.4 运行文件 

   选中“运行文件”事件类型，然后在“执行内容”文本编辑中输入相应的内容。 

   内容格式：运行文件的绝对路径（例如：D:\ CM01P.exe）。 

   可以点击左侧的“...”按钮，选取需要运行的文件，如下图： 

 

7.12.5 打开新画面 

   选中“打开新画面”事件类型，然后在“执行内容”文本编辑中输入相应的内容。 

   内容格式：需要打开的画面名称（例如：画面 1.xdg）。 

   可以点击左侧的“...”按钮，选取需要打开的新画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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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6 显示报警记录对话框 

    选中“显示报警记录对话框”事件类型（不需要对“执行内容”文本编辑进行设置），当组

态工程运行时，触发此事件，弹出报警记录对话框（报警详细内容参考第九章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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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7 退出程序 

    选中“退出程序”事件类型（不需要对“执行内容”文本编辑进行设置），当组态工程运行

时，触发此事件，组态工程执行软件自动退出。 

7.12.8 隐藏图形 

    选中“隐藏图形”事件类型，然后在“执行内容”文本编辑中输入相应的内容。 

    内容格式：图形的标题名称（例如：椭圆）。 

    可以点击左侧的“...”按钮，选取需要隐藏的图形，如下图： 

 

7.12.9 显示图形 

    选中“显示图形”事件类型，然后在“执行内容”文本编辑中输入相应的内容。 

    内容格式：图形的标题名称（例如：椭圆）。 

    可以点击左侧的“...”按钮，选取需要显示的图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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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0 关闭画面 

    选中“关闭画面”事件类型（不需要对“执行内容”文本编辑框进行设置），当组态工程运

行时，触发此事件，组态工程自动关闭当前画面。 

7.12.11 设置图形数据源 

    选中“设置图形数据源”事件类型（不需要对“执行内容”文本编辑框进行设置），当组态

工程运行时，触发此事件，会弹出一个时间设置对话框，用于查询所有变量（该变量必须具有“数

据变化记录”属性，参考 5.2 变量运行设计）的在某一时刻的历史值（参考：7.16 历史数据值

输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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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2 提示用户值输入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用于设置某一个非字符串变量的值，详细设置参考 7.3.2 提示用户值

输入。 

7.12.13 提示用户字符串输入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用于设置某一个字符串变量的值，详细设置参考 7.3.2 提示用户值输入。 

7.12.14 光标选项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触发鼠标单击事件时，可以显示不同类型的鼠标光标。鼠标光标默认是

使用标准箭头光标，工程人员也可以根据需求设置其他类型的光标，如下图： 

 

7.12.15 在对话框中打开新画面 

    此事件类型是对“打开新画面”事件类型的升级，操作方式相同，只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

被打开的画面以对话框的形式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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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按键表达式 

    按键表达式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使用鼠标对图形组件进行按键操作，执行相应的表达

式赋值操作。 

    按键表达式分为： 

 左键按下：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左键按下执行相应的表达式赋值操作。 

 左键抬起：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左键抬起执行相应的表达式赋值操作。 

 左键双击：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左键双击执行相应的表达式赋值操作。 

 右键按下：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右键按下执行相应的表达式赋值操作。 

 右键抬起：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右键抬起执行相应的表达式赋值操作。 

    以上 5 类按键表达式的设置格式完全相同，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

选中“相应的”属性页，进行按键设置，如下图： 

     

   如上图，使用组态设计器设计工程时，点击“添加新表达式”按钮，弹出“表达式赋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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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框（参考 7.2.4 表达式赋值），添加一个赋值表达式。按键表达式可以同时添加多个赋值表达

式，这些赋值表达式都会在表达式列表中显示，如下图： 

     

    双击某一行表达式，可以对赋值表达式进行重新编辑。如上图所示，表达式列表右侧有 4

个按钮，分别为： 

 删除：删除选中的某一个赋值表达式。 

 向上：向上移动选中某一个赋值表达式。 

 向下：向下移动选中的某一个赋值表达式。 

 全部删除：删除全部的赋值表达式。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触发按键表达式，会依次执行（表达式列表的顺序）每一个表达式的赋

值操作（表达式的赋值操作指的是把一个表达式的值赋值给一个变量）。 

7.14 按键脚本 

    按键脚本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使用鼠标对图形组件进行按键操作，执行相应的脚本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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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键脚本分为： 

 左键按下：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左键按下执行相应的脚本。 

 左键抬起：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左键抬起执行相应的脚本。 

 左键双击：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左键双击执行相应的脚本。 

 右键按下：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右键按下执行相应的脚本。 

 右键抬起：鼠标光标在图形组件上，鼠标右键抬起执行相应的脚本。 

    选中图形组件，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右键菜单”，点击“组件脚本”，弹出图形组件脚本编

辑框，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点击脚本编辑器对话框中的属性页，可以切换对应的按键脚本，编写对应的脚本语

言（脚本语言的使用参考第八章 脚本语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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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状态构建器 

    对于一些特殊的图形组件，仅仅使用“组件设定”对图形组件进行动画连接无法满足工程人

员的需求，通过使用“状态构建器”，可以对这些特殊的图形的特殊属性进行设定。 

    对于不同的图形组件，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会弹出不同的设置对话框，工程人员可以

通过“状态构建器”对这些不同的图形组件进行特殊的动画连接设定。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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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快捷按钮打开 

 

注释：关于“状态构建器”，在不同图形组件介绍使用中会涉及到，例如：7.6 移动连接、7.8.1 自

动旋转、第十章 组态高级控件等。 

7.16 历史数据值输出连接 

    历史数据值输出连接指的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查看变量在某一个时刻的历史值。远程通组

态软件中“数码管控”控件和“表格”控件支持此功能。 

    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实现此功能的步骤为： 

1.使用组态设计器设置变量支持值变化存储：①点击“变量管理器”按钮弹出终端设置对话框，

②点击左侧树的“变量设置”按钮弹出变量表对话框，③从左侧“变量列表”中选中双击某一个

变量弹出“定义变量”对话框，④选中“记录和安全区”属性页，⑤选中“数据变化记录”复选

框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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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变
量管理器”

2.点击“变量
设置”

3.双击“需要
设置”的变量

4.选中“此属
性页”

5.选中支持“数
据变化记录”

 
2.使用组态设计器设置图形组件支持历史数据值输出连接：①找到“捷麦定制控件”的“数码管”控

件，拖拽到画面中，②选中图形组件“右键单击”弹出菜单，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

对话框，③点击“值动画”属性页，切换到“值动画”的对话框中，④勾选“允许值动画”、“历史数据”

单选框，并且输入“值动画表达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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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

1.找到“捷麦定
制控件”的“数
码管”控件，拖
拽到画面中

2.选中图形组件“右
键”弹出菜单，点
击“组件设定”

3.点击“值动
画”属性页

4.勾选“允许值动
画”、“历史数据”
单选框，并且输入
“值动画表达式”

 

3.使用组态设计器设置图形按钮的鼠标单击事件：①选中图形组件“右键单击”弹出菜单，点击“组

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②点击“左键抬起”属性页，切换到“左键抬起”的对话框中，

③选中“设置图形数据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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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图形组件“右
键”弹出菜单，点
击“组件设定”

2.点击“左键
抬起”属性
页

3.选中“设置图形数
据源”

 

4.运行组态工程，点击图形按钮，触发鼠标单击事件：如下图所示，查看某一时间点变量的历史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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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鼠标悬停文本提示框 

    鼠标悬停文本提示框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把鼠标移动该图形组件时，会显示一个提

示文本框，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所有的图形组件都支持鼠标悬停文本提示的功能。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形组件默认不支持鼠标悬停提示文本框。如果需要支持此功能，需要

使用组态设计器为该图形组件设置文本提示内容，方法为：选中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

钮，选中“左键抬起”属性页，在“提示文本”编辑框输入文本内容（当文本内容为空时，组态

工程运行时不显示文本提示框），如下图： 

1.选中图形组件“右
键”弹出菜单，点
击“组件设定”

2.点击“左键
抬起”属性
页

3.设置文本提示内容

 

     在设置了文本提示内容后，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当鼠标移动到该图形组件上时，会由显示

一个文本提示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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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脚本语言程序 

    远程通组态软件中的脚本语言是一种在语法上类似 C 语言的程序语言，工程人员可以利用这

些脚本语言程序来增强组态软件工程的灵活性，处理一些算法和操作等。它具有完备的词法、语

法检错功能和丰富的系统函数。 

    脚本语言程序是在组态设计器对组态工程进行设计时进行编写，全部保存时进行编译生成对

应的中间代码，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执行中间代码，从而提高了脚本语言的执行效率。 

8.1 脚本语言的使用 

    远程通组态软件针对用户的需求单独设计一种脚本语言，称为 M 语言。M 语言在语法上类

似 C 语言，具有简单易学、结构清晰等特点，只需要掌握简单的 M 语言语法，就能够进行脚本

编程实现复杂的功能。 

8.1.1 单词分类 

    一个语言程序是算法组合的语句集合，语句是由单词构成，单词是定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8.1.1.1 关键字 

在 M 语言中，关键字(keyword)是指系统预先定义的、以及具备特殊含义和用途的英文单词，

因此不允许用户重新定义，即不能作为新的标示符出现在程序中。下面列出了 M 语言中的关键

字。 

下面我们对常用的关键字简单介绍如下： 

 描述数据类型的有：bool、byte、int、float、double、string、void。 

 描述语句的有：if、else、while、break、continue、return。 

8.1.1.2 标点符号 

    在 M 语言程序中，标点符号对编译器具有语法意义，他们本身并不表示任何操作。M 语言

中的标点符合有：，、；、”、{、}、(、)。其中，逗号用作数据之间的分隔符，分号作为语句结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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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引号作为字符串常量的起止、结束标记符，左大括号为复合语句开始标记符，右大括号为复合

语句结束标记符，左、右括号改变表达式的运算顺序。 

8.1.1.3 分隔符 

    在 M 语言中，分隔符的主要作用是分隔相邻的常量和(或)标示符，表示前一语法实体的结束

和另一个语法实体的开始。M 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以下 7 中形式不同的分隔符。 

 空白：可以是空格字符、换行符、制表符。 

 {  }：大括号用来表示语句集合的块语句，块语句可用做函数体或符合语句。 

 (  )：作为分隔符的小括号用在控制语句(括号左边是关键字)、函数调用和定义(括号左边

是标示符)中。 

 ,：逗号用来在表列中分隔变量和在函数定义中分隔函数参数。 

 ;：分号用来分隔语句，所以，分号是语句的标志。 

 /* */：多行注释，注解的一般形式是：/*注解正文*/ 

 //：单行注释，注释的一般形式是：//注解正文 

   注释：M 语言中起分隔符作用的符号有运算符、空格、标点符合、Enter 键和 Tab 建。用的最

多的是空格键。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分隔符。 

8.1.1.4 数据类型 

为了便于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需要对数据进行分类，这种分类称为数据的类型。基本数据

类型是 M 语言中预定义的数据类型，M 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有 6 类：整数类型(int)、浮点类型(单

精度型 float，双精度型 double)、无符号字符类型(byte)和空类型(void)。 

 整型 

整数类型简称整型，用于定义整数对象，如 1、10、1024、-34 等，整型用 int 表示。整型数

据在内存中以二进制形式存储。int 型数据在内存中的最高位表示数的正负，1 表示负数，0 表示

为正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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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int型数据

符号位

=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由于计算机的存储单元的大小是有限的，因此对于一个数据，计算机总是分配有限的位来存

储它，M 语言中 int 型数据用 32bit(注：此处的 bit 表示二进制位，下面简称“位”)来存储一个

正数，那么能够放到该存储单元中的数据的范围按二进制形式可以表示为： 

0000000000000000 111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 1111111111111111
 

按照 int数据来理解，该范围为： -2147483648～2147483647  

 浮点型 

浮点类型简称为浮点型也称实型，用于定义实数，如 3.14、9.8、-1.23 等。计算机系统对浮

点数的存储采用了 IEEE754 标准，在内部将一个浮点数转换成二进制形式的科学计算法，然后分

别存储符号、指数和尾数部分。假设采用 32 位存储单元来存储 178.125，先将 178.125 表示成二

进制： 

(178.125)10 =  (10110010.001)2 

再将该二进制表示成规格化形式： 

27 × 1.0110010001 

所谓规格化形式是指尾数部分一定为“1.*”的形式。最后，正数的符号为 0(若为负数，则符

号为 1)，存储的指数部分为 134(即 7+127,127 是系统规定的一个偏移量)，存储的尾数部分为

0110010001(省略了固定的 1 和小数点)，如下图所示。 

0 10000110 01100100010000000000000

1位符号 8位的指数部分 23位的尾数部分

 

 从上图可看出，若指数部分的存储空间越大，则指数的范围变化越大，可表示的浮点数的

范围大小就越大；尾数部分的存储空间越大，则能够表示出的小数点后的位数就越多，表示的精

度就越高。为了适应实际的不同需要，M 语言提供了 float 型、double 这两种不同的浮点型，系

统为这两种浮点类型分配的存储空间不同。 

https://www.baidu.com/s?wd=214748364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PHuhmvRkmWfdm1-9uA7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vn1TYPH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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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符号字符型 

无符号字符型简称为 byte 型，用于定义 8 位的数据。 

 布尔型 

布尔类型简称为布尔型或逻辑型，在 M 语言用关键字 bool 表示。bool 型的值只有两个：1

和 0，它们分别对应逻辑“真”和逻辑“假”。 

 空类型 

空类型也称为空值型，表示无类型。在 M 语言中，空类型用关键字 void 表示。void 类型描

述了有关值的空集，变量不能说明为 void 类型。它用于说明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数据类型确定了数据所占的内存空间大小，同时也确定了其所能存储的数据范围，这些是与

机器有关的。 

类型标示符 类型名 字节数 数值范围 

bool 布尔型 1 1 或 0 

byte 无符号字符型 1 0~255 

int 整型 4 -2147483648～2147483647 

float 单精度浮点型 4 -3.4×1038～1.7×1038 

double 双精度浮点型 8 -1.7×10308～1.7×10308 

8.1.1.5 常量 

    在程序执行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量被称为常量。在表达式中常量表示一个唯一的值。

常量不同于变量，其值不能被修改。在 M 语言中，根据数据类型将常量分为整型常量和实型常

量。 

 整型常量 

https://www.baidu.com/s?wd=214748364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PHuhmvRkmWfdm1-9uA7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vn1TYPH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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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语言的整型常量即整数，它分别以二进制、十进制和十六进制表示。 

 二进制以 0b 开头，后面跟 0 或 1，例如： 

0b01010101,0b01010101 

 十进制没有开头，直接写数字就默认为十进制： 

237    -568   65535  1627   023  -023 

 十六进制以 0x 开头，后面跟 0~9 的数字或 a~f 的字母，例如： 

0xffff，0x123a 

注释：整型常量的默认类型是 int 类型。 

 实型常量 

   M 语言的实型常量又称为实数、浮点数。它的形式必须是带小数点的。M 语言中用小数点区

分浮点数和整数，如 1.0 表示浮点数，而 1 是整数。 

实型常量的表示方法：由负号(-)、数字 0~9 和小数点组成。例如： 

100.5   -1.0   0.0   3.1415926    

实型常数的默认类型是 float 类型。 

8.1.1.6 变量 

 程序执行过程中，值可以改变的量称为变量。变量代表内存中具有特定属性的一个内存单

元，用来存放数据，也就是变量的值，在程序的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值是可以被改变的。程序中所

有用到的变量，都必须在程序中指定其数据类型，变量必须是先定义后使用。变量的类型有：bool

型变量、byte 型变量、int 型变量、float 型变量、double 型变量、string 型变量（亦 TEXT 型变量）。 

M 语言的变量分为四种形式：组态变量、自定义变量、自定义数组变量、位变量。 

 组态变量 

    组态变量指的是使用变量管理器生成的变量（组态变量生成参考第五章 变量设计），组态变

量不需要申请就可以在程序中直接使用。因为组态工程初始化运行时，系统已经为组态变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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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应的数据类型分配相应的内存大小。 

 自定义变量 

    自定义变量指的是程序语言里单独指定类型的变量，这些变量的作用域仅仅为当前的脚本语

言，当前的程序语言执行完成后，自定义变量自动销毁释放，相当于局部变量。 

    自定义变量必须在程序语言中申请才能够使用（参与运算、赋值等操作），变量申请格式为： 

 类型说明符     变量表; 

 其中：类型说明符可以是 bool、byte、int、float、double 和 string，变量表是想要声明的变

量名称的列表，M 语言执行一个类型说明符之后同时申请多个具有相同类型的变量，此时各个

变量名之间要有逗号“ ,”分隔开。例如： 

int  a,  b23,  c_123; 

其中，int 为类型说明；a、b23、c_123 为三个变量名，之间用逗号分隔。 

这个变量定义说明了有 3 个相同类型的变量、变量叫什么名称(a、b23、c_123)以及用来做什

么(参与整型数据的处理)。任意一个变量都必须具备确定的数据类型，不管变量值怎样变化，都

必须符合该类数据类型的规定。 

 自定义数组变量 

    自定义数值变量和自定义变量类似，通常用于表示固定多个同类型的具有线性次序关系的数

据。 

 数组的申请 

数组变量的定义格式为： 

< 数据类型 >  < 数组名 >  [< 整型常量 >] ; 

其中，数据类型指定了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必须是 M 语言定义的数据类型；数组名的命名

规则应符合变量的名字规则；整型常量规定了数组元素的个数，即数组长度；[] 表示定义数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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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10]; // a 中可存放 10 个整数，它们分别是 a[0],a[1],a[2],a[3],a[4],a[5],a[6],a[7],a[8],a[9]。 

        //a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是整型变量。 

   注释：对一个有 n 个元素的数组，数组元素的下标从 0 开始，依次为 0、1、2、3、 … 、n – 

1，不能超出范围。 

注意：  

（1）在定义数组时，数组大小必须是整型常量，不能是变量或表达式。下面的代码试图动

态定义数组的大小： 

int  n; 

n = 6; 

int a[n]; 

该段代码将会导致编译出错，因为 n 是一个变量。 

（2）在同一个程序中（主程序或用户函数），数组名称不能和其他的用户变量或系统变量的

名称相同。例如： 

int a; 

byte a[8];   

数组 a 的名称和变量名相同，编译器认为是变量重复定义。 

（3）相同类型的数组或变量可以在一个语句中定义。例如： 

 int a[10],b[20];     //同时定义两个整型变量 a、b 

 float x,y[10];       //同时定义 float 型变量 x 和 float 型数组 y 

这一点与一条语句定义多个变量类型。 

 数组元素的使用 

   在对数组进行操作时，只能对数组中的元素进行引用，不能把整个数组作为一个整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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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元素的引用格式为： 

     < 数组名 >  [ < 下标 > ] 

     其中，下标可以是整型常量或整型变量或 byte 型变量。M 语言规定，下标的最小值是 0，

对应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最大值为数组的大小（即元素个数）减 1，对应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

例如： 

double  d[10]; 

d[0]表示该数组的第一个元素，d[1]表示第二个元素，d[9]表示最后一个元素。d[0]、d[1]、d[2]、…、

d[9]都是 double 型的变量。 

引用数组元素时，数据元素本身相当于一个变量，因此，对该数组元素的操作类似于变量的

操作。例如，下面的代码可以交换数组元素 d[0]和 d[1]的值： 

double  d[10],t; 

t = d[0]; 

d[0] = d[1]; 

d[1] = t; 

注意： 处于对程序效率的考虑，M 语言编译器不对数组下标界进行检查。在访问数组元素

时，如果下标表达式的值超出了数组元素个数范围，即下标小于 0 或大于元素个数-1。会发生不

可预测的结果，所以，在设计程序时，要保证对数组元素的访问不要越界。 

 位变量 

 我们知道，8 位构成一个字节，两个字节构成一个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数据总是用 0

和 1 的组合起来存储的。当需要获取变量（int 型、byte 型变量）的某一位的值或者给变量的某

一位赋值时，为了操作方便，程序语言中加入了位变量。 

    格式为：< 变量名称 >  < . >  < 位数> 

    例如：a.0  a.8  //a 是一个 int 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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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位操作通过一个操作符“.”实现，只有 byte 型和 int 型的变量才能有取位操作。例如： 

int a; 

a = 30; 

a.0 = 8; //取变量 a 的第一位，把它的值变成 1，位的值只能是 0 或 1，非 0 为 1 

a.7 = 1; //取变量 a 的第八为，把它的值变成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0a = 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a.0=8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1a.7=1;
 

    通过上面的程序，对照上面内存表格，我们可以发现，内存中的位通过位操作后，内存的数

据发生了改变，a 的值由 30 变成了 159。 

8.1.2 运算符和表达式 

8.1.2.1 基本运算符 

M 语言提供了大量的运算符，包括算术运算符、逻辑运算符、赋值运算符、关系运算符等，

在程序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复合的表达式，要理解程序中的一些复合表达式的具体含义，就必须

先了解优先级、结合性以及操作数（操作数可以是常量、变量或函数等）的求值顺序，优先级规

定复合表达式中操作数结合的方式，而结合性则决定同一个优先级的操作数如何结合。 

通常，操作数的求值顺序不会影响表达式的结果，但是，如果操作符的两个操作数都与同一

个变量相关，而且其中一个操作数改变了该类型的值，则将会产生严重的错误将很难发现。下面，

我们将一一介绍每个操作符。 

 算术运算符 

M 语言提供了 6 个算术运算符：-(负)、+、-、*、/、%。其中包括单目运算符和双目运算符。 

 -(负)是单目运算符：用于对操作数取反操作，其功能是将操作数变成原值的相反数。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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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b; 

a = -3;  //对 3 取反，得到结果放到 a 存储单元中 

b = -a;  //将 a 存储单元的值的相反数放到 b 的存储单元中，a 的值没有发生改变 

 M 语言中含有以下双目算术运算符： 

+          加法运算符 

-          减法运算符 

*          乘法运算符 

/          除法运算符 

%          求模运算符(也称为求余运算符) 

+、-和*运算符的功能分别与数学中的加法、减法和乘法的功能相同，分别计算两个操作数的

和、差、积（当操作数有一个整型数和一个实型数时，为了保证精度，编译器会自动把整型数强

制转换成实型数进行运算）。 

对于除法运算符“/”，若两边的操作数均为整型数时，则作整除运算，即只取运算结果的整

数部分，去掉小树部分（如果操作数时浮点数，则类似于数学中的除法运算）。例如： 

int a; 

a = 8 + 9;  //此时 a 存储单元的值是 17 

a = a /8;  //此时 a 存储单元的值是 2 

对于求模运算符“%”，其两边的操作数必须是先转换成整型数，其计算结果是两数相除后所

得到的余数。例如： 

int a; 

a = 11%5;  //a 存储单元内部的值为 1 

a = 9.3%4;  //a 存储单元内部的值为 1 

a = 9%3.9;  //a 存储单元内部的值为 0 

算术运算符的优先级为：单目运算符(-)高于双目运算符(+、-、*、/、%)。例如： 

int a,b,c; 

a = 5; 

b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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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8*-8 – 8;  //c 存储单元内部的值为 56 

在 M 语言中，与算术运算符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计算过程中溢出(超出了对应类型数据的表示

范围)处理问题。在做除法运算时，若除数为 0 或实数运算的结果溢出时，则系统会终止程序的

执行。而两个整数做加法、减法或乘法运算时，产生整数溢出并不认为是一个错误，但这时计算

的结果已不正确了。 

 关系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完成两个操作数的比较运算。M 语言中提供了 6 个关系运算符：<(小于)、<=(小

于等于)、>(大于)、>=(大于等于)、==(等于)、!=(不等于)。他们都是双目运算符，运算的结果为一

整数，当关系成立时，其运算结果为整数 1(逻辑真)；当关系不成立时，其运算结果为整数 0(逻

辑假)。关系运算的结果可作为一个整数参与表达式的运算。例如： 

3>5       //3 不大于 5，结果为 0 

3!=5      //3 不等于 5，结果为 1 

关系运算的优先级在同一个优先级，运算顺序是由左到右到右依次运算。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把各个运算的变量(或常量)连接起来组成一个逻辑表达式，包括了逻辑非(!)、逻

辑与(&&)、逻辑或(||)三种逻辑运算符。其中，逻辑非是单目运算符，其只要求有一个运算量。

逻辑与和逻辑或都是双目运算符，要求有两个运算量。当操作数(变量)为真时，逻辑非运算的结

果则为假。对应逻辑与运算符，只有当两个操作数都为真时，逻辑与运算的结果则为真。对于逻

辑或操作符只要有一个操作数为真，则逻辑或运算的结果为真。 

例如： 

！(2>6)         //结果为 1 

7>3 && 10>6     //结果为 1 

5>2 || 4>8       //结果为 1 

逻辑运算符的运算优先级：取反！高于&&和||，&&和||的优先级是一样的。 

 位运算符 

我们知道，8 位构成一个字节，两个字节构成一个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数据总是用 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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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组合起来存储的。有时按位来操作数据是必要的，程序员可能希望通过改变存储在位、字节

或字中的 0 和 1 来改变透明的值。 

所谓位运算是指二进制位的运算，在实际编写程序的过程中，经常涉及二进制位的问题。例

如，将以寄存单元中的二进制位由 0 变 1 或由 1 变 0。位运算符的操作数必须为 int 或 byte 型变

量(如果是浮点型数，系统会报错)。M 语言中提供了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异或(^)和位取

反运算符(~)，他们统称为按位逻辑运算符。 

取反运算符“~”是一元运算符，它是对其操作数进行二进制逐位取反运算，若二进制位为 0，

则取反后为 1；若二进制位为 1，则取反后为 0。 

按位逻辑与“&”是二元运算符，参与运算的两个操作数按二进制位进行“与”运算，若两

个数相应的二进制位都为 1，则该位的结果值为 1，否则为 0。即： 

0&0 = 0；0&1 = 0；1&0 = 1；1&1 = 1； 

按位逻辑或“|”也是二元运算符，参与运算的两个操作数按二进制位进行“或”运算，若两个

数相应的二进制位有一个为 1，则该位的结果值为 1，否则为 0。即： 

0|0 = 0；0|1 = 1；1|0 = 1；1|1 = 1； 

按位异或“^”也称 XOR 运算符，其运算规则是：将两个操作数逐位进行运算，若对应位不同，

则该位结果为 1，否则为 0。即： 

0^0 = 0;0^1 = 1;1^0 = 1;1^1 = 0; 

例如： 

（1）10 对应的二进制数为 1010，其按位取反为： 

                       1010 

                     (~)0101 

即为十进制的 5。不要误认为~10 的值是 -10。 

（2）5&8 的结果并不等于 13，而应该进行按位与运算：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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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000 

因此，5 & 8 的结果是 0。 

（3）将十进制的 30 与十进制的 15 进行按位或运算： 

                        00111110 

                (|)      000011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0111111 

因此，30 | 15 的结果是 63。 

（4）将十进制的 17 和十进制的 12 进行“异或”运算： 

                        00010001 

                (^)      00001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0011101 

因此，17^12 的结果是 29。 

 温馨提示：几乎每一个初学者在开始都会把逻辑运算符和位运算符相互混淆，如逻辑与(&&)

运算符和按位与(&)运算符。 

8.1.2.2 表达式 

所谓表达式就是指通过某些运算符将一个或多个运算对象连接起来，组成一个符合 M 语言语

法的式子。表达式一般是由运算符、圆括号和操作数（操作数可以是常量、变量或函数等）构成，

经过运算应有一个某种类型的确定的值。使用不同的运算符可以构成不同类型的表达式，如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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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赋值表达式、关系表达式、逻辑表达式等。 

表达式的书写：操作数、运算符、圆括号之间可以加空格，也可以不加空格。 

1. 算术表达式 

由算术运算符和操作数组成的符号语法规则的序列称为算术表达式，算术表达式的值为整型

或实型。例如： 

a*b/c – 1.5 + 2*sin(x) 

2. 关系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是用关系运算符连接两个数值表达式形成的式子。关系表达式的一般形式为： 

<表达式>  <关系运算符>  <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的求值结果只有两个逻辑值：0 或 1,0 表示逻辑假（不成立），1 表示逻辑真（成

立）。 

例如： 

if(x!=0)   

{ 

x = 10;   //如果 x 不等于 0，就把 10 赋给 x 

} 

else    

{ 

 x = x- 10； //如果 x 等于 0，x 自减 10 

}  

关系运算符“==”用来判定两个操作数是否相等。若两个操作数相同，则结果为真；否则为

假。 

注意：“=”和“==”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运算符，注意不要误写。在编写程序的工程

中为了避免一些手误，一般会将判别语句写成如下的形式: 

  if(25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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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pression; 

} 

如果不小心写成了 if(25=x)，因为 x 是变量，25 是常量不能作为要赋值的变量，程序会报错。

为了避免错误的发生，在练习写程序的过程中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3. 逻辑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类似于关系表达式，是用逻辑运算符把两个表达式连接起来的式子。其一般形式

为： 

<表达式>  <逻辑运算符>  <表达式>; 

逻辑操作的操作数类型与关系运算相同，其运算结果用整数表达。当逻辑关系成立时，其运

算结果为真；反之，为假。 

逻辑表达式举例： 

a <= x && x <= b        //判断 x 的值是否在区间[a,b] 

(a == b) && (b == c)     //判断 a、b、c 三个数是否相等 

x < b || x < a          //判断 x 小于 b 或者 x 小于 a 

4. 赋值语句 

在 M 语言中，可以把任何一个表达式赋值给一个变量，这是最常有的赋值语句。其一般格式

为： 

<变量> = <表达式>; 

例如： 

x = 20; 

y = a + b * c; 

都是合法的调用表达式的赋值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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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3 类型转换 

    在 M 语言中，每个运算符所带的操作数个数以及每个操作数的类型都有语法规定，是不能

改变的。若在一个表达式中，运算符的某个操作数不符合语法要求，则系统要对操作数进行类型

转换，M 语言中类型转换有 2 中情况：自动类型转换盒赋值转换。 

 自动类型转换 

    自动类型转换（也称隐式类型转换）：由系统按类型转换规则自动完成。在 M 语言中，如果

编译器看见一个表达式或者函数使用了不合适的类型，通常会进行自动的类型转换，即自动类型

转换，这是系统自动将表达式中的操作数转换成所需类型的值，例如，若定义两个变量 a 和 d： 

int  a; 

float  d; 

a = 100; 

b = 32.2; 

则计算以下表达式： 

   a / d 

处理工程中：将 a 的值转换成 float 型，然后进行浮点数的除操作，结果为 12.763975。 

要注意的是，先将 a 的值取出转换成 double 型，存储在某个临时存储单元中，然后利用该值

和 d 相除，a 存储单元中的值及类型是不会改变的。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一个表达式中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进行混合运算时，M 语言将两个不

同类型的操作数自动转换成同一类型的操作数，然后再进行运算，这就是所谓的自动类型转换。

各种基本数据之间的自动类型转换规则如图 2.1 所示。 

转换规则是将低精度类型的数据转换为高精度类型的数据，因此在数据类型转换过程中，数

据的精度不会损失。 

在处理表达式的过程中，并不是将低优先级的变量直接转换成高优先级的变量，而且在表达

式处理的工程中，按照需要进行变换，即只有在需要时才进行转换。例如： 

int 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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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l = 3.14; 

ival 的值将自动被转换为 3。 

double  val; 

val = 3.14159; 

进行 val + ival 运算后 ival 就会自动被转换为 double 型的。 

bool

byte

int

float

double表示范围大

表示范围小
 

图 2.1 不同数据类型的自动转换规则 

 赋值转换 

赋值表达式中，当赋值运算符左边要赋值的变量和右边的表达式的类型不同，将进行类型转

换，M 语言先计算出右边表达式的值，然后将其转换为左边要赋值变量的类型后赋值给左边变量。

转换规则为： 

（1）将精度低的变量赋值给经典高的变量时，数值保持不变。 

（2）将精度高的变量赋值给精度低的变量时，可能出现部分数值丢失。 

例如： 

int a; 

a = 100; 

doubl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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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a;   //b 的值为 100 

b = 18.9; 

a = b;    //a 为整型，所以小数点后数值丢掉，a 的值变为 18 

8.1.2.4 运算符优先级和结合性 

在 M 语言中，表达式的运算是根据某些约定、求值次序、结合性和优先级规则进行的。 

所谓约定就是值类型转换，如“int a; a = 3.4;”，因为 3.4 是浮点数，而 a 是整型，是不不能

存放小数的，因此将 3.4 截断成 3 放到 a 对应的存储单元中，类型转换参考 8.1.2.3 类型转换。 

所谓求值次序是指表达式中各个运算符所带的操作数的求值顺序。如加法运算符(+): 

<表达式 1> + <表达式 2> 

M 语言编译器先计算表达式 1 的值然后计算表达式 2 的值，最后将两者的进行相加。 

所谓优先级是指同一个表达式中，多个运算符相邻出现是，总是先处理优先级高的运算符，

而不管他们位置上的前后关系，如计算以下表达式的值： 

d = 2 + 4 * 5; 

 因为乘法运算符“*”优先级比加法运算符“+”高，因此先处理 4 * 5，再处理 2 + 20；把

22 的值赋值给左边的变量 d。运算符的优先级决定了相邻两个运算符的处理顺序，优先级越高的

先处理。 

运算符的结合性是指相邻的几个优先级相同的运算符的运算符顺序，结合性也称为结合方向，

统一的规则是从左到右的方向依次运算，即运算对象先与左面的运算符结合，也就是从左到右运

算。例如： 

d = 2 / 3 * 6;  //M 语言乘除的运算符优先级相同，结合性从左到右，先做 2/3，结果再乘 4 

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如果对某些运算符的优先级不什么清楚，可以通过将一个运算符以及

其操作数用小括号()括起来，以提高该运算符的运算级别。因此 M 语言中国小括号()具有最高的

优先级，系统会强迫小括号中的子表达式被优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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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目)，！，~
*，/,%
+,-
<,>,<=,>=,==,!=
&,|,^
&& ||

最高优先级

最低优先级
 

M 语言运算符的优先级 

8.1.3 M 语言的基本语句 

8.1.3.1 变量声明语句 

在 M 语言中，把完成对数据结构的定义和描述、对变量的定义性说明统称为声明语句。声明

语句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完成对数据进行操作的执行体，而仅是想编译程序提供一些说

明型的信息。 

例如： 

int a; 

byte b; 

float c[50];   //数组类型 

这些都是声明语句，只有对变量进行了声明，才能在后面使用它们，否则编译器会认为出现

了语法错误。 

8.1.3.2 赋值语句 

M 语言提供了基本的赋值运算符“=”，赋值运算符是二元运算符，“=”的左边是要赋值的变

量，右边是赋值的值。M 语言语法不允许多次赋值的情况。例如： 

int a,b; 

a = 100;     //把 100 赋值给 a 

a = b = 99;   //报错，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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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语言提供了在声明变量的时候直接赋值的语法，例如： 

int  a = 100; 

int  b = 100 + 77/7; 

string  c = "你好，M 语言"; 

 温馨提示：初学者容易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混淆“=”运算符和“==”运算符，分析下

面的代码，看看你有没有掌握这一点： 

int a,b; 

a = 5;      //a 的值为 5 

b = 5;      //b 的值为 5 

b = a == 5;  //b 的值为 1 

8.1.3.3 If-Else 条件语句 

条件语句又称为 if 语句，其根据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是否执行某条件语句或者从两个语句中

选择一个语句执行。 

 if 语句 

if(<表达式>) { 内嵌语句; } 

其中的组成部分说明如下： 

● if 是 M 语言的关键字，告知编译器这是一个条件判断语句 

● 表达式：表示对一个条件的判断，其结果为 0 或 1（假与真），表达式通常为关系表达式

或逻辑表达式，也可以直接表示为某一个数值。 

● 内嵌语句：当表达式的值为真（非 0）时执行的语句。可以是一条语句或一组语句。 

if 语句的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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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

内嵌语句

T

F

 

如果表达式的值为真(非 0)，则执行语句的操作，否则，表达式的值为假(0)时，则跳过语句

部分，接着执行 if 语句下面的语句。 

例如： 

  if 语句示例 

int a,b,c; 

a = 1; 

b = 2; 

c = 0; 

if(a > b) 

{ 

    c = a – b;  

} 

b = c; 

在该程序中，if 语句判断 a > b 表达式的运算结果是否为逻辑真，若是，则执行 c = a – b 语句，

如果为逻辑假，则会跳过语句 c = a – b，转而执行下面的 b = c 的语句。所以，该程序 b 的值是 1

而不是 0。 

 if … else 语句 

if … else 的语句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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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表达式) { 语句序列 1; }  

else  { 语句序列 2; } 

其中的组成部分说明如下： 

 if、else：M 语言的关键字，有 if 引导条件为“真”时执行的操作；由 else 引导条件为“假”

时执行的操作。 

 语句序列：当表达式的值为真（或为假）时执行的语句。可以是一条语句或一组语句。 

if … else 语句的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 

表达式

语句S2语句S1

T F

 

当表达式结果为真时，执行语句 S1，放弃语句 S2 的执行，执行 if 语句的下一条语句；当表

达式结果为假时，执行语句 S2，放弃语句 S1 的执行，执行 if 语句的下一条语句。无论如何，对

于一次条件判断，语句 S1 和语句 S2 只能有一个被执行。不能同时被执行。 

例如： 

程序清单中所列的代码就是 if … else 语句的示例，用于求分段函数值：当 x > 1 时，y = x;当 x 

<= 1 时，y = 0。 

if … else 语句示例 

float  x,y; 

if (x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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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x; 

} 

else 

{ 

    y = 0; 

} 

从上述程序段可以看到，if … else 语句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控制流程，可以通过该语句考

虑在两种相对立的条件下程序的执行情况。 

 if 语句的嵌套 

if 语句的嵌套是指在 if 语句的内嵌语句仍是 if 语句。 

语句格式为： 

if (表达式 e1)   

{ 

   if (表达式 e2) 

     { 

         if (表达式 e3) 

           { 

              内嵌语句; 

} 

} 

} 

else 

{ 

     内嵌语句; 

} 

例如： 

程序清单是一个复杂的 if 语句的嵌套示例，该程序的功能为：根据一个学生的成绩，判断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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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属于哪一个成绩段。 

if 语句的嵌套示例 

int  iscore; 

iscore = 87; 

byte  score; 

if(iscore >= 90)   //处理 90 分以上的 

{ 

  score = 1; 

} 

else 

{ 

   if(iscore >= 80)  //处理 80~90 分之间的 

    { 

      score = 2; 

} 

else 

{ 

   if(iscore >= 70)  //处理 70~80 分之间的 

{ 

  score = 3; 

} 

else 

{ 

   if(iscore >= 60)   //处理 60~70 分之间的 

    { 

      score = 4; 

} 

else      //处理 60 分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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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 = 0; 

} 

} 

} 

} 

通过上面的程序，完成了 5 中不同情况程序控制，说明了 if 语句嵌套强大的功能。 

8.1.3.4 While 循环语句 

在许多实际问题中，经常遇到具有规律性的重复运算，因此在程序设计中就需要将某些语句

重复执行。一组重复执行的语句称为循环体，每一次重复都必须根据某个条件的测试，查看条件

是否满足，决定重复是否进行下去。这种重复处理的工程采用程序设计中的另一种重要的基本结

构——循环结构实现。在实际程序设计中，绝大数的程序都会用到循环结构，循环结构的特点是：

在给定的条件为真时，计算机反复执行的一组程序指令，直到条件为假时结束。给定的条件称为

循环条件，反复执行的一组语句称为循环体，循环结构是由循环体和循环条件两部分组成。M 语

言的循环结构采用当型循环，循环条件成立时，执行循环体，否则不执行循环体。 

1. while 语句 

while 语句用于首先判断循环条件，当条件为“真”时，程序重复执行某些操作。其语句格

式为： 

while （条件表达式） 

 { 

     循环体语句; 

} 

其中的 while 是 M 语言的关键字，表示这是 while 循环。条件表达式一般是关系表达式或

逻辑表达式，可以是其他表达式，其结果值为逻辑真(1)或逻辑假(0)，用以描述控制循环的条件，

规定循环语句被执行到什么时候终止。循环体语句是 while 结构中要被反复执行的部分，即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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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循环体可以是一条简单语句，也可以是由多条语句构成的复合语句。 

while 语句的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 

表达式

循环体语句

T

F

 

计算表达式的结果值是否为“真”；如果为“真”则执行循环体，重复上述过程，指定表达

式的结果值为“假”，退出循环。执行 while 语句的后续语句。while 语句的特点是：首先判断循

环条件，然后执行循环体语句。所以循环的次数一般不能事先确定，需要根据循环条件（表达式

的值）来判定，如果开始时循环条件为假，则循环体一次也不执行（执行 0 次）。 

例如： 

程序清单中所列的代码就是使用 while 语句的示例，该程序的功能是得到 1~100 之间自然

数之和。 

while 语句的使用示例 

int count,sum; 

count = 1; 

sum = 0; 

while (count <= 100) 

{ 

     sum = sum +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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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 = count +1 ;  

} 

程序运行结果 sum 的值为：5050 

2. 循环的嵌套及其应用 

while 循环语句的循环体内包含另一个完整的 while 循环语句，称为循环的嵌套。这种嵌套

的过程可以有多重，理论上讲这种嵌套可以是无限的。 

例如： 

程序清单中所列的代码就是循环的嵌套的示例，该程序实现的功能是：求出用数字 0~9 可

以组成多少个没有重复的三位奇数。 

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将所有满足条件的可能情况全部列出来，需要用循环嵌套来处理。对

百位、十位、个位分别采用循环，依题意，百位的变化是 1~9，十位的变化是 0~9，个位的变化

范围是 1~9，由于是奇数，可以不考虑偶数的情况，所有个位处理每次递增为 2。 

循环的嵌套示例 

int  n,i,j,k; 

n = 0;   // 记录奇数的个数 

i = 1; 

while(i <= 9)    //百位数的处理 

{ 

   k = 1; 

   while(k <= 9)    //个位数的处理，k = k + 2 为奇数 

    { 

      if (k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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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0; 

         while(j <=9)   //十位数的处理 

         { 

            if(j !=i && j!=k) 

              { 

                 n = n + 1; 

} 

           j = j + 1; 

} 

} 

     k = k + 2; 

} 

i = i + 1; 

} 

程序运行后的结果： 

n 的结果是 320，表明有 320 个这样的奇数。 

8.1.3.5 Break、Continue 循环控制语句 

while 循环是判断循环条件是否成立作为循环是否继续的依据，当循环体不满足(表达式为 0)

时，退出循环。 

有时候，在循环处理过程中，由于某种情况的要求，而不需要执行循环体中的全部语句，在

循环进行的中途停止继续执行循环体的剩余语句，从循环体中提前退出循环，或者返回循环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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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开始新的一次循环。M 语言提供了 break、continue 语句，这些语句可以使程序无条件改变地

改变执行的顺序，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break 语句 

中断处理语句 break 语句的功能是在循序结构中终止本层循环，退出循环结构。 

break 的语法格式为： 

break ; 

在 while 循环结构中使用 break 语句，当程序执行到 break 时会跳出 break 所在的循环，使程

序立即退出该语句结构转而执行该语句后面的下一条语句，其作用是用来中断 while 语句的执行。

因此，如果执行程序的某一点后，不需要等到正确结束就退出循环体，可以用 break 语句实现。 

例如： 

程序清单中所写的代码就是使用 break语句的示例，获得第一个在 100~1000整除 7的正整数。  

break 语句使用示例 

int  x; 

x = 100; 

while(x >= 100 && x <=1000) 

{ 

 if(x%7 == 0)  //7 是任意选的，也可整除其他正整数，例如 1,2,3…. 

{ 

  break; 

} 

 x = x + 1; 

} 

程序结果是：x 的值为 105，表明 105 是整除 7 的第一个整数 

 continue 语句 

continue 语句的功能是终止循环体的本次执行，返回循环值首部，检查循环条件，以决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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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进行下一次循环体的处理。 

continue 语句也称为继续语句。其一般语法格式为： 

continue ; 

在循环体的任何位置，当执行到 continue 语句时，程序被强迫跳过循环体剩余语句的执行而

直接返回循环的开头重新进行循环条件的判断，根据判断的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循环。即一旦

执行了 continue 语句，程序就会跳过循环体中位于该 continue 语句后面的所有语句，提前结束

本次循环周期并开始新的一轮循环。 

例如: 

程序清单中所列的代码就是使用 continue 语句的示例，计算 100~1000 之间有多少个数，其

中各个位数字之和为 5。 

continue 语句使用示例 

int  i,s,k,count; 

count = 0; //初始个数为 0 

i = 100; 

while(i >= 100 && i <=1000) 

{ 

    s = 0; 

    k = i; 

   while (k) 

  { 

      s = s + k%10;   //获得各个位之和 

      k = k/10; 

 } 

   if(s != 5) 

 { 

     continue ;   //不是 5，继续查找下一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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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conut = count + 1; 

} 

  i = i +1; 

} 

程序运行结束后，会获得 count 的值为 15。 

注意： 

①在循环体中，continue 语句通常与 if 语句配合使用。在嵌套循环语句中，continue 语句只

对当前循环起作用，不能用于循环语句之外的任何其他语句中。 

②continue 语句和 break 语句的区别是：continue 语句只结束本次循环，而不是结束   整个

循环的执行；而 break 语句则是结束循环，不管循环条件是否成立；break 语句和 continue 语句

只能用在循环语句中。 

8.1.3.6 函数调用语句 

函数调用语句是在一次函数（包括系统函数和用户自己定义的函数）的调用加上一个分号所

构成的语句，它完成一次函数调用。例如： 

z = max(x,y);   //对变量 x，y 值进行比较，获得其中较大的值 

f(x);   //实现 x 的值自动加 1 

上面的 max()、f()都是函数，其中 max()是系统函数，可以直接使用而不需要定义，f()是用户

自己编写的函数。 

8.1.4 字符串操作 

对字符串操作的语法规则主要分为 3 类： 

1. 直接把字符串赋值给一个字符串变量（string 类型的变量），或者把一个字符串变量赋值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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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符串变量。 

例如： string a,b; 

        a = “M 语言编译器”; 

        b = a; 

当进行上述操作后结果为：字符串变量 a 内部保存的结果为：“M 语言编译器”；字符串变量

b 内部保存的结果为：“M 语言编译器”。 

2. 调用系统提供的字符串操作函数对字符串进行操作，操作的结果保存到一个字符串变量中，

字符串操作函数内部的参数可以是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变量。 

例如：   string  s1 = "abscd"; 

         s1 = Remove(s1,"s");          

    当进行上述操作后结果为：字符串变量 s1 内部保存的结果为：“abcd”。 

   注释：M 语言提供了大量字符串处理的系统函数，参考附录 2 系统函数。 

    3：M 语言为了用户对字符串操作方便，提供了支持加法运算符（"+"）的功能，实现把两个

字符串组合在一起。 

例如：   string  a,b; 

         a = “M 语言编译器”; 

         b =”你好,”  +  a; 

当进行上述操作后结果为：字符串变量 a 内部保存的结果为：“M 语言编译器”；字符串变量

b 内部保存的结果为：“你好,M 语言编译器”。 

8.1.5 自定义函数 

    M 语言提供了大量的系统函数，能够满足组态工程大多数的功能，同时提供了自定义函数的

功能。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各种类型的函数，通过这些函数能够实现工程的特殊需求。如特殊算法、

模块化的公用程序等，都可以通过自定义函数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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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函数是利用类似 C 语言来编写的一段程序，其自身不能直接执行，必须通过其他命令

语言（工程脚本、画面脚本、组件脚本等）调用来执行。 

8.1.5.1 函数定义 

    在 M 语言中，除了系统函数外，程序中使用到的每一个自定义函数都需要在特殊函数文件

中定义（特殊函数文件参考 8.1.5.5 自定义函数管理）。一个函数由两个部分组成：函数头和函数

体。函数头包括返回值类型、函数名称以及形参列表，函数头也称函数原型。函数体为一个复合

语句，用一对大括号括起来，由一组语句组成，它完成了函数要完成的具体操作，函数体的最后

一条语句必须是 return 语句。 

 无参数函数的定义 

定义无参函数的一般格式为： 

<type>  <函数名> ()     

{ 

   < 函数体 > 

 } 

其中，type 为函数返回值的类型，它必须是 M 语言定义的函数返回值的类型。函数名称必须

符合变量名称构成的规则，通常，函数名应能反映函数的功能。函数体为一个复合语句，用于实

现相应的功能，其内包含函数所封装的代码。 

当函数仅完成某种固定操作时，可将函数定义为无参函数。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要求无参函数

有返回值，此时函数类型符可以写为 void，但是函数语句最后一条语句必须是 return 语句。例如： 

void  change () { return ;} 

 有参数函数的定义 

定义有参函数的一般格式为： 

< type >  < 函数名 >  (<形参列表>) 

{  

   <函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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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参函数比无参函数多了一个内容，即形式参数列表（简称形参列表）。在形参列表中给出

的参数称为形式参数，有时简称形参。他们可以是各种类型的变量，各参数之间用逗号间隔。在

进行函数调用时，主调函数将赋予这些形式参数实际的值。形参列表描述函数的形式参数，形式

参数是函数内部的代码和外部交流的渠道，在调用函数时，设置形参的值以给函数内的代码提供

必要的信息。形参列表有一个或多个形参说明构成，每个形参说明的格式为： 

< 类型 >   < 形参名 > 

其中的形参名是形式参数的名，用变量名表示，其格式和定义变量相同，如 int  x。多个形

参之间使用逗号分割，如：int  x, float  f。多个相同类型的形式参数，必须单独指定类型。如 int  

x, int  y。 

作为函数体的符号语句中可以使用 return 语句，并且函数体的最后一条语句必须是 return 语

句，当函数体执行到 return 语句时，函数立即返回到调用者，return 语句的格式为： 

return <表达式>; 

或 

return; 

第一种用于返回值类型不为 void 的函数的返回控制，其中表达式的值将作为返回值返回给调

用者，如果 return 语句中表达式类型与返回值类型不同，则系统将试图进行类型转换，转换原则

是：把表达式的值转换成函数的返回值类型的值。第二种格式用于返回值类型为 void 的函数的

返回控制，此时，函数没有值返回，但是在这样的函数中，函数的最后一条语句也必须是 return

语句。 

例如，求两个整数中的大数，可将函数定义为： 

  int  max (int  x, int  y) 

{ 

    if(x >= y) 

    { 

     retur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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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return y; 

} 

return 0; 

} 

    第一行 int  max (int  x, int  y)是 max 函数的函数头，max 是函数名，其返回函数值是一个

整数。形参有两个：x 、y，他们均为整型量，使用逗号分割。x、y 的具体值是由主调函数在调

用时传送过来的。在{ }中的函数体内，除形参外没有使用其他变量，因此只有语句而没有声明部

分。在 max 函数体中的 return 语句是把 x(或 y)的值作为函数的值返回给主调函数，而且函数的

最后一条语句是 return 语句。 

8.1.5.2 函数调用 

从参数调用来分，函数调用的形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参数赋值的（没有“&”）调用。其调用函数的一般格式为： 

< 函数名 > (<实参列表>) 

其中，函数名是已定义的函数的名字；实参列表有零个、一个或多个实际参数（用逗号分割）

构成。如果是调用无参函数，则实参列表可以没有，但是括号不能省略。 

每个实际参数（简称实参）可以是一个表达式，他们的个数以及对应的位置的类型应该和定

义该函数时指定的形参类型相同，如果类型不同，则系统将利用类型转换，将实参的值转换成形

参类型，然后赋给形参。形参和实参的个数应该相等。 

 一种是参数指向的（有“&”）调用。其调用函数的一般格式为： 

< 函数名 > (<&参数列表>) 

参数指向的函数调用，就是实参和形参共用同一块内存地址，参数指向的函数调用不存在类

型转换，如果实参的类型和形参的类型不匹配，系统会报错。因为形参和实参共用同一块内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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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所以调用函数结束后，形参的值会传递给实参。 

例如： 

主程序： 

      int a,b; 

      a = 8; 

      b = 9; 

      swap(&a,&b); 

用户函数： 

     void  swap(int  x,int  y) 

{ 

   int z; 

   z = y; 

   y = x; 

   x = z; 

   return ; 

} 

    在函数调用之前，a 的值为 8，b 的值为 9，当用参数指向的函数调用之后，a 的值和 b 的值

发生了互换。 

8.1.5.3 函数的返回值 

函数调用的工作就是先用对应的实参初始化函数的形参，并将控制权转移给被调用函数，这

样被调用函数开始执行，当执行到函数体的最后语句时候，必须是 return 语句，这是为了防止用

户忘记使用返回值而使得程序出现逻辑错误。 

    函数的返回值是通过函数中的 return 语句获得，由被调函数计算处理后向主调函数返回计算

结果，至少有一个 return 语句（最后一条语句必须是 return 语句），无返回值的函数返回值类型

应说明是 void 类型，并且最后一条语句必须 return 语句（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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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4 函数的嵌套和递归调用 

 函数的嵌套调用 

在 M 语言中，任意一个函数的定义都是独立的，不允许在一个函数的定义中再定义另一函数。

函数之间都是平等的、平行的，即不允许函数的嵌套定义。但允许在一个函数的定义中调用另一

函数，即允许函数的嵌套调用。嵌套函数的调用返回时将根据嵌套层次逐层返回。如下图所示，

这里给出了函数 f 中调用函数 g，函数 g 中又调用函数 h，然后逐层返回的情形，代码如下： 

void  f( ) 

{ 

   … 

   g( ); 

   … 

  return ; 

} 

void  g( ) 

{ 

   … 

   h( ); 

   … 

  return ; 

} 

void  h( ) 

{ 

   … 

   … 

  retur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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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函数

调用函数g

g函数

调用函数h

h函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⑨

 

例如：程序清单中所列的代码就是函数的嵌套调用示例，程序功能为计算1k + 2k + 3k + ⋯ +

nk的值。 

程序清单  函数的嵌套调用示例 

主程序： 

    int  k, n ,result; 

    k = 4; 

    n = 6; 

    result = sump( k ,n ); 

自定义函数： 

     int  powers (int  n, int  k) 

     { 

       int  i, product; 

       i = 1; 

       product = 1; 

       while ( i <= k) 

        { 

          product = product * n; 

i =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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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product; 

} 

int  sump (int  k, int  n) 

{ 

  int  i, sum; 

  i = 1; 

  sum = 0; 

  while (i <= n) 

   { 

    sum = sum + powers (i , k); 

    i = i + 1; 

}  

  return  sum ; 

} 

程序清单中，函数 powers 用来计算nk的值，而函数 sump 通过调用函数 powers 来求

1k + 2k + 3k + ⋯ + nk的值，主程序用变量 result 调用 sump 来输出计算的结果。 

程序执行结束后，result 的值为：从 1 到 6 的 4 次幂之和 = 2275 

 函数的递归调用 

如果一个函数在其函数体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调用了自己，则该函数称为递归函数。直接调用

自己为直接递归；间接调用自己为间接递归。这两种调用在 M 语言中都是支持的。 

在解决某些复杂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分而治之的设计手段，即把一个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子

问题，而每个子问题的性质与原来问题相同，只是它们的规模比原问题要小，这时，可以通过对

各个问题进行求解和综合来解决整个问题，而每个子问题的求解过程也可以采用与原问题相同的

分解与综合的方式来解决。递归函数为上述设计方法提供了一种自然、简洁的实现机制。比如，

在程序设计中经常需要实现重复性的操作。循环为实现重复操作提供了一种途径，而采用递归函

数就是另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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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求 n 阶勒让德多项式，公式为: 

polyn x =  

1                                                                                                   (n = 0) 
x                                                                                                   (n = 1)
 2n − 1 × x × polyn−1 x −   n − 1 × polyn−2 x 

2
     (n > 1) 

  

对于该问题而言，当 n 不为 0 和 1 时，求polyn x 的问题可以分解成求polyn−1 x 和polyn−2 x 

的问题，然后求他们的综合。而求polyn−1 x 和polyn−2 x 的问题与求polyn x 是同性质的问题，

只是它们的级数小了些而已。 

对该问题，当你 n = 0 或 n = 1 时，可直接得到结果 1 或 x；当 n>1 时，可先求第 n-1 阶和第

n-2 阶勒让德多项式的值，然后计算他们的综合即可得到第 n 阶勒让德多项式的值。解决该问题

的递归函数程序如程序清单所示。 

程序清单  求 n 阶勒让德多项式的值的递归函数 

主程序： 

        int  result; 

        result = poly(10,3); 

自定义函数： 

        double poly (int n ,double x) 

        { 

          if (n == 0)  

           { 

            return 1; 

            } 

          if (n == 1) 

            { 

             return x; 

             } 

          return  ( (2*n - 1) * poly( n-1 , x) - (n-1) * poly (n-2 , 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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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程序后，输出结果为： 

result 的值 poly(10,3) = 6.85794   

 注意： 递归法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以下两点。 

           （1）善于归纳问题的递归特征：将原问题转化为一个新的问题，而这个新的问题与

原问题有相同的解决方法。继续这种转化，直到转化出来的问题是一个有已知解

的问题为止。 

       （2）善于分析和总结问题的递归求解结束条件：只有有限次递归才有实际意义。 

8.1.5.5 自定义函数管理 

    自定义函数必须先定义才能够使用，M 语言支持定义多个自定义函数，这些函数统一放在“特

殊函数”文件中进行管理。 

    编辑“特殊函数”文件的方法为： 

    1.选中“工程管理器”中“工程”属性页 

    2.点击“特殊函数”树节点，右键弹出右键菜单 

    3.选中“增加”菜单，点击“新特殊函数”，弹出“新特殊函数”的命名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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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工程管理器”
中“工程”属性页

2.点击“特殊函数”树
节点，右键弹出右键
菜单

3.选中“增加”菜单，点击
“新特殊函数”，弹出“新
特殊函数”的命名对话框

弹
出
对
话
框

 

    4.新建立的“特殊函数”会在左树出现，双击“特殊函数”名称的树节点，进行自定义函数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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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特殊函数”名称的树
节点，进行自定义函数编辑

弹
出
对
话
框

 

     新建的“特殊函数”文件中默认有一个标准的自定义函数，工程人员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更

改此函数的名称、参数、返回值等。如果需要定义多个自定义函数，按照自定义函数标准格式依

次定义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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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建立多个“特殊函数”文件。 

8.2 脚本语言编辑框 

     脚本语言编辑框是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的用于输入、编辑脚本语言程序的地方，不同类型

的脚本语言的编辑框是完全相同的，以下以脚本语言编辑框进行阐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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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菜单区域

2.工具栏区域

3.触发条件 4.系统函数

5.脚本编辑区域

6.信息输出窗口

 

脚本语言编辑框由 6 部分组成： 

 菜单区域：提供了对脚本语言进行编辑的常用功能。  

 工具栏区域：提供了对脚本语言进行编辑的常用功能。  

 触发条件：属性页的形式呈现脚本语言执行的触发条件，点击进行切换。  

 系统函数：列举出脚本语言能够使用的系统函数。 

 脚本编辑区域：在此区域内进行脚本语言编写。 

 信息输出区域：显示当前脚本语言编译信息。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8.2.1 脚本语言编辑 

     脚本语言编辑框支持工程人员通过输入文本字符的编写脚本语言的功能，为了工程人员编

写脚本语言更加方便，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常用的编辑功能。 

8.2.1.1 复制 

    复制当前选中的文本内容到剪切板中。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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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 剪切 

    剪切当前选中的文本内容到剪切板中，被剪切的内容从编辑器中消失。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X” 

8.2.1.3 粘贴 

   从剪切板中获取文本内容，粘贴到编辑器中。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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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V” 

8.2.1.4 删除 

    删除选中的文本内容。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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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键 按下“Del”键或“Backspace”键 

8.2.1.5 全部选择 

    选中编辑中所有的文本内容。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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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A” 

8.2.1.6 撤销、重复 

    对编辑框中文本内容进行“撤销”（撤销上次文本的修改）或“重复”（将上次文本修改撤销

的内容再次重做）操作。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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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Z”进行撤销操作，同时按下“Ctrl”、“Y”进行重复操

作 

8.2.1.7 查找、替换 

    “查找”指的是在编辑框中查找某个文本内容，“替换”指的是把编辑框中某个文本内容替

换为新的的文本内容。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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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键 同时按下“Ctrl”、“F”  

     当点击“查找/替换”按钮时，弹出“查找/替换”对话框，如下图： 

 

 查找内容：下拉形式的文本编辑框，其内容是“要查找的内容”或“要被替换掉的内

容”，工程人员可以直接输入文本内容或从下拉框中选取文本内容。当在编辑框中选中

了文本内容，点击“查找/替换”按钮进行操作，此文本编辑框中的内容默认是选中的

内容。 

 替换为：下拉形式的文本编辑，其内容是 “替换后的内容”，工程人员可以直接输入

文本内容或从下拉框中选取文本内容。 

 查找下一个：点击此按钮，将从编辑框当前焦点位置进行文本内容查找（从上往下），

如果查找到“要查找的内容”，编辑器会自动选中该内容，以高亮显示。如果希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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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则继续点击此按钮。如果要停止查找，单击“取消” 按钮，关闭对话框。 

 替换：点击此按钮，将自动把编辑框中选中内容替换为“替换后的内容”，并且自动查

找下一个“要被替换掉的内容”。如果需要略过某一个“要被替换掉的内容”，点击“查

找下一个”按钮即可。 

 全部替换：点击此按钮，将编辑框中所有的“要被替换掉的内容”替换为“替换后的

内容”。 

 全字匹配：如果查找的内容是一个单字、词，则选择“全字匹配”选项，否则不选。

不选时包含在其它字符串中的相同字符也会被查找出来。 

 区分大小写：如果希望在查找的过程中区分字符的大小写，则选择“区分大小写”选

项，否则不选。不选时，与查找内容相同的无论大小写的字符都会被查找出来。当每

查找到一个相匹配的字符时，编辑器中会将该位置的字符选中，以高亮度显示。 

 取消：查找\替换完成后，单击“取消”，关闭对话框。 

8.2.2 脚本语言快捷插入 

    在使用 M 语言进行脚本编写的时候，为了编写方便，加入快捷插入脚本语言的功能。插入

后的脚本语言不能直接使用，工程人员需要根据需求对插入的脚本语言进行修改。 

8.2.2.1 插入变量 

    “插入变量”指的是在编辑框中选中的位置插入组态变量（使用变量管理器建立的变量，参

考第五章 变量设计）。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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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点击“插入变量”按钮，弹出“变量选择”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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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需要插入的组态变量，双击此变量，“变量选择”对话框自动消失，并且在编辑框中位

置插入该组态变量。 

插入前 插入后

8.2.2.2 插入系统函数 

    “插入系统函数”指的是在编辑框中选中的位置插入系统函数。点击编辑框的右边的“系统

函数”列表，双击某一个函数，将在编辑框的选中的位置插入该系统函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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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前 插入后

双
击
进
行
插
入

 

    插入了系统函数后，显示的是系统函数的原型，需要根据工程的需求对系统函数的入口参数

进行更改，实现系统函数的正确调用。 

注释：关于系统函数的功能介绍，参考附录 2 系统函数。 

8.2.2.3 插入 If 语句 

    “插入 If 语句”指的是在编辑框中选中的位置插入 if 语句。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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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点击“插入 If 语句”按钮，会在编辑框的位置插入默认的 If 语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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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前

插入后
 

8.2.2.4 插入 While 语句 

    “插入 While 语句”指的是在编辑框中选中的位置插入 While 语句。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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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点击“插入 while 语句”按钮，会在编辑框的位置插入默认的 While 语句，如下图： 

插入前

插入后
 

8.2.2.5 插入自定义函数 

   “插入自定义函数”指的是在编辑框中选中的位置插入默认的自定义函数。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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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点击“插入自定义函数”按钮，会在编辑框的位置插入默认的自定义函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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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前

插入后
 

 

8.2.2.6 快捷输入框 

    在使用脚本语言编写脚本时，同时按下“Alt”和“/”键，如下图： 

按住“Alt”键

按下“ / / / / / / //”键 / / / / / /

 

会弹出一个快捷输入代码对话框（鼠标左键点击编辑框任意位置自动消失），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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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对话框分为 4 部分，分别为“系统函数”、“用户函数”、“系统变量”、“用户变量”。 

 系统函数：智能显示当前工程人员可能使用系统函数。 

 用户函数：智能显示当前工程人员可能使用自定义函数。 

 系统变量：智能显示当前工程人员可能使用组态变量。 

 用户变量：智能显示当前工程人员可能使用自定义变量。 

    工程人员可以使用鼠标点击或者键盘的“上、下、左、右”按键对“快捷输入框”进行对象

（变量或函数）选择，并且右端有对该对象的解释说明。当确定了对象后，双击该对象或按下

“Enter”键确认，“快捷输入框”自动消失，并且在编辑框中自动插入该对象。 

    “快捷输入框”可以通过部分字符就能够智能确认工程人员可能输入的对象，同时支持工程

人员边输入字符边自动识别的功能，帮助工程人员能够更加方便的编写脚本语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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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工程人员输入“ab”两个字符时，“快捷输入框”在“系统函数”页内就能够智能显示出

和“ab”字符有关的系统函数，方便工程人员选择。 

8.2.3 脚本语言的提示功能 

    脚本语言编辑框提供了大量的提示功能，方便工程人员编写、查看脚本语言。 

8.2.3.1 工具栏功能提示 

   当把鼠标的光标移动到“工具栏”某一个按钮上时，会自动提示该按钮的功能，如下图： 

 

8.2.3.2 系统函数功能提示 

    当把鼠标的光标移动到“系统函数”列表某一个函数上时，会自动提示该系统函数的功能，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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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 脚本语言功能提示 

    当把鼠标的光标移动编辑框中某一个对象（变量或函数）时，会自动提示该对象的功能，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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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脚本语言的语法检错 

    在编写完脚本语言程序后，需要对该程序进行检错（脚本语言编译），如果存在错误，该脚

本语言程序在运行时是无法实现正常功能的。 

8.2.4.1 脚本语言的编译 

    点击“脚本编译”按钮，能够对当前的脚本语言进行编译检错，错误信息会在“信息输出窗

口”中显示。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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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在进行脚本编译时，可以设置是否显示“编译报警”。所谓“编译报警”，指的是在脚本语言

执行的时候，可能存在错误，提醒工程人员需要对此处格外注意（主要针对是数组形式的变量是

否存在越限可能性，例如:a[i]，i 是一个变量）。是否显示“编译报警”在右键菜单进行设置，选

中菜单选项“是否编译报警”，则编译时显示可能存在错误的脚本语言；不选中菜单选项“是否

编译报警”，则编译时不显示可能存在错误的脚本语言。 

8.2.4.2 通过输出窗口定位错误位置 

    当点击“脚本编译”按钮后，会在输出窗口显示相应的编译信息，红色字体标定的是脚本的

错误信息，如下图： 

 

    双击红色字体的错误信息，会在编辑编辑框中选中可能存在错误的脚本，方便工程人员检查，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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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脚本语言程序”都会和“用户自定义函数的程序”结合起来进行编译，如果“用户

自定义函数的程序”存在错误，当前的脚本语言程序会显示错误信息，告知工程人员必须更改“用

户自定义函数的程序”。 

8.3 脚本语言类型 

    脚本语言是事件触发执行，根据功能不同分为：工程脚本、画面脚本、组件脚本和报警脚本。 

 工程脚本：工程运行时执行的脚本。 

 画面脚本：画面被打开后执行的脚本。 

 组件脚本：鼠标对图形组件进行按键操作，触发事件执行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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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脚本：变量发生报警后，触发执行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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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报警 

    报警是指当组态工程执行时，某些变量的值超过了所规定的界限，系统自动产生相应的警告

信息，表明该变量的值已经超限，用于提醒工程人员。如炼油厂的油品储罐，如果往罐中输油时，

如果没有规定油位的上限，系统就产生不了报警，无法有效的提醒操作人员，则可能会造成“冒

罐”，形成危险（有了报警，就可以提示工程人员注意）。 

    远程通组态软件关于报警处理的方法是：当报警发生时，报警控件自动显示该报警信息，并

且系统自动记录该报警信息。 

9.1 定义变量的报警属性 

    在使用报警功能前，必须先要对变量的报警属性进行定义。点击“变量管理器”的“变量设

置”， 新建一个变量或选择一个原有的变量双击它，如下图： 

1.双击“变
量管理器”

2.双击“变
量设置”

3.双击“某
一个变量”

弹出对话框

弹
出
对
话
框

弹
出
对
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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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远程通组态软件的变量中模拟型（包括整型和实型）变量和离散型变量可以定义报警

属性。 

9.1.1 模拟型变量的报警类型 

    模拟型变量主要是指整型变量和实型变量，包括内存型和 IO 型的。模拟型变量的报警类型

主要有三种：越限报警、偏差报警和变化率报警。对于越限报警和偏差报警可以定义报警延时和

报警死区。 

9.1.1.1 越限报警 

    模拟量的值在跨越规定的高低报警限时产生的报警。越限报警的报警限共有四个：低低限、

低限、高限、高高限。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变量最大值

高高限报警区域

高限报警区域

正常区域

低限报警区域

变量最小值

低低限报警区域

模拟变量值

高高限报警设定值

高限报警设定值

低限报警设定值

低低限报警设定值

 

    在变量值发生变化时，如果跨越某一个限值，立即发生越限报警，某个时刻，对于一个变量，

只可能越一种限，因此只产生一种越限报警，例如：如果变量的值超过高高限，就会产生高高限

报警，而不会产生高限报警。另外，如果两次越限，就得看这两次越的限是否是同一种类型，如

果是，就不再产生新报警，也不表示该报警已经恢复；如果不是，则先恢复原来的报警，再产生

新报警。越限报警产生和恢复的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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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低低限时恢复低低限，小于等于低低限时产生报警 

 大于低限时恢复低限，小于等于低限时报警产生报警 

 大于等于高限时报警，小于高限时恢复高限 

 大于等于高高限时报警，小于高高限时恢复高高限 

    越限类型的报警可以定义其中一种，任意几种或全部类型。如下图中所示为越限报警定义。

有“界限值”和“报警文本”两列。 

 

    界限值列中选择要定义的越限类型，则后面的界限值和报警文本编辑框变为有效。在界限值

中输入该类型报警越限值，定义界限值时应该：最小值<=低低限值<低限<高限<高高限<=最大值。

在报警文本中输入关于该类型报警的说明文字。 

9.1.1.2 偏差报警 

    模拟量的值相对目标值上下波动超过指定的变化范围时产生的报警。偏差报警可以分为小偏

差和大偏差报警两种。当波动的数值超出大小偏差范围时，分别产生大偏差报警和小偏差报警，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偏差报警限的计算方法为： 

 小偏差报警限=偏差目标值±定义的小偏差 

  大偏差报警限=偏差目标值±定义的大偏差 

 大于等于小偏差报警限时，产生小偏差报警 

 大于等于大偏差报警限时，产生大偏差报警 

 小于等于小偏差报警限时，产生小偏差报警 

 小于等于大偏差报警限时，产生大偏差报警 

 偏差报警在使用时可以按照需要定义一种偏差报警或两种都使用。 

 变量变化的过程中，如果跨越某个界限值，则立刻会产生报警，而同一时刻，不会产生两种

类型的偏差报警。 

变量最大值

大偏差报警

小偏差报警

正常区域

小偏差报警

变量最小值

大偏差报警

模拟量数值

大偏差限值

小偏差限值

偏差目标值

大偏差限值

小偏差限值

 

    偏差报警需要定义偏差目标值、小偏差限值和大偏差限值，如下图所示为偏差报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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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变化率报警 

    变化率报警是指模拟量的值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变化速度超过了指定的数值而产生的报警，

即变量变化太快时产生的报警。系统运行过程中，每当变量发生一次变化，系统都会自动计算变

量变化的速度，以确定是否产生报警。变化率报警的类型以时间为单位分为三种：％x/秒、％x/

分、％x/时。变化率报警的计算公式如下： 

（（变量的当前值 － 变量上一次变化的值）×𝟏𝟎𝟎）

（（变量本次变化的时间 － 变量上一次变化的时间）×（变量的最大值 － 变量的最小值）×（报警类型单位对应的值））
  

    其中报警类型单位对应的值定义为：如果报警类型为秒，则该值为 1；如果报警类型为分，

则该值为 60；如果报警类型为时，则该值为 3600。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的绝对值作为结果，

若计算结果大于等于报警极限值，则立即产生报警。变化率小于报警极限值时，报警恢复。变化

率报警定义如下图所示。选择变化率选项，在编辑框中输入报警极限值，选择报警类型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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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4 报警延时和死区 

    对于越限和偏差报警，可以定义报警死区和报警延时。报警死区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报警

死区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变量值在报警限上下频繁波动时，产生许多不真实的报警，在原报警限上

下增加一个报警限的阈值，使原报警限界线变为一条报警限带，当变量的值在报警限带范围内变

化时，不会产生和恢复报警，而一旦超出该范围时，才产生报警信息。这样对消除波动信号的无

效报警有积极的作用。 

原报警限

报警产生

报警恢复

死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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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延时是对系统当前产生的报警信息并不提供显示和记录，而是进行延时，在延时时间到

后，如果该报警不存在了，表明该报警可能是一个误报警，不用理会，系统自动清除；如果延时

到后，该报警还存在，表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报警，系统将其添加到报警缓冲区中，进行显示和记

录。如果定时期间，有新的报警产生，则重新开始定时。报警延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图中虚线

表示变量刚产生报警时的变量曲线，实线表示延时后的变量曲线。变量数据变化在 t1 时刻产生

报警，在图（a）中，变量的值经过延时时间 T 后，依然在报警限之上，这是系统产生报警；在

图（b）中，变量的值经过延时时间 T 后，已经恢复到了报警限之下（类似于毛刺信号），系统不

再产生这个报警。报警延时的时间单位为秒，同一个变量的越限和偏差报警使用同一个报警延时

时间。 

报警限

T

T

t1 t2 t1 t2

(a) (b)
 

9.1.2 离散型变量的报警类型 

    离散量有两种状态：1、0。离散型变量的报警有三种状态： 

 1 状态报警：变量的值由 0 变为 1 时产生报警 

 0 状态报警：变量的值由 1 变为 0 时产生报警 

 状态变化报警：变量的值有 0 变为 1 或由 1 变为 0 为都产生报警 

    离散量的报警属性定义如下图所示。在“开关量报警”组内选择“离散”选项，三种类型的

选项变为有效。定义时，三种报警类型只能选择一种。选择完成后，在报警文本中输入该类型报

警的说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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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记录、显示报警信息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报警控件”用于实时显示报警信息的功能，提供了“显示报警记录

对话框”的抬起事件用于查看报警记录的功能，提供了自动存储报警信息到磁盘文件中的功能。 

9.2.1 实时显示报警信息     

    在组态设计器中，点击菜单栏的“工具\插入报警控件”按钮，在当前画面中插入一个“报

警控件”，如下图所示。 

点
击
插
入
“
报
警
控
件
”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当前打开的画面中存在“报警控件”，则报警信息会在该“报警控

件”中实时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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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查看报警记录 

    在组态设计器中，选中任意一个图形组件，为此组件“鼠标单击事件”设定为“显示报警记

录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双
击
进
行
“
组
件
设
定
”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触发该图形组件的“鼠标单击事件”，弹出“报警记录”对话框，查看

组态工程运行时所有的报警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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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存储报警记录到磁盘文件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每当发生报警时，会自动将报警信息存储到文件中，存储的文件的路径

为：软件运行目录\information 文件夹\当前日期文件夹\Alarm.csv 文件，Alarm.csv 文件是一个类

似 Excel 文件，可以使用 Excel 打开，如下图所示。 

软件目录

information
文件夹

当前日期文
件夹

报警记录
文件

通过Excel软件打开，查看历史报警信息

 

注释：组态工程运行时，每一天都会生成一个“日期文件夹”，其内部存储着报警记录文件。    

9.3 报警脚本 

    报警脚本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系统产生报警后自动调用的脚本，分为：实数报警脚本、

整型报警脚本、离散报警脚本，根据报警变量的类型不同，自动调用不同的报警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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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脚本存储在 3 个不同的文件中，是系统预置的自定义函数，在组态设计器中，双击“工

程管理器”的“工程”属性页的“特殊函数”，进行报警脚本编辑，如下图所示。 

报警脚本

 

    这三个预置的自定义函数的定义如下： 

1.实型：void m_RealAlarm(string time,string name,int nEvent,int nAction) 

{   

} 

2.整型：void m_LongAlarm(string time,string name,int nEvent,int nAction) 

{ 

} 

3.离散：void m_DiscAlarm(string time,string name,int nEvent,int nAc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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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预置自定义函数中的参数的含义为（以实型为例，其它都相同）： 

void m_RealAlarm(string time,string name,int nEvent,int nAction) 

 time：表示报警时间，格式为“年月日时分秒”的字符串形式的组合。 

 name：发生报警的变量名称，格式 为“变量名称”的字符串形式。 

 nEvent：表示报警类型： 

    0 —— 低低报警（模拟型变量） 

    1 —— 低报警（模拟型变量） 

    2 —— 高报警（模拟型变量） 

    3 —— 高高报警（模拟型变量） 

    4 —— 变化率超限报警（模拟型变量） 

    5 —— 小偏差报警（模拟型变量） 

    6 —— 大偏差报警（模拟型变量） 

    7 —— 关断报警（离散型变量） 

    8 —— 开通报警（离散型变量） 

    9 —— 开->关报警（离散型变量） 

    10 —— 关->开报警（离散型变量） 

 nAction：表示事件类型： 

0 —— 产生报警 

1 —— 报警恢复   

  预置自定义函数函数体初始内容为空，需要工程人在里面添加命令语言。利用报警预置自定

义函数，可以实现工程人员想在报警产生后做的一些处理。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第十章 组态高级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高级控件，从而能够帮助工程人员更加快捷实

现组态功能。 

10.1 趋势曲线控件 

    远程通组态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除了在画面中以值输出的方式和报表形式显示外，还可以

用趋势曲线显示。趋势曲线是控制软件必不可少的功能，远程通组态对该功能提供了强力的支持

和简单的控制方法，趋势曲线有实时趋势曲线和历史趋势曲线两种。 

    趋势曲线的外形类似于二维坐标系，X 轴代表时间，Y 轴代表变量值，最多可以显示 8 条曲

线，而一个画面中可以定数量不限的趋势曲线（实时趋势曲线和历史趋势曲线）。在趋势曲线中

工程人员可以规定时间间距，数据的数值范围，网格分辨率，时间坐标数目，数值坐标数目，以

及绘制曲线的“笔”的颜色属性，绑定的变量会在趋势曲线的右侧显示。 

10.1.1 实时趋势曲线 

10.1.1.1 创建实时趋势曲线 

    实时趋势曲线是通过工具盒拖拽的方式创建的，选中“工程管理器”的“工具盒”属性页，

选中“捷麦定制控件”工具盒页面（如果该工具盒页面不存在，需要打开此工具盒页面，打开方

式参考第十一章 图形工具盒），找到“实时趋势曲线”控件拖拽到画面中创建该控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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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

2.打开“捷麦定制控
件”的工具盒属性页

1.选中“工具
盒”属性页

3.找到“实时趋势曲
线”，拖拽生成控件

     

如上图所示，该控件中间网格区域为绘图区域，表示曲线将在这个区域绘出；非网格区域为背景

区域，用于显示一些辅助信息（X、Y 轴的标定信息）。 

10.1.1.2 实时趋势曲线属性设置 

    选中“实时趋势曲线”控件，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或双击，弹出属性设置对话框，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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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击

进
行

属
性

设
置

 

    实时趋势曲线的属性设置有两个属性页选项构成，分别为“曲线定义”和“标识定义”。 

 曲线定义 

 边框色、背景色：分别规定绘图区域的边框和背景(底色)的颜色。 

 X 方向、Y 方向：Ｘ方向和Ｙ方向的主分割线将绘图区划分成矩形网格，次分割线将再

次划分主分割线划分出来的小矩形。这两种线都可改变线型和颜色。分割线的数目可

以通过小方框右边“加减”按钮增加或减小，也可通过编辑区直接输入。工程人员可

以根据实时趋势曲线的大小决定分割线的数目，分割线最好与标识定义(标注)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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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能够定义最多 8 条曲线，在编辑框中填入变量的名称，实时趋势曲线会自动获

得该变量的值在 Y 坐标进行值显示，右边的“？”按钮可列出变量表中已定义的变量

供选择。每条曲线可通过右边的线型和颜色按钮来改变线型和颜色。在定义曲线属性

时，至少应定义一条曲线变量。 

 标识定义 

 

 数值轴：对数值轴（Y 轴）进行定义，包括标识数目、起始值、最大值。 

    标识数目：数值轴标识的数目，这些标识在数值轴上等间隔分布。 

    起始值：曲线图表上纵轴显示的最小值。 

    最大值：曲线图表上纵轴显示的最大值。 

 时间轴：对时间轴（X 轴）进行定义，包括标识数目、格式、时间长度、刷新频率。 

    标识数目：时间轴标识的数目，这些标识在时间轴上等间隔分布。 

    格式：时间轴标识的格式，选择显示哪些时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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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长度：时间轴所表示的时间跨度，即两个主分线之间的像素距离代表的时间长短。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时间单位——秒、分、时，最小跨度为 1 秒。 

    刷新频率：图表采样和绘制曲线的频率，最小 1 秒。 

10.1.1.3 运行时修改实时趋势曲线属性 

    1.通过对话框更改属性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仍然可以对实时趋势曲线控件进行设置，双击实时趋势曲线控件，弹出

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实时趋势曲线控件的运行时的属性设置和设计态的属性设置是完全相同的（运行时属性设

置参考 10.1.1.2 实时趋势曲线属性设置）。当画面关闭后，实时趋势曲线的属性设置清空，默认

属性仍然是设计态设置的属性。 

    2.通过拖动“滑动块”查看临时历史值（粗滤查看） 

    实时趋势曲线控件支持变量实时值临时存储的功能（默认保存 3000 个有效数据），工程人员

通过拖动控件下面的“滑动块”查看变量某一刻的临时历史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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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此“滑动”块查
看某一刻变量历史值

 

    当“滑动块”滑动到最右端时，实时趋势曲线控件按照刷新频率自动获得变量最新值，刷新

控件从而实现实时显示变量值得功能。当“滑动块”不在最右端时，此时系统认定工程人员在查

看变量某一刻的历史值，不自动刷新控件，但是仍然获得变量最新值。 

    3.通过鼠标“拖动绘图区域”查看历史值（详细查看） 

    当变量的实时历史值过多时，通过“滑动块”查看历史值可能无法精确定位到某一个时刻，

工程人员可以通过鼠标焦点放在控件的绘图区域，鼠标左键按下（注意不要抬起），左右移动鼠

标实现“滑动块”微调，从而能够精确的定位到控件的某一时刻查看变量的实时历史值。 

10.1.2 历史趋势曲线 

10.1.2.1 定义变量支持值变化存储 

    历史趋势曲线显示的是变量历史值得趋势变化，变量的值变化存储参考 7.16 历史数据值输

出连接的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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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 创建历史趋势曲线 

    历史趋势曲线是通过工具盒拖拽的方式创建的，选中“工程管理器”的“工具盒”属性页，

选中“捷麦定制控件”工具盒页面（如果该工具盒页面不存在，需要打开此工具盒页面，打开方

式参考第十一章 图形工具盒），找到“历史趋势曲线”控件拖拽到画面中创建该控件，如下图。 

2.打开“捷麦定制控
件”的工具盒属性页

1.选中“工具
盒”属性页

拖拽

3.找到“历史趋势曲
线”，拖拽生成控件

     

如上图所示，该控件中间网格区域为绘图区域，表示曲线将在这个区域绘出；非网格区域为背景

区域，用于显示一些辅助信息（X、Y 轴的标定信息）。 

10.1.2.3 历史趋势曲线属性设置 

     选中“历史趋势曲线”控件，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或双击，弹出属性设置对话框，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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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趋势曲线的属性设置有两个属性页选项构成，分别为“曲线定义”和“标识定义”。 

 曲线定义 

 边框色、背景色：分别规定绘图区域的边框和背景(底色)的颜色。 

 X 方向、Y 方向：Ｘ方向和Ｙ方向的主分割线将绘图区划分成矩形网格，次分割线将再

次划分主分割线划分出来的小矩形。这两种线都可改变线型和颜色。分割线的数目可

以通过小方框右边“加减”按钮增加或减小，也可通过编辑区直接输入。工程人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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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历史趋势曲线的大小决定分割线的数目，分割线最好与标识定义(标注)相对应。 

 曲线：能够定义最多 8 条曲线，在编辑框中填入变量的名称，并且定义变量时在“变

量属性”对话框中选中了“是否记录”选择框，因为只有这些变量作历史记录。右边

的“？”按钮可列出变量表中已定义的变量供选择。每条曲线可通过右边的线型和颜

色按钮来改变线型和颜色。在定义曲线属性时，至少应定义一条曲线变量。 

 标识定义 

 

 数值轴：对数值轴（Y 轴）进行定义，包括标识数目、起始值、最大值。 

    标识数目：数值轴标识的数目，这些标识在数值轴上等间隔分布。 

    起始值：曲线图表上纵轴显示的最小值。 

    最大值：曲线图表上纵轴显示的最大值。 

 时间轴：对时间轴（X 轴）进行定义，包括标识数目、格式、时间长度、刷新频率。 

    标识数目：时间轴标识的数目，这些标识在时间轴上等间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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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时间轴标识的格式，选择显示哪些时间量。 

    时间长度：时间轴所表示的时间跨度，即两个主分线之间的像素距离代表的时间长短。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时间单位——秒、分、时，最小跨度为 1 秒。 

    时间范围：历史数据显示起始和结束的时间范围。 

10.1.2.4 运行时修改历史趋势曲线属性 

    1.通过对话框更改属性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仍然可以对历史趋势曲线控件进行设置，双击历史趋势曲线控件，弹出

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历史趋势曲线控件的运行时的属性设置和设计态的属性设置是完全相同的（运行时属性设置

参考 10.1.2.3 历史趋势曲线属性设置）。当画面关闭后，历史趋势曲线的属性设置清空，默认属

性仍然是设计态设置的属性。 

    2.通过拖动“滑动块”查看历史值（粗滤查看） 

    历史趋势曲线的绘图区域只能显示某一时间段变量的历史值，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拖动控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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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滑动块”查看变量任意时间段的历史值，如下图所示。 

拖动此“滑动”块查看变
量某一时间段的历史值

    

     3.通过鼠标“拖动绘图区域”查看历史值（详细查看） 

    当查看的变量的历史值过多时，通过“滑动块”查看历史值可能无法精确定位到某一个时间

段，工程人员可以通过鼠标焦点放在控件的绘图区域，鼠标左键按下（注意不要抬起），左右移

动鼠标实现“滑动块”微调，从而能够精确的定位到控件的某一时间段查看变量的历史值。 

    4.通过鼠标“滚轮上下滚动”查看历史值（全局或精细查看） 

    工程人员查看变量历史的趋势时，有的时候需要查看全局的趋势，有时候需要查看某一时间

段具体的数据，正常情况下工程人员需要更改历史趋势曲线的“时间长度”的属性才能够查看。

为了方便工程人员操作，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快捷更改“时间长度”属性的操作，方法是把鼠标

焦点放在控件的绘图区域，滑动鼠标的滚轮，向上滑动滚轮用于查看精细的历史数据值，向下滑

动滚轮用于查看全局的历史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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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表格控件 

    表格能够对数据进行记录，有利于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表格控件，

用于表格操作。 

10.2.1 生成表格 

     单击菜单栏“工具\插入表格”的菜单按钮，插入一个表格控件，如下图。 

 

     点击“插入表格”按钮后，会弹出一个表格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在对话框中输入表格行数和列数，点击“确定”按钮，插入一个表格，如下图。 

 

10.2.2 表格编辑操作 

    表格是由多个表格单元组成，对表格的操作，实际是对表格单元的操作。 

10.2.2.1 表格单元选中 

    表格单元选中是通过鼠标进行选中的，选中方法分为： 

 单击某一个表格单元，选中一个表格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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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表格第一行或第一列边线（当鼠标光标变为 时进行单击），选中整行或整列表格单

元。 

 鼠标左键单击某个单元格后拖动则为选择多个单元格。 

 当选中多个表格单元时，选中区域的左上角为当前单元格。 

注释：单元格指的就是表格单元。 

10.2.2.2 使用快捷菜单对表格进行编辑 

    选中表格控件后，会在表格的右上角出现一个快捷按钮，点击此按钮，弹出表格编辑快捷菜

单，如下图所示。 

 

 在之前插入行：在选中的当前单元格之前插入一行单元格。 

 在之后插入行：在选中的当前单元格之后插入一行单元格。 

 在之前插入列：在选中的当前单元格之前插入一列单元格。 

 在之后插入列：在选中的当前单元格之后插入一列单元格。 

 删除行：删除选中的当前单元所在行的所有单元格（第一行无效）。 

 删除列：删除选中的当前单元所在列的所有单元格（第一列无效）。 

 合并选中表格元：把选中的单元格合并为一个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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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分选中表格元：把每一个选中的单元格进行列切分，变为两个单元格。 

 表格元填充样式：对选中的单元格进行填充样式设置，点击此选项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工程人员可以任意设置选中的单元的填充样式。 

 

 表格元文本设置：对选中的单元格进行文本设置。 

 表格元边线设置：对选中的单元格进行边线设置，如下图所示。 

 

10.2.2.3 表格单元文本编辑 

    表格中每一个单元格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文本编辑的，编辑方法是选中某一个表格单元（或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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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某一个单元格），直接输入文本，即可进行文本编辑。 

10.2.3 表格单元值输出 

    表格单元值输出指的是，对表格单元进行表达式绑定，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表达式的值发

生变化时，表格单元显示的值也实时进行刷新显示。 

    在组态设计器中，对表格单元进行值输出设计的方法为： 

 1.选中一个表格单元，如下图。 

 

2.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有多种方式），进行绑定设置，如下图。 

点击

在此处填写表达式

 

3.表格单元支持历史数据值输出，在“步骤 2”的弹出对话框中，选中“历史数据”单选框，在

组态工程运行时，变量的值是某一时刻的历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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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脚本系统函数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针对表格处理的脚本系统函数，方便工程人员通过脚本语言对表格进

行操作。 

 bool SetTabIsDisplay(int ShapeId,int row,int col,int IsDisplay) 

        功能：是否允许表格中的某一个表格单元支持表达式 

        ShapeId：图形的 ID 值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Col：表格的第几列 

        IsDisplay：是否显示表达式的值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bool TabIsUseHistoryData(int ShapeId,int row,int col,int IsDisplay) 

        功能：是否允许表格显示表达式的时候是否使用历史数据 

        ShapeId：图形的 ID 值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Col：表格的第几列 

        IsDisplay：是否显示表达式的值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bool ResetTabNewExpression(int ShapeId,int row,int col,String NewExpress) 

        功能：重新设置某一个表格的内部表达式 

        ShapeId：图形的 ID 值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Col：表格的第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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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Express：新的表达式的内容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void SetTableColor(string name,int row,int col,int color) 

        功能：设置表格的颜色 

        name：表格的标题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Col：表格的第几列 

        clor：颜色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10.3 用户自定义控件（复合图形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基本图形组件和高级控件组件，这些组件能够满足大多数工程人

员的需求。但是这些组件仍然无法满足某些工程人员的特殊需求，而复合图形控件能够满足这些

特殊需求。 

    复合图形控件是由基本图形（矩形\椭圆\多变形等基本图形）组合而成的，或者是由基本图

形和其他复合图形组合而成的。工程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多个图形进行组合，从而可以

组合出外观多样的复合图形，对这个复合图形进行状态构建、动画连接，实现复杂的功能，从而

满足工程人员的特殊需求。 

10.3.1 生成复合图形 

     选中需要组合的图形（最少需要选中两个图形组件），点击“构建复合图形”按钮，把多个

图形组合成一个复合图形。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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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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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多个图形

构建复合图形

生成一个复合图形

 

注释：复合图形是把多个图形组合在一起的图形，同理，也可以把一个复合图形拆分成多个图形，

拆分方法是，选中一个复合图形，点击“打散复合图形”按钮即可。 

 10.3.2 复合图形的状态构建 

    复合图形是由多个图形组合而成的，这些用于组合的图形称为子图形。复合图形的状态构建

指的是为复合图形构建多种“显示状态”，“显示状态”即对子图形进行操作（包括隐藏、颜色填

充、线条等操作）后重新显示。 

    选中复合图形，点击“状态构建器”进行复合图形的状态构建。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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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右键菜单打开 

 

通过快捷菜单打开 

 

    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后，弹出“多状态编辑”对话框，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列表框中显示当前复合图形中所有的“显示状态”（初始为无），点击右侧的按

钮，可以对状态进行操作。 

    点击右侧“增加”按钮（或双击某一行的“显示状态”），弹出“多状态设计”对话框，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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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名称文本编辑框:工程人员可在此输入“显示状态”的标题名称。 

 增加隐藏状态:在当前“显示状态”下，隐藏子图形，点击此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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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左边的列表列举的是当前“显示状态”下显示的子图形，右边的列表列举的

是当前“显示状态”下隐藏的子图形，工程人员可以通过移动按钮“>>”或“<<”对子图形进行

移动操作。 

 增加颜色填充状态: 在当前“显示状态”下，对子图形进行颜色填充（图形背景颜色设定），

点击此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通过“关键值”选定需要设置的子图形，然后在为其设定填充颜色的值。 

 增加填充辅助色: 在当前“显示状态”下，对子图形进行辅助色填充（图形前景颜色设定），

点击此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通过“关键值”选定需要设置的子图形，然后在为其设定填充辅助色的值。 

 增加填充类型状态：在当前“显示状态”下，对子图形进行填充类型设定，点击此按钮弹出

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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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通过“关键值”选定需要设置的子图形，然后为其设定填充类型的值（可以通

过右侧的“填充类型”按钮选择填充类型）。 

 增加边线颜色状态：在当前“显示状态”下，对子图形的边线颜色进行设定，点击此按钮弹

出如下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通过“关键值”选定需要设置的子图形，然后为其设定边线的颜色。 

 增加线宽状态：在当前“显示状态”下，对子图形的边线宽度进行设定，，点击此按钮弹出

如下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通过“关键值”选定需要设置的子图形，然后为其设定边线宽度。 

 增加文本颜色状态：在当前“显示状态”下，对子图形的文本颜色进行设定，点击此按钮弹

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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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列表框：在使用上述按钮建立状态后，会在列表框中显示，如下图所示。 

 

    选中某一行，双击可对某一个状态进行重新编辑。 

   当为复合图形创建了“显示状态”后，在组态设计器中，选中该复合图形，快捷按钮菜单可

以查看每一个“显示状态”的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第一种显示状态

第二种显示状态

    

 注释：复合图形使用状态构建器可以构建多个“显示状态”，通过切换“显示状态”，合理设计

“切换逻辑”，使得复合图形变成能够满足工程人员特殊需求的高级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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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复合图形状态设计 

    当复合图形有且只有两种“显示状态”时，可以对“显示状态”的切换进行设计，实现更复

杂的功能。选中复合图形，右键弹出“右键菜单”，点击“复合图形状态设计”按钮，弹出对话

框，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具有两种“显示状态”的复合图形，可以为其选择三种风格，分别为： 

 按钮单击风格：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单击复合图形，鼠标按下呈现一种“显示状态”，鼠标

抬起时呈现另一种“显示状态”。（适合工程人员自定义按钮组件） 

 两种状态轮流切换风格：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单击复合图形，从一种“显示状态”切换到一

种“显示状态”。（适合工程人员自定义开关组件） 

 循环动画显示风格：在组态工程运行时，两种“显示状态”循环显示。 

10.3.4 复合图形的动画连接 

    多个图形组合成一个复合图形后，复合图形就是一个图形，该图形的动画连接的设置方式遵

循第七章 图形组件的动画连接的设置方式，并且支持动画连接的全部功能。 

    当为复合图形构建了多个“显示状态”后，可以把“显示状态”的切换和变量的值进行绑定，

从而实现变量值的改变控制“显示状态”的切换，或通过“显示状态”的切换控制变量值的改变。 

注释：复合图形的动画连接最多支持 5 个“显示状态”的切换。 

10.3.4.1 值输入连接 

    在组态设计器中，为复合图形构建多个“显示状态”，并且进行动画值输入连接设置（设置

方法为 7.3.1 用户输入），当组态工程运行时，点击复合图形切换“显示状态”，值输入连接绑定

的变量的值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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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为一个复合图形建立两个“显示状态”，分别为：STATE_0 和 STATE_1，如下图所示。 

 

    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当复合图形的“显示状态”处于 STATE_0 时，绑定的变量值为 0，当复

合图形的“显示状态”处于 STATE_1 时，绑定的变量值为 1 。 

10.3.4.2 值输出连接 

    在组态设计器中，为复合图形构建多个“显示状态”，并且进行动画值输出连接设置（设置

方法为 7.4 值输出连接），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当值输出连接绑定的表达式值发生变化时，复合

图形的“显示状态”自动切换。 

    例如： 

    为一个复合图形建立两个“显示状态”，分别为：STATE_0 和 STATE_1，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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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当复合图形绑定的值输出表达式的值为 0 时，复合图形的“显示状态”

处于 STATE_0，当复合图形绑定的值输出表达式的值为 1 时，复合图形的“显示状态”处于 STATE_1。 

10.4 仪表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的仪表控件，便于工程人员更加真实的模拟现场工程的画面，工

程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仪表控件。 

10.4.1 生成仪表控件 

    仪表控件统一放在“工具盒”的“捷麦仪表控件”工具盒页面中（如果“工程管理器\工具

盒”中没有“捷麦仪表控件”的工具盒页面，需要打开该工具盒页面，详细参考第十一章 图形

工具盒），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生成仪表控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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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

 

10.4.2 仪表控件编辑     

10.4.2.1 编辑仪表控件的值范围 

     仪表控件显示的值范围是 0~100，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要更改显示的值的范围。选中“仪

表”控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选中“值动画”属性页，选中“允

许值动画”单选框，对“值动画最小、最大值”进行设定，如下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点
击

更改最大值、最小值

 

   例如，改变值动画最大值为 200： 

最大值改为“200”

默认 更改后

 

10.4.2.2 编辑仪表控件其他属性 

    一个仪表控件的外观以及动画功能都是由属性控制的，组态软件提供了默认的仪表属性。工

程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改仪表属性，实现对仪表控件外观设置，仪表的属性设置主要是通

过“属性编辑器”进行设置（属性编辑参考 6.4 属性编辑器）。 

    仪表控件相对于其他类型控件，具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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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值 ID 属性值名称（属性描述） 

1539 是否允许鼠标拖动表盘的指针 

1908 表盘的刻度宽度 

1909 表盘的指针宽度 

1910 表盘的简单风格 

1911 表盘的标签风格, 取值范围 0 - 4 

1912 表盘的主要标记样式, 取值范围 0 - 4 

1913 表盘的标记样式, 取值范围 0 - 4 

1914 表盘的主刻度的颜色 

1915 表盘的副刻度的颜色 

1916 表盘的指针颜色 

1917 表盘的指针类型, 取值范围 0 - 7 

1918 是否显示表盘的椭圆标尺线 

1919 是否显示表盘的椭圆边界 

1920 表盘的起始角度 

1921 表盘的扫描角度 

1927 表盘显示器长度 

1924 是否自动转动（组态工程运行时） 

1931 表盘椭圆标尺边界颜色 1 

1932 表盘椭圆标尺边界颜色 2 

1934 表盘刻度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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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表盘刻度源 

1936 表盘米尺度的位置 

1937 表盘背景, 0 -- 椭圆, 1 -- 矩形, 2 -- 无 

1932 表盘椭圆标尺边界颜色 

1700 是否平面显示 

    工程人员可以通过属性 ID 在“属性编辑器”查找到相应的属性，编辑相应的属性实现对仪

表控件的编辑。 

10.4.3 仪表控件值动画连接 

    仪表控件的值动画连接分为“值输入”动画连接和“值输出”动画连接。 

 “值输入”动画连接的连接方法为 7.3.1 用户输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拖动仪表的指针改

变仪表显示的值，值输入绑定的变量的值也会发生改变（仪表控件改变变量的值）。 

 “值输出”动画连接的连接方法为 7.4 值输出连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绑定的表达式值

发生变化时，仪表显示的值发生变化，仪表指针指向相应的位置（变量的值改变仪表控件的

显示）。 

10.5 水位计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各种类型水位计控件，便于工程人员更加真实的模拟现场工程的画面，

工程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仪表控件。 

10.5.1 生成水位计控件 

    水位计控件生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生成，另一种是通过工具盒的“捷

麦定制控件”工具盒属性页拖拽生成。 

 通过绘图工具栏生成 

    点击“绘图”工具栏的“ 绘制水位计”按钮，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单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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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增加新的顶点，双击完成绘制。 

 

    通过绘图工具栏可以绘制任意形状的水位计，绘制完成后，工程人员可以通过移动水位计的

顶点，重新改变水位计的外观（顶点的显示和移动参考 6.1.1 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图形组件的编

辑顶点）。 

 通过工具盒拖拽生成 

    水位计控件放在“工具盒”的“捷麦定制控件”工具盒页面中（如果“工程管理器\工具盒”

中没有“捷麦定制控件”的工具盒页面，需要打开该工具盒页面，详细参考第十一章 图形工具

盒），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生成水位计控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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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

拖拽

拖拽

拖拽

 

     工具盒中的水位计有四类，分别为：自动水位计、多方向水位计、圆角矩形水位计、柱状

水位计。 

10.5.2 水位计控件编辑 

    水位计控件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控件的背景的颜色（默认为黑色），另一部分是水位的

颜色（默认为绿色）。工程人员根据项目需选择对应的水位计控件，然后需要对水位计颜色进行

编辑。 

10.5.2.1 编辑水位计的背景颜色 

    选中需要编辑的水位计，点击“线条”按钮，对水位计的背景颜色进行编辑（可以理解对线

条进行颜色编辑，方法参考 6.2.3 标题、字体、线条、填充、倒影的线条的操作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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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黄色”

默认
更改后

 

10.5.2.2 编辑水位计的水位颜色 

    选中需要编辑的水位计，点击“填充”按钮，对水位的颜色进行编辑（可以理解对填充颜色

进行颜色编辑，方法参考 6.2.3 标题、字体、线条、填充、倒影的填充的操作方法）。如下图。 

改为“红色”

默认
更改后

 

10.5.3 水位计控件值动画连接 

    水位计控件的值动画连接分为“值输入”动画连接和“值输出”动画连接。 

 “值输入”动画连接的连接方法为 7.3.1 用户输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拖动水位计的水位

高低，值输入绑定的变量的值也会发生改变（水位计控件改变变量的值）。 

 “值输出”动画连接的连接方法为 7.4 值输出连接，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绑定的表达式值

发生变化时，水位计的水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变量的值改变水位的高低）。 

注释：水位计控件的值动画的值范围是 0~100，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要更改该控件的值范围，方

法参考 10.4.2.1 编辑仪表控件的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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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管道线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几种类型的管道线控件，便于工程人员更加真实的模拟现场工程的画

面，工程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管道线控件。 

10.6.1 生成管道线控件 

    管道线控件生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生成，另一种是通过工具盒的“捷

麦定制控件”工具盒属性页拖拽生成。 

 通过绘图工具栏生成 

    点击“绘图”工具栏的“ 管道线”或“ 绘制管道线”，单击画面的任何位置开始绘制，

单击其他位置增加新的顶点，双击完成绘制。 

 

     通过绘图工具栏可以绘制两种类型的管道线， 是静态管道线， 是动态管道线，工程

人员可以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的管道线控件。 

 通过工具盒拖拽生成 

    管道线控件放在“工具盒”的“捷麦定制控件”工具盒页面中（如果“工程管理器\工具盒”

中没有“捷麦定制控件”的工具盒页面，需要打开该工具盒页面，详细参考第十一章 图形工具

盒），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生成管道线控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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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

拖拽

动态管
道线

动态管
道线

静态管
道线

静态管
道线

 

10.6.2 修改管道线属性 

10.6.2.1 编辑管道线空间的顶点 

    管道线是由多个顶点连接而成，拖动顶点可以改变管道线的外观，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增

加或者减少顶点（关于顶点的操作参考 6.1.1 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图形组件的编辑顶点）。 

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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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2 编辑管道线空间的外观 

    工程人员选择了管道线后，可以通过编辑“填充颜色”和“线条”实现外观的编辑（编辑方

法参考 6.2.3 标题、字体、线条、填充、倒影）。 

    管道线控件的“管道宽度”和“管道线颜色”可以通过“属性编辑器”进行编辑（“属性编

辑器”的打开方法参考参考 6.4 属性编辑器）。 

属性值 ID 属性值名称（属性描述） 

1606 管道宽度 

1608 管道线颜色 

10.6.3 管道线控件值动画连接 

    管道线控件值动画连接指的是，使用组态设计器设置“管道线是否流动”、“管道线的流程方

向”和“管道线的流动速度”。 

 “管道线是否流动”和“管道线的流动方向”是通过“组件设定”进行设置的，设置方法为：

选中管道线控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选中“值动画”属性页，

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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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管道线是否流动，值
为1时流动，值为0不流动

设置管道线的流动方向，值为
1时反向流动，值为0正向流动

 

 “管道线的流动速度”是通过“状态构建器”进行设置的，设置方法为：选中管道线控件，

点击“状态构建起”按钮弹出“刷新时间”对话框，进行设置。如下图。 

 

10.7 图像文件控件 

10.7.1 生成图像文件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导入 Windows 图形文件，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求生成相应的图像文件

控件，生成方法是：打开“工具”菜单栏，选择相应的图像文件控件，如下图所示，点击生成，

详细参考 6.1.3 通过菜单栏插入图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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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图像文件
控件

 

10.7.2 图像文件控件值动画连接 

10.7.2.1 值输入连接 

    图像文件控件中只有“图像按钮控件”支持值输入连接，设置图像按钮控件支持“开关模式”，

如下图所示。 

改为“开
关模式”

 

    选中“图像按钮控件”，通过“组件设定”为其设定“值输入连接变量”（方法可参考 7.3.1 用

户输入）。当组态工程运行时，点击该按钮切换图片时，绑定变量的值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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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2 值输出连接 

    所有的图像文件控件都支持值输出连接，设置方法参考 7.4 值输出连接。当组态工程运行时，

绑定的表达式的值发生变化，图像文件控件会自动切换到相应的图像文件。 

10.7.2.3 定时循环 

    定时循环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图像文件控件自动切换图像文件，实现动态的效果。点

击“状态构建器”（“状态构建器”的进入参考 7.15 状态构建器）可以设置图像文件控件定时循

环的刷新频率，如下图所示。 

设置刷新
频率

 

   “是否自动切换图像文件”的设置方法为：选中图像文件控件，进行“组件设定”设置，如

下图所示。 

当表达式的值为1时，
图像文件自动切换，
当值为0时，停止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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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罐体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罐体控件，点击“工具”菜单栏的“插入罐体”生成一个罐体控件，

如下图所示。 

点
击
生
成

 

    罐体控件默认不显示标题，可以通过“组件设定”的“ID 值设定”设置该控件显示标题，

如下图所示。 

不显示
标题 显示标题

 

    罐体控件支持两种显示方式，分别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两种显示方式，点击“快捷

菜单”进行设置，如下图。 

从下到上
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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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体控件的值输出动画连接（不支持值输入动画连接）设置方法和水位计控件设置方法完全

相同，参考 10.5.3 水位计控件值动画连接。 

10.9 对话框控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的对话框控件，这些对话框控件类似于标准 Windows 对话框控

件，工程人员可以使用对话框控件设计出符合大多数使用习惯的组态工程软件。 

10.9.1 生成对话框控件 

    对话框控件统一放在“工具盒”的“捷麦对话框控件”工具盒页面中（如果“工程管理器\

工具盒”中没有“捷麦对话框控件”的工具盒页面，需要打开该工具盒页面，详细参考第十一章 

图形工具盒），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生成对话框控件，如下图。 

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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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如上图所示，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提供了大量的对话框控件，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求查

找对应的控件。 

10.9.2 编辑对话框控件 

10.9.2.1 编辑外观  

    对话框控件默认外观风格和标准 Windows 控件风格类似，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求更改控件

的填充颜色、字体、线条等外观，更改方法参考 6.2.3 标题、字体、线条、填充、倒影。 

10.9.2.2 格式编辑 

    选中对话框控件，点击“状态构建器”按钮（“状态构建器”按钮参考 7.15 状态构建器），

进行格式编辑。 

    对话框控件的格式编辑主要分为两类： 

  “列表框形式控件”的格式编辑 

   此类控件多用于显示多个信息内容，如下图所示。 

进
行
格
式
编
辑

 

  “文本编辑框形式控件”的格式编辑 

    此类控件可以自定义文本的显示格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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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格
式
编
辑

 

10.9.3 对话框控件值动画连接 

    对话框控件支持值输入动画连接和值输出动画连接，动画连接的设置通过“组件设定”进行

设置（方法参考 7.3.1 用户输入和 7.4 值输出连接）。 

    对话框控件进行动画连接的变量（或表达式）分两种形式： 

 字符串形式的变量（或表达式） 

    对于“文本编辑框形式控件”，其进行动画连接时绑定的变量（或表达式）一般是字符串形

式的。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用于改变或显示字符串变量（或表达式）的值。 

 非字符串形式的变量（或表达式） 

    对于“列表框形式控件”或其他类型控件，其进行动画连接时绑定的变量（或表达式）一般

是非字符串形式的。在组态工程运行时，通过控件状态改变变量的值，或通过变量（或表达式）

的值改变控件的显示状态。 

10.10 其他高级控件 

    捷麦定制控件提供了大量的高级控件，以满足工程人员的特殊需求。在前面几节中，已经对

某些特殊的高级控件做了详细叙述。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的定制控件的使用方法整体一致（使用

方法可参考 10.5 水位计控件），因此不再一一详细叙述，只对这些控件的功能进行简单的介绍。 

 按钮、开关、指示灯控件 

   该控件实现按钮、开通、指示灯的功能，分别有如下控件（红色区域标定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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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控件 

   该控件实现动态锅炉的功能，分别有如下控件（红色区域标定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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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送带、滚动条控件 

   该控件实现传送带、滚动条的功能，分别有如下控件（红色区域标定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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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图形工具盒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成型的图形控件，根据图形控件的功能和外观不同，不同的图形

控件分别保存在不同的“工具盒页面”中，所有的“工具盒页面”组合一起称为“图形工具盒”。 

    使用图形工具盒进行组态画面设计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降低了工程人员设计画面的难

度，使他们能更加集中精力于变量操作和增强软件内部的逻辑控制，缩短开发周期；二是使用图

形工具盒开发的组态工程具有统一的外观，方便工程人员学习和掌握；最后，利用图形工具盒的

开发性，工程人员可以生成自己的图形控件，“一次构造，随处使用”，节省了工程人员投资。 

11.1 打开工具盒页面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页面右键菜单

打开 

 

    点击“打开工具盒页面”，弹出如下对话框：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导入文件 

     从其他位置打开工具盒页面文件（.trs 文件）加入当前组态设计器。 

 删除文件 

     永久删除页面列表中选中的工具盒页面文件。删除后，此页面将不在显示。 

 打开 

     打开选中的工具盒页面文件，当前对话框关闭，在“工具盒/工具盒属性页”中将显示被打

开的工具盒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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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麦对话框控件”工具盒
页面处于激活状态

 

   红色标定是当前打开的“工具盒属性页”，“捷麦对话框控件”处于激活状态。 

 页面属性 

     显示当前工具盒页面文件的信息，包括“标题、主题、作者、公司、说明”。 

 页面列表 

    采用列表的方式显示软件在“工具盒\工具盒属性页”内未打开的剩余工具盒页面文件。仅

允许执行单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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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中控件列表 

     采用列表的方式显示当前选中的工具盒页面中可以使用的图形控件。 

    注释：“工具盒页面”只有被打开才能够使用，“工程管理器/工具盒”属性页显示当前能够

使用“工具盒页面”，单击某一个“工具盒页面”进行激活，显示当前页面提供的图形控件（拖

拽图形控件在画面上生成图形组件，参考 6.1.4 通过工具盒拖拽生成图形组件）。 

11.2 工具盒页面编辑 

11.2.1 创建新的工具盒页面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页面右键菜单

打开 

 

    点击“创建工具盒页面”按钮，会在“工具盒\工具盒属性页”创建一个全新的工具盒页面。

新创建的工具盒页面是没有控件的，当首次在工具盒添加实际控件时，会弹出设置工具盒页面的

名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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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相应的页面名称，点击确定，就可以在该页面下添加新的控件。 

11.2.2 保存当前工具盒页面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页面右键菜单

打开 

 

    保存当前打开的工具盒页面的内容到.trs 文件中（永久保存）。 

注释：工具盒中所用的图形控件统一放在多个.trs 文件中，.trs 文件统一放在软件当前目录下的

Shapes 文件夹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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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s文件夹

 

11.2.3 关闭当前工具盒页面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页面右键菜单

打开 

 

   从“工程管理器\工具盒”属性页中移除处于激活状态的工具盒页面（被移除的工具盒页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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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新打开，参考 11.1 打开工具盒页面）。 

11.2.4 样式与风格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页面右键菜单

打开 

 

   工程人员可以根据使用习惯设置控件的显示风格， 

 上面图标+下面文字（大图标） 

 

 左边图标+右边描述（详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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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显示名称（文件列表） 

 

11.3 图形控件编辑 

    工具盒页面中的控件编辑是通过右键菜单实现的，右键单击工具盒页面中任意位置，弹出如

下菜单栏，如下图。 

 

11.3.1 新建 

    在当前的工具盒页面中创建一个图形控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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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的图形控件不能直接使用，必须为其设置了类型才能使用（主要供捷麦内部员工使用）。 

11.3.2 复制 

    选中图形控件，点击此按钮（或 Ctrl+C），将图形控件信息复制到粘贴板中。 

11.3.3 粘贴 

    点击此按钮（或 Ctrl+V），获取粘贴板中信息，在工具盒页面中生成一个图形控件。 

11.3.4 删除 

    从工具盒页面中删除选中的图形控件（或者按下“Delete”键）。 

11.3.5 装载图标 

    更改选中的图形控件的图标，从标准的图标文件.ico 中装载，点击此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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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编辑图标 

    更改选中的图形控件的图标，弹出图标编辑对话框，方便工程人员自定义控件的图标。 

 

11.3.7 改变类型和名字 

   工具盒页面中的图形控件都有名字和其类型，点击此按钮，进行编辑，弹出如下对话框。 

 

 标题：图形控件的名字。 

 说明：图形控件的简单介绍。 

 类型：每一个定制图形控件都有唯一的类型码，默认是 1000（主要供捷麦内部员工使用）。 

 作为一个整体复合组件拖动画布：默认是选中状态，选中此状态，多个简单图形构成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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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在拖拽时直接生成一个复合图形（而不是多个图形）。 

11.4 添加图形控件到工具盒中 

    工程人员可以根据工程的需要，将一些需要重复使用的复杂图形添加到工具盒中，从而可以

作为标准的图形控件永久使用。 

    添加方法为：1.选中画面中一个（或多个）图形组件（多为复合图形），点击“复制”（Ctrl+C）

按钮；2.单击工具盒页面，点击“粘贴”（Ctrl+V）按钮，会在工具盒中生成一个名字为“标题”

控件；3.更改新控件的名称，添加结束。 

    例如：添加一个开关按钮控件到工具盒中 

1.在画面中生成两按钮图形（使用“3D 开关”属性页拖拽生成），一个表示抬起，一个表示按下，

如下图。 

抬起按钮

按下按钮

 

2.选中两个按钮图形，使其进行位置叠加（左对齐、上对齐），抬起图形在上，按下图形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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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两个图形组合成一个复合图形，为其进行状态构建。状态 1：隐藏“按下图形”，显示“抬起

图形”；状态 2：隐藏“抬起图形”，显示“按下图形”，如下图。 

状态构建

 

4.此时的复合图形拥有两种显示状态，分别是“抬起状态”和“按下状态”，如下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5.添加此复合图形到工具盒页面中，先复制，再粘贴，保存工具盒页面，如下图。 

1.先复制

2.粘贴生成

3.保存页面

 

6.工具盒页面中的图形控件永久保存，可以重复使用。对该图形控件进行动画连接，通过切换两

种状态实现动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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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工程调试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工程调试的功能，方便工程人员调试组态工程，查找组态工程设计

错误。 

12.1 输出窗口 

    在使用组态设计器开发组态工程过程中，工程人员点击“全部保存”按钮，保存当前组态工

程，并且对组态工程进行编译检错。 

    输出窗口在软件界面中默认不显示，当组态工程存在错误时，输出窗口在软件界面最下方自

动显示，如下图。 

 

12.1.1 错误定位 

    组态工程编译检错是对“所有的脚本语言”和“动画连接”进行编译检错，错误信息（或报

警信息）是以红色（橘黄色）字体显示，如下图。 

 

     错误定位有三种方式： 

 手动定位错误：每一行错误信息中有错误的详细位置，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错误索引手动找到

错误位置，并且进行更正（此种定位多用于更正工程错误和画面错误）。 

 鼠标单击定位错误：单击某一行错误信息，如果该错误涉及到图形组件，该图形组件自动被

选中，方便工程人员确定是错误的图形组件（此种定义多用于查找错误的图形组件，从图形

功能的角度分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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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双击定位错误：双击某一行错误信息，直接定位错误位置，弹出错误编辑框（脚本编辑

框或组件设定编辑框），方便工程人员直接更正错误（此种定义多用于工程人员快速更正错

误）。 

12.1.2 输出信息编辑 

     在输出窗口中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右键菜单，进行输出信息编辑，如下图。 

 

 清空：清空当前输出窗口中的信息。 

 复制：复制当前选中内容到剪切板中。 

 显示报警信息：选中此选项，在组态工程进行编译时，如果存在报警信息（指的是可能存在

错误的变量，主要针对是数组形式的变量是否存在越限可能性，例如:a[i]，i 是一个变量），

将在输出窗口显示。 

 显示错误信息：选中此选项，在组态工程进行编译时，如果存在错误信息，将在输出窗口显

示。 

 全选：全选输出窗口中全部信息内容。 

12.2 表达式使用信息 

    远程通组态软件为了方便工程人员对表达式（图形组件的动画连接）进行全局管理，提供了

表达式使用查询的功能。 

功能入口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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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打开 

 

    点击菜单栏“工程\表达式信息”的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点击选中“左端”树列表中某一个画面，在“右端”列表中显示该画面中全部

表达式的使用情况。 

    表达式列表详细显示了表达式的使用信息，方便对表达式进行管理。  

 手动管理：显示表达式的属于画面哪一种类型（初始化、定时、关闭）的表达式，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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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画面中哪一个的图形，以及表达式是否存在错误。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文字索引快速定

位该表达式属于的画面或图形，进行表达式查看或编辑。 

 单击：左键单击某一行信息，系统自动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方便工程人员查看具体哪

一个图形组件有组件动画连接）。 

 双击：双击某一行信息，直接弹出“组件设定”对话框，方便工程人员快速重新编辑该

表达式。 

12.3 脚本使用信息 

    远程通组态软件为了方便工程人员对脚本语言进行全局管理，提供了脚本语言使用查询的功

能。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点击菜单栏“工程\脚本信息”的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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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点击选中“左端”树列表中某一个画面，在“右端”列表中显示该画面中全部

脚本语言的使用情况。 

    脚本语言列表详细显示了脚本语言的详细信息，方便对脚本语言进行管理。  

 手动管理：显示脚本语言的属于画面哪一种类型（初始化、定时、关闭）的脚本语言，

或属于画面中哪一个的图形，以及脚本语言是否存在错误。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文字索引

快速定位该脚本语言属于的画面或图形，进行脚本语言查看或编辑。 

 单击：左键单击某一行信息，系统自动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方便工程人员查看具体哪

一个图形组件有脚本语言逻辑）。 

 双击：双击某一行信息，直接弹出“脚本语言快速便捷”对话框，方便工程人员快速重

新编辑该脚本语言。 

12.4 变量使用信息 

   远程通组态软件为了方便工程人员对变量的使用（脚本语言和表达式）情况进行全局管理，

提供了变量的使用查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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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点击菜单栏“工程\变量信息”的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点击选中“左端”树列表中某一个变量名称（正常变量或警告变量），在“右

端”列表中显示使用该变量的选项（表达式和脚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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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使用列表详细显示了使用了该变量的所有表达式或脚本语言，方便工程人员对变量的使

用情况进行全局管理。  

 手动管理：显示使用该变量的选项（脚本或表达式）属于画面哪一种类型（初始化、定

时、关闭），或属于画面中哪一个的图形。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文字索引快速定位该选项（脚

本或表达式）属于哪一个画面或图像，便于进行查看或编辑。 

 单击：左键单击某一行信息，系统自动选中对应的图形组件（方便工程人员查看具体哪

一个图形组件使用了该变量）。 

 双击：双击某一行信息，直接弹出对应的编辑对话框（组件设定或脚本编辑对话框），

方便工程人员重新进行编辑。 

12.5 事件记录（调试信息输出） 

    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专门的信息窗口软件，用于显示和记录组态软件运行时的相关信息，

便于工程人员查看、分析组态软件的运行状态。 

 

    在使用组态设计器开发组态工程时，工程人员可以设置向信息窗口软件发送调试信息的类型，

分为：系统调试信息和信道、站点调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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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系统调试信息设置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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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右键

菜单打开 

 

点击“工程设置”按钮，弹出工程设置对话框，选中“事件记录”属性页，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以复选框的形式供工程人员选择，选中对应的选项，发送相应的信息，分别为： 

 系统信息：组态工程启动和关闭时，自动向信息窗口软件发送信息。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脚本出错信息：组态工程运行时，脚本语言执行发生错误，自动向信息窗口软件发送信息。 

 表达式出错信息：组态工程运行时，表达式执行发生错误时，自动向信息窗口软件发送信息。 

12.5.2 信道、站点调试信息设置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工程管理器\

工程”属性页打开 

 

   点击“变量管理器”，弹出“终端设置”对话框，点击“事件设置”按钮（必须建立通信信道），

弹出“事件参数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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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保存选项：以复选框的形式枚举当前信道支持的事件信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勾

选了对应的事件信息，当触发此事件时，组态运行软件自动往“信息窗口软件”发送相应的

信息。 

 站点保存选项：在发送信息时，工程人员可以只发送一个站点或几个站点的信息，可以进行

设置，选择“单一站点”，在右边选择“增加站点”来添加对应的站点。当然，工程人员也

可以选择发送全部站点的信息，选择“所有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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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组态地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可以制作画面背景为地图的组态工程，地图背景操作和标准的地图软件操

作一样，支持放大、缩小和拖拽对地图进行操作。使用画面背景为地图的组态工程，能够更加直

观监控设备的状态。 

13.1 显示地图背景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

栏打开 

 

通过工具

栏打开  

通过双击

画面打开 

在画面的空白位置（不是双击画面上的组件），可以直接打开画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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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画面

右键菜单

打开 

 

    点击“画面设置”按钮，弹出画面设置对话框，选中“地图设置”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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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地图背景的设置分别为：开启组态地图、中心点经纬度、地图范围和离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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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开启组态地图 

 

    选中“组态地图”复选框，开启组态地图的功能，点击“确定”按钮，画面的背景自动切换

为地图背景。如下图。 

非地图背景 地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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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中心点经纬度 

 

    在开启了组态地图后，画面的背景变为了地图，然而显示哪一个区域的地图，就是通过中心

点经纬度确定的。 

    画面中心点经纬度，指的是组态画面中心点对应实际地理区域的经纬度，分为： 

 画面中心点默认经纬度：指的是画面初始化打开时，中心点对应的地理区域经纬度，即画面

中心显示该经纬度的地图。（可以更改） 

 画面中心点当前经纬度：指的是当前画面中心点对应的地理区域经纬度。工程人员对地图背

景进行操作（操作方法为 13.2 地图背景操作），会不断更新此经纬度。（不可更改，系统自

动获得） 

    工程人员对地图背景进行操作（操作方法参考 13.2 地图背景操作），确定了地图背景后，希

望当前地图背景作为默认的标准地图背景，点击上图的“获取画面当前经纬度”按钮，就可把当

前地图背景设置为标准地图背景（把“画面中心点默认经纬度”设置为“画面中心点当前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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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地图范围 

 

    在开启组态地图和确定了画面中心点默认经纬度后，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求，设定一个地图

范围。地图范围是以矩形形式进行标定，画面中心点经纬度包含于此矩形中，当前画面地图必须

显示有效地图范围内的地图区域。 

 “地图范围”复选框：选中此选项，开启地图范围的功能（默认不开启，不开启状态可以显

示任意区域的地图）。 

 有效地图范围：在开启了地图范围功能后，通过地理实际位置（距离画面中心点的对应经纬

度的实际地理距离）确定有效地图范围。（可以更改） 

 画面地图范围：工程人员对地图背景进行操作后，显示当前画面地图范围，地图边界对应实

际地理距离。 

   工程人员对地图背景进行操作（操作方法参考 13.2 地图背景操作），确定了地图背景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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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当前地图背景范围作为标准的地图范围，点击上图的“获取画面地图当前范围”按钮，就可把

当前地图背景的范围设置为有效的地图背景范围（把“画面地图范围”设置为“有效地图范围”）。 

13.1.4 离线地图 

 

    在设定了地图范围后，工程人员可以把此范围的地图离线到本地，离线后的地图在没有网络

的情况下页可以使用。 

    点击“地图离线”按钮，开始地图离线的操作，地图离线根据地图范围大小不同，地图离线

到本地的时间不同，如下图。 

 

     点击“取消离线”可以实现中断离线地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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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态画面的地图背景是由一个个图片拼接而成的，这些图片统一放在当前设计软件目录下的

“Maps”文件夹下。组态工程运行时，地图画面同样需要地图图片，工程人员可以在工程发布

时（发布工程参考 3.1.6 发布工程），将设计软件的地图图片发布到组态运行工程的目录下，从

而提高了地图显示的效率，如下图。 

 

注释：工程人员也可以通过 Windows 的复制、粘贴功能，实现把设计软件下的“Maps”文件夹

复制到执行软件目录下。      

13.2 地图背景操作 

    在开启了地图画面后，画面的背景变为了地图，此时工程人员不能对地图进行操作，只能对

画面上的图形组件进行操作，如下图。 

 

13.2.1 开启地图背景操作功能 

    如果工程人员需要对地图背景进行操作，点击工具栏的 按钮，如下图所示。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此时工具栏按钮处于选中状态 ，表明当前对画面的操作是对地图背景进行操作（而不是

对图形组件进行操作）。如果工程人员需要对图形组件进行操作，再次点击工具栏按钮 即可，

此时工具栏按钮处于非选中状态 。 

13.2.2 地图放大、缩小、移动 

    当开启了地图背景操作功能后，可以对地图背景进行操作，操作方式和标准的地图软件操作

方式完全相同。 

 放大：鼠标的光标放在需要放大的区域，向上滑动鼠标滚轮。 

 缩小：鼠标的光标放在需要缩小的区域，向下滑动鼠标滚轮。 

 移动：鼠标左键点击画面进行拖拽，移动地图。 

13.3 地图背景的图形操作（动画连接） 

    在设置画面背景为地图后，工程人员可以对画面上的图形组件进行设置，使其满足的特殊的

地图动画的功能。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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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画面右键菜单

打开 

 

通过双击图形打开 双击需要进行组件设定的图形组件 

通过快捷按钮打开 

 

    选中图形组件，点击“组件设定”按钮，选中“地图组件”属性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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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组件自适应 

 

    组件自适应分为：大小自适应和位置自适应。 

 大小自适应：选中此单选框选项，地图背景进行放大缩小时，地图上的组件也需要跟随地图

发生相应放大、缩小的变化。系统根据工程人员的使用习惯，记录在每一个地图缩放界别下

对该图形组件进行缩放操作后的大小（操作方式参考 6.2.1 移动、缩放、旋转）。在工程人员

对地图进行放大、缩小的时候，根据之前记录的图形大小，图形自动切换到记录的图形大小。

如果当前缩放级别下没有记录该图形组件的大小，系统自动获取距离当前缩放级别最近的两

个缩放级别的图形大小，确定一个连线，根据等比例计算确定图形组件的大小。 

  例如： 

  工程人员在地图画面上对图形组件进行操作，生成一个图形组件大小自适应的数据记录，

把数据的内容按照坐标轴进行呈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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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缩放比例线

大小（宽、高）

缩放界别（zoo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根据数据记录的数据会生成一个图形组件缩放比例线，在对地图进行放大缩小后，图形组

件的大小通过该线就能够确定。 

 位置自适应：选中此单选框选项，在对地图背景进行移动、缩放时，图形组件自动进行位置

变化。图形组件相对于地图有一个绝对的 GPS 坐标（经纬度坐标），在对图形组件进行位置

操作时，系统根据地图背景确定该图形组件的 GPS 坐标。当对地图进行操作时（参考 13.2.2 

地图放大、缩小、移动），系统根据图形组件的 GPS 坐标，自动调整图形组件的位置（实现

图形组件始终在地图上的某一个位置）。 

    例如： 

     

如上图所示，“芳城园一区”的地图位置有一个图形组件，任意移动地图背景，图形组件始终在

“芳城园一区”的地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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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GPS 定位 

 

    图形组件可以绑定 GPS 变量，在组态软件执行的过程中，会不断获得最新的 GPS 变量的信

息，组件会根据最新的 GPS 信息，在地图对应的位置显示。 

    组件绑定 GPS 变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度、纬度分别绑定变量，另一种经纬度绑定一个

变量。两种绑定形式是互斥的，使用第一种形式绑定，第二种形式绑定无效；使用第二种形式绑

定，第一种形式绑定无效。 

  GPS 定位支持不同坐标系，分别是： 

  大地坐标系 WSG84：国际标准，谷歌地球的使用该坐标系。 

  火星坐标系 GCJ02：中国标准，高德地图使用该坐标系。 

  百度坐标系 BD09：百度地图使用的坐标系。 

  DDDmm.mmmmmm:标准 GPS 硬件设备的坐标系格式（度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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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填入经纬度对应的坐标系类型。 

    注：对应第二种形式绑定，暂时不支持 

13.3.3 地图轨迹 

 

    在开启 GPS 变量绑定并且开启地图轨迹后，在组态工程运行时，GPS 变量的数据改变，图形

组件发生移动，图形组件的每一个位置自动形成一个连线，称为轨迹，用于表明图形组件的移动

的方向和状态。 

    在使用地图轨迹时候，工程人员必须设置显示最近多少时间段的轨迹（以当前时间为标准，

向前推移多长时间），这样才能更加明确用于显示的地图轨迹的数据。地图轨迹显示分为：粗略

显示、中等显示和精确显示，分别对应的轨迹显示点数为：50、250、1000。地图轨迹的轨迹线

也是可以设置的，分别可以设置轨迹线的颜色、线宽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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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地理围栏 

 

    在设置了地理围栏的信息后，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绑定的 GPS 变量的图形组件进入或者

离开围栏，会触发脚本报警。 

    地理围栏分为：地理围栏设置、围栏报警脚本。 

 地理围栏设置：点击地理围栏设置按钮，会弹出一个地理围栏设置对话框，可以设置地理围

栏的地理围栏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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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围栏设置通过中心点经纬度和地图范围（实际距离，单位为 km）确定，在设置范围的

过程中，通过鼠标在地图上进行拖拽或者滚轮滚动，对地图进行进行改变，并且在分组框右侧实

时显示当前的地图数据。单击获取画面地理围栏信息，把当前地图信息设置默认地理围栏。 

 围栏报警脚本：点击围栏报警脚本按钮，进行报警脚本编辑，编辑方式参考第八章 脚本语

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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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地图提示信息 

 

    地图提示信息，指的是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当鼠标悬停在该图形组件上，显示的提示信息，

如下图： 

 

    设置停留信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置固定的提示信息，一种是设置可变的提示信息。 

 固定提示信息：固定提示信息的设置位置在：组件设定——左键抬起——提示文本(T)中设置，

参考 7.17 鼠标悬停文本提示框。 

 可变提示信息：可变提示信息的设置位置在：组件设定——地图组件——地图提示信息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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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设置规则为： 

  1.选中“地图提示信息”单选框 

  2.设置绑定的字符串变量或者字符串表达式 

  3.在脚本或者表达式中给绑定的字符串变量赋值，在赋值的操作中，字符串中的“\n”表

示换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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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运行组态执行器     

   运行的组态工程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工程背景区域和已经打开的画面，如下图所示。 

工程背景

画面

     

   如上图所示，工程背景中含有标题栏和菜单栏，此两项默认是不显示的，在组态设计器中可

以对此两项进行设置，参考 3.2.1 工程运行初始化。   

14.1 启动组态工程软件 

    在设计完组态运行工程后，可以有两种方式启动组态工程，分别为：通过快捷按钮启动和通

过 exe 文件启动。 

14.1.1 通过快捷按钮启动 

    使用组态设计器开发组态工程完成后，点击“运行工程”按钮启动当前正在设计的组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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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通过工具栏打开 

 

通过“快捷键打开” 按下“F5”快捷，进行快捷打开 

14.1.2 通过 exe 文件启动 

    在组态设计器中，点击“发布工程”按钮（参考 3.1.6 发布工程），弹出如下发布工程对话

框，工程人员可以选择组态运行工程的保存路径和软件名称，如下图。 

 

   组态工程发布成功后，会在相应的位置生成一个以“工程名称”命名的“文件夹”，如下图所

示。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打开文件夹，查找到可执行 exe 文件（发布工程时指定的 exe 名称），点击运行组态工程，如

下图。 

 

14.1.3 设置关联信息 

    组态设计器制作一个组态工程并且发布成一个单独的组态运行软件，此软件可以在多台电脑

上运行。由于不同电脑可能存在差异，组态运行软件可能不能正常运行，需要设置关联信息。 

    例如：组态运行软件通过串口与一个硬件模块进行通信，通过 COM1 口进行通信。如果此软

件在另一台电脑上运行，并且此电脑串口仅仅支持 COM3 口，那么组态工程不能正常运行。需要

将组态工程设置的 COM1 口改为 COM3 口才能正常运行，通过“设置关联信息”就可以实现 COM1

口改为 COM3 口。    

    组态工程必须授权后才能够正常运行，授权的方式是以账号登录的形式呈现，账号登录分为

网络登录和加密狗登录，详情参考 2.2 远程通组态软件授权使用。网络登录的设置关联信息需要

通过远程通软件进行关联，在此不在详细叙述，可参考《工程管理软件使用帮助》进行关联；加

密狗登录的设置关联信息设置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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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电脑的 USB 口处插入加密狗，双击运行器软件，选择标签“加密狗登录”，输入账号，

勾选复选框“本地关联”，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2.勾选“本地关
联”复选框

1.输入账号

3.单击按钮“登录”

 

    2. 登录成功后，弹出“设置关联信息”对话框，工程人员可以更改信道的“信道参数设置”

以及“站点设置”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弹出“是否保存关联信息”的提

示框，如果单击确定按钮，当用户再次打开此界面，显示的是用户上次更改之后的关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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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串口参数

 

    3.关联信息设置就是在组态工程运行前，更改信息参数和从站点设置。不同类型的信道和从

站点设置不同，设置如下。 

信道类型 信道参数 站点参数 说明 

串口 

捷麦电台模块信道 

捷麦 GPRS 模块信

道 

串口号 站点是否有效 如果信道无效，则

此信道下所有的站

点都无效 

串口速率 

串口格式 

信道是否有效 

网口-UDP 

网口-TCP_Client 

IP 地址 IP 地址  

端口号 端口号 

信道是否有效 站点是否有效 

捷麦短信模块信道 串口号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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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速率 

串口格式 站点是否有效 

信道是否有效 

捷麦 GPRS 信道 组号 站点号  

本站地址 站点是否有效 

信道是否有效  

14.1.4 组态软件 Logo 定制 

   使用远程通组态设计器软件设计一个组态工程，将其发布成一个单独运行的组态工程。当运

行该组态工程时，需要输入登录账号和密码，如下图所示： 

 

     该登录框的公司 logo 为本公司的 logo，工程人员可以根据公司要求，定制该 logo 为您公司

logo。步骤如下： 

  1.找到工程软件所在的文件夹，在该文件夹存在一个“LogProrerty.Net”的文件（如果该文

件不存在，运行组态工程自动生成该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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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编辑该文件的内容，内容分为：公司名称和 Logo，公司名称指的是软件启动后显示的名称，

Logo 指的是工程人员公司的 Logo 图片的名称，如下图: 

 

    3.将您公司的 Logo 图片放入到当前软件目录下，名称设置为在步骤 2 中设置的“Logo”图

片名称。建议 Logo 图片格式为 bmp 文件格式，大小为 128×128 像素大小。 

 

    4.此时定制 Logo 已经成功，当启动组态工程时，登录框呈现如下： 

 

 

14.2 运行软件的菜单详解 

    在使用组态设计器设计工程时，设置组态工程在运行时显示菜单。则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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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远程通组态运行软件提供的简单的菜单栏，方便工程人员使用菜单提供的默认功能。 

    注释：如果组态工程运行时不显示菜单栏，工程人员按下“Ctrl+S”组合键，可以显示菜单

栏。 

14.2.1 文件菜单 

 

 打开画面：点击此按钮，弹出“打开画面”对话框，如下图。 

 

对话框中列出所有未打开画面的清单，选中某一个画面进行打开，双击画面名称进行打开，或者

选中某一个画面，点击确定进行打开。 

 关闭画面：点击此按钮，弹出“关闭画面”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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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列出所有打开的画面的清单，选中某一个画面进行关闭。双击画面名称进行关闭，或者

选中某一个画面，点击确定进行关闭。 

 打印画面：点击此按钮，弹出“多页面打印”对话框，如下图。 

 

弹出此对话框前，系统自动关闭所有已打开的画面。此对话框支持打印多个画面，选中需要打印

的画面名称，进行基本的打印设置，点击“打印”按钮，打印画面。 

 退出：点击此按钮，退出当前运行的组态工程软件。 

14.2.2 视图菜单 

 

 全屏显示（Ctrl+S）：组态运行软件全屏显示，不显示菜单栏、标题栏，同时覆盖电脑屏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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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任务栏。 

    在全屏模式下，工程人员同时按下“Ctrl+S”键，恢复正常模式，显示菜单栏、标题栏，显

示屏幕 下方的任务管理器。 

正常显示 全屏显示

 

 画面列表：在运行工程中，画面列表中显示所有已经打开的组态画面，单击任意一画面名称，

激活此画面获得焦点并且置顶。 

    

画面列表

 

14.2.3 查看菜单 

 

 站点信息：用于查看、设置站点、变量的信息，详情参考 14.4 站点信息。 

 事件记录：点击弹出“事件记录”对话框，如下图，进行调试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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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参考 12.5.1 系统调试信息设置。 

 地图工具：点击此按钮显示“地图工具”工具栏（或按下键盘的 F5 热键）。组态工程运行时，

如果画面的背景是地图，软件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地图操作的功能，“地图工具”工具栏便是

这些功能的功能入口。 

地图工具栏

 

14.2.4 关于菜单 

 

 工程信息：点击此按钮，用于查看此工程的工程信息（工程信息设置参考 3.2.4 工程信息），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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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点击此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账号信息更改：组态运行软件需要授权才能启动，软件授权以账号登录形式的实现，详细参

考 2.2 远程通组态软件授权使用。软件登录成功后，可以对账号信息进行更改，点击弹出如

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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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地图工具栏详解 

     当画面的背景是地图时，软件系统针对地图提供了地图操作的常用功能，分别为： 

     1、地图背景操作 

    2、标尺 

    3、定位 

    4、回到默认地图 

    5、轨迹回放 

    6、轨迹显示 

    7、放大一级 

     8、缩小一级 

    把这些功能通过工具栏方式呈现出来，便于工程人员使用这些功能，这功能在工具栏中的

图标依次为： 

      

注释：地图工具栏是可以关闭的或隐藏的，工程人员可以按下“F5”热键，重新打开或显示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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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栏。 

14.3.1 地图背景操作 

    如果当前操作的画面的背景是地图，默认情况下只能操作画面上的图形组件，而不能操作地

图背景，当点击图标 后，表明当前选中的地图操作模式，此时对地图可以进行放大、缩小和

拖动，而不是对图形组件进行操作（详细操作方法参考 13.2 地图背景操作）。 

14.3.2 标尺 

    如果当前操作的画面的背景是地图，工程人员可以使用标尺测量地图中多个点的距离。当点

击标尺图标 后，表明当前选中的是地图实际距离测量模式，可以测量地图上的多个点的距离。 

    使用标尺的方法是，鼠标左键单击确定起始点，然后鼠标左键单击确定中途点，最后鼠标左

键双击确定结束点。通过标尺确定的测距线只有一个起始点和结束点，中途点可以有多个。点击

结束点的关闭按钮，删除测距线。 

   当通过标尺确定了测距线后，当把鼠标悬停在测距线上时，会出现一个悬浮框，显示当前测

距线在地图中代表的实际距离，单位是千米(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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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定位 

    如果当前操作的画面的背景是地图，定位功能是工程人员可以随时查看某一个 GPS 变量对应

的站点在地图的位置。当设定了 GPS 变量后，会在地图相应的位置生成一个红色的圆圈，表明当

前 GPS 变量对应站点在地图的位置，如果定位地图位置超出了画面，则该红色的圆圈不显示。 

    当点击定位功能后，会弹出一个定位对话框，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所有的 GPS 变量（定位变量），

用户可以进行选中设置。 

 

   当点击新建（编辑）GPS 变量按钮，会弹出一个新的对话框，用户可以设置新添加的 GPS 变

量。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选中的 GPS 变量。点击全部删除按钮，删除所有的 GPS 变量。 

14.3.4 回到默认地图 

    如果当前操作的画面的背景是地图，回到默认地图功能指的是在工程人员对地图进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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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和拖动的后，显示的地图和初始呈现地图不一样，工程人员点击该选项，当前地图能够迅速

呈现初始化打开的地图的形态（默认地图的设置参考 14.3.4 回到默认地图）。 

14.3.5 轨迹回放 

    如果当前操作的画面的背景是地图，轨迹回放功能指的是某些图形组件（包括通过定位功能

显示的组件）在绑定了 GPS 变量后，在设定了显示轨迹的功能后，用户可以选择这些组件进行单

独的轨迹回放。在开启了组件的轨迹回放后，组件会在轨迹线上按照之前行驶的位置重新进行重

现。 

    在轨迹回放的过程中，轨迹回放的按钮一直处于按下状态，直到轨迹回放结束，该按钮才处

于正常状态。如果 中途想要终止轨迹回放，重新按下轨迹回放按钮就可以。 

   在开启轨迹回放按钮时，会弹出一个轨迹回放对话框。 

 

14.3.6 轨迹显示 

    如果当前操作的画面的背景是地图，轨迹显示的功能是把当前画面所有绑定 GPS 变量的图形

组件（包括通过定位功能显示的组件）的轨迹进行临时显示，点击弹出如下对话框形式，工程人

员可以对这些图形组件进行设置轨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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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选中某一个组件后，可以单独编辑轨迹线，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14.4 站点信息 

     点击“查看\站点信息”菜单选项，弹出如下对话框，如下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14.4.1 站点状态查看、复位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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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左树工作区”

打开，双击打开 

 

 

在上图中记录的是：在远程测控过程中，通信站点的实时状态。在这里只列出有问题的站点，

对于没有问题的站点不列出，目前站点有 5 种状态：0~4。 

0：表示站点正常，不会再表中进行显示。 

1：站点通信出现问题，不能正常收发数据。 

2：站点采集出现问题，不能正常回复站点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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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出现问题后，会进行尝试恢复，在规定的恢复次数内都没有恢复正常，理论上认为永久

故障。 

3：站点通信永久故障。 

4：站点采集永久故障。 

    如果用户想使某个站点恢复成正常状态 0，可以选中列表中对应的站点项，单击“复位采集

状态”按钮，站点恢复正常采集流程，尝试恢复次数清 0，和重新启动软件，开始采集流程效果

相同。 

14.4.2 变量实时显示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左树工作区”

打开，双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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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每个变量对应的实时值都会在“数值”栏进行显示，此外还列出了变量一些其他的

属性，比如变量的数据类型、读写属性、更新时间（变量什么时候更新的）等。 

14.4.3 信道测试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左树工作区”

打开，双击打开 

 

 

选择其中的一行或多行，单击“站点测试”按钮，在测试状态栏会显示当前站点的状态：如

果通信正常，则在测试状态栏中显示“正常”，否则显示“故障”。单击按钮“清除测试状态”会

将测试状态栏中的内容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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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事件设置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左树工作区”

打开，双击打开 

 

    用户可以监听信道发送、接收的具体数据内容，双击工作区对应信道下的子节点“事件设置”，

弹出事件设置对话框。 

 

 事件保存选项：以复选框的形式枚举当前信道支持的事件信息，当组态工程运行时，如果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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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了对应的事件信息，当触发此事件时，组态运行软件自动往“信息窗口软件”发送相应的

信息。事件类型主要分为以下 6 类： 

1.建立与服务器的连接：当该信道与服务器连接成功，会触发该事件。 

2.注册：当该信道下的软件站点注册成功服务器后，触发该事件。 

3.心跳发送：当该信道下的软件站点给服务器发送心跳包时，触发该事件。 

4.心跳接收：当该信道下的软件站点接收服务器回复的心跳包时，触发该事件。 

5.数据发送：通过此信道向其它站点发送数据时，触发该事件。 

6.数据接收：通过此信道接收其它站点的数据时，触发该事件。 

对于事件 1~事件 4，只有远程通网络信道（网口）和 G300 网络信道（网口）支持，对于事

件 5~事件 6，所有的信道都支持。 

 站点保存选项：在发送信息时，工程人员可以只发送一个站点或几个站点的信息，可以进行

设置，选择“单一站点”，在右边选择“增加站点”来添加对应的站点。当然，工程人员也

可以选择发送全部站点的信息，选择“所有站点”。 

14.4.5 查看关联信息 

功能入口 描述 

通过菜单栏打开 

 

用户可以查看信道的“信道参数设置”和“站点设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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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运行手机组态执行器 

每个终端用户都可以生成一个自定义的手机组态软件(后面统称用户 APP)。本章将分成三个

小节来分别说明用户 APP 的使用：APP 的制作和运行、APP 的主界面说明、APP 的菜单说明。 

15.1 用户 APP 的制作与运行 

每个终端用户都可以生成一个自定义的用户 APP。用户 APP 包含两部分内容：组态工程文件

和 APP 基本信息。 

组态工程文件：由远程通组态设计器生成，记录用户的组态设计（可参考：2.3 设计一个组

态工程），例如：绘制图形、采集数据等。(在远程通管理系统中组态工程又叫做终端文件) 

APP 基本信息：由工程管理软件设定和修改，决定 APP 的名称和外观，包含 APP 名称、图

标、公司 LOGO。详情参考《工程管理软件使用帮助》。 

15.1.1 生成用户 APP 

用户 APP 制作流程：(第 2~4 步的内容详情请参考工程管理软件使用帮助) 

1.使用远程通组态软件设计器生成手机组态工程文件。 

组态设计器

组态工程生成

 

2.使用工程管理软件或系统管理软件把手机组态工程文件上传到远程通平台中。 

远程通平台
组态
工程

上传组态工程

工程管理软件
 

3.使用工程管理软件设定用户 APP 的基本信息(APP 名称、图标、公司 LOGO)。 

工程管理软件

名称、图
标、LOGO

远程通平台
组态
工程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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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工程管理软件把手机组态工程与账号关联，以及对信道和站点进行关联(与 PC 组态的

关联类似)。 

工程管理软件

名称、图
标、LOGO用户APP

远程通平台
组态
工程

关联

 

到此，一个完整的用户 APP 制作成功，可以下载使用。 

15.1.2 下载用户 APP 

已生成的用户 APP 安装包，需要通过手机组态下载器下载到手机来安装使用。 

名称、图
标、LOGO用户APP

远程通平台
组态
工程

手机组态下载器

 

下载

手机

   

手机组态下载器的下载网址为：www.crdgprs.com。安装成功的手机组态下载器的名称和图

标如下图。 

手机组态
下载器

 

打开手机组态下载器，使用终端用户的账号密码登陆，登陆成功后开始下载账号对应的 APP

软件安装包。同一终端用户，手机组态下载器只在首次下载用户 APP 时使用，以后升级时不需

要再使用。 

http://www.crdgp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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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的用户 APP 如下图。 

默认信息的
用户APP

自定义信息
的用户APP

APP图标

APP名称

 

15.1.3 运行用户 APP 

第一次打开用户 APP 只能使用账号密码登陆，登陆成功后需要设置手势密码再进入主界面。

以后再打开软件则只需输入手势密码即可，也可以点击切换用户，使用账号密码登陆。 

 首次登陆：用户 APP 使用账号密码登陆成功后自动下载组态工程文件，然后进入设置手势密码界

面，设置完成手势密码进入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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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LOGO

 

 非首次登陆：默认使用手势密码，也可以点击切换用户再使用账号密码登陆。 

切换用户

手势密码登陆

账号密码登陆

 

 

 

 

 

 用户 APP 更新：当用户 APP 有更新包时，登陆成功后会提示用户存在新版本 APP 软件，是否更新。

若更新则自动下载安装包，若不更新则继续检测组态工程文件然后进入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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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APP重
新安装APP

有A
PP更

新

没有APP更新

 

 组态工程更新：当组态工程有更新版本时，检测完用户 APP 版本后会提示用户存在最新版组态工

程，是否更新。若更新则自动下载组态工程，然后初始化新的组态工程进入主界面。 

有终端文件更新

无终端文件更新

 

 用户 APP 运行过程中会定时检测账号的状态信息，比如账号锁定、停用、过期(试用账号)等情况

时，会即时停止用户 APP 的运行。 

15.2 用户 APP 的主界面说明 

15.2.1 标题和状态 

用户 APP 主界面的最上方，左侧显示公司 LOGO 和当前画面标题，右侧显示四种状态从左到右依

次为：采集状态、信道状态、设备状态、当前操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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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用户 APP 基本信息中的 LOGO。其它两项为 APP 的名称和图标。 

 标题：当前激活的画面标题，切换画面后显示新的画面的标题。 

 采集状态有四种：无采集、发送采集、接收采集、停止采集 

 信道状态有四种：无信道、信道正常、部分信道异常 、信道全部死亡 . 

 设备状态有四种：无设备、设备正常、部分设备异常 、设备全部死亡 . 

 当前操作状态有三种：锁屏、非锁屏、屏幕缩放 

 注意：无采集、无信道、无设备时对应的状态图标不显示。 

15.2.2 锁定和缩放 

用户 APP 主界面的最下方，分别是锁屏和缩放按钮，通过滑动按钮或点击按钮位置来实现开

关状态的改变。 

 

(1) 锁屏：  

 当开关显示 off 时，锁屏文字为灰色，表示非锁屏状态；显示 on 时，锁屏文字为蓝色，

表示当前处于锁屏状态。 

 锁屏开关状态的改变会导致当前操作状态图标发生变化。 

 开启锁屏后，除锁屏开关和菜单外，图形显示区域和底部常用操作栏都不可操作 

 锁屏效果作用于所有页面（当前页面开启锁屏后，跳转到其他页面时也为锁屏状态） 

(2) 缩放： 

 当开关显示 off 时，缩放文字为灰色，表示正常状态；显示 on 时，缩放文字为蓝色，表

示当前处于缩放状态。 

 缩放开关状态的改变会导致当前操作状态图标发生变化. 

 开启缩放后，图形显示区域可进行放大和缩小，放大和缩小操作与常见的图片放大缩小

操作相同，一般为两指放大缩放。 

 缩放效果作用于所有页面（当前页面开启缩放后，跳转到其他页面时也为缩放状态） 

15.3 用户 APP 的菜单说明 

用户 APP 主界面的右下角，就是菜单按钮，点击菜单按钮，则可弹出菜单界面，菜单共包括

六个一级子菜单：状态管理、日志管理、退出、切换页面、屏幕尺寸、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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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 状态管理 

点击状态管理，则可弹出状态管理的二级菜单：信道状态、设备状态 

 

15.3.1.1 信道状态 

点击信道状态按钮，则可进入信道状态界面。信道状态窗口可以实时显示当前工程所有信道

的信息和当前状态，并可以进一步查询指定信道的日志记录和指定信道下的所有站点的状态。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信道类型

信道名称

信道状态标志
信道当前状态

查看信道的
日志记录

查看信道下所
有站点状态

信道状态
主界面

退出菜
单按钮

 

 信道日志：再点击“查询日志”按钮可以查询当前信道的日志记录。日志的格式为：时

间+事件内容，事件内容包括：信道连接与断开、信道下站点的检测、恢复、死亡。最多

可实时显示最近的 3000 条记录。 

 站点状态：点击“查询站点”按钮可以查询当前信道的所有的站点状态，每个站点占用

一行，界面如下。 

日志内容

清空日志记录 返回上级界面

站点图标
站点地址 站点当

前状态

站点状
态界面

返回上
级界面

信道日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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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2 设备状态 

点击设备状态按钮，则可进入设备状态界面。可以查看指定设备的实时日志记录，设备标示

由信道名称(主信道)+站点号+设备地址+设备类型组成，界面如下。 

设备图标
设备标示 设备当

前状态
查看设备的
日志记录

设备状态
界面

返回上
级界面

 

设备日志：点击设备状态界面中的“查询日志”，可以查询当前设备的日志记录。 

15.3.2 日志管理 

点击日志管理，则可弹出日志管理的二级菜单：工程日志、报警记录、变量改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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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1 工程日志 

点击管理界面中的“工程日志”，打开工程日志界面。主要实时记录与工程相关的操作和信

息，以及采集相关的操作和信息。日志的格式为：时间+事件内容。 

采集相关的操作和信息分为四部分：采集日志、信道日志、站点日志、设备日志。 

 工程相关包括：进入工程、退出软件、软件运行中产生的异常、网络连接状态、信道连

接状态。 

 采集日志包括：生成采集事件、采集事件完成、采集异常、采集超时。 

 信道日志包括：信道连接成功、信道连接失败、信道断开连接、进行信道恢复、信道恢

复成功、信道死亡。 

 站点日志包括：进行站点恢复、站点恢复成功、站点死亡。 

 设备日志包括：进行设备恢复、设备恢复成功、设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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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日志内容

清空日志记录 退出菜单

 

15.3.2.2 报警记录 

点击管理界面中的“报警记录”按钮，打开报警记录界面。主要实时记录工程中的所有报警

信息。日志的格式为：变量名称、报警类型、报警数值、报警时间、报警文本。 

满足报警条件后，会生成报警通知到手机通知栏，并进行声音和震动提示。点击报警通知，

若软件在后台运行，则可将软件切换到前台运行。报警通知内容：报警类型、报警变量、报警数

值、报警时间。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退出菜单
删除选中记录

跳转到某一日
期的记录，选

择日期。

记录内容

上一页
下一页

记录日期

记录选择框

报警记
录界面

 

日期选择界
面

 

报警记录删
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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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3 变量改变记录 

点击管理界面中的“变量改变记录”按钮，打开变量改变记录界面。主要实时记录工程中的

所有变量改变。日志的格式为：变量名称、变量当前值、改变时间。 

跳转和删除与报警记录的操作相同。 

 

退出菜单
删除选中记录

跳转到某一日
期的记录，选
择日期。

记录内容

上一页
下一页

记录日期

记录选择框

报警记
录界面

 

15.3.3 退出 

可通过点击退出按钮，可以退出软件。 

点击退出按钮，弹出退出确认对话框，再点击确定后，先执行工程退出表达式和脚本,然后

停止所有定时器，所有信道连接，记录工程退出日志，最后退出软件。 

退出软件时会自动解除账号和硬件地址的绑定(菜单退出、返回键退出)，非正常退出不会自

动解除硬件绑定(强制关闭窗口、强制关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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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退出界面

 

15.3.4 切换页面 

可以通过切换页面按钮，显示指定的页面内容。 

点击切换页面，弹出页面列表，再点击需要切换到的页面，即切换到新的页面。当只有一个

页面时，切换页面按钮无效。 

 

15.3.5 屏幕尺寸 

可通过点击屏幕尺寸按钮，获得当前手机对应的图形显示区域的大小。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有
效
的
屏
幕
高
度

有效的屏幕宽度

 

 

 

15.3.6 设置 

可通过设置功能，对当前登录用户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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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1 终端账号、绑定地址、文件名称 

显示当前 APP 使用的终端账号，当前设备的硬件地址，当前账号使用的组态工程名称。这三

项信息只可查询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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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2 修改密码 

通过修改密码功能可以修改当前账号的终端密码和手势密码。 

 

 修改终端密码 

通过验证原终端密码来修改终端密码。当原终端密码不正确或两次新密码不相同不合法，

则会有相应提示修改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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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手势密码 

通过验证原手势密码来修改手势密码。当原手势密码不正确时，不会进入设置手势密码

界面，但可以按返回键回到上一界面。 

 

 

15.3.6.3 找回密码 

当登陆密码或手势密码丢失时，通过找回密码功能可以重置当前账号的终端密码和手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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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终端密码 

当终端用户的终端密码丢失时，可以通过发给绑定手机号或邮箱的验证码来重置终端密码。 

1.点击重置终端密
码，弹出重置终
端密码身份验证

2.点击获得验证码，
绑定手机号和邮箱都

能收到验证码
3.输入收到
的验证码

4.点击确认，验证码
验证通过后弹出重置
终端密码输入框。

5.输入两次新密码，点击
确认，重置密码成功。

 

 

 重置手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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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终端用户的手势密码丢失时，可以通过验证终端密码来重置手势密码。 

1.点击重置手势密
码，弹出终端密

码验证界面

2.输入正确
的终端密码

3.点击确认，终端密
码验证成功后，弹出
重置手势密码界面。

4.绘制新
手势，点
击确定。

5.再次绘制相同的手
势，点击确定，手势

密码重置成功。

 

15.3.6.4 修改绑定信息 

当终端用户的绑定手机号或邮箱变更时，可以通过此功能重置手机号或邮箱。使用此功能时，

原绑定手机号和邮箱必须至少有一个可以使用；若两者都不可使用，则需要联系上级管理员重置

绑定信息。 

 修改绑定手机号 

13291833544
1.点击修改
绑定手机号

2.点击获得
验证码

3.填入原绑定手机
号或邮箱收到的验
证码，并点击确认

4.输入新手机
号，点击确

认，重置成功

 

 

 修改绑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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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修改
绑定邮箱

2.点击获得
验证码

3.填入原绑定
手机号或邮箱
收到的验证

码，并点击确
认

4.输入新邮
箱，点击确

认，重置成功

 

 

 

 

 

 

 

15.3.6.5 解除硬件绑定 

当此账号需要在其它设备上登陆时，需要先在本设备上解绑，才能在其它设备上登陆。解绑

时需要验证终端密码，解绑成功后弹出提示信息，确定后退出软件。 

另外，通过“菜单→退出”退出或按两次返回键等正常退出软件的方式，会自动解除硬件绑

定。强制关闭软件或强制关机重启等非正常退出软件，不会自动解除硬件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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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6 更新 

当 APP 有更新时，除了在登陆时有提示外，在“菜单→更新”这里也可以检测更新。点击“检

测软件更新”，如果没有更新则提示“当前 APP 为最新版”，如果有更新则可以选择是否立即更

新。 

有
新
版
本

无新版本

点击更新
点击取消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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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信息窗口软件 

    信息窗口软件是一个款单独的 Windows 软件，此软件能够接收并且显示组态软件发送的调

试信息（调试信息的设置参考 12.5 事件记录（调试信息输出）），便于工程人员调试组态工程。 

    当运行组态工程启动时，默认启动信息窗口软件，此软件工程人员可以关闭（关闭后，点击

当前目录下的“JMWaringInformation.exe”单独启动）。 

    为了便于工程人员查看工程调试信息，信息窗口以列表的形式显示调试信息，如下图所示。 

 

16.1 显示事件信息 

    每当收到事件信息，软件最下方自动显示最新的事件信息。 

16.1.1 最大显示记录数 

    点击菜单栏的“设置\记录设置”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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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清空记录 

    当工程人员进行数据实时调试时，点击“设置\清空记录”按钮，清空列表中所有的显示事

件信息。 

16.1.3 查看详细事件信息 

    在软件的底端，有一个信息查看快捷框，默认处于显示状态，点击“设置\信息查看”按钮，

可见设置该快捷框是否显示，如下图所示。 

 

    单击选中事件信息列表中任意一行信息，在信息查看快捷框中显示其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16.2 保存事件信息 

    每当信息窗口软件接收到新的事件信息，自动保存到磁盘文件中，并且在事件信息列表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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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显示。保存的文件格式为“.dat”，文件名称为当前电脑的系统时间，如下图所示。 

 

16.3 保存设置 

    点击菜单栏“设置\记录设置”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事件记录信息当前只能保存在文件中，并且可以可以任意设置保存路径。工程人员可以根据

需求设置文件的保存时间，超过保存时间，文件自动删除。工程人员可以根据需求设置磁盘报警，

保存路径的磁盘容量低于报警容量，弹出对话框提醒工程人员。 

16.4 导出事件记录 

    点击菜单栏“文件\导出记录”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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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当前事件记录列表中的事件信息进行导出为一个单独的文件，工程人员可以任意设置保存

文件的名称。   

16.5 打印事件信息 

    点击菜单栏的“文件\打印”相关的按钮，将当前事件信息列表中的事件信息进行打印，如

下图。 

 

    点击“打印设置”按钮，进行打印设置，打印设置方法遵循标准的打印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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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打印预览”按钮，可以预览当前打印效果，如下图。 

 

    点击“打印”按钮，将当前事件信息列表中的信息进行打印，如下图。 

    

16.6 历史事件信息查询 

   点击“文件\打开记录”按钮，查询某一文件的历史事件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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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人员选中某一个文件，点击打开，将弹出一个事件信息查询框，便于工程人员查看历史

事件信息，如下图。 

 

16.6.1 历史事件信息筛选 

     点击菜单栏得“显示”菜单，显示相应 “筛选项”的子菜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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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显示所有类型的数据，工程人员选中某一个菜单选项，信息列表中就会显示该选项的相

关事件信息，支持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点击“采集信息...”菜单选项，弹出采集信息筛选框，可以对采集信息进行高级筛选，如下

图： 

 

     右键单击筛选框，弹出筛选操作菜单，对筛选项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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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设置多个筛选项，当筛选项设置完成后，点击“信息筛选”菜单，自动显示筛选范围

的信息数据。 

 

16.6.2 打印历史事件信息 

    打印历史事件信息指的将当前信息列表中显示的事件信息进行打印，点击菜单栏“文件”菜

单，显示相应的子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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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上图所示的菜单选项，进行打印设置，打印当前信息列表中的信息（参考 16.5 打印事件

信息）。 

16.6.3 导出历史事件信息 

     导出历史事件信息指的是将当前信息列表中历史信息单独存储到一个文件中，点击菜单栏

“文件\导出记录”按钮，进行历史信息导出（参考 16.4 导出事件记录）。 

第十七章 工程用例 

    远程通组态软件根据不同的工程应用场景，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工程用例供工程人员参考，从

而帮助工程人员快速建立自己的组态工程。 

17.1 演示工程用例 

      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多种类型的图形控件，将相同类型的图形组件放在一个画面中，总共

分为七个画面，一个主画面和多个子画面，主画面为功能入口，子画面为实际动画演示。通过此

工程用例，工程人员能够快速熟悉远程通组态软件，并且对图形组件有整体的了解。 

17.1.1 创建工程 

     1.启动远程通组态设计器，双击组态软件目录下的“组态设计器.exe”软件图标，如下图。 

 

    2.新建一个组态工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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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此时一个新的工程创建完成，默认创建一个 Main 画面。 

 

   4.对组态工程设置，设置组态工程运行时主窗口的显示风格，启动画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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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编辑变量 

    不同的画面或不同的图形的数据连接是以变量作为桥梁，当前工程用例目的是演示各个图形

组件能够实现的动画效果，因此仅仅使用“内存变量”就能够实现相应的功能。 

    在实现工程用例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建立多个“内存变量”，建立“内存变量”的步骤为： 

   1.打开“变量管理器”，弹出“终端设置”对话框。 

   2.双击“变量设置”树节点，弹出“变量表”对话框。 

   3.点击“新建”或“编辑”按钮，弹出“定义变量”对话框。 

   4.在“定义变量”对话框中，选中“变量的采集属性”的属性页中，对变量进行定义，生成

或编辑一个“内存变量”。 

   5.在设计组态工程的过程中，根据工程需要，需要建立多个“内存变量”，工程人员可以按照

步骤 1~4 建立多个“内存变量”，变量建立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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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变
量管理器”

2.点击“变量
设置”

3.新建或编辑
变量

4.定义变量数
据类型和变

量名称

 

17.1.3 编辑画面 

    初始创建的组态工程默认创建一个“Main”画面，设置该画面为主画面，同时创建几个子画

面，分别为：“按钮”画面、“仪表”画面、“旋转、缩放”画面、“对话框控件”画面、“图形移

动”画面、“高级演示”画面。 

17.1.3.1 “Main”画面 

    此画面是工程创建后默认创建的画面，作为组态工程运行时默认启动的画面。此画面中含有

多个按钮，用于打开不同的画面。对此画面的设计步骤如下： 

    1.打开“Main”画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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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到“工程
管理器”

2.选中“工
程”属性页

3.双击
“Main”，打开

画面

 

   2.设置画面背景“属性”，背景颜色设置为“白色”，不显示“标题栏”。 

1.点击右键菜
单“画面设
置”按钮

2.选中“基本属
性”属性页

3.去掉“打钩”

4.设置背景颜色

 

   3.在步骤 2 的基础上，选中“脚本和位置”属性页，设置画面的显示位置，设置该画面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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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闭”，如下图。 

“打钩”选中

设置画面位
置和大小

 

    4.选中“绘图”工具栏的“绘制多边形”按钮，在画面中绘制不同形状的按钮，用于打开子

画面，如下图。 

选中此按钮，表明
开始绘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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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这些按钮字体、填充颜色等进行设置，在画面插入组态宣传的图片，增强美观性，如下图。 

 

    6.建立多个子画面，用于按钮打开，如下图。 

1.点击右
键菜单

2.点击右键菜
单的“新画
面”按钮

3.设置画面名
称

4.选中打钩
 

    生成的新画面在树列表中进行显示，如下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画面列表

 

    7.为“Main”画面中每一个按钮设置“鼠标单击事件”，打开不同的画面，如下图。 

1.选中图形组
件，点击“组件

设定”按钮

2.“左键抬起”
属性页

3.鼠标单击事件
选择为“打开新

画面”

4.点击此按钮，
选择打开的“画

面”

5.选中需要打开
的画面文件

 

    8.为“Exit”按钮设置“鼠标单击事件”，用于关闭组态运行工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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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图形组
件，点击“组件

设定”按钮

2.“左键抬起”
属性页

 

   9.此时为“Main”画面中图形按钮设置相关事件成功，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点击每一个对应

的按钮，就能够打开对应的画面或退出组态运行工程。 

 

17.1.3.2 “按钮”画面 

    “按钮”画面实现的功能是显示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提供了各种按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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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按钮，一类是开关按钮。对此画面的设计步骤如下： 

    1.在“工程管理器”的“工程”属性页中，在树控件中找到“按钮”画面，双击打开画面。

对“按钮”画面进行属性设置，设置背景颜色、画面大小等，如下图。 

设置背景颜色

设置画面大小、
打钩自动关闭

 

    2.添加各种类型的定制按钮，通过绘图工具栏绘制按钮，通过“工程管理器”的“工具盒”

属性页的拖拽生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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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这些按钮（开关按钮）进行动画连接，实现两种状态切换（开、关）。 

     通过“变量管理器”建立一个内存变量“Button”，数据类型为 BOOL 类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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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所有的“按钮”图形，点击右键，进行批量动画连接设置，如下图。 

进行批量
组件设定

选择连接变量，
用于“开、关”
改变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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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连接变量，变量的
值控制“开、关”状态

开启值动画

 

     动画连接设置后，Button 变量和开关按钮的状态紧紧连接在一起。 

     4.利用复合图形自定义不同的按钮，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的静态按钮（工程人员也

可以人为绘画静态按钮），通过复合图形操作，组合成一个动态按钮，如下图。 

点击复合按钮

复合前 复合后

 

    对每一个复合的图形进行“状态构建”和“状态设计”，定制不同类型的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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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复合图形，
点击鼠标右键，弹
出右键菜单

2.点击“状态构建
器”，进行状态构

建

3,.点击“复合图形
状态设计”，进行

状态设计

 

     5.添加一个按钮，用于返回主画面。通过鼠标单击事件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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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组件设定

1.选中“打开新画
面”事件类型

2.选择打开的画面
为“Main.xdg”画

面

 

     6.此时“按钮”画面设置成功，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打开此画面，工程人员可以任意点击

按钮，改变变量“Button”的值，其他按钮的状态发送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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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3 “仪表”画面 

    “仪表”画面实现的功能是显示远程通组态软件中提供的各种仪表。对此画面的设计步骤如

下： 

    1.在“工程管理器”的“工程”属性页中，在树控件中找到“仪表”画面，双击打开画面。

对“按钮”画面进行属性设置，设置背景颜色、画面大小等，如下图。 

设置背景颜色

设置画面大小、
打钩自动关闭

 

2.添加各种类型的仪表控件，通过“工程管理器”的“工具盒”属性页的拖拽生成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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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这些仪表进行动画连接，设置仪表的表针转动改变变量的值，或设置变量值改变转动仪表

的表针。 

   通过“变量管理器”建立一个内存变量“Gauge”，数据类型为 INT 类型，如下图。 

 

   对仪表图控件进行动画连接，值输入动画连接或值输出动画连接设置绑定变量“Ga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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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值输入
连接

动画值输出
连接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可以通过转动仪表的表针控制变量的值，同时变量的值控制仪表的表针。 

    4.添加一个按钮，用于返回主画面。通过鼠标单击事件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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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组件设定
1.选中“打开新画
面”事件类型

2.选择打开的画面
为“Main.xdg”画

面

     

5.此时“按钮”画面设置成功，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打开此画面，工程人员可以任意拖动仪表的

表针，控制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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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4 “旋转、缩放”画面 

   “旋转、缩放”画面实现的目的展现远程通组态软件图形组件的旋转、缩放。对此画面的设

计步骤如下： 

    1.在“工程管理器”的“工程”属性页中，在树控件中找到“旋转、缩放”画面，双击打开

画面。对“按钮”画面进行属性设置，设置背景颜色、画面大小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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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背景颜色

设置画面大小、
打钩自动关闭

    

2.在画面中绘画需要旋转的图形组件，实现旋转的效果。在当前画面中绘画电风扇扇叶图形，用

于表现自动旋转效果。在当前画面中绘画表盘的表针，用于表现表针根据值变化指向不同的方向。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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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捷麦定制控件”的工具盒属性页中拖拽生成“图形自动旋转”控件，用于控制扇叶图形

自动旋转，如下图。 

 

    为了能够更加表现旋转效果，可以为旋转的图形增加背景图形，背景图形可以从工具盒库中

选取，如下图。 

 

   3.为旋转图形进行动画连接，扇叶图形实现自动旋转，表针图形根据值变化旋转到相应的角

度。 

    通过“变量管理器”建立三个内存变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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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数据类型 注释 

IsRotate BOOL 是否开启自动旋转 

IsReverse BOOL 是否反向旋转（逆时针旋转） 

RotateValue INT 旋转的值 

   开始设置自动旋转的功能，选中“图形自动旋转”控件，点击“状态构建器”，将“扇形”图

形和“图形自动旋转”控件绑定，如下图。 

扇形图形的
关键值为
“旋转1”

    

“图形自动旋转”控件绑定了扇形图形后，对“图形自动旋转”控件进行动画连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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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1：绑定的图形自动旋转
值为0：绑定的图形不旋转

值为1：顺时针旋转
值为0：逆时针旋转

 

   选中旋转表针图形，进行旋转动画连接，如下图。 

绑定一个旋转变量

根据实际情况，设
置旋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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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添加按钮和控件，用于改变内存变量的值，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复选框控件用于控制内存变量 IsReverse 的值（改变流动的方向），滑动块块控

件用于控制内存变量 RotateValue 的值（改变表针图形旋转角度），按钮图形（3 个图形）用于控

制内存变量 IsRotate 的值（是否开启自动旋转）。 

    5.在画面中绘画需要缩放的图形组件，实现缩放的效果。在当前画面中绘画圆形图形，用于

显示从圆心放大缩小。在当前画面中绘画方形图形，用于实现进度条的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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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捷麦定制控件”的工具盒属性页中拖拽生成两个“放大缩小”控件，用于控制图形组件

的放大缩小，如下图。 

 

    6.为缩放图形进行动画连接，选中“放大缩小”控件，点击“状态构建器”，将缩放图形和

“放大缩小”控件进行绑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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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放大缩小”控件进行动画连接，通过数值控制绑定的图形的大小，如下图。 

     

7.此时“旋转、缩放”画面设置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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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自动旋转”控件和“放大缩小”控件是辅助控件，实现绑定的图形组件缩放或旋转，

在组态工程运行时辅助控件不显示。   

17.1.3.5 “对话框控件”画面 

    “对话框控件”画面实现的目的展现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标准的 Windows 对话框控件。设

计步骤如下。 

    1.从“捷麦对话框控件”属性页中选中相应的控件，通过拖拽生成相应的控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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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控件进行参数设置，通过“状态构建器”设置，如下图。 

 

   3.对控件进行动画连接，设置值动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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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6 “图形移动”画面 

    “图形移动”画面实现的目的展现远程通组态软件实现图形移动的功能。设计步骤如下。 

    1.在画面中绘画需要移动的图形组件，并且绘画“路径动画线”，将移动的图形组件和“路

径动画线”进行绑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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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路径动画线”进行动画连接，使得绑定的图形组件根据动画连接的变量的值不同，绑

定的图形组件移动的位置不同，如下图。 

      

3.对“图形移动”画面的“画面脚本”进行编辑，实现定时改变变量“Car”的值，从而实现图

形组件的移动。 

17.1.3.7 “高级演示”画面 

   “高级演示”画面实现的功能是模拟“蛋糕工厂”的制作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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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 运行工程 

    1.组态工程设计完成后，点击“全部保存”按钮，保存当前组态工程，如下图。 

 

  2.运行组态工程，点击“运行工程”按钮，能够快速启动组态执行器，直接运行当前正在

设计的组态工程。如下图。 

    

17.2 多站点、多变量、多图形组件动画设计的工程用例 

    某一个地区有 4 条道路，每条道路有 70 个灯杆（左右各 35 个灯杆），每个灯杆上有两盏灯。

该地区通过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过无线的方式实时监控每一盏灯的运行状态，每一个灯杆装有捷麦

GPRS 无线传输模块，用于无线的数据传输。 

    远程通组态软件通过批量设置的方式，能够快速生成一个监控 280 灯杆的组态监控软件。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组态工程软件设计的思路解析： 

    1.有 280 个灯杆，这 280 个灯杆的共性是都有两个灯泡，并且每一个灯杆上都有一个 GPRS

模块，用于传输灯杆的运行状态到上位机组态软件。这 280 个灯杆的个性是每一个灯杆上的 GPRS

模块的站点地址不同。 

    2.对灯杆的运行状态进行采集，必须建立一个无线信道，并且该信道需要建立从站点。因为

是 280 个 GPRS 模块，因此需要建立 280 个从站点。这 280 个从站点，除了站点地址不同，其他

的属性全部相同。如何才能快速建立 280 个站点？通过数组站点的形式，可以批量建立从站点，

从而快速建立 280 个从站点。 

    3.建立站点变量模板，此变量模板中有两个变量，分别表示一个灯杆上的两个灯泡的运行状

态。建立一个站点变量（需要选取站点组名称），自动建立 560 个站点变量，表示 560 个灯泡的

运行状态。 

    4..上位机组态软件需要有一个画面，画面上面有 280 个灯杆，560 个灯泡，用于显示实际灯

泡的运行状态。每一个灯泡需要动画连接，绑定一个站点变量，并且每一个灯泡绑定的站点变量

不同。如何才能够快速绑定这 560 个灯泡？远程通组态软件支持通过脚本语言为图形组件进行动

画连接设置，如果通过脚本语言的While语句的循环操作，可以快速设置 560个灯泡的动画连接。 

    5.通过脚本语言的 While 语句进行循环操作，需要两个前提：1 是灯泡图形具有连续的规律

性，2 是绑定的变量具有连续的规律性。通过数组的形式建立的 560 个站点变量，已经具有了连

续的规律性，这时只需要 560 个灯泡图形具有连续的规律性就可以快速设置灯泡的动画连接。 

    6.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一种设置图形具有连续规律性的功能，就是通过“特殊复制”对话

框进行设置，使得新生成的图形的“关键值”、“标题”、“ID”具有连续性。 

    7.在建立了 560 个站点变量和 560 个灯泡图形，在画面初始化脚本语言编写脚本语言，通过

While 语句实现 560 个灯泡和变量的绑定（远程通组态提供了专用的系统函数）。在组态工程运

行时，画面被打开，就会执行该脚本，从而实现灯泡和变量的绑定。 

17.2.1 创建工程 

    双击组态软件目录下的 HMIBuilder.exe 软件图标，启动远程通组态设计器。创建一个工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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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streeplamp”的组态工程，默认创建了一个“Main”画面，设置该画面为组态工程运行时

的默认启动画面，设置组态工程为全屏显示。 

   

17.2.2 编辑变量 

    路灯的运行状态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保存到变量中，组态工程运行时实时的读取变量的值进

行显示，从而实现实时监控路灯的运行状态。 

    变量的建立和编辑通过“变量管理器”实现，点击“变量管理器”按钮，弹出“终端设置”

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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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1 建立信道 

    1.双击“信道”树节点，弹出“信道列表”对话框。 

    2.点击“新建信道”按钮，弹出“信道设置”对话框。 

    3.在“信道设置”对话框中，输入“信道名称”为“Channel”，选择“信道类型”为“捷麦

GPRS 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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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建立“Channel”信道后，会在“终端设置”对话框的左树中显示相应的信道信息。  

 

    注释：根据实际需求，需要对该信道的参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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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2 建立站点 

     建立的“Channel”信道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主站”，而被采集的道路灯杆上的 GPRS 模块是

“从站”，建立站点指的就是建立信道“Channel”下的“从站”，一个 GPRS 模块可以理解为一个

站点。 

     1.双击“Channel”信息下的“从站点设置”按钮，弹出“站点说明表”对话框。 

     2.在“站点说明表”对话框中，点击“新建站点”按钮，弹出“站点说明输入”对话框。 

     3.在“站点说明输入”对话框中，对站点进行设置。选中“添加站点组”复选框，输入“站

点组名”、“起始站点”，设备类型选择为“T5001”，“组维度”为三维，“维大小”分别为“35”、

“2”、“4”，表示有 4 个道路，每个道路 2 排路灯，每排路灯有 35 个灯杆。 

 

    4.通过上述方法，通过站点组的形式，快速建立的 280 个站点，站点号依次排列，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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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3 建立站点变量模板 

    一个站点下可以有多个变量，对于同一种类型的站点，该站点下的变量是完全相同的。因此

建立一个站点变量模板，便于快速建立多个站点下同一类型的变量。 

    1.双击“终端设置”对话框中左树的“变量设置”树节点，弹出“变量表”对话框。 

    2.双击“变量表”对话框左树的“站点变量模板”树节点，弹出“站点变量模板列表”对话

框。 

    3.点击“站点变量模板列表”对话框的“新建模板”按钮，弹出“新建站点变量模板”对话

框。 

    4.在“新建站点变量模板”对话框中，“模板名称”为“灯杆”，设备类型选择为 T5001（必

须和站点的设备类型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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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此时一个变量模板建立成功，会在“变量表”对话框的左树出现“变量模板”的模板名称，

双击“灯杆”树节点，弹出“模板变量表”对话框。 

    6.在“模板变量表”对话框中，点击“新建变量”按钮，弹出“定义变量”对话框。 

    7.在“定义变量”对话框中，建立一个“IO”变量，变量名称为“Light1”，类型为 BOOL 型，

偏移地址为 1，采集频率为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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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重复 6~7 的步骤，建立变量 Light2，偏移地址为 2。 

   9.站点变量模板的变量建立完成，分别为“Light1”和“Light2”，表示 GPRS 模块连接的两个

路灯的运行状态。 

17.2.2.4 建立变量 

    在建立了“信道”、“站点”和“变量模板”后，就可以建立“站点变量”，“站点变量”对应

的是 GPRS 模板上寄存器的值。 

    1.点击“变量表”对话框的“新建变量”按钮，弹出“定义变量”对话框。 

    2.在“定义变量”对话框中，“生成方式”选择为“站点变量”，“变量模板”为“灯杆”，“信

道”为“Channel”，“站点选择”为“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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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量定义完成后，会在“变量表”对话框中显示定义的变量，如下图。 

 

    4.通过上述方法，快速定义了 35×2×4×2 个变量，也就是 560 个变量，表示 560 个路灯的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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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编辑画面 

     初始创建的组态工程默认创建一个“Main”画面，设置该画面为主画面，用于监控每一个

路灯的运行状态。新建一个“具体查看”画面，用于监控某一个具体灯杆的运行状态。 

17.2.3.1 “Main”画面 

    此画面是工程创建后默认创建的画面，作为组态工程运行时默认启动的画面，用于监控所有

的路灯的运行状态。对此画面的设计步骤如下： 

    1.打开“Main”画面，进行画面设置，设置背景颜色为白色，画面大小分辨率为 1400×1000，

画面居中显示。 

 

    2.对画面进行整体布局，画面上部分区域用于进行标题显示，并且设置一个按钮，用于退出

组态软件工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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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绘图工具和复合图形工具，构建一个道路模拟的复合图形（此复合图形构建具体步骤

参考：17.2.3.4 高级图形绘制），用于模拟真实路况，如下图。 

 

    此 4 个道路的复合图形就是作为背景使用，可以设置这 4 个复合图形为“不可选择”，从而

实现此 4 个复合图形直接嵌入到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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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绘画一个灯杆线，并且绘画两个路灯，用于表示一个完整的灯杆（灯杆的绘画参考：17.2.3.4 

高级图形绘制），如下图。 

 

    注释：一个灯杆由 3 个图形组件构成。 

     5.开始对路灯的灯杆进行批量处理，设置此灯杆的灯杆线和两个路灯的关键值分别为：

“Tree0” 、“Left0”和“Right0”。将此灯杆放在第一个街道的第一个位置，默认是第一个灯杆。 

      选中灯杆，点击“特殊复制”按钮，弹出“特殊复制”对话框，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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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特殊复制”对话框，连续按下 34 下“Ctrl+V”按键，生成一排 35

个路灯，如下图。 

 

     选中此一排路灯，点击“特殊复制”按钮，弹出“特殊复制”对话框，进行设置，如下图。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特殊复制”对话框，按下“Ctrl+V”按键，生成另一排 35 个路灯，

如下图。 

 

    6.此时一个街道的路灯已经批量生成完毕，需要对剩下的街道进行路灯批量生成。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选中第一个街道的所有灯杆，点击“特殊复制”按钮，弹出“特殊复制”对话框，进行设置，

如下图。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特殊复制”对话框，连续按下 3 下“Ctrl+V”按键，生成剩下 3 个

街道路灯，如下图。 

 

    7.通过特殊复制，批量生成了 280 个灯杆（一个灯杆包括 1 个灯杆线和 2 个路灯灯泡），批

量的生成的 280 个灯杆具有规律性，从左到由，从上到下，灯杆的关键值分别为 0~279。28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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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杆表示 280 个站点（GPRS 模块），如果对这 280 个灯杆进行值动画设计，需要重复 280 个值动

画设计。远程通组态软件提供了批量值动画设计功能，步骤如下：      

     7.1 选中一个路灯灯泡，点击“全选指定类型的组件”，如下图。 

 

    7.2 此时画面上所有的路灯灯泡被选中，点击“组件设定”按钮，开启支持“允许值动画”

的功能，值动画表达式为 1（此表达式需要通过脚本设定，数值 1 仅仅是一个临时参数）。点击

“增加新参数”按钮，进行值动画参数设计，当值动画为 0 时，路灯填充色为灰色，当值动画为

1 时，路灯填充色为红色。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7.3 通过步骤 7.2 的设置，所有的路灯灯泡图形都支持值动画的功能，而且值动画为 0 时，

灯泡的填充色为灰色，表示灯泡为关闭状态，值动画为 1 时，灯泡的填充色为红色，表示灯泡为

开启状态。每一个灯杆表示不同的站点，即每一个灯泡的值动画的表达式是不同的，因此有 560

个灯泡，需要重复设置 560 次灯泡的值动画表达式（每一个表达式都不同），这种设置不仅工作

量大，而且容易出错，可以通过脚本语言快速设置，而且不容易出错。 

   在画面初始化执行脚本中编写如下脚本语言：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通过上述脚本语言，在画面初始化打开的时候，通过遍历的方式，重新设置每一个灯杆上

的路灯的值动画表达式。 

17.2.3.2 “具体查看”画面 

   点击每一个灯杆，弹出一个对话框画面，可以查看具体的灯杆信息，包括：道路号，路灯排

号、灯杆号、灯泡 1 运行状态、灯泡 2 运行状态。对此画面的设计步骤如下： 

   1.创建一个新的画面，画面名称为“具体查看”，对画面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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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画面上绘画文字和控件，用于显示各个状态，如下图。 

 

   3.建立 5 个内存变量，分别表示这 5 个参数的值。如下图。 

 

   4.对画面的数值显示控件进行值动画设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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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3 “Main”画面和“具体查看”画面数据交互 

    点击“Main”画面的每一个灯杆，将“具体查看”画面以对话框形式弹出，并且显示点击的

灯杆的数据。 

    1.打开“Main”画面，选中一个灯杆线，点击“全选指定类型的组件”，如下图。 

 

   2.此时全选了所有的灯杆线，进行鼠标单击事件设置，如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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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照步骤 1，全选所有的灯杆线，进行组件脚本设定，如下图。 

 

   4.通过步骤 3 和步骤 4，在组态工程运行时，点击任意灯杆，将会显示点击灯杆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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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4 高级图形绘制 

 街道背景绘画步骤： 

      1.绘画街道的总背景，用一个矩形表示，颜色为灰色，如下图。 

  

   2.在总背景的矩形上绘画两个矩形，表示街道两旁的人行道，颜色较背景矩形更深一些，如

下图。 

 

     3.在总背景的矩形上，选中“直线”画笔，绘画一条白色实线，实现两条道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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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白色实线将道路分成两个道路后，需要绘画虚线。虚线其实就是多个短的白线构成，

如下图。 

 

    多次复制这个短白线，并且调整位置，就能够实现一条虚线，如下图。 

 

     选中这一条虚线，再次复制，生成另一个虚线，调整位置，如下图。 

 

     在绘画一条竖线，表示形成道路的人行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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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了更加生动描述道路，可以在道路上添加一些车辆图形，“车辆”工具盒属性页中含有

大量的车辆图形，拖成生成，如下图。 

拖
拽

      

6.此时一个街道的背景图绘画成功，选中这些图形，点击“复合图形”按钮，将这些图形组合成

一个图形组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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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形成的新的图形如下图。 

 

     7.此时一个完整的街道背景图形生成成功，根据需求，调整位置，并且再次复制 3 个此图

形，形成一个 4 街道的画面背景。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灯杆的绘画步骤： 

    1.一个灯杆是由一个灯杆线和两个灯泡组成，即一个灯杆是 3 个图形组成。 

    2.开始绘画灯杆线，点击“圆弧线”按钮，表明开始绘画圆弧线，如下图。 

 

     绘画的圆弧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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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该圆弧线，再次生成一个圆弧线，调整位置，如下图。 

 

    选中这两个圆弧线，点击“转换为曲线图形”按钮，将圆弧线转换为标准的曲线（如果不转

换为曲线，在对灯杆线进行大小缩放时，圆弧线会变形失真）。 

 

    绘画一个直线，形成一个灯杆，如下图。 

 

   此时的一个灯杆线是有 3 个线图形组成，为了方便操作，将这 3 个线图形转换为一个复合图

形。 

   

    3.开始绘画灯泡图形，点击“圆”按钮，绘画一个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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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绘画的“圆”图形进行填充，如下图。 

 

    填充过后，一个灯泡图形设置成功，并且设置线条宽度为“无”，即去掉这个“圆”图形的

边线，如下图。 

 

    4.灯杆线和灯泡全部绘画成功，此时只需要调节位置和布局，一个灯杆就绘制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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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运行工程 

   1.组态工程设计完成后，点击“全部保存”按钮，保存当前组态工程，如下图。 

 

  2.运行组态工程，点击“运行工程”按钮，能够快速启动组态执行器，直接运行当前正在

设计的组态工程。如下图。 

     

17.3 组态地图工程用例 1 

    某一地区有 20 个水源井，用于对该地区的饮用水进行供给，需要对该地区的水源井进行监

控。为了能够更加真实监控水源井的的数据，组态画面的背景为动态地图。 

17.3.1 创建工程 

   双击组态软件目录下的 HMIBuilder.exe 软件图标，启动远程通组态设计器。创建一个工程名

称为“mapproject”的组态工程，默认创建了一个“Main”画面，设置该画面为组态工程运行时

的默认启动画面，设置组态工程为全屏显示。 

17.3.2 编辑变量 

    水源井的运行状态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保存到变量中，组态工程运行时实时的读取变量的值

进行显示，从而实现实时监控水源井的运行状态。 

    变量的建立和编辑通过“变量管理器”实现，点击“变量管理器”按钮，弹出“终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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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如下图。 

 

     1.建立一个无线信道，无线信道名称为“Channel”。 

     2.在信道“Channel”下，建立 20 个从站点，分别为：Site1~Site20。 

     3.建立站点变量模板。 

     4.在步骤 1~3 的基础上，建立站点变量，用于数据采集。 

17.3.3 编辑画面 

    初始创建的组态工程默认创建一个“Main”画面，设置该画面为主画面并且为该组态工程的

唯一画面。 

     1.打开“Main”画面，进行画面设置，画面大小分辨率为 1200×8000，画面居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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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设置画面的背景为地图，点击“画面设置”弹出“画面设置”对话框，选中“地图设置”

属性页，选中“组态地图”单选框，如下图。 

 

  此时画面的背景变为地图背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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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点击“格式”工具栏的“移动画布（地图操作）”的按钮，将当前绘画模式设置为“地图

操作”模式，如下图。 

 

    4.对地图进行操作，包括缩放和拖拉，改变地图的显示的位置作为默认地图位置。点击“画

面设置”对话框的“地图设置”属性页的“获取画面当前经纬度”按钮，设置默认画面地图，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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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地图相应的位置绘画“水源井”图形，用于表示水源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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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选中全部的水源井图形，设置其支持“位置自适应”的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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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完成后，所有的水源井图形都具有 GPS 地理坐标，其在画面上的位置会跟随的地图的改

变（缩放或拖拉）而发生改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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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查看的地图的全局信息时，水源井会相对集中，当查看的地图局部信息时，水源井会相对

分散。 

     7.对每一个水源井图形进行动画设置，当水源井存在报警时，设置水源井图形进行闪烁。 

17.3.4 运行工程 

    1.组态工程设计完成后，点击“全部保存”按钮，保存当前组态工程，如下图。 

 

  2.运行组态工程，点击“运行工程”按钮，能够快速启动组态执行器，直接运行当前正在

设计的组态工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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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组态工程运行后，默认是情况下，地图仅仅是画面的背景，不可操作，工程人员只能操

作画面上的图形（通过鼠标点击触发表达式、脚本等）。如果需要操作画面背景地图，需要地图

工具条点击“移动画布（地图操作）”按钮，表明当前操作的是地图操作模式。 

 

 注释：默认地图工具条不显示，按下热键“F5”显示地图工具条。 

17.4 组态地图工程用例 2 

    某一个公司最新订购 5 辆货车，用于货物运输，为了方便货车管理，希望能够通过组态上位

机软件实时监控每一辆货车的位置。每一辆货车安装了车辆定位模块，能够实时获得 GPS 信息，

通过捷麦 GPRS 模块传输 GPS 信息到上位机组态软件中。 

17.4.1 创建工程 

   双击组态软件目录下的 HMIBuilder.exe 软件图标，启动远程通组态设计器。创建一个工程名

称为“mapproject2”的组态工程，默认创建了一个“Main”画面，设置该画面为组态工程运行

时的默认启动画面，设置组态工程为全屏显示。 

17.4.2 编辑变量 

    货车的 GPS 信息其实就是经度和纬度，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保存到变量中，组态工程运行时

实时读取最新的 GPS 信息，从而更新货车在地图上的位置。 

    变量的建立和编辑通过“变量管理器”实现，点击“变量管理器”按钮，弹出“终端设置”

对话框，如下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1.建立一个无线信道，无线信道名称为“Channel”。 

     2.在信道“Channel”下，建立 5 个从站点，分别为：Site1~Site5。 

     3.建立站点变量模板，分别为 lgn 和 lat，分别表示经度值和纬度值，数据类型为 int 型。 

     4.在步骤 1~3 的基础上，建立站点变量，用于数据采集。 

17.4.3 编辑画面 

    初始创建的组态工程默认创建一个“Main”画面，设置该画面为主画面并且为该组态工程的

唯一画面。 

    1.打开“Main”画面，进行画面设置，画面大小分辨率为 1200×8000，画面居中显示。 

    2.设置画面的背景为地图，点击“画面设置”弹出“画面设置”对话框，选中“地图设置”

属性页，选中“组态地图”单选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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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画面的背景变为地图背景，如下图。 

 

    3.点击“格式”工具栏的“移动画布（地图操作）”的按钮，将当前绘画模式设置为“地图

操作”模式，如下图。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4.对地图进行操作，包括缩放和拖拉，改变地图的显示的位置作为默认地图位置。点击“画

面设置”对话框的“地图设置”属性页的“获取画面当前经纬度”按钮，设置默认画面地图，如

下图。 

  

5.在画面上绘制 5 个货车图形，用于表示货车（货车图形可以从“车辆”工具盒属性页中拖拽生

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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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这个 5 个货车图形进行“地图设置”，绑定 GPS 变量，如下图。 

 

    货车图形在绑定了 GPS 变量后，在组态工程运行时，根据 GPS 变量的返回的经纬度，货车

图形自动移动到相应的地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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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 运行工程 

    1.组态工程设计完成后，点击“全部保存”按钮，保存当前组态工程，如下图。 

 

  2.运行组态工程，点击“运行工程”按钮，能够快速启动组态执行器，直接运行当前正在

设计的组态工程。如下图。 

    

    3.在组态工程运行后，默认是情况下，地图仅仅是画面的背景，不可操作，工程人员只能操

作画面上的图形（通过鼠标点击触发表达式、脚本等）。如果需要操作画面背景地图，需要地图

工具条点击“移动画布（地图操作）”按钮，表明当前操作的是地图操作模式。 

 

 注释：默认地图工具条不显示，按下热键“F5”显示地图工具条。 

附录 1 组态技巧 

1.软件登录失败 

    使用网络登录时，当显示“硬件地址绑定”提示信息时，表明此网络账号绑定了其他电脑，

不能使用此账号在当前电脑使用。 

    解决方案 1：在之前的电脑上以此网络账号重新登录，点击“解除硬件地址绑定”按钮，解

除绑定，从而此网络账号可在其他电脑使用。 

    解决方案 2：“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远程通软件对某一个账号进行硬件地址绑定解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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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员可向“系统管理员”申请进行硬件地址绑定解除。 

2.从工具盒拖拽生成图形失败 

    远程通组态设计器支持从工具盒中拖拽生成图形，如果拖拽生成失败，可能是电脑系统本身

的问题。工程人员可以使用 Visio 软件，能否正常的绘制流程图，如果 Visio 软件不能正常绘制，

说明电脑系统的 OLE 拖拽功能存在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附录 2 系统函数 

1.数学函数 

绝对值 Double abs(double x) 

功能：计算 X 的绝对值 

X: 要计算绝对值的数。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 

   abs(-20)  结果为 20 

反余弦函数 Double  acos(double x) 

功能：反余弦函数 

X:要计算的反余弦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 

   acos (0.5)  结果为 1.047197551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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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弦函数 Double  asin(double x) 

功能：反正弦函数 

X:要计算的反正弦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asin (0.5)  结果为 0.523598775598299 

反正切函数 Double  atan(double x) 

功能：反正切函数 

X:要计算的反正切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atan (0.5)  结果为 0.463647609000806 

余弦函数 Double  cos(double x) 

功能：余弦函数 

X:要计算的余弦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cos (0.5)  结果为 0.877582561890373 

正弦函数 Double  sin(double x) 

功能：正弦函数 

X:要计算的正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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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 

   sin (0.5)  结果为 0.479425538604203 

正切函数 Double  tan(double x) 

功能：正切函数 

X:要计算的正切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 

   tan (0.5)  结果为 0.54630248984379 

指数函数 Double exp(double x) 

功能：E(自然对数的底数)的 x 次幂(指数),E 约等于 2.718 

X:要计算的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exp (0)  结果为 1 

对数函数 Double  log(double x) 

功能：以 E 为底的对数函数 

X:要计算的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log(2.718)  结果为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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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函数  Double log10(double x) 

功能：以 10 为底的对数函数 

X：要计算的值 

返回值：计算结果 

例： 

Log10(10)   结果为 1 

求大值函数 Double  max(double x, double y) 

功能：比较大小函数 

X:数 1 

Y:数 2 

返回值：X-Y 中较大的值。 

   例： 

   max(1, 2)  结果为 2 

求小值函数 Double  min(double x, double y) 

功能：比较大小函数 

X:数 1 

Y:数 2 

返回值：X-Y 中较小的值。 

   例 ： 

   min(1, 2)  结果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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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值函数 Double  PI() 

功能：获得π 的值 

返回值：返回π 的值。 

   例： 

   pi()  结果为：3.14 

幂计算函数 double pow( double x, double y ) 

功能：计算 x 的 y 次幂。 

返回值：成功显示计算后的结果，如果结果为-1，表示幂计算错误。 

   例： 

   pow(2,3)   结果为：8 

   pow(3,0.5)  结果为：1.732 

   pow(-2,0.5)  结果为：-1 

平方根函数 double  sqrt(double x) 

功能：计算 x 的平方根 

返回值：成功显示计算后的结果，如果结果为-1，表示幂计算错误。 

随机数函数 int random(int min,int max) 

功能：产生一个 min 和 max 之间的随机整数 

 返回值：产生的随机整数 

 例： 

 Random(0,100)  结果为：25 

 Random(0,100)  结果为：58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3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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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舍五入函数 int round(double a) 

功能：返回数字最接近的整数，四舍五入 

例： 

round(3.48)  结果为：3 

round(3.5)  结果为：4 

 

2.字符串函数 

字符串变大写 String  toUpperCase(String  Str) 

功能：将字符串中的所有字母大写 

返回值：返回处理完的字符串。 

例： 

   string  x="abcd"; 

x=toUpperCase(x); 

x 的结果为 ABCD 

字符串变小写 String  toLowerCase(String  Str) 

功能：将字符串中的所有字母小写 

返回值：返回处理完的字符串。 

     例： 

     string  x="ABCD"; 

     x= toUpperCase(x); 

     x 的结果为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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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替换 String  replace(String  Str,string oldStr1, string newStr2) 

功能：替换字符串中的内容 

Str:原始字符串 

oldStr1：要替换的字符串 

newStr2：替换的字符串 

返回值：替换完的字符串 

     例： 

    string  x="ABCD"; 

     x = replace(x,“ABC”, “!”); 

     x 的结果为”!D” 

字符串单字符截取 String  charAt(String  Str,int n) 

功能：获得字符串中指定位置的字符 

Str:原始字符串 

N:字符位置 

返回值：获得的字符，如果指定的位置不存在，返回为-1 

   例： 

   string  x="ABCD"; 

   x=charAt (x,1); 

   x 的结果为”B” 

字符串查找 int  indexOf(String Str,string  substring,int  startpos) 

功能：从指定位置开始查找字符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Str:原始字符串 

Substring:要查找的字符 

Startpos:起始位置 

返回值：查找的字符在原始字符串的位置，如果查找不成功，返回为-1 

例： 

    string  x="ABCD"; 

     x= indexOf (x,“b”,0); 

     x 的结果为 1 

字符串截取 String  substr(String  Str,int  startPos,int  length) 

功能：从指定位置开始截取字符 

Str:原始字符串 

startPos:字符起始位置 

length：要截取的长度 

返回值：字符串位置 

例： 

   string  x="ABCD"; 

x= substr (x,0,2); 

x 的结果为”AB” 

字符串数字检测 int  isNaN(String  x) 

功能：检测 X 是否为数字 

X：要检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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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1 为不是数字，0 为是数字 

例： 

   int  x; 

x= isNaN(“100”); 

x 的结果为 0 

字符串-浮点转换 float  parseFloat(string x); 

功能：将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此函数读取（或“分析”）并返回字符串中的数字，直到它到达不

是数字（其初始含义为数字）部分的字符。如果字符串不是以一个可以分析的数字开始的，则 

parseFloat 返回 0。有效整数前面的空白将被忽略，有效整数后面的非数值字符也将被忽略。 

   X：要转换的数据 

返回值：转换结果 

   例： 

   string  x="3.14ABCD"; 

float  y= parseFloat (x); 

y 的结果为 3.14 

字符串-整形转换 int  parseInt(string x); 

功能：将字符串转换为整数。此函数读取（或“分析”）并返回字符串中的数字，直到它到达不是

数字（其初始含义为数字）部分的字符。如果字符串不是以一个可以分析的数字开始的，则 

parseInt 返回 0。有效整数前面的空白将被忽略，有效整数后面的非数值字符也将被忽略。 

   X：要转换的数据 

返回值：转换结果 

   例：int x="3.14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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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parseFloat (100); 

x 的结果为 3 

整形-字符串转换 String  IntToString(int x) 

功能：将 int 型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X：要转换的数据 

返回值：转换结果 

  例： 

  int x = 3； 

  String   S = IntToString(x); 

  S 的结果为：“3” 

浮点-字符串转换 String  FloatToString(Float  x,int Len) 

 功能：将 Float 类型的数据转为 String 类型 

 X：要转换的数据 

 Len:小数点后保留几位 

 返回值：转换结果 

  例： 

   float x = 9.9； 

   String   S = FloatToString(x,2); 

   S 的结果为：“9.90”  

判断字符串是否相等 int  StrCompare(string  str1,string  str2) 

 功能：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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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1：第一个需要比较的字符串 

 str2：第二个需要比较的字符串 

    返回值：1 表示字符串相等，0 表示字符串不相等 

  例： 

   string  s1 = "123"; 

   int  x1 = StrCompare(s1,"123"); 

   int  x2 = StrCompare(s1,"abc"); 

         x1 的结果为 1，表示两个字符串相等 

   x2 的结果为 0，表示字符串不相等    

获得某一个字符的 ASCII 值 int GetAsciiFromStr(string  str) 

功能：获取一个字符对应的 ASCII 的值，如果这个字符串是多个字符组成，仅仅获取第一个字符

对应的 ASCII 值。 

 str：要获得 ASCII 值对应的字符串 

 返回值：-1 表示获取对应的 ASCII 值不成功(字符串为空)，其他表示对应的 ASCII 的值。 

  例： 

   int  x1 = GetAsciiFromStr("a"); 

   int  x2 = GetAsciiFromStr(""); 

         int  x3 = GetAsciiFromStr("asdf"); 

   x1 的结果为 97，x2 的结果为-1，x3 的结果为 97 

获得某一个 ASCII 值对应的字符 string GetStrFromAscii(int  value) 

 功能：获取一个 ASCII 值对应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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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要获得字符的 ASCII 值 

 返回值：空字符表示输入的 ASCII 值有问题，非空表示输入的 ASCII 值对应的字符 

  例： 

   string  s1 = GetStrFromAscii(97); 

   string  s2 =GetStrFromAscii(197); 

   s1 的结果为"a"，s2 的结果为"" 

从字符串中移走指定的字符 string  Remove(string  str1,string  str2) 

 功能：从字符串中移走指定的字符 

 str1:原始的字符串 

 str2:需要移走的指定字符 

 返回值：操作之后的字符串 

  例： 

   string  s1 = "abscd"; 

   s1 = Remove(s1,"s"); 

   s1 的结果为"abcd" 

查找某一个字符在字符串的位置 int  Find(string  str1,string  str2) 

 功能：查找某一个字符在字符串的位置 

 str1:原始的字符串 

 str2:要查找的字符 

 返回值：查找字符在字符串的位置，如果为-1，表示该字符不存在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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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s1= "abscd"; 

    int  x = find(s1,"s"); 

    int  y=find(s1,"w"); 

    x 的结果为 2，y 的结果为-1 

向指定位置重写字符 string  SetAt(string  str1,int  index,string  str2 ) 

 功能：向字符串指定的位置重写某一个字符 

 str1:原始字符串 

 index:重写的位置 

 str2:需要重写的字符 

 返回值：重写后的字符串 

  例： 

   sting  s1="abscd"; 

   s1=SetAt(s1,2,"w"); 

   s1 的结果为"abwcd" 

获取字符串的长度 int GetLength(string  str) 

 功能：获取某一个字符串的长度 

 str:需要获取长度的字符串 

 返回值：字符串对应的长度 

  例： 

   string  s1 = "abcsd"; 

   int  x = GetLength(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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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的值为 5 

字符串倒序排列 string MakeReverse(string str) 

 功能：字符串倒序排列 

 str：需要倒序的字符串 

 返回值：倒序后的字符串 

 例： 

  string  s1 = "12345"; 

  s1 = MakeReverse(s1); 

  s1 的结果为"54321" 

判断字符串是否相等（不考虑大小写）int StrCompareIgnoreCase(String 

str1,String str2) 

 功能：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不考虑大小写 

 str1：第一个需要比较的字符串 

 str2：第二个需要比较的字符串 

    返回值：1 表示字符串相等，0 表示字符串不相等 

  例： 

   string  s1 = "123a"; 

   int  x1 = StrCompareIgnoreCase(s1,"123A"); 

   int  x2 = StrCompareIgnoreCase (s1,"abc"); 

            x1 的结果为 1，表示两个字符串相等 

   x2 的结果为 0，表示字符串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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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拼接 String concat(String str1,String str2) 

      功能：将字符串 str1 和 str2 拼接在一起，str1 在前，str2 在后。 

   str1：第一个字符串 

      str2：第二个字符串 

   返回值：拼接后字符串。 

例： 

 String str1 = “123”; 

    String str2 = “abc”; 

 str1 = concat(str1,str2);//str1 的值为：” 123abc” 

 注释：字符串支持运算符 ’+’ 。 

trim 函数 String trim(String str,int flag) 

 功能：移除字符串字头或字尾的空白。 

 str：需要移除的字符串 

 flag：0:全部移除；1：移除前端；2：移除后端 

 返回值：移除后的字符串 

 例： 

 string str = “   1123     ”; 

 str = trim(str,0);//str 的值为：”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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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字节函数 

Int 型转 byte 数组 void  int2bytes(int src,bytea des) 

功能：int 型变量转换为 byte 字节数组 

   Src：源数据 

      Des：目的数组 

      返回值：无 

例： 

      int src1 = 0xFF;//此时 src 的值为 255 

   int src2 = 0x7FFF；//此时 src 的值为 32767 

      byte des[4] ;//int 型是 4 个字节 

      int2bytes(src1,des);//此时 des 的数据为：0xFF,0x00,0x00,0x00 

   int2bytes(src2,des);//此时 des 的数据为：0xFF,0x7F,0x00,0x00 

Float 型转 byte 数组 void  float2bytes(float src,bytea des) 

功能：float 型变量转换为 byte 字节数组(IEEE 754 标准) 

   Src：源数据 

      Des：目的数组 

      返回值：无 

例： 

      float src1 = 3.14;//此时 src 的值为 3.14 

      byte des[4] ;//float 型是 4 个字节 

      float2bytes(src1,des);//此时 des 的数据为：0xC3,0xF5,0x48,0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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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型转 byte 数组 void double2bytes(double src,bytea des) 

功能：double 型变量转换为 byte 字节数组(IEEE 754 标准) 

   Src：源数据 

      Des：目的数组 

      返回值：无 

例： 

      float src1 = 3.14;//此时 src 的值为 3.14 

      byte des[8] ;//double 型是 8 个字节 

      double2bytes(src1,des);//此时 des 的数据为：0x1F,0x85,0xEB,0x51,0xB8,0x1E,0x09,0x40 

String 型转 byte 数组 void  string2bytes(string src,bytea des) 

功能：String 型变量转换为 byte 字节数组 

   Src：源数据 

      Des：目的数组 

      返回值：无 

例： 

      String src1 = “123abc”;//此时 src 的值为 3.14 

      byte des[6] ; 

      string2bytes(src1,des);//此时 des 的数据为：0x31,0x32,0x33,0x61,0x62,0x63 

Byte 数组转 int 型 int bytes2int(bytea src) 

功能：byte 数组型变量转换为 int 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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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源数据 

   返回值：转换后 int 型变量 

 例： 

  byte  src1[4]={0xFF,0x00,0x00,0x00}; 

     byte  src2[4]={ 0xFF,0x7F,0x00,0x00}; 

     int    a = bytes2int(src1);//a 的值为 255 

     int    b= bytes2int(src2);//a 的值为 32767 

Byte 数组转 float 型 float  bytes2float(bytea src) 

功能：byte 数组型变量转换为 float 型变量(IEEE 754 标准) 

   Src：源数据 

   返回值：转换后 float 型变量 

例： 

     float src1 = 3.14;//此时 src 的值为 3.14 

     byte des[4] ;//float 型是 4 个字节 

     float2bytes(src1,des);//此时 des 的数据为：0xC3,0xF5,0x48,0x40 

  float des2 = bytes2float(des);//此时 des2 的值为：3.14 

Byte 数组转 double 型 double  bytes2double(bytea src) 

功能：byte 数组型变量转换为 double 型变量(IEEE 754 标准) 

   Src：源数据 

   返回值：转换后 double 型变量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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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src1 = 3.14;//此时 src 的值为 3.14 

     byte des[8] ;//double 型是 8 个字节 

     double2bytes(src1,des);//此时 des 的数据为：0x1F,0x85,0xEB,0x51,0xB8,0x1E,0x09,0x40 

  double des2 = bytes2double(des);//此时 des2 的值为：3.14 

Byte 数组转 string 型 string bytes2string(bytea src) 

功能：byte 数组型变量转换为 string 型变量 

   Src：源数据 

   返回值：转换后 string 型变量 

例： 

      byte src[6] = {0x31,0x32,0x33,0x61,0x62,0x63} ; 

      string des = string2bytes(src);//此时 des 的数据为：“123abc” 

字节数组拷贝函数 void BytesCopy(bytea rc,int srcPos,bytea dest,int 

destPos,int len) 

功能：将一个字节数组的数据拷贝到另一个字节数组中。 

src:源数组；     srcPos:源数组要复制的起始位置； 

dest:目的数组； destPos:目的数组放置的起始位置；  

length:复制的长度。 

   例： 

    byte  fun[7]  ={0,1,2,3,4,5,6};  

bytescopy(fun,0,fun,3,3);//fun 的结果为{0,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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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数组比较函数 int BytesCompare(bytea bt1,int bt1Pos,bytea bt2,int 

bt2Pos,int len) 

功能：比较两个字节数组的 len 个字节 

  bt1:比较数组 1     bt1Pos：bt1 比较的起始位置 

bt2:比较数组 2     bt2Pos：bt2 比较的起始位置 

len：比较的长度 

返回值：当 bt1<bt2 时，返回值小于 0 

当 bt1==bt2 时，返回值=0 

当 bt1>bt2 时，返回值大于 0 

例: 

     byte bt1[3] = {31,32,33}; 

     byte bt2[3] = {31,33,31}; 

     int r = BytesCompare(bt1,0,bt2,0,3);//此时 r 的值为-1 

字节数组填充函数 void BytesFill(bytea bt,int pos,int len,int ch) 

功能：将字节数组某一位开始，后 len 个字节全部设置为 ch 指定的 ASCII 值。 

 bt:需要填充的字节数组 

 pos：填充的起始位置 

 len：填充长度 

 ch：填充的 ASCII 值 

  例： 

 byte bt[3] = {0x01,0x02,0x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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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tesFill(bt,0,0,0xff);//此时 bt 的内容为：{0xff,0xff,0xff} 

CRC 数据处理 int calcrc(bytea data,int pos,int len) 

功能：计算 CRC16 校验 

 data:需要计算的数组 

pos：起始位置 

len：长度 

返回值：CRC16 校验值 

例： 

byte  bt[8]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int   crc = calcrc(bt,0,8);//高字节:crc/255;低字节:crc%255 

字节数组转 16 进制  String BytesToHex(bytea bt,int len,String space) 

功能：将一个字节数组以 16 进制字符串形式显示 

 bt：字节数组 

len：转换长度 

space：转换间隔符 

例： 

byte  bt[8= {0,1,2,3,10,11,12,13,14,15,128,255}; 

String  r = BytesToHex(bt,8” 0x”);// r 的值为：0x01 0x02 0x03 0x0A 0x0B 0x0C 0x80 0xFF 

4.组件属性函数 

添加图形布尔属性 BOOL AddBoolUserProperty 

BOOL AddBool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Bool  b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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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为指定图形添加布尔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添加是否成功，1 表示添加成功，0 表示添加不成功 

添加图形字符串属性 BOOL AddStringUserProperty 

BOOL AddString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 string  str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添加字符串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添加是否成功，1 表示添加成功，0 表示添加不成功 

添加图形整形属性 BOOL AddIntUserProperty 

BOOL AddInt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 int  n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添加整型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添加是否成功，1 表示添加成功，0 表示添加不成功 

添加图形浮点属性 BOOL AddFloatUserProperty 

BOOL AddFloat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 float f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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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为指定图形添加单精度浮点型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自定义，属性 ID 不能重复）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添加是否成功，1 表示添加成功，0 表示添加不成功 

添加图形双精度属性 BOOL AddDoubleUserProperty 

BOOL AddDoubleUserProperty(int  shape, int  nPropID, double d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添加双精度浮点型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添加是否成功，1 表示添加成功，0 表示添加不成功 

获得布尔属性 BOOL GetShapeBoolProp 

BOOL GetShapeBoolProp (int  shape, int  nPropID) 

功能：获得指定图形的布尔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返回值：属性值 

获得字符串属性 String GetShapeStringProp 

String GetShapeStringProp (int  shape, int  nPropID) 

功能：获得指定图形的字符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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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返回值：属性值 

获得整形属性 int GetShapeIntProp 

int  GetShapeIntProp (int  shape, int  nPropID) 

功能：获得指定图形的整型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返回值：属性值 

获得浮点属性 float GetShapeFloatProp 

float GetShapeFloatProp (int  shape, int  nPropID) 

功能：获得指定图形的单精度浮点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返回值：属性值 

获得双精度属性 double GetShapeDoubleProp 

double  GetShapeDoubleProp (int  shape, int  nPropID) 

功能：获得指定图形的双精度浮点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返回值：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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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图形布尔属性 BOOL PutBoolUserProperty 

BOOL PutBool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Bool  b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修改布尔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修改是否成功，1 表示修改成功，0 表示修改不成功 

修改图形字符串属性 BOOL PutStringUserProperty 

BOOL PutString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 string  str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修改字符串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修改是否成功，1 表示修改成功，0 表示修改不成功 

修改图形整形属性 BOOL PutIntUserProperty 

BOOL PutInt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 int  n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修改整型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修改是否成功，1 表示修改成功，0 表示修改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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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图形浮点属性 BOOL PutFloatUserProperty 

BOOL PutFloatUserProperty (int  shape, int  nPropID, float f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修改单精度浮点型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自定义，属性 ID 不能重复）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修改是否成功 

修改图形双精度属性 BOOL  PutDoubleUserProperty 

BOOL PutDoubleUserProperty(int  shape, int  nPropID, double dValue) 

功能：为指定图形修改双精度浮点型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自定义，属性 ID 不能重复） 

         bValue：属性值 

         返回值：修改是否成功，，1 表示修改成功，0 表示修改不成功 

判断图形的属性 ID 值是否存在 GetPropValueExt 

BOOL GetPropValueExt(int  shape,int  nPropID) 

  功能：判断指定的图形的某一个属性 ID 值是否已经使用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系统自定义、用户自定义，属性 ID 不能重复） 

     返回值：1 表示该属性 ID 值对于本图形正在使用，0 表示该属性 ID 值对应本图形没有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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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一个新的属性 ID 值 GetNewPropertyID 

int  GetNewPropertyID(int  shape) 

  功能：对于当前图形，获取一个可以使用的新的属性 ID 值 

  Shape：图形 ID 值 

  返回值：新的属性 ID 值 

添加图形颜色属性 BOOL AddColourUserProperty 

BOOL AddColourUserProperty(int  shape, int  nPropID, int Color) 

功能：为指定图形添加颜色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Color:属性值的颜色值 

         返回值：添加是否成功，1 表示添加成功，0 表示添加不成功 

获得颜色属性 int  GetShapeColourProp 

int  GetShapeColorProp (int  shape, int  nPropID) 

功能：获得指定图形的颜色属性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 

         返回值：属性值的红色 

修改图形颜色属性 BOOL  PutColourUserProperty 

BOOL PutColourUserProperty(int  shape, int  nPropID, int  Color) 

功能：为指定图形修改颜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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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pe：图形 ID 值 

         nPropID：属性 ID 值（自定义，属性 ID 不能重复） 

         Color:属性值的颜色值 

         返回值：修改是否成功，，1 表示修改成功，0 表示修改不成功 

获得颜色值 int  RGB(int  Red,int  Green,int  Blue) 

   功能：通过红、绿、蓝三种颜色获得实际的颜色值 

  Red：红色 

  Green：绿色 

  Blue：蓝色 

  返回值：通过红、绿、蓝三种颜色获得实际的颜色值 

获得基本颜色值 int  RGB 

int GetRedColor(int color) 

 功能：获得颜色值 RGB 中的红色 

 color：RGB 颜色值 

 返回值：基本颜色中的红色 

int GetGreenColor(int color) 

 功能：获得颜色值 RGB 中的绿色 

 color：RGB 颜色值 

 返回值：基本颜色中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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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etBlueColor(int color) 

 功能：获得颜色值 RGB 中的蓝色 

 color：RGB 颜色值 

 返回值：基本颜色中的蓝色 

5.添加组件函数 

添加矩形 int  AddRectShape 

int  AddRectShape (int  xLeft, int  xTop, int  xRight, int  xBottom, string  lpszCaption)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矩形 

xLeft：矩形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Top：矩形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Right：矩形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Bottom：矩形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lpszCaption：矩形的标题。 

返回值：矩形的 ID 

例：int  x=AddRectShape(300, 300, 500, 500,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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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添加静态文本 int  AddTextShape 

int  AddTextShape (int  xLeft, int  xTop, int  xRight, int  xBottom, string  lpszText)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静态文本 

xLeft：静态文本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Top：静态文本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Right：静态文本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Bottom：静态文本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lpszCaption：静态文本的文字。 

返回值：矩形的 ID 

例：string  x=AddTextShape(300, 300, 500, 500, "abcdefg");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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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椭圆 int  AddEllipseShape 

int  AddEllipseShape (int  xLeft, int  xTop, int  xRight, int  xBottom,string  lpszCaption)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椭圆 

xLeft：椭圆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Top：椭圆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Right：椭圆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Bottom：椭圆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lpszCaption：椭圆的标题。 

返回值：矩形的 ID 

例：int  x= AddEllipseShape (10, 10, 200, 100, "abcdefg"); 

效果：  

添加圆角矩形 int  AddRoundRectShape 

int  AddRoundRectShape(int  xLeft, int  xTop, int  xRight, int  xBottom, string  lpszCaption)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圆角矩形 

xLeft：圆角矩形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Top：圆角矩形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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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ight：圆角矩形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Bottom：圆角矩形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lpszCaption：圆角矩形的标题。 

返回值：图形的 ID 

例：var x= AddRoundRectShape (300, 300, 500, 500, "abcdefg"); 

    效果：  

添加超级链接 int  AddHyLinkShape 

int  AddHyLinkShape (int  xLeft, int  yTop, int  xRight, int  yBottom,string  lpszCaption)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超级连接图形 

xLeft：超级连接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Top：超级连接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Right：超级连接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Bottom：超级连接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lpszCaption：超级连接的标题。 

返回值：矩形的 ID 

例：int  x= AddHyLinkShape(300, 300, 500, 500,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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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添加图片图形 int  AddBmpFileShape 

int  AddBmpFileShape (int  xLeft, int  yTop, int  xRight, int  yBottom, string  lpszFileName, string  

lpszCaption)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图片图形。注：图片不支持 PNG 格式 

xLeft：超级连接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Top：超级连接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Right：超级连接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Bottom：超级连接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lpszFileName：图片的全路径。注：路径中的“\”要用双“\\” 

lpszCaption：图片图形的标题。 

返回值：图形的 ID 

例：int  x=AddBmpFileShape(300, 300, 500, 500,"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缓存

\\设置.bmp","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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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添加指定图形 int  AddShapeByType 

int  AddShapeByType (int nType, int xLeft, int yTop, int xRight, int yBottom, string  lpszFileName)      

   功能：根据不同图形类型，添加不同的图形 

xLeft：超级连接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Top：超级连接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Right：超级连接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xBottom：超级连接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lpszFileName：标题名称。 

nType： 

2: 静态文本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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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椭圆 

     效果：  

212：正圆 

     效果：  

24：直线 

     效果：  

285：动画路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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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多边形 

效果：  

30：矩形 

效果：  

56：六边形 

   效果：  

287：多边形按钮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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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贝塞尔曲线 

   效果：  

29:封闭贝塞尔曲线 

效果：  

37:自由曲线 

   效果：  

40:圆角矩形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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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倾斜标注线 

  效果：  

42:表格 

  效果：  

47:圆弧线 

  效果：  

48:圆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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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椭圆缺 

     效果：  

81:椭圆弧 

  效果：  

83:路径折线 

  效果：  

84:线性标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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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圆角矩形标注 

  效果：  

86:矩形标注 

  效果：  

87:圆角云形标注 

效果：  

201:水平标注线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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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垂直标注线 

  效果：  

203:半径标注线 

  效果：  

232:贝塞尔曲线 

  效果：  

240:刻度表 1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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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边框 

效果：  

267:管道壁 

效果：  

284:水位计 

效果：  

293:管道芯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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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刻度表 2 

效果：  

257:数码表 

效果：  

添加直线 int  AddLineShape 

int  AddLin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条直线 

xStart：直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直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直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直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bArrow：直线是否有箭头 

返回值：图形的 ID 

例：int  x= AddLineShape(200, 200, 300,300, 1);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效果：  

添加标尺 int  AddDimLineShape 

int AddDimLin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条标尺 

xStart：标尺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标尺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标尺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标尺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线条宽度 

bArrow：标尺是否有箭头 

返回值：图形的 ID 

例：int  x= AddDimLineShape (200, 200, 300,300,10, 1);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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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圆弧线 long AddArcLineShape 

int  AddArcLin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条圆弧线 

xStart：圆弧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圆弧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圆弧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圆弧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线条宽度 

bArrow：标尺是否有箭头 

返回值：图形的 ID 

例：int  x= AddArcLineShape (200, 200, 300,300,10, 1); 

效果:  

添加列表 int  AddTabShape 

int  AddTabShape (int  nLeft, int  nTop, int  nRight, int  nBottom, int  nRows, int  nCols, BOOL 

bFixRows, BOOL bFixCols, BOOL bShowGridLine)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列表 

nLeft：列表的左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nTop：列表的上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nRight：列表的右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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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ottom：列表的下边位置单位为像素。 

nRows：行数 

nCols：列数 

bFixRows：行偏移量 

bFixCols：列偏移量 

bShowGridLine：是否显示 

  返回值：图形的 ID 

例：var x = AddTabShape(200, 200, 300, 300, 2, 2, 0, 0, 1); 

效果：  

添加缺口椭圆 int  AddPieShape 

int  AddPi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ptXStart, int  ptYStart, int  

ptXEnd, int  ptYEnd)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椭圆 

   xStart：第一条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第一条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第一条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第一条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ptXStart：第二条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ptYStart：第二条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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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XEnd：第二条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ptYEnd：第二条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注：第一条线用于确认椭圆的大小如图  

       第 二 条 线 用 于 确 认 椭 圆 的 缺 口 方 向 如 图

 

   例：int  x = AddPieShape(200, 200, 300, 300, 250, 200, 300,300);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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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弓形椭圆 int  AddEllipseChordShape 

int  AddEllipseChord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ptXStart, int  

ptYStart, int  ptXEnd, int  ptYEnd)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椭圆 

      xStart：第一条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第一条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第一条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第一条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ptXStart：第二条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ptYStart：第二条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ptXEnd：第二条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ptYEnd：第二条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注：原则同 AddPieShape 

       例：int  x = AddEllipseChordShape (200, 200, 300, 300, 250, 200, 300,300); 

       效果：  

添加椭圆弧线 int  AddArcLine2Shape 

int  AddArcLine2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ptXStart, int  ptYStart, 

int  ptXEnd, int  ptYEnd,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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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tart：第一条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第一条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第一条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第一条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ptXStart：第二条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ptYStart：第二条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ptXEnd：第二条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ptYEnd：第二条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bArrow：是否有箭头 

       注：原则同 AddPieShape 

       例：int  x = AddArcLine2Shape(200, 200, 300, 300, 250, 200, 300,300,1); 

       效果：  

添加缺口直线 int  AddExtLineShape 

int  AddExtLin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条直线 

   xStart：直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直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直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直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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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w：直线是否有箭头。 

例：int  x =AddExtLineShape(200, 200, 300, 300, 1); 

效果：  

添加水平标注线 int  AddHorzDimLineShape 

int  AddHorzDimLin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条水平标注线 

   xStart：水平标注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水平标注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水平标注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水平标注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宽度 

bArrow：水平标注线是否有箭头。 

      例：int  x = AddHorzDimLineShape(200, 200, 300, 300, 10,1);.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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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垂直标注线 int  AddVertDimLineShape 

int AddVertDimLin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条垂直标注线 

   xStart：垂直标注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垂直标注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垂直标注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垂直标注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宽度 

bArrow：水平标注线是否有箭头。 

       例：int  x = AddVertDimLineShape(200, 200, 300, 300, 10,1); 

       效果：  

添加半径标注线 int  AddRadiusDimLineShape 

int AddRadiusDimLine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条半径标注线 

   xStart：半径标注线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半径标注线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半径标注线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半径标注线结束点 Y 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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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idth：宽度 

例：int  x = AddRadiusDimLineShape(200, 200, 300, 300, 10,1); 

效果：  

添加标注文本 int  AddCaptionShape 

int  AddCaption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int  nHeight, 

BOOL bArrow)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标注文本 

   x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标注文本的宽度 

nHeight：标注文本的高度 

bArrow：标注文本是否有箭头 

例：int  x = AddCaptionShape(200, 200, 300, 300, 50,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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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添加矩形标注文本 int  AddRectCalloutShape 

int AddRectCallout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int  nHeight)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矩形标注文本 

   x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标注文本的宽度 

nHeight：标注文本的高度 

       例：int  x=AddRectCalloutShape(200, 200, 300, 300, 10, 10);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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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圆角标注文本 int  AddRoundCalloutShape 

int  AddRoundCallout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int  

nHeight)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圆角矩形标注文本 

   x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X 轴坐标。 

y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标注文本的宽度 

nHeight：标注文本的高度 

       例：int  x= AddRoundCalloutShape (200, 200, 300, 300, 10, 10); 

       效果：  

添加云状标注文本 int  AddCloudCalloutShape 

int  AddCloudCalloutShape (int  xStart, int  yStart, int  xEnd, int  yEnd, int  nWidth, int  

nHeight) 

功能：在当前页面上添加一个云状标注文本 

   x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X 轴坐标。 

yStart：标注文本起始点 Y 轴坐标。  

x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X 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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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nd：标注文本结束点 Y 轴坐标 

nWidth:标注文本的宽度 

nHeight：标注文本的高度 

例：int  x=AddCloudCalloutShape(200, 200, 300, 300, 10, 10); 

效果：  

 

6.组件设定函数 

通过图形标题获得图形 ID  int  GetShapeID 

int   GetShapeIDFromCaption(string  ShapeName) 

功能:通过图形的名称，获得图形对应的 ID 值。 

ShapeName：图形的标题名称 

返回值：图形对应的 ID 值，（-1 表示获取失败） 

int  GetShapeIDFromPoint (int  xPoint, int  yPoint) 

      功能：通过图形所在的位置 POINT，获得 POINT 点的图形 ID 

       xPoint：POINT 点的 X 轴坐标 

       yPoint：POINT 点的 Y 轴坐标 

   返回值：图形对应的 ID 值，（-1 表示获取失败） 

int  GetShapeIDFromKey(string  Shap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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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通过图形的关键值，获得图形对应的 ID 值。 

ShapeKey：图形的关键值 

返回值：图形对应的 ID 值，（-1 表示获取失败） 

允许数值动画 Bool  SetDisplayAnimation 

Bool  SetDisplayAnimation (long  ShapeId,int  IsDisplay) 

功能：是否允许图形数值显示动画 

Shape:图形的 ID 值 

IsDisplay：是否显示图像（非 0 表示允许显示，0 表示不运行显示）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注： 

该函数对应下面这个图片设置。 

 

允许历史数据 Bool  SetIsUseHistoryData 

Bool  SetIsUseHistoryData (long  ShapeId,int  IsDisplay) 

功能：是否允许图形从历史数据中读取数据 

Shape:图形的 ID 值 

IsDisplay：是否引用历史数据库中的数据（非 0 表示允许使用，0 表示不允许使用）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注： 

该函数对应下面这个图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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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动画表达式 Bool   ResetAnimationExpress 

Bool   ResetAnimationExpress (long  ShapeId,String  NewExpresstion) 

 功能：重新设置显示动画的对应的表达式 

 Shape：图形的 ID 值 

 NewExpresstion：新的表达式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注： 

该函数对应下面这个图片设置。 

 

 

获得画面宽度 int GetCanvasWidth() 

   功能：获得画面宽度 

   返回值：返回获得的画面宽度 

获得画面高度 int GetCanvasHeight() 

   功能：获得页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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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返回获得的画面高度 

移动图形 void MoveShape 

void  MoveShape(int  shape, int  nxOffset, int  nyOffset) 

   功能：移动图形 

   Shape：图形 ID 

   NxOffset:X 轴的偏移量 

   nyOffset:Y 轴的偏移量 

   返回值：无 

允许显示表达式 Bool  SetTabIsDisplay 

Bool  SetTabIsDisplay (int   ShapeId,int  row,int col,int  IsDisplay) 

功能：是否允许表格中的某一个表格是否显示表达式的值 

ShapeId：图形的 ID 值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Col：表格的第几列 

IsDisplay：是否显示表达式的值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允许历史数据 Bool  TabIsUseHistoryData 

Bool  TabIsUseHistoryData (int   ShapeId,int  row,int  col,int  IsDisplay) 

功能：是否允许显示表达式的时候是否使用历史数据 

ShapeId：图形的 ID 值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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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表格的第几列 

IsDisplay：是否显示表达式的值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设置表格表达式 Bool   ResetTabNewExpression 

Bool   ResetTabNewExpression (int   ShapeId,int  row,int  col, String  NewExpress) 

功能：重新设置某一个表格的内部表达式 

 ShapeId：图形的 ID 值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Col：表格的第几列 

  NewExpress：新的表达式的内容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设置表格颜色 Void  SetTableColor 

Void  SetTableColor (string  name,int  row,int  col,int  color) 

功能：设置表格的颜色 

  name：表格的标题 

Row：表格图形的第几行 

Col：表格的第几列 

clor：颜色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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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当前画面的 ID 值  int GetCanvasID() 

 功能：获得当前画面的 ID 值 

 返回值：当前画面的 ID 值（-1 表示获得当前 ID 值失败） 

获得当前操作组件的 ID 值 int GetActShapeID() 

 功能：获得当前操作组件的 ID 值 

 返回值：当前操作组件的 ID 值（-1 表示获得组件 ID 值失败） 

获得组件在屏幕中水平像素值  int GetShapeScreen_X(int pShape) 

 功能：获得组件在屏幕中水平像素值 

 pShape:组件 ID 值 

 返回值：组件在屏幕中水平像素值 

获得组件在屏幕中垂直像素值  int GetShapeScreen_Y(int pShape) 

 功能：获得组件在屏幕中垂直像素值 

 pShape:组件 ID 值 

 返回值：组件在屏幕中垂直像素值 

获得组件的宽度 int GetShapeWidth(int pShape) 

 功能：获得组件的宽度 

 pShape:组件 ID 值 

 返回值：组件的宽度 

获得组件的高度 int GetShapeHeight(int pShape) 

 功能：获得组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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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hape:组件 ID 值 

 返回值：组件的高度 

设定画面在屏幕中位置 void SetCanvasScreen_XY(int CanvasID,int var) 

 功能：设定画面在屏幕中的水平像素值 

 CanvasID：画面的 ID 值 

 var_x：需要设定的水平像素值 

 var_y：需要设定的垂直像素值 

 返回值：无 

获得组件的关键值 string GetShapeKey(int pShape) 

 功能：获得组件的关键值 

 pShape：组件的 ID 值 

 返回值：组件对应的关键值 

获得组件的标题 string GetShapeCaption(int pShape) 

 功能：获得组件的标题 

 pShape：组件的 ID 值 

 返回值：组件对应的标题 

设置组件的标题 bool  SetShapeCaption(int pShape,string  Caption) 

 功能：设置组件的标题 

 pShape：组件的 ID 值 

  Caption: 组件的新的标题（可以设置多行内容标题，"\n"表示换行） 

 返回值：设置是否成功，1 表示成功，0 表示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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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系统函数 

播放音频 BOOL  HMIPlaySound(string  strFile) 

  功能：播放指定的音频文件(只支持 WAV 格式音频) 

  StrFile：要播放声音的路径 

  返回：播放是否成功，1 表示播放成功，0 表示播放不成功 

获得变量历史值 double GetGVarValue4 

 double GetGVarValue4 (string  varName) 

 功能：获得指定变量的历史值。 

 varName：变量名称。 

 返回：变量的历史值 

获得站点状态 int  GetSiteState(string Channel,string Site)  

功能：获得某个站点状态。 

Channel：信道名称 

Site：站点名称 

返回： 0-站点正常 

       1-信道测试 

       2-设备测试 

       3-信道坏 

       4-设备坏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设置站点状态 void SetSiteState(string Channel,string Site,int State) 

 功能：设置某个站点状态。 

 Channel：信道名称 

 Site：站点名称 

 State: 站点状态 

       0-站点正常 

       1-信道测试 

       2-设备测试 

       3-信道坏 

       4-设备坏 

  返回值：无 

输出对话框 void TraceText(string  strText) 

  功能：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文本的内容。 

   strText：要输出的文字 

  返回值：无 

更新历史数据 void  LoadHistoryData() 

  功能：更新历史数据（获得最后一次获得变量的历史数据） 

 返回值：无 

调试函数 void Trace (string  strText) 

  功能：向信息窗口发生一条信息 

 strText:要发生的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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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无 

打开页面函数 void OpenXdgFile(string  Name) 

 功能：打开一个画面 

 Name：需要打开画面的名称 

 返回值：无 

对一个变量进行下置 void  underValue(string  Name) 

  void underValue(string varName) 

 功能：把一个 IO 变量的值进行下置 

  varName:变量名称 

 返回值：无 

单次采集  void  SingleCollection(string Channel,string Site) 

 void SingleCollection(string Channel,string Site) 

 功能：对某个站点下的所用变量进行一次单次采集 

 Channel：信道名称 

  Site：站点名称 

 返回值：无 

 例： 

 SingleCollection("IO1");//IO1 就是需要单次采集的 IO 变量 

主动上传 void UpLoad(String Channel) 

 功能：将从站（分站）的所有变量值主动上传 

 Channel：从站的信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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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无 

关闭页面函数 void CloseXdgFile(string  Name) 

 void CloseXdgFile(string Name) 

 功能：关闭一个画面 

 Name：需要打开画面的名称 

 返回值：无 

发送协议给到站点 void SendDataToSite(string Channel,int SiteId,bytea 

Data,int Len) 

 void SendDataToSite (string Channel, int SiteId,bytea Data,int Len) 

 功能：发送固定协议到某一个站点 

 Channel：信道名称 

 Site：站点号（唯一） 

 Data：发送的协议内容，脚本语言申请的 byte 字节型数组的名称 

    Len:发送协议的字节长度 

 返回值：无 

例：  

 byte Data[8]; //开辟一个字节数组，用于给存储协议内容 

    Data = {0x01,0x01,0x00,0x00,0x00,0x04,0xBC,0x04}; //设置协议内容 

 SendDataToSite("COM1",1,Data,8);//给 COM1 信道下的 1 号站点发送 8 个字节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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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站点返回的协议  int GetDataFormSite(String Channel, int SiteId, 

bytea Data) 

int GetDataFormSite(String Channel, int SiteId, bytea Data) 

 功能：接收某一个站点返回的协议 

 Channel：信道名称 

 Site：站点号（唯一）    

 Data：用于保存接收的协议内容，脚本语言申请的 byte 字节型数组的名称 

 返回值：接收的协议长度，为 0 表示接收协议失败 

    

例：  

 SetSiteReciveData("COM1","Site1",1);//设置脚本语言能够接收 1 号站点返回的协议 

 byte  Data[1024]; //开辟一个字节数组，用于给存储协议内容 

    int   Len = 0;//接收的协议长度 

    Len = GetDataFormSite ("COM1",1,Data);//接收 COM1 信道下的 1 号站点发送的协议 

设置站点接收协议的状态 void SetSiteReciveData（String Channel, int 

SiteId,int Station） 

void SetSiteReciveData(String Channel, int SiteId,int Station) 

     功能：设置脚本语言能否接收站点返回的协议，处于接收状态， 

     系统函数 GetDataFormSite()才能够接收站点返回的协议 

  Channel：信道名称 

  Site：站点号（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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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on :1 表示可以接收 0：表示不可接收 

 

脚本挂起函数 void Sleep(int MilliSeconds) 

void Sleep(int  MilliSeconds) 

     功能：脚本执行挂起一段时间(毫秒)  

     MilliSeconds：挂起的时间，单位为毫秒 

例： 

     Sleep(1000);//脚本运行到此刻，暂时挂起 1000 毫秒 

加载 DLL 文件 int LoadLibrary(string FileName) 

int LoadLibrary(string FileName) 

      功能：加载一个 DLL 文件都内存中 

      FileName：DLL 文件的名称（注：该 DLL 文件需放在当前目录下） 

   返回值：该 DLL 文件的内存 ID 

例： 

      int DLL_ID = LoadLibrary("User.dll"); //加载 User.dll 文件到内存中 

获得 DLL 中接口的 ID  int GetProcAddress(int DLL_ID,string ProcName) 

int GetProcAddress(int DLL_ID,string Procname) 

      功能:获得 DLL 中接口的 ID 

      DLL_ID：DLL 文件的内存 ID 

      ProcName：接口函数的名称 

      返回值：接口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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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DLL 文件中，接口的形式必须为：string Interface(string Param1,string Param2) 

            2 个 string 型入口参数，string 型的返回值 

例： 

     int DLL_ID = LoadLibrary("User.dll"); //加载 User.dll 文件到内存中 

     int Inter_ID=GetProcAddress(DLL_ID,"Interface");//获得接口 ID 

调用 DLL 中接口实现功能   string InterfaceCall(int Inter_ID,string 

Param1,string Param2) 

string InterfaceCall(int Inter_ID,string Param1,string Param2) 

      功能：调用 DLL 中接口实现功能 

      Inter_ID：接口 ID 

      Param1 ：接口中第一个参数 

      Param2：接口中第二个参数 

      返回值：接口的返回值 

例： 

 int DLL_ID = LoadLibrary("User.dll"); //加载 User.dll 文件到内存中 

    int Inter_ID=GetProcAddress(DLL_ID,"Interface");//获得接口 ID 

string Result=InterfaceCall(Inter_ID,"参数 1","参数 2");//调用接口实现功能 

读文件信息 String FileRead(String FileName,int begin,int len) 

 功能：从文件中读取字符内容 

 FileName:文件路径 

 begin:读取的字节起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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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读取的字节长度；-1 表示全部读取，0 表示读取当前行，>0 表示读取实际长度。 

 返回值：读取的文件内容 

 例： 

 String content = FileRead(“test.txt”,0,-1);//读取 test.txt 文件中全部内容到 content 中。 

 String conten1 = FileRead(“test.txt”,0,0);//从起始位置，读到换行符结束。 

 String content2 = FileRead(“text.txt”,0,10);//从起始位置，读 10 个字符到 content1 中。 

写文件信息 void FileWrite(String FileName,int begin,String Str) 

 功能：向文件中写入内容,文件不存在，自动创建 

 FileName:文件路径 

 begin:写入的字节起始位置，-1 在文件尾部写入内容，-2 先删除，再写入 

 Str：写入的实际内容。 

 返回值：无 

 例： 

 String str = “12312”; 

 FileWrite(“test.txt”,0,str);//往 test.txt 中写入”12312”字符串。 

 

附录 3 电脑组态和手机组态的差异 

     虽然远程通组态设计器开发的组态工程即能在电脑上运行，也能在手机上运行，但是相同

的工程在电脑和手机上运行效果仍有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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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设置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主窗口风格 支持是否显示菜

单栏、标题栏。 

不支持。手机组态有

标准的 APP 风格。 

启动画面 支持显示多个启

动画面。 

仅仅支持一个启动

画面。 

事件记录 支持往信息窗口

软件发送事件信

息。 

不支持。手机组态默

认记录事件信息。 

2.画面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画面标题 支持是否显示标

题栏。 

不支持。手机组态打

开的画面没有所谓

的标题栏。 

屏幕居中显示 支持是否居中显

示画面。 

不支持，手机组态打

开的画面就是全屏

显示。 

显示位置 支持是否按指定

位置显示画面 

不支持。手机组态打

开的画面就是全屏

显示。 

打开其他画面 支持是否打开其 不支持。手机组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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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前画面

自动关闭 

他画面时，当前画

面自动关闭 

要打开其他画面，当

前画面就自动关闭。 

画面背景为地

图背景 

支持此功能 暂时不支持。 

3.变量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信道 不支持“蓝牙”信

道 

不支持“串口”信道 

变量存储 支持变量的值存

储为历史数据 

不支持变量的值存

储为历史数据（手机

空间有限） 

报警存储 支持报警信息存

储为文件 

不支持报警信息存

储为文件 

4.图形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基本图形 支持 支持 

捷麦仪表控件 支持 暂时支持部分仪表

控件 

捷麦对话框控

件 

支持 暂时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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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麦定制控件 支持 暂时支持部分控件 

其他高级控件

（通过菜单栏

生成的控件） 

支持 暂时支持部分控件 

复合图形 支持 支持 

5.脚本、表达式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工程、画面脚

本、表达式 

支持 支持 

鼠 标 左 键 按

下、抬起 

支持 支持（手机仅仅支持

触摸单击，默认为左

键按下、抬起） 

鼠标左键双击 支持 不支持（手机没有双

击这个事件） 

右键相关脚

本、表达式 

支持 不支持（手机没有右

键） 

6.系统函数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数学函数 支持 支持 



远程通组态软件使用帮助 

 
北京驰润达通信技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58076471                             网址：http://www.crdgprs.com 

 

字符串函数 支持 支持 

组件属性函数 支持 不支持 

添加组件函数 支持 支持 

组件设定函数 支持 支持部分功能 

系统函数 支持 支持部分功能 

7.鼠标单击事件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支持的事件类

型列举 

 

 

8.工程发布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直接发布工程

到电脑 

支持 不支持 

发布工程到服

务器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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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程运行的差异 

功能名称 电脑组态 手机组态 

硬件平台 PC 计算机 Android 手机 

登录方式 网络登录、加密狗登录 网络登录 

工程是否需要

从服务器下载 

加密狗登录，不需要从服务器

下载，运行工程本身含有工程

信息 

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