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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 SMARTDAC+ 系列 GX10/GX20/GP10/GP20/GM10( 以下简称“本仪表”或“GX/
GP/GM”)。
本说明书阐述了通信专用命令的使用方法。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

与 SMARTDAC+ 系列附加规格相关的功能，请同时阅读附加规格的使用说明书。

注意
● 本仪表的性能和功能会不断改进，本说明书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在本说明书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者努力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但是，如果您发现有不妥之处

或错误，请与横河电机联系。

● 未经横河电机许可，严禁转载或复制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 本产品的 TCP/IP 软件及其相关的文献是横河电机基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授权的“BSD 
Networking Software，Release 1”开发制作的。

QR 码
为便于仪器的维修和管理，YOKOGAWA 产品将依次添加 QR 码发货。

根据 QR 码，可以确认购买产品的规格，参照使用说明书等等。详情请参考以下 URL。
https://www.yokogawa.com/qr-code
QR 码是 DENSO WAVE 公司的注册商标。

商标
● SMARTDAC+ 和 SMARTDACPLUS 是横河电机的注册商标。

●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美国微软公司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Adobe 和 Acrobat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Kerberos 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商标。

● Bluetooth 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本说明书中出现的产品名称及公司名称均为其所有者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本说明书中各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未使用 ® 和™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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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中对应的主机版本

版本 产品 说明

1 GX/GP: 版本 1.02 及以后 功能增加。

2 GX/GP: 版本 1.03 及以后 支持电磁继电器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

功能增加。

3 GX/GP: 版本 2.01 及以后 支持 GX20/GP20 大容量型、扩展单元。

支持新模块 ( 电流 (mA) 输入、低耐压继电器、DI/DO)。
功能增加。

安全增强功能 (/AS 可选项 )
自定义画面功能 (/CG 可选项 )
EtherNet/IP 通信 (/E1 可选项 )
WT 通信 (/E2 可选项 )
LOG 标尺 (/LG 可选项 )
其他

4 GX/GP: 版本 2.02 及以后 记载 GM 相关内容。

GM: 版本 2.02 及以后 功能增加。

Bluetooth 通信 (/C8 可选项 ) [GM]
USB 通信 [GM]
脉冲输入 (DI 模块 ) 

5 GX/GP: 版本 2.02 及以后 GM 添加安全增强功能 (/AS 可选项 )
GM: 版本 2.03 及以后

6 GX/GP: 版本 3.01 及以后 支持新模块 ( 脉冲输入 )。
GM: 版本 3.01 及以后 功能增加。

针对航空航天的热处理功能 (/AH 可选项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可选项 )
OPC-UA 服务器 (/E3 可选项 )
SLMP 通信 (/E4 可选项 )
其他

7 GX/GP: 版本 3.02 及以后 增加 DARWIN 互换通信的端口限制设定

GM: 版本 3.02 及以后

8 GX/GP ：版本 4.01 及以后
GM ：版本 4.01 及以后

支持新模块 ( 模拟输出、高速 AI、4 线式 RTD、PID 控制 )
功能增加。

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逻辑运算功能 (/MT 可选项 )
支持新测量模式 ( 高速 AI、双测量周期 )

9 GX/GP: 版本 4.02 及以后 增加通信通道的测量值校正

GM: 版本 4.02 及以后

10 GX/GP: 版本 4.03 及以后 支持新模块 ( 高耐压 AI)。
GM: 版本 4.03 及以后

11 GX/GP: 版本 4.06 及以后 追加和改善说明。

GM: 版本 4.06 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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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的使用方法
本说明书介绍了专用通信命令的使用方法。有关本仪表的操作方法及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以下说明书。

•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录仪 简易操作手册 (IM 04L51B01-02ZH-C)
•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录仪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 数据采集系统 GM  简易操作手册 (IM 04L55B01-02ZH-C)
• 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1ZH-C)

本说明书使用的符号

单位

K 代表“1024”。使用示例：768 KB( 文件容量 )。
k 代表“1000”。

注意标志

本仪表中使用该标志表示会对人身或仪表造成伤害的危险，操作人员

必须参照使用说明书进行相关操作。在使用说明书中相应的参考页面

上也有该标志，与“警告”、“注意”的字样一起使用。

警告 误操作可能会导致使用者死亡或重伤，说明避免此类危险发生的注意

事项。

注意 误操作可能会导致使用者轻伤或物品损坏，说明避免此类危险发生的

注意事项。

注释 说明使用本仪表时的重要信息。

 



blank



vIM 04L51B01-17ZH-C

1

2

附录

目录

前言............................................................................................................................................................ i
本说明书中对应的主机版本 ...................................................................................................................... ii
本说明书的使用方法 .................................................................................................................................iii
本说明书使用的符号 .................................................................................................................................iii

第 1 章 使用专用命令 ( 通信 )
1.1 通过以太网通信进行操作 .....................................................................................................1-1

1.1.1 仪表准备工作 ..........................................................................................................................1-1
1.1.2 发送命令和接收响应 ...............................................................................................................1-1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1-2
1.2.1 仪表准备工作 ..........................................................................................................................1-2
1.2.2 发送命令和接收响应 ...............................................................................................................1-2
1.2.3 RS-232 的连接方法 (GX/GP) .................................................................................................1-3
1.2.4 RS-422/485 的连接方法 .........................................................................................................1-6
1.2.5 USB 的连接方法 (GM) ............................................................................................................1-9
1.2.6 Bluetooth 的连接方法 (GM、/C8 可选项 ) ............................................................................1-10

第 2 章 命令及响应
2.1 命令发送及仪表响应 ............................................................................................................2-1

2.1.1 通信 ........................................................................................................................................2-1
2.1.2 命令的类型和功能 ..................................................................................................................2-1
2.1.3 命令格式 .................................................................................................................................2-1
2.1.4 仪表响应 .................................................................................................................................2-4

2.2 命令一览 ..............................................................................................................................2-5
2.2.1 设定命令 .................................................................................................................................2-5
2.2.2 输出命令 .................................................................................................................................2-8
2.2.3 操作命令 .................................................................................................................................2-8
2.2.4 通信控制命令 ..........................................................................................................................2-9
2.2.5 仪表信息命令 ..........................................................................................................................2-9
2.2.6 命令执行条件 ........................................................................................................................2-10
2.2.7 命令的使用方法 ....................................................................................................................2-10
2.2.8 命令说明中仪表的叫法 ......................................................................................................... 2-11

2.3 参数 ................................................................................................................................... 2-11
2.3.1 测量量程的参数 .................................................................................................................... 2-11
2.3.2 参数的说明和值的范围 ......................................................................................................... 2-11
2.3.3 范围指定 ...............................................................................................................................2-13

2.4 设定命令 ............................................................................................................................2-14
2.5 输出命令 ............................................................................................................................2-94
2.6 操作命令 ..........................................................................................................................2-101
2.7 通信控制命令 ................................................................................................................... 2-114
2.8 仪表信息输出命令 ........................................................................................................... 2-116
2.9 命令响应 .......................................................................................................................... 2-117

2.9.1 肯定响应 ( 输出要求命令之外 ) ........................................................................................... 2-117
2.9.2 否定响应 ............................................................................................................................. 2-117
2.9.3 数据输出响应 ...................................................................................................................... 2-118
2.9.4 RS-422/485 专用命令的输出 ..............................................................................................2-120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2-121
2.10.1 最新的通道数据 (FData) .....................................................................................................2-121
2.10.2 最新的继电器 (DO 通道 ) 状态 (FRelay) .............................................................................2-122
2.10.3 内部开关状态 (FRelay) .......................................................................................................2-124
2.10.4 最新的传送输出 (AQ 通道 ) 状态 (FTransStatAO) ..............................................................2-124
2.10.5 当前登录的用户 (FUser) .....................................................................................................2-126



vi IM 04L51B01-17ZH-C

2.10.6 当前登录的所有用户 (FUser) ..............................................................................................2-128
2.10.7 仪表地址 (FAddr) ................................................................................................................2-130
2.10.8 本仪表的状态 (FStat) ..........................................................................................................2-130
2.10.9 报警一览 (FLog) .................................................................................................................2-133
2.10.10 信息一览 (FLog) .................................................................................................................2-134
2.10.11 操作日志 (FLog) .................................................................................................................2-135
2.10.12 错误日志 (FLog) .................................................................................................................2-135
2.10.13 地址设定日志 (FLog) ..........................................................................................................2-136
2.10.14 通信日志 (FLog) .................................................................................................................2-137
2.10.15 Modbus 通信日志 (FLog) ....................................................................................................2-138
2.10.16 FTP 客户端日志 (FLog) ......................................................................................................2-139
2.10.17 SNTP( 对时 ) 客户端日志 (FLog) ........................................................................................2-140
2.10.18 E-Mail 客户端日志 (FLog) ...................................................................................................2-141
2.10.19 Web 日志 (FLog) ................................................................................................................2-142
2.10.20 SLMP 日志 (FLog) ..............................................................................................................2-143
2.10.21 控制报警一览 (FLog) ..........................................................................................................2-144
2.10.22 控制动作一览 (FLog) ..........................................................................................................2-145
2.10.23 操作日志详细信息输出 (FEventLog)(/AS) ..........................................................................2-147
2.10.24 外部存储器及内存的文件列表 (FMedia) .............................................................................2-158
2.10.25 外部存储器的可用空间 (FMedia) ........................................................................................2-158
2.10.26 设定数据 (FCnf) ..................................................................................................................2-159
2.10.27 小数点位置 / 单位信息 (FChInfo) ........................................................................................2-159
2.10.28 系统配置 (FSysConf) ..........................................................................................................2-160
2.10.29 Bluetooth 设备信息 (FBTDevInfo) ......................................................................................2-162
2.10.30 提示器信息输出 (FReminder) .............................................................................................2-163
2.10.31 最新控制数据输出 (FCtrlData) ............................................................................................2-164
2.10.32  SP 号码、PID 号码输出 (FCtrlNo.) .....................................................................................2-165
2.10.33  控制模式输出 (FCtrlMode)..................................................................................................2-166
2.10.34  程序运行模式输出 (FPrgMode) ..........................................................................................2-167
2.10.35  程序模式信息输出 (FPrgPtnInfo) ........................................................................................2-168
2.10.36  PV 事件 / 时间事件信息输出 (FPrgEvent) ..........................................................................2-169
2.10.37  程序控制结束信号的状态输出 ( FPrgEnd) ..........................................................................2-170
2.10.38  当前运行中的程序模式号码和状态输出 (FPrgPtnCur) ........................................................2-170
2.10.39 仪表制造商 (_MFG) ............................................................................................................2-171
2.10.40 仪表产品名称 (_INF)...........................................................................................................2-171
2.10.41 仪表基本规格 (_COD) ........................................................................................................2-171
2.10.42 仪表的固件版本 (_VER) .....................................................................................................2-172
2.10.43 仪表的可选项安装信息 (_OPT)...........................................................................................2-172
2.10.44 仪表夏时制 / 标准时的安装信息 (_TYP) .............................................................................2-173
2.10.45 仪表的错误号码信息 (_ERR) ..............................................................................................2-173
2.10.46 仪表的单元配置信息 (_UNS 或 _UNR) ...............................................................................2-174
2.10.47 仪表的模块配置信息 (_MDS 或 _MDR) ..............................................................................2-175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2-177
2.11.1 最新的通道数据 (FData) .....................................................................................................2-177
2.11.2 通道的 FIFO 数据 (FFifoCur) ..............................................................................................2-180
2.11.3 FIFO 数据的读取范围 (FFifoCur) ........................................................................................2-180
2.11.4 最新的控制数据 (FCtrlData) ...............................................................................................2-181

附录
附录 1 ASCII 码 ..........................................................................................................................App-1
附录 2 登录操作 ..........................................................................................................................App-2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 App-2
不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App-3

附录 3 外部存储器的文件 / 文件列表的输出流程 ........................................................................App-4
文件 aaaa.dtd 的输出示例................................................................................................................. App-4
文件列表的输出示例 ......................................................................................................................... App-5

目录



viiIM 04L51B01-17ZH-C

1

2

附录

附录 4 FIFO 数据的输出流程 ......................................................................................................App-6
FIFO 缓存的概要 .............................................................................................................................. App-6
FIFO 缓存的动作示例 ....................................................................................................................... App-6

附录 5 校验和的计算方法 ...........................................................................................................App-7
附录 6 WT 通信的数据组名和数据名 ..........................................................................................App-8

命令 SWattData 的参数 p5( 数据组名 ) 和 p6( 数据名 ) ..................................................................... App-8
附录 7 Bluetooth 通信的连接流程 .............................................................................................App-13

目录



blank



1-1IM 04L51B01-17ZH-C

使
用
专
用
命
令(

通
信)

1

2

附录

1.1 通过以太网通信进行操作

从计算机通过以太网发送命令，可以操作本仪表。命令包括：设定命令、输出命令、操作命令、

通信控制命令及仪表信息输出命令。

1.1.1 仪表准备工作
本仪表的设定
进行接入以太网的设定。有关设定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

录仪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的“第 1 章 设定以太网通信功能”或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1ZH-C）的“第 2 章 设定以太网通信功能”。

计算机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的计算机。

• 接入以太网。

• 可以运行客户开发的程序 ( 请参阅下述的“1.1.2 发送命令和接收响应”)。

1.1.2 发送命令和接收响应
程序
向本仪表发送命令，本仪表返回响应。将命令的发送及响应的处理记录到程序中，通过运行

该程序操作本仪表。请客户自行编程。

示例：从计算机向本仪表发送“FData,0,0001,0020”命令，本仪表将通道 0001 ～ 0020 的

最新数据输出为 ASCII 码。

有关命令及响应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章“命令及响应”。

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 不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与本仪表通信连接后可以马上使用命令。

•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以本仪表注册的系统管理员或一般用户身份登录。连接本仪表后，通过发送“CLogin”命

令登录。

• 端口号
端口号的初始值为“34434”。端口号使用 SServer 命令可以进行变更。

第 1 章 使用专用命令 ( 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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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 
 USB、Bluetooth)

从与本仪表以串行通信连接的计算机向本仪表发送命令，可以操作本仪表。命令包括：设定

命令、输出命令、操作命令、通信控制命令及仪表信息输出命令。除部分特殊命令之外，与

通过以太网通信的命令相同。

1.2.1 仪表准备工作
连接
请参阅“1.2.3 RS-232 的连接方法”、“1.2.4 RS-422/485 的连接方法”、“1.2.5 USB 的连接方法”

或“1.2.6 Bluetooth 的连接方法”。

本仪表的设定
进行串行通信连接的设定。有关设定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X10/GX20/GP10/GP20 无纸

记录仪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的“1.18 设定串行通信功能 (/C2、/C3 可选项 )”，
或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1ZH-C) 的“2.19 设定串行通信功能 (/C3 可

选项）”、“2.20 设定 USB 通信功能”、“2.21 设定 Bluetooth 通信功能”。

计算机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的计算机。

• 串行通信连接。

• 可以运行客户开发的程序 ( 请参阅下述的“1.2.2 发送命令和接收响应”)。

1.2.2 发送命令和接收响应
程序
向本仪表发送命令，本仪表返回响应。将命令的发送及响应的处理记录到程序中，通过运行

该程序操作本仪表。请客户自行编程。

示例：从计算机向本仪表发送“FData,0,0001,0020”命令，本仪表将通道 0001 ～ 0020 的

最新数据输出为 ASCII 码。

有关命令及响应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章“命令及响应”。

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 RS-232 时 (GX/GP)、USB 通信时 (GM)、Bluetooth 时 (GM、/C8 可选项 )
 本仪表和计算机进行串行通信连接后，变为可接收命令的状态。

• RS-422/485 时
 仪表收到从计算机发出的打开命令 (ESC O) 后变为可接收命令的状态。 

以下情况时断开连接：

• 接收到断开连接的命令 (ESC C)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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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RS-232 的连接方法 (GX/GP)
将电缆连接到 D-SUB 9 针型 RS-232 端口。

连接方法

• 端口针排列和信号名称

      

54321

9876

 各针与信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下表中列出信号名称和 RS-232 规格、JIS 以及

ITU-T 标准的信号。

针 * 信号名称 名称 含义

JIS ITU-T RS-232
2 RD 104 BB(RXD) 接收数据 GX/GP 的输入信号

3 SD 103 BA(TXD) 发送数据 GX/GP 的输出信号

5 SG 102 AB(GND) 信号接地 信号接地

7 RS 105 CA(RTS) 请求发送 接收来自计算机数据时的握手信号、GX/GP 的输出信号

8 CS 106 CB(CTS) 确认发送 接收来自计算机数据时的握手信号、GX/GP 的输入信号

* 不使用 1、4、6、9 针。

• 信号方向

 计算机 GX/GP

7

8

3

2

RS [请求发送...准备接收]

CS [确认发送...就绪]

SD [发送数据]

RD [接收数据]

• 连接示例

 

SD
RD
RS
CS
SG

SD
RD
RS

SG

· OFF-OFF/XON-XON
计算机 GX/GP

SD
RD
RS
CS
SG

SD
RD
RS

SG

· XON-RS(XON-RTS)
计算机 GX/GP

SD
RD
RS
CS
SG

SD
RD
RS

SG

· CS-RS(CTS-RTS)
计算机 GX/GP

CS

CS

CS

2 
3 

8 
7 

5 

2 
3 

8 
7 

5 

2 
3 

8 
7 

5 

虽然计算机的RS端和GX/GP的CS端
不必连接，但是推荐用户将其连接，

以便该连线在两个方向均可使用。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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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协议
使用 RS-232 接口和计算机进行通信时，为保证正确的数据传输，通信双方需要遵守一组规则，

这组规则称为握手协议。由于 GX/GP 和计算机之间可以使用多种握手协议，因此必须确保双

方使用同一种握手协议。

GX/GP 有四种握手协议，如下表所示，可以选择任意一种。

握手协议 数据发送控制 数据接收控制

( 向计算机发送数据时的控制方式 ) ( 从计算机接收数据时的控制方式 )
软件握手协议 硬件握手协议 无握手协议 软件握手协议 硬件握手协议 无握手协议

OFF-OFF ○ ○

XON-XON ○ *1 ○ *3

XON-RS ○ *1 ○ *4

CS-RS ○ *2 ○ *4

○ 有该功能

*1 接收到 X-OFF 时停止发送，接收到 X-ON 时继续发送。

*2 CS(CTS) 为 False 时停止发送，为 True 时继续发送。

*3 接收缓存的数据 3/4 满时发送 X-OFF，1/4 满时发送 X-ON。

*4 接收缓存的数据 3/4 满时将 RS(RTS) 设置为 False，1/4 满时将 RS(RTS) 设置为 True。

• OFF-OFF
 数据发送控制
 GX/GP 和计算机之间没有握手协议。来自计算机的“X-OFF”和“X-ON”信号被视为数据，

CS 信号被忽略。

 数据接收控制
 GX/GP 和计算机之间没有握手协议。GX/GP 接收缓存满时，舍弃溢出数据。

 RS=True( 固定 )

• XON-XON
 数据发送控制
 GX/GP和计算机之间执行软件握手协议。GX/GP向计算机发送数据过程中，接收到“X-OFF”

代码时，停止发送数据；接收到下一个“X-ON”代码时，继续发送数据。计算机发来的

CS 信号被忽略。

 数据接收控制
 GX/GP 和计算机之间执行软件握手协议。GX/GP 接收数据缓存的使用量高于 3/4（R2.01

以前：192 字节、R2.02 以后：6144 字节 ) 时，发送“X-OFF”代码；之后，接收数据缓

存的使用量低于 1/4(R2.01 以前：64 字节、R2.02 以后：2048 字节 ) 时，发送“X-ON”代码。

• XON-RS
 数据发送控制
 与 XON-XON 相同。

 数据接收控制
 GX/GP 和计算机之间执行硬件握手协议。GX/GP 接收数据缓存的使用量高于 3/4（R2.01

以前：192 字节、R2.02 以后：6144 字节 ) 时，设定为“RS=False”；之后，接收数据缓

存的使用量低于 1/4(R2.01 以前：64 字节、R2.02 以后：2048 字节 ) 时，设定为“RS=True”。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1-5IM 04L51B01-17ZH-C

使
用
专
用
命
令(

通
信)

1

2

附录

• CS-RS
 数据发送控制
 GX/GP 和计算机之间执行硬件握手协议。GX/GP 向计算机发送数据过程中，如果

“CS=False”，停止发送数据。下次“CS=True”时，继续发送数据。来自计算机的“X-OFF”
和“X-ON”信号作为数据进行处理。

 数据接收控制
 与 XON-RS 相同。

注释
• 计算机程序的设计必须保证 GX/GP 和计算机的接收缓存不会满。

• 如果选择 XON-XON，请以 ASCII 格式输出数据。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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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RS-422/485 的连接方法
将电缆连接到端子。

连接方法

• 电缆连接方法
 如下图所示，电缆末端露出约 6 mm 的导线。保持裸露的部分离屏蔽双绞线的末端在 5 cm

以内。

      

2线制4线制

FG SG SDB+ SDA– RDB+RDA–FG SG SDB+ SDA– RDB+RDA–

屏蔽电位 屏蔽线

FG SDB+
SG SDA−

屏蔽电位 屏蔽线

FG SDB+
SG SDA−

RDB+
RDA−

螺丝的推荐扭矩为0.2N•m

• 信号名称
 各端子对应以下信号。

信号名称 含义

FG(Frame Ground) 本仪表外壳接地。

SG(Signal Ground) 信号接地。

SDB+(Send Data B) 发送数据 B(+)。
SDA-(Send Data A) 发送数据 A(-)。
RDB+(Received Data B) 接收数据 B(+)。
RDA-(Received Data A) 接收数据 A(-)。

  

与主机的连接�
本仪表与主机连接的示意图如下。主机的连接端口为 RS-232 时，需要使用转换器。

     

本仪表的
RS-422/485

端子
主机或主机设备

主机设备端

转换器

RS-422/485

本仪表的
RS-422/485

端子
主机

RS-232 RS-422/485

主机设备端

   

与主机连接的示例
本仪表可以与具有 RS-232、RS422 或 RS-485 端口的主机连接。使用 RS-232 端口时，需要

使用转换器。以下连接示例说明典型的转换器端子，其他详情请参阅转换器的使用说明书。

RS-422/485 端口 转换器

SDA( - ) TD( - )
SDB( + ) TD( + )
RDA( - ) RD( - )
RDB( + ) RD( + )
SG SHIELD
FG EARTH
通信线路中装有横河电机的 PLC 或温度调节计时，可以连接 220Ω终端电阻的任意一端。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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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线制
 通常，4 线制用于连接主机。在 4 线制的情况下，发送和接收线路需要交叉连接。

#1～#n-1不连接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外置)120Ω 1/2W或更大

#1

本仪表的
RS-422/485

端子

#2 #n
(#n≤32)

终端电阻(外置)

主机设备端

SG

RDB( + )

RDA( - )

SDB( + )

SDA( - )

FG

SG

RDB+

RDA-

SDB+

SDA-

(SG)

(RDB+)

(RDA-)

(SDB+)

(SDA-)

FG

SG

RDB+

RDA-

SDB+

SDA-

(SG)

(RDB+)

(RDA-)

(SDB+)

(SDA-)

FG

SG

RDB+

RDA-

SDB+

SDA-

(SG)

(RDB+)

(RDA-)

(SDB+)

(SDA-)

• 2 线制
 RS-422/485 端子板连接相同极性的收发通信信号，只有 2 条线连接至外置设备。

#1～#n-1不连接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外置) 120Ω 1/2W或更大

#1

本仪表的
RS-422/485

端子

#2 #n
(#n≤31)

终端电阻(外置)

主机设备端

SG

RDB( + )

RDA( - )

SDB( + )

SDA( - )

FG

SG

RDB+

RDA-

SDB+

SDA-

(SG)

(B+)

(A-)

(B+)

(A-)

FG

SG

RDB+

RDA-

SDB+

SDA-

(SG)
FG

SG

RDB+

RDA-

SDB+

SDA-

(SG)

(B+)

(A-)

注释
• 消除干扰的方法因使用状况而异。在连接示例中，屏蔽电缆仅连接至记录仪的接地线 ( 单侧接地 )。

该方法有助于消除在长距离通信中，因计算机地线与本仪表地线之间存在电位差而产生的干扰。

如果计算机地线与本仪表地线之间不存在电位差，那么将计算机接地的连接方式 ( 双侧接地 ) 也
有效。此外，某些情况下，通过串联在一侧的电容器来使用双侧接地也有效。消除干扰时请考虑

这些方法。

• 2 线制 (Modbus 协议 ) 时，在主机输出最后数据之后，必须将 485 驱动器设定为高阻抗 (3.5 字符

之内 )。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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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接口转换器
推荐以下型号的转换器：

SYSMEX RA CO.,LTD./MODEL RC-770X，LINE EYE/SI-30FA，YOKOGAWA/ML2

非横河电机推荐的某些转换器，其 FG 和 SG 针脚可能不绝缘。在这种情况下，请勿参照上页

图示连接 (切勿将任何仪器连接至转换器的FG与SG针脚 )。尤其在进行长距离通信的情形下，

所存在的电位差可能会损坏仪表或引起通信错误。对于无 SG 针脚的转换器，可在不使用信号

接地的情形下使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转换器的使用说明书。

对于推荐以外的转换器，其信号极性可能完全相反 (A/B 或 +/- 标记 )。此时，请反向连接。

2 线制时，为了防止收发信息过程中数据发生冲突，需要由主机控制转换器的送信驱动。使用

推荐的转换器时，通过 RS-232 的 RS(RTS) 控制送信驱动器。

当系统中存在仅支持 RS-422 接口的仪表时
使用 4 线制时，1 台主机最多可以连接 32 台本仪表。但是，如果系统中存在仅支持 RS-422
接口的仪表，则不能连接到 32 台。

当系统中存在仅支持横河电机 RS-422 接口的记录仪时
最多可连接 16 台记录仪。横河电机以前生产的某些记录仪 ( 如 HR2400 和 μR) 只支持 RS-
422 驱动器。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连接 16 台。

注释
在 RS-422 标准中，一个端口所能允许的最大连接数为 10 台 (4 线制时 )。

终端电阻
当使用多点连接 ( 包括点对点连接 ) 时，请在一端结束处连接终端电阻，中途不要连接终端电

阻。此外，在主机上应启用终端电阻 ( 请参阅主机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如果正在使用转换器，

则也应启用其终端电阻。推荐的转换器是终端电阻内置型。

根据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和仪表的安装状况，选定连接示例图中的终端电阻 (120Ω)。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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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USB 的连接方法 (GM)
通过 USB 连接计算机和 GM 的方法如下所示。计算机的操作请参阅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

GM 的设定
将 USB 通信功能设为 On( 初始值 On)。有关设定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1ZH-C) 的“2.19 设定 USB 通信功能”。

计算机和 GM 的连接
将电缆连接到 USB 端口。

USB 端口 (USB mini B 型 )

计算机连接到网络环境时，将自动安装 USB 驱动。如未安装，请从横河网站 ( 如下 ) 下载并

安装 USB 驱动程序。

http://www.smartdacplus.com/ja/support/software/index.html

完成 USB 安装后，将分配 COM 端口。

按以下通信条件连接。

• 波特率 : 115200

• 奇偶校验 : None

• 数据长度 : 8bit

• 停止位 : 1bit

• 握手协议 : Off:Off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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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luetooth 的连接方法 (GM、/C8 可选项 )
通过 Bluetooth 连接计算机和 GM 的方法如下所示。计算机的操作请参阅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

GM 的设定
将 Bluetooth 功能设为 On( 初始值 On)。有关设定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1ZH-C) 的“2.20 设定 Bluetooth 通信功能”。

计算机和 GM 的连接

1 检查 GM 状态显示部分的 "BT" LED 灯是否点亮。"BT" LED 灯熄灭时，长按 GM 的
USER1 键 3 秒钟以上。

状态显示部分的 "BT" LED 灯点亮，GM 处于等待连接状态。

  

“BT” LED

2  从计算机执行配对操作。

 GM 的 7 段 LED 中显示 6 位验证代码。确认此验证代码与计算机显示的验证代码一致，

开始配对。完成配对后，将分配 COM 端口。

注释
GM 最多可以保存 8 个配对信息。即使关闭电源，也可以保存此信息。从第二次连接开始，无需执行

配对操作。

3  从计算机执行连接到 GM 的操作。

 请参阅“附录 7 Bluetooth 通信的连接流程”、“2.2.7 命令的使用方法”。

1.2　通过串行通信进行操作 (RS-232、RS-422/485、USB、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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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命令发送及仪表响应

2.1.1 通信
通过使用命令可以支持各种应用。因此，通过命令进行的通信称为一般的“通信”。

2.1.2 命令的类型和功能
下表说明命令的类型。命令名称的第一个字符表示命令的类型。例如，命令“SRangeAI”的“S”
表示命令的类型。第二个及以后的字符表示命令的内容。

类型 说明

操作命令

　示例：OSetTime
命令名称的首位为“O”的命令。操作本仪表。

设定命令

　示例：SRangeAI
命令名称的首位为“S”的命令。变更本仪表的设定。

输出命令

　示例：FData
命令名称的首位为“F”的命令。输出本仪表的测量数据等。

通信控制命令

　示例：CCheckSum
命令名称的首位为“C”的命令。控制与本仪表的通信。

仪表信息输出命令

　示例：_MFG
命令名称的首位为“_”( 下划线 ) 的命令。输出本仪表的仪表信息。

2.1.3 命令格式

单个命令
单个命令由命令名称、参数、分隔符及终止符构成。首位书写命令名称，接下来列举参数。 
命令名称与参数之间、参数与参数之间用分隔符隔开。分隔符是用于区分的符号。最后添加

终止符。

分隔符

命令名称,参数1,参数2 终止符

命令描述示例
SRangeAI,0001,VOLT,2V,OFF,-15000,18000,0

列举命令时 ( 仅设定命令 )
可以列举并发送多个设定命令。列举及描述命令时，命令之间使用命令分隔符区分。命令分

隔符是用于隔开命令的符号。最后添加终止符。一次最多可发送 8000 字节 (8000 个半角字符 )
的数据。

     

命令分隔符

命令名称,参数1,参数2;命令名称,参数1 终止符

(命令1) (命令2)

列举命令时的注意事项
• 仅可以列举设定命令。

• 不能列举查询 ( 请参阅下节 )。
• 如果其中一个命令存在错误，则取消此命令之前的全部命令，也不执行此命令之后的命令。

命令描述示例
SRangeAI,0001,VOLT,2V,OFF,-15000,18000,0;SRangeAI,0002,SKIP

第 2 章 命令及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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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命令发送及仪表响应

查询
查询即查找本仪表设定内容的功能。命令名称或参数后添加“?”( 问号 ) 并发送。接收到查询后，

根据命令的描述方法，本仪表将自身的设定内容以字符串格式返回。设定命令及部分操作命

令可以使用查询功能。

命令名称?终止符

命令名称,参数1?终止符

查询的描述及响应示例

查询 响应示例

SRangeAI? SRangeAI,0001,VOLT,2V,OFF,-20000,20000,0
SRangeAI,0002,................................................
...........................................................................

SRangeAI,0001? SRangeAI,0001,VOLT,2V,OFF,-20000,20000,0

命令名称
命令名称是由不超过 16 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字符串。第一个字符表示命令的类型。

描述命令名称时的注意事项
• 不区分大小写。

• 忽略字符串前的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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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为该命令的参数。

描述参数时的注意事项
• 参数按既定顺序排列。

• 忽略参数前后及中间的空格。但是，用户设定的字符串中的空格有效。

• 设定命令的参数中，可以省略当前设定中未变更的参数。省略参数的描述时，仅记录分隔符。

 示例：SRangeAI,0001,,,,,1800,0 终止符

• 如果省略参数且命令结尾出现连续的分隔符时，可省略这些分隔符。

 示例：SRangeAI,0001,VOLT,2V,,,,终止符 → SRangeAI,0001,VOLT,2V终止符

参数内包含既定的显示内容和用户指定的任意字符串。

用户指定字符串 ( 参数 ) 的书写方法
• 用“'”( 单引号 ) 选定的范围表示用户指定的字符串。

 示例：以下为设定通道 0001 的位号为“SYSTEM1”的命令。

 　　 STagIO,0001,'SYSTEM1'
• 根据可使用的字符类型，用户指定的字符串包括以下 2 种。

 仅可使用 ASCII 码范围 (0x00 ～ 0x7f) 内字符的字符串

 本说明书中，在目标参数中记录“ASCII”。
 示例：p3　标记号码 ( 最多 16 个字符、ASCII)

 可以使用英数字符及部分符号。有关可使用 ASCII 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1。

 可使用 UTF-8 编码范围内字符的字符串

 本说明书中，在目标参数中记录“UTF-8”。
 示例： p2　标记 ( 最多 32 个字符、UTF-8)

 UTF-8 编码包括 ASCII 码。可以使用包含上述“ASCII 码范围 (0x00 ～ 0x7f) 内字符”的

UTF-8 字符。有关可使用 ASCII 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1。

参数分隔符
使用“,”( 半角逗号 ) 作为参数分隔符。

命令分隔符
使用“;”( 半角分号 ) 作为命令分隔符。

终止符
使用“CR+LF”作为终止符。“CR”和“LF”为 2 个连续字符。用 ASCII 码表示为“0x0d0x0a”。

2.1　命令发送及仪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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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仪表响应
本仪表根据命令返回以下响应。

• 对于输出请求命令，命令处理正常结束时，会输出请求的数据。

• 对于输出请求以外的命令，命令处理正常结束时，输出肯定响应。

• 命令处理过程中发生语法、设定等错误时，输出否定响应。

本仪表对于 1 个命令返回 1 个响应。对于计算机等控制器，请遵守一个命令一个响应的“命

令 - 响应”规则，否则不能保证操作。有关响应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9 命令响应。

2.1　命令发送及仪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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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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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 命令一览

本节中的 AI、AO、DI、DO、PI、PID 如无特殊限制，表示

输入输出通道的通道类型。

• AI 模拟输入

• AO 模拟输出

• DI 数字输入

• DO 数字输出

• PI 脉冲输入

• PID PID 控制

2.2.1 设定命令

命令名称 说明

( 必要的可选项 )〔对象机型〕

页码

测量动作设定命令

SScan 测量周期 2-14
SScanGroup 测量组 ( 模块测量周期） 2-14
SModeAI AI 模块 2-15
SModeAICurrent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模块 2-15
SBOLmtAI AI 模块的断偶上下限值 2-16
SBOLmtAICurrent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模块的

断偶上下限值

2-16

SModeDI DI 模块 2-16
SModePID PID 控制模块 2-16
SScaleOver 标尺溢出值检出 2-17
记录基本设定命令 页码

SMemory 记录操作模式 2-17
SMemKeyConfirm 记录确认动作 [GX/GP] 2-17
SDispData 记录显示数据 2-17
SEventData 记录事件数据 2-18
记录通道设定命令 页码

SRecDisp 记录显示数据的通道 2-18
SRecEvent 记录事件数据的通道 2-19
SRecManual 记录手动采样数据的通道 2-19
批处理设定命令 页码

SBatch 批处理功能 2-19
STextField 批处理文本 2-20
数据保存设定命令 页码

SDirectory 保存数据的目录名 2-20
SFileHead 文件标题 2-20
SFileName 文件名命名规则 2-20
SMediaSave 自动保存数据文件 2-20
SFileFormat 显示 / 事件数据的文件格式 2-20
输入输出通道 (AI/AO/DI/DO/PI/PID）设定命令 页码

SRangeAI AI 通道的测量量程 2-21
SRangeAICurrent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通道的

测量量程

2-22

SRangePulse 脉冲输入通道的测量量程 2-23
SRangeDI DI 通道的测量量程 2-24

SRangeDO DO 通道的动作 2-24
SRangeAO AO 通道的动作 2-25
SMoveAve 移动平均 2-25
SFilter 一阶滞后滤波器 2-26
SBurnOut 传感器断偶时的动作 2-26
SRjc 冷端补偿方法 2-26
SAlarmIO 报警 2-26
SAlmHysIO 报警滞后 2-27
SAlmDlyIO 报警延迟时间 2-27
STagIO 标记 2-27
SColorIO 通道的显示颜色 2-28
SZoneIO 波形的显示区域 2-28
SScaleIO 标尺显示 [GX/GP] 2-28
SBarIO 棒图显示 2-28
SPartialIO 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GX/GP] 2-29
SBandIO 彩色标尺带 2-29
SAlmMarkIO 报警标记 2-29
SValueIO 上下限显示字符串 2-30
SCalibIO 测量值校正 2-30
SPresetAO AO 通道的预设动作 2-31
运算通道设定命令 页码

SMathBasic 运算通道的基本动作 (/MT) 2-31
SKConst 运算固定常数 (/MT) 2-32
SRangeMath 运算式 (/MT) 2-32
STlogMath 2-32
SRolAveMath 2-32
SAlarmMath 2-33
SAlmHysMath 2-33
SAlmDlyMath 2-33
STagMath 2-34
SColorMath 2-34
SZoneMath 2-34
SScaleMath 2-34
SBarMath 2-34
SPartialMath 2-34

SBandMath 2-34
SAlmMarkMath

TLOG(/MT)
长时间移动平均 (/MT)
报警 (/MT)
报警滞后 (/MT)
报警延迟时间 (/MT)
标记 (/MT)
通道的显示颜色 (/MT)
波形的显示区域 (/MT)
标尺显示 (/MT)[GX/GP]
棒图显示 (/MT)
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MT)
[GX/GP]
彩色标尺带 (/MT)
报警标记 (/MT) 2-35

通信通道设定命令 页码

SRangeCom 测量量程 (/MC) 2-36
SValueCom 预设动作 (/MC) 2-36
SWDCom 监视时钟 (/MC) 2-36
SAlarmCom 报警 (/MC) 2-36
SAlmHysCom 报警滞后 (/MC) 2-37
SAlmDlyCom 报警延迟时间 (/MC) 2-37
STagCom 标记 (/MC) 2-37
SColorCom 通道的显示颜色 (/MC) 2-37
SZoneCom 波形的显示区域 (/MC) 2-37
SScaleCom 标尺显示 (/MC)[GX/GP] 2-37
SBarCom 棒图显示 (/MC) 2-38
SPartialCom 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MC)

[GX/GP]
2-38

SBandCom 彩色标尺带 (/MC)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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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命令一览

SAlmMarkCom 报警标记 (/MC) 2-38
SCalibUseCom 测量值校正使用 On/Off 2-39
SCalibCom 测量值校正 2-39
报警设定命令 页码

SAlmLimit 变化率报警的时间间隔 2-40
SIndivAlmACK 解除单个报警 2-40
SAlmSts 报警显示的保持 / 非保持 2-40
计时器设定命令 页码

STimer 计时器 2-40
SMatchTimer 匹配时刻计时器 2-40
事件动作设定命令 页码

SEventAct 事件动作 2-41
报表设定命令 页码

SReport 报表类型 (/MT) 2-43
SRepData 报表数据 (/MT) 2-43
SRepTemp 报表输出 (/MT) 2-43
SDigitalSign 添加电子签名 (/MT) 2-44
SRepCh 报表通道 (/MT) 2-44
SRepBatchInfo 批处理信息输出 (/MT) 2-44
显示设定命令 页码

SLcd LCD[GX/GP] 2-44
SViewAngle 视角 [GX/GP] 2-44
SBackColor 画面的背景颜色 [GX/GP] 2-45
SGrpChange 组自动切换时间 [GX/GP] 2-45
SAutoJump 跳转至默认画面 [GX/GP] 2-45
SCalFormat 日历的显示格式 [GX/GP] 2-45
SBarDirect 棒图的显示方向 [GX/GP] 2-45
SChgMonitor 从监视器更改各值 2-45
STrdWave 趋势波形显示 [GX/GP] 2-45
STrdScale 趋势显示的标尺板 [GX/GP] 2-46
STrdLine 趋势波形线宽、栅格

[GX/GP]
2-46

STrdRate 切换趋势周期 [GX/GP] 2-46
STrdKind 趋势的类型 [GX/GP] 2-46
STrdPartial 趋势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GX/GP]
2-46

SMsgBasic 写入信息 2-47
SGroup 显示组 2-47
STripLine 显示组的分割线 2-47
SSclBmp 使用位图文件的标尺板

[GX/GP]
2-47

SMessage 信息 2-48
系统设定命令 页码

STimeZone 时区 2-48
SDateBasic 逐步调整时间 2-48
SDateFormat 日期格式 2-48
SDst 夏时制 2-48
SLang 语言 2-49
SDPoint 小数点类型 2-49

SFailAct
异常继电器的动作 (/FL)
[GX/GP] 2-49

SFailSts
仪表状态输出 (/FL)
[GX/GP] 2-49

SPrinter 打印机 2-49

SLed
LED 指示灯的动作

[GX/GP] 2-50

SSound 音效 [GX/GP] 2-50
SInstruTag 仪表标记 2-50
SConfCmt 设定文件注释 2-50
SUsbInput USB 输入设备 [GX/GP] 2-50
SSetComment 设定变更注释 (/AS) 2-50
内部开关设定命令 页码

SSwitch 内部开关的动作 2-50
串行通信设定命令 页码

SSerialBasic 串行通信的基本信息

(/C2 或 /C3)
2-51

SModMaster Modbus 主机 
(/C2/MC 或 /C3/MC)

2-51

SModMCmd Modbus 主机的发送命令 
(/C2/MC 或 /C3/MC)

2-51

SSerialAutoLOut 串行通信时的自动注销 
(/C2 或 /C3)

2-52

以太网通信设定命令 页码

SIpAddress IP 地址信息 2-52
SClient 客户端功能 2-52
SClientEncrypt 客户端通信加密 2-52
SDns DNS 信息 2-53
SDhcp DHCP 客户端 2-53
SFtpKind FTP 传送文件 2-53
SFtpTime FTP 传送时间延迟 2-53
SFtpCnct FTP 客户端的服务器设定 2-54
SSmtpLogin SMTP 用户认证 2-54
SSmtpCnct SMTP 客户端的服务器设定 2-54
SMailHead 邮件标题 2-54
SMailBasic 邮件正文的共通部分 2-54
SMail 各种邮件的收信地址和操作 2-55
SMailAlarm 报警通知邮件的目标通道 2-55
SMailAlarmLevel 报警通知邮件的目标报警级

别

2-55

SMailAlarmDetect报警通知邮件发送的报警检 2-56

SMailTime 2-56
SSntpCnct 2-56
SModClient 2-56

SModCList 2-56

SModCCmd 2-57

SServer

测方法

定时发送邮件的发送时间

SNTP 客户端

Modbus 客户端的操作 
(/MC)
Modbus 客户端的 Modbus
服务器设定 (/MC)
Modbus 客户端的发送命令

(/MC)
服务器功能 2-57

SServerEncrypt 服务器通信加密 2-57
SKeepAlive 保持有效 2-58
STimeOut 通信超时 2-58
SFtpFormat
SModDelay
SModLimit
SModList

FTP服务器的目录输出格式  
Modbus 服务器的延迟响应 

连接至 Modbus 服务器的

限制

连接至 Modbus 服务器的

许可IP地址

2-58
2-58
2-5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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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tList WT 通信时的 WT 服务器 (/E2)2-58
SWattClient WT 通信动作 (/E2) 2-58
SWattData 将 WT 数据分配到通信通道

(/E2)
2-59

SKdcCnct KDC 服务器 (/AS) 2-59
SAuthKey 认证密钥 (/AS) 2-59
SDarwinCnvCh Darwin 的通道变换 2-59
SDarwinPort
Limit

Darwin 互换通信的端口限制 2-60

SSLMPClient SLMP 客户端的动作 (/E4) 2-60
SSLMPCList SLMP 连接目标服务器 (/E4) 2-60
SSLMPCCmd SLMP 客户端的发送命令

(/E4)
2-60

安全设定命令 页码

SSecurity 安全功能 2-61
SKdc 密码管理功能 (/AS) 2-61
SOpePass 操作解锁的密码 [GX/GP] 2-62
SOpeLimit 操作锁定的内容 [GX/GP] 2-62
SUser 用户注册 2-62
SUserLimit 用户权限 2-63
SSignIn 签名 (/AS) 2-64
SSignInTitle 签名的标题 (/AS) 2-64
SSignInLimit 签名权限 (/AS) 2-64
SBTPassword Bluetooth 密码 (/C8)[GM] 2-64
SWebCustomMenu Web 监视器画面 2-64
SSessionSecurityWeb Session 安全功能 

(/AS)[GM]
2-65

SWebTimeOut Web 自动注销 (/AS)[GM] 2-65
本地设定命令 页码

SMonitor 监视器画面的显示信息

[GX/GP]
2-65

SMultiPattern 多画面的分割 [GX/GP] 2-66
SMultiKind 多画面 [GX/GP] 2-66
SHomeMonitor 标准画面的显示信息

[GX/GP]
2-66

SHomeKind 标准画面 [GX/GP] 2-67
SFavoriteMonitor收藏夹画面的显示信息

[GX/GP]
2-67

SFavoriteKind 收藏夹画面 [GX/GP] 2-68
多重批处理设定命令 (/BT) 页码

SMltTextField 批处理文本 2-68
SMltFileHead 文件标题 2-68
SMltFileName 文件名命名规则 2-68
SMltGroup 显示组 2-69
SMltTripLine 显示组的分割线 2-69
SMltSclBmp 标尺位图 2-69
SMltMulti

Pattern

多画面模式 2-69

SMltMultiKind 多画面类型 2-70
Bluetooth 通信设定命令 页码

SBluetooth Bluetooth 通信功能 (/C8)
[GM]

2-70

SBTID Bluetooth 通信的 ID(/C8)
[GM]

2-70

SBTTimeOut Bluetooth 通信的超时 (/C8)
[GM]

2-70

USB 通信设定命令 页码

SUsbFunction USB 功能 [GM] 2-70
SUsbAutoLOut USB 通信的自动注销 [GM] 2-70
Web 设定命令 页码

SWebCustomMenu Web 监视器画面 2-71
日程管理设定命令 页码

SSchedule 日程管理 2-71
SScheduleText 日程管理文本 2-71
双周期测量功能设定命令 页码

SDualGroup 显示组的测量组号码 2-71
SMasterScanGrp 测量组 ( 主测量周期 ) 2-72
控制设置参数设定命令 页码
SCtrlMode 控制模式 2-72
SCtrlScan 控制周期 2-72
SCtrlAction 控制操作 2-72
SCtrlType 控制类型 2-72
SCtrlLoopAction 回路控制操作 2-73
SCtrlSPPID SP 组数量、PID 组数量 2-73
SCtrlALNo 报警数 2-73
SCtrlAlmMode 报警模式 2-73
SCtrlDIRegist 接点登记 2-74
SCtrlRelay 继电器动作 2-76
SCtrlRangeAI 测量输入量程 2-78
SCtrlBurnOut 断偶模式 2-79
SCtrlRjc 冷端补偿温度 2-79
SCtrlFilter PID 控制模块 AI 端子的

一阶滞后滤波器

2-79

SCtrlCalibAI PID 控制模块 AI 端子的

测量值校正

2-80

SCtrlRangeAO PID 控制模块 AO 端子的

量程

2-81

SCtrlSpritAO PID 控制模块 AO 端子的

分程运算

2-81

SCtrlOutput 输出处理 2-81
SCtrlRangePV 控制输入量程 2-82
SCtrlPVSwitch 2 输入切换控制时的输入

切换 PV 值

2-82

SCtrlCalc EXPV、RSP 的参考源 2-82
SCtrlFilterSP 远程 SP 的滤波 2-82
SCtrlRatioSP 远程 SP 的比率 2-83
SCtrlBiasSP 远程 SP 的偏移 2-83
SCtrlErrPreOut 输入错误时预设输出值 2-83
SCtrlOutLimit 手动运行时的输出限制功能

解除

2-83

制御操作参数设定命令 页码

SCtrlAlarm 控制报警 2-84
SCtrlAlarmVal 控制报警的设定值 2-84
SCtrlSP 目标设定值 2-84
SCtrlSPGradient 目标设定值的斜率 2-85
SCtrlPIDNo 目标设定值的 PID 组号码 2-85



2-8 IM 04L51B01-17ZH-C

SValueIO 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显示
( 上下限值字符串）

2-30

编程控制相关设定命令 页码

SPrgColor 回路显示颜色 2-91
SPrgDispDetail 自动信息打印、画面切换 2-91
控制事件动作设定命令 页码

SCtrlEventAct 控制事件动作 2-91
逻辑运算相关设定命令 页码

SLogicMath 逻辑运算的运算公式 2-93
SWConst 运算可变常数 2-93

2.2.2 输出命令

命令名称 说明

( 必要的可选项 )〔对象机型〕

页码

FData 2-94
FRelay

最新通道数据的输出

输出最新继电器状态及内部开关

状态

2-94

FTransStatAO最新传送输出 (AO 通道 ) 状态的 2-94

FFifoCur 2-94
FSnap 2-95
FUser 2-95
FAddr 2-95
FStat 2-95
FLog

输出

通道 FIFO 数据的输出

画面存储 [GX/GP]
用户级别的输出

IP 地址的输出

仪表状态的输出

日志输出 2-95
FEventLog 操作日志详细信息输出 (/AS) 2-96
FMedia 外部存储器和内存信息的输出 2-96
FCnf 设定数据的输出 2-97
FChInfo 小数点位置及单位信息的输出 2-98
FSysConf 系统配置获取和模块重新配置 2-98
FBTDevInfo Bluetooth 设备信息输出 (/C8)

[GM]
2-98

FReminder 提示器信息的输出 (/AH) 2-98
FCtrlData 最新控制数据的输出 2-98
FCtrlNo SP 号码、PID 号码的输出 2-99
FCtrlMode 控制模式的输出 2-99
FPrgMode 程序运转模式的输出 (/PG） 2-99
FPrgPtnInfo程序模式信息的输出 (/PG） 2-99
FPrgEvent PV 事件、时间事件信息的输出

(/PG）

2-99

FPrgEnd 程序控制结束信号的状态输出 (/PG）2-99
FPrgPtnCur 运行中的程序模式号码和状态的输

出 (/PG）

2-100

2.2.3 操作命令
命令名称

说明

( 必要的可选项 )〔对象机型〕

页码

OSetTime 时间设定 2-101
ORec 开始 / 停止记录 2-101
OAlarmAck 解除报警输出 2-101
OExecRec 手动触发、手动采样、画面存储、

强制超时

2-101

OExecSNTP 执行 SNTP 时间调整 2-102

SCtrlRefPoint 区域 PID 设定 1 
参考点

2-85

SCtrlRHys 区域 PID 设定 2 
切换迟滞

2-85

SCtrlRefDEV 区域 PID 设定 3 
参考偏差

2-85

SCtrlPIDPb PID 参数设定 1
比例带

2-86

SCtrlPIDTI PID 参数设定 2
积分时间

2-86

SCtrlPIDTD PID 参数设定 3
微分时间

2-86

SCtrlPIDPara PID 参数设定 4
控制相关参数

2-86

SCtrlRefPb 参考 PID 设定 1
比例帯

2-87

SCtrlRefTI 参考 PID 设定 2
积分时间

2-87

SCtrlRefTD 参考 PID 设定 3
微分时间

2-87

SCtrlRefPara 参考 PID 设定 4
控制相关参数

2-87

SCtrlDetail 控制详细设定 1
跟踪、设定值限幅、斜率
时间单位

2-88

SCtrlOutRatio 控制详细设定 2
输出变化率限制

2-88

SCtrlAtDetail 控制详细设定 3
自整定详情

2-88

SCtrlAntiReset 控制详细设定 4
过积分抑制功能

2-88

SCtrlOvershoot 控制详细设定 5
控制输出抑制功能
( 过冲抑制功能 )

2-89

控制显示设定命令 页码
SCtrlGroupSW 控制组使用 On/Off 2-89
SCtrlGroupName 控制组名称 2-89
SCtrlGroupSplit 控制组的分割数 [GX/GP] 2-89
SCtrlGroup 分配到控制组的回路 2-89
SCtrlTag 回路的标记、标记注释 2-90
SCtrlDispDV 偏差显示范围 2-90
SCtrlBackColor 背景色 [GX/GP] 2-90
SCtrlOutOperate OUT 值的手动输出操作方式 2-90
STagIO 2-27

SColorIO

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显示
( 标记、标记号码）

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显示
( 显示颜色）

2-28

SZoneIO 2-28

SScaleIO

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显示
( 区域下限值、区域上限值）

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显示
( 标尺显示位置、标尺分割数)

2-28

SBarIO 2-28

SPartialO

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显示
( 棒图显示位置、棒图分割数）

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显示
( 部分压缩显示）

2-29

2.2　命令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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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ssage 写入信息 2-102
OPassword 更改密码 2-102
OMath 运算开始 / 停止 / 复位 / 解除运算

丢失状态显示

2-102

OSaveConf 保存设定数据 2-103
OSaveConfAll统一保存设定数据 2-103
OCommCh 通信通道内设定值 2-103
OEMail 邮件发送功能的开始 / 停止 2-103
OMBRestore Modbus 手动恢复 2-104
ORTReset 复位相对时间计时器 2-104
OMTReset 复位匹配时刻计时器 2-104
OCmdRelay DO 通道及内部开关状态的设定 2-104
OBatName 设定批处理名 2-104
OBatComment 设定批处理注释 2-105
OBatText 设定批处理文本 2-105
ODispRate 切换趋势周期 [GX/GP] 2-105
OLoadConf 载入设定数据 2-105
OLoadConfAll统一载入设定数据 2-106
OSeriApply 应用串行通信设定 2-106
OIPApply 执行 IP 地址 2-106
OInit 清除测量数据、初始化设定数据 2-107
OUsbFApply USB 通信设定的反映 [GM] 2-107
OBTApply Bluetooth 通信设定的反映 (/C8)

[GM]
2-107

OBTClearList清除 Bluetooth 通信的连接列表

(/C8)[GM]
2-107

OLoginAssist登录辅助 [GX/GP] 2-107
OSendValue 触屏操作的输入辅助 [GX/GP] 2-108
OUserLockACK用户无效 ACK(/AS) 2-108
OKeyLock 键锁 On/Off[GM] 2-108
OErrorClear 清除错误显示 [GM] 2-108
OSLMPRestore SLMP 手动恢复 (/E4) 2-108
OtransChAO 传送输出 (AO 通道）的单独控制 2-108
OtransAllAO 传送输出 (AO 通道）的统一控制 2-109
OCmdAO 传送输出 (AO 通道）的手动输出 2-109
OinitPara 单独设定参数初始化 2-109
OCtrlAM 自动、手动、串级运行的切换 2-109
OCtrlSR 运行开始和运行停止的切换 2-109
OCtrlRL 远程和本地的切换 2-110
OCtrlAT 自整定的要求 2-110
OCtrlSPN 目标设定值号码的选择 2-110
OCtrlMO 手动输出设定值的设定 2-110
OCtrlPAT 模式号码的切换 2-110
OCtrlMode 程序运行的开始和结束 2-111
OCtrlHOLD 保持操作 2-111
OCtrlADV 跳步操作 2-111
OCtrlSP 目标设定值的设置 2-111
OCtrlTSP 到达目标设定值的设置 2-111
OCtrlRTIME 程序段剩余时间的设置 2-111
OCtrlStSeg 开始程序段番号的设置 2-112
OCtrlDlyTime运行延迟时间的设置 2-112
OCtrlLoadPAT程序模式文件的读取 2-112
OCtrlSavePAT程序模式文件的保存 2-112
OCtrlLoadPATAll程序模式文件的一次性读取 2-113
OCtrlSavePATAll程序模式文件的一次性保存 2-113
OCtrlDelPAT 模式文件删除 2-113

2.2.4 通信控制命令

命令名称 说明

( 必要的可选项 )〔对象机型〕

页码

CCheckSum 设定校验和 2-114
CSFilter 设定状态过滤器 2-114
CSFilterDB 设定状态过滤器 ( 增强 ) 2-114
CLogin 通过通信登录 2-114
CLogout 通过通信注销 2-114
CBTConnect 开始 Bluetooth 通信 (/C8)[GM] 2-115
ESC O 打开仪表 : RS-422/485 专用命令 2-115
ESC C 关闭仪表 : RS-422/485 专用命令 2-115

2.2.5 仪表信息命令

命令名称 说明 页码

_MFG 2-116
_INF 2-116
_COD 2-116
_VER 2-116
_OPT 2-116
_TYP 2-116

_ERR

输出仪表制造商名称

输出仪表的产品名称

输出仪表的基本规格

输出仪表的固件版本信息

输出仪表可选项的安装信息

输出仪表夏时制 / 标准时的安装 

信息

输出仪表的错误号码信息 2-116
_UNS 输出仪表的单元配置信息 2-116
_UNR 输出仪表的单元配置信息 2-116
_MDS 输出仪表的模块配置信息 2-116
_MDR 输出仪表的模块配置信息 2-116

2.2　命令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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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命令执行条件
要想执行命令，本仪表必须处于可以执行该设定变更或操

作的状态。在以下情况下，命令无效。

• 本仪表未处于接收该操作的状态。

 例如，未记录时不能写入信息。

• 本仪表无该功能，或者有该功能但未使用。

 “2.2.1 设定命令”中的“说明”栏中说明了使用各命令

时所必需的可选项代码。

•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已登录用户的用户级别不能使用

该命令。

• 由于用户权限的限制，该操作被禁止。

 根据限制类型 (SOpeLimit 命令的 p1 或 SUserLimit 命令

的 p2)，无效的命令如下表所示。

限制类型 无效的命令

Memory ORec
Math OMath
DataSave OExecRec, OMTReset
Message OMessage
Batch OBatName, OBatComment, 

OBatText
AlarmACK OAlarmAck
Comm OEMail, OIPApply, 

OMBRestore,OSLMPRestore
DispOpe SHomeKind, SHomeMonitor, 

SFavoriteKind, 
SFavoriteMonitor, Smonitor, 
SMultiPattern, SMultiKind, 
ODispRate

DateSet OExecSNTP, OSetTime
ChangeSet Sxxxx*1, OLoadConf,

OLoadConfAll, Olnit*3

OCtrlLoadPAT, OCtrlLoadPATAll
File OLoadConf,OLoadConfAll,  

OSaveConf,OSaveConfAll, 
OCtrlLoadPAT, OCtrlSavePAT,
OCtrlLoadPATAll,
OCtrlSavePATAll,Fmedia

System OInit, FSysConf(指定 p1时 )
Out OCmdRelay, OCommCh
CalibSet*2 SCalibIO, SSchedule,

SScheduleText, OLoadConfAll,
OLoadConf*4, OInit*5, 
SCalibUseCom, SCalibCom

ControlIN OCtrlRL
ControlOUT OCtrlSR, OCtrlAM, OCtrlMO
Tuning OCtrlAT
Program OCtrlMODE, OCtrlHOLD, OCtrlADV

*1 设定命令 ( 除 SHomeKind, SHomeMonitor, 

SFavoriteKind, SFavoriteMonitor, Smonitor, 

SMultiPattern, SMultiKind,SCalibIO( 注释 ),

SCalibUseCom, SCalibCom之外 )
( 注释 ) 仅限于固件版本为 2.02 及以后版本且安装了安全增强

功能 (/AS 可选项 ) 的仪表。

*2 固件版本为 2.02 及以后版本且安装了安全增强功能 (/AS 可

选项 ) 时，可用 SUserLimit 命令指定。

*3 初始化项目中如果包含 SECURITY 或 OTHERS 指定的设

定项目，则不能执行。

*4 载入项目中如果包含 CALIB 指定的设定项目，则不能执行。

*5 初始化项目中如果包含 CALIB 指定的设定项目，则不能执

行。

• 并非该命令的对应机型。

命令对应机型有限制的，在“2.2.1 设定命令”~“2.2.4
通信控制命令”的“说明”栏中标明对应机型。

( 例 : [GX/GP]、[GM]）
 下列命令对机型有限制。

命令 对应机型��

SViewAngle GX10、GP10
SMultiPattern GX20、GP20
SMultiKind GX20、GP20

2.2.7 命令的使用方法
以太网时
• 未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与本仪表通信连接时，仪表变为可接收命令的状态。

•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与本仪表进行通信连接，使用注册的用户登录 (CLogin
命令 )。操作结束后注销 (CLogout 命令 )。

RS-232 时 (GX/GP)
• GX/GP 与计算机连接后，仪表变为可接收命令的状态。

•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以注册的用户登录 (CLogin 命令 )。
操作结束后注销 (CLogout 命令 )。

RS-422/485 时
• 使用打开命令 (ESC o) 打开的仪表变为可接收命令的状

态。

•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以注册的用户登录 (CLogin 命令 )。
操作结束后注销 (CLogout 命令 )。

• 断开连接时，发送关闭命令 (ESC c)。

2.2　命令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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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通信时 (GM)
• 未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与 GM 通信连接时，GM 变为可接收命令的状态。

•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使用注册的用户登录 (CLogin 命令 ) 后，与 GM 进行通

信连接。操作结束后注销 (CLogout 命令 )。也可以设置

自动注销 (SUsbAutoLOut 命令 )。
• 断开 GM 的连接时，在计算机侧进行断开处理，切断通

信连接，然后拔下电缆。

Bluetooth 时 (GM、/C8 可选项 )
• 未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设定为使用 Bluetooth 密码功能时，通过通信开始命令

(CBTConnect) 发送密码。通信连接成功后，GM 变为可

接收命令的状态。

•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除上述以外，使用注册的用户登录 (CLogin 命令 )。操

作结束后注销 (CLogout 命令 )。也可以设置自动注销

(SBTTimeOut 命令 )。
• 切断连接时，在计算机侧进行断开处理。

注释
• 有关登录时动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2 登录操作”。

• 有关 Bluetooth 的连接，请参阅“附录 7 Bluetooth 通信 
 的连接流程”。

2.2.8 命令说明中仪表的叫法
在从 2.4 节开始的命令说明中，用以下叫法区别仪表。

叫法 仪表��

本仪表 GX/GP、GM
本体 GX/GP 本体、GM 主单元

GX/GP 本体 GX/GP 本体

GM 本体 GM 主单元

GX20-1/GP20-1 GX20/GP20 的标准型

GX20-2/GP20-2 GX20/GP20 的大容量型

GM10-1 GM10 的标准型

GM10-2 GM10 的大容量型

扩展单元 GX/GP 扩展单元

子单元 GM 子单元

2.3 参数

介绍参数的详细信息。

2.3.1 测量量程的参数
AI 通道的范围
以去除小数点的整数指定。

示例：量程为 -2.0000 V ～ 2.0000 V 时，若希望设定范围

下限值为 0.5000 V，范围上限值为 1.8000 V，其参数应分

别设定为 [5000] 和 [18000]。
SRangeAI,0001,VOLT,2V,FF,5000,18000,0

缩放
在 AI 通道及 DI 通道内可以进行缩放。通过尾数及小数点位

置指定缩放值。

示例：将缩放值设定为“-10.00 ～ 20.00”时，指定标尺下

限值为“-1000”、标尺上限值为“2000”、小数点位置为“2”。
小数点位置的数字表示小数点后面的位数。

运算通道及通信通道的范围
通过尾数及小数点位置指定运算通道和通信通道的范围。

示例：将范围设定为“1.000 ～ 2.000”时，指定标尺下限

值为“1000”、标尺上限值为“2000”、小数点位置为“3”。

2.3.2 参数的说明和值的范围
以下一览表说明主要参数的说明和值的范围。

类型 说明和值的范围

[GX/GP]
单元号码

无扩展单元 0
已安装扩展单元时 0 ～ 6

[GX/GP]
模块号码

单元为GX10/
GP10本体时

0 ～ 2

单元为GX20/
GP20本体时

0 ～ 9

单元为扩展单元时 0 ～ 6
[GM]
单元号码

无子单元 0
已安装子单元时 0 ～ 6

[GM]
模块号码

主单元时 0 ～ 9
子单元时 0 ～ 6

AI 通道

DI 通道

DO 通道

PI 通道

通过“单元号码 + 模块号码 + 通道号码”

指定。

示例：单元号码为“0”、模块号码为“1”、
通道号码为“02”的 AI 通道为“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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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和值的范围

PID 通道 由“单元号码 + 插槽号码 + 通道号码”构成。

例如，单元号码为“0”、插槽号码为“1”、
通道号码为“02”的 PID 通道显示为

“0102”。
另外，PID 通道的号码取决于通道的类型，

具体如下表所示。
通道 通道号码 (4 位 )

** 是单元号码 + 插槽号码

PV                             **01、**04
SP **02、**05
OUT **03、**06
AI **07、**08
AO **09、**10
DI **11 ～ **18
DO **19 ～ **26

运算通道 GX20-1/GP20-1 ：001 ～ 100
GX20-2/GP20-2 ：001 ～ 200
GX10/GP10 ：001 ～ 050
GM10 ：001 ～ 100
但是，使用 SGroup 和 SMailAlarm 命令时，

首位加“A”。
示例：A001
测量模式设为双周期测量时，通道数变为

原来的一半。

通信通道 GX10/GP10 ：001 ～ 050
GX20-1/GP20-1 ：001 ～ 300
GX20-2/GP20-2 ：001 ～ 500
GM10-1 ：001 ～ 300
GM10-2 ：001 ～ 500
但是，使用 SGroup 和 SMailAlarm 命令时，

首位加“C”。

示例：C001
测量模式设为双周期测量时，通道数变为

原来的一半。

记录显示数据

的通道数

GX10/GP10 ：1 ～ 100
GX20-1/GP20-1 ：1 ～ 500
GX20-2/GP20-2 ：1 ～ 1000
GM10-1 ：1 ～ 500
GM10-2 ：1 ～ 1000

记录事件数据

的通道数

GX10/GP10 ：1 ～ 100
GX20-1/GP20-1 ：1 ～ 500
GX20-2/GP20-2 ：1 ～ 1000
GM10-1 ：1 ～ 500
GM10-2 ：1 ～ 1000

记录手动采样

数据的通道数

GX10/GP10/GX20-1/GP20-1 ：1 ～ 50
GX20-2/GP20-2 ：1 ～ 100
GM10-1 ：1 ～ 50
GM10-2 ：1 ～ 100

报表通道数 GX10/GP10 ：1 ～ 50
GX20/GP20 ：1 ～ 60
GM10 ：1 ～ 60

显示组数 GX10/GP10 ：1 ～ 30
GX20-1/GP20-1 ：1 ～ 50
GX20-2/GP20-2 ：1 ～ 60
GM10-1 ：1 ～ 50
GM10-2 ：1 ～ 60

类型 说明和值的范围

显示组中可注

册的通道数

GX10/GP10 ：10
GX20/GP20 ：20
GM10 ：20

Modbus 服务

器注册号码

GX10/GP10/GX20-1/GP20-1 ：1 ～ 16
GX20-2/GP20-2 ：1 ～ 32
GM10-1 ：1 ～ 16
GM10-2 ：1 ～ 32

Modbus 命令

号码 ( 以太网

时 )

GX10/GP10 ：1 ～ 50
GX20-1/GP20-1 ：1 ～ 100
GX20-2/GP20-2 ：1 ～ 200
GM10-1 ：1 ～ 100
GM10-2 ：1 ～ 200

Modbus 命令

号码 ( 串行通

信时 )

GX10/GP10 ：1 ～ 50
GX20/GP20 ：1 ～ 100
GM10 ：1 ～ 100

WT 通信时的

服务器注册号

码

GX10/GP10 ：1 ～ 8
GX20/GP20 ：1 ～ 16
GM10 ：1 ～ 16

WT 通信时分

配到通信通道

的号码

GX10 ：1 ～ 50
GX20 ：1 ～ 300
GM10 ：1 ～ 300

可注册用户数

( 用户号码 )
安全增强功能 (/AS) 无 / 禁用：1 ～ 50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1 ～ 100

多重批处理功

能 (/BT) 使用

的批处理组数

GX10/GP10 ：2 ～ 6
GX20-1/GP20-1 ：2 ～ 6
GX20-2/GP20-2 ：2 ～ 12
GM10-1 ：2 ～ 6
GM10-2 ：2 ～ 12

多重批处理功

能启用时的批

处理组号码

１～ ( 使用批处理组数 )

多重批处理功

能 (/BT) 启用

时的显示组数

GX10/GP10 ：1 ～ 6
GX20-1/GP20-1 ：1 ～ 6
GX20-2/GP20-2 ：1 ～ 12
GM10-1 ：1 ～ 6
GM10-2 ：1 ～ 12

日程注册号码 GX10/GP10 ：1 ～ 6
GX20-1/GX20-1 ：1 ～ 6
GX20-2/GP20-2 ：1 ～ 12
GM10-1 ：1 ～ 6
GM10-2 ：1 ～ 12

控制组数量 GX10-1/GX20-1/GM10-1 ：1 ～ 5
GX20-2/GM10-2 ：1 ～ 10

回路号码 L001 ～ L652
指定回路号码时， 先输入“L”， 再输入“单

元号码 + 模块号码 + 回路号码“。回路号

码为 1 ～ 2。
( 例）单元号码为”0“、模块号码为”0“、

回路号码为”1“时， 回路号码为”L001“。

PID 模块的端

子号码

PID 模块内的端子号码有 AI、AO、DI、
DO。

AI ：1 ～ 2、AO ：1 ～ 2、DI ：1 ～ 8、
DO ：1 ～ 8

逻辑运算号码 GX10 ：1 ～ 20
GX20-1/GX20-2、GM10-1/GM10-2 ：

1 ～ 50

2.3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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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范围指定
使用设定命令指定连续通道号码或连续组号码时，无需逐

个指定，可以进行范围指定。

• 起始号码和结束号码以“-”( 连字符 ) 隔开。输入输出

通道时，可以对安装模块的槽进行跨范围指定。

• 省略“-”( 连字符 ) 之前的号码为号码最小值，省略“-”
之后的号码为号码最大值。指定首位到末尾的所有号码

时，仅指定“-”( 连字符 )。

示例 1 ： 
指定 3 到 10 ："3-10"
指定 3 到最大号码："3-"
指定起始号码到 10 ："-10"
指定所有号码："-"

示例 2 ： 
将从 0 到 2 的槽中安装的 AI 模块通道量程设定为“不使用”

的命令

SRangeAI,0001-0210,Skip　或

SRangeAI,-0210,Skip

但是，如果槽 1 中装有其他模块，虽然可以正常执行查询

操作，但设定会报错。

2.3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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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定命令

SScan
测量周期
设定测量周期。

语法结构 SScan,p1,p2
p1 测量组 (1 ～ 2)

测量模式设为“标准”或“高速”时，固
定为 1。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
可以选择 1 或 2。

p2 测量周期 ( 请参阅“说明”)
查询 SScan[,p1]?
示例 测量组 1 的测量周期设为 1 秒。

SScan,1,1s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测量周期 (p2) 可在以下范围内设定。

测量模式 选项 (p2)
标准 
( 注 *1, *2, *3)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5s

高速 1ms, 2ms, 5ms, 10ms 
20ms, 50ms,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5s

双测量周期

( 注 *4, *5, *6, *7)
1ms, 2ms, 5ms, 10ms 
20ms, 50ms,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5s

*1 安装电磁继电器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时，不能设定低于

500ms 的测量周期。

*2 安装低耐压继电器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时，不能设定低于

200ms 的测量周期。

*3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不能设定低于 200ms 的

测量周期。

*4 安装高速 AI 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时，不能设定低于 50ms
的测量周期。

*5 电磁继电器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分配到测量组时，不能设

定低于 500ms 的测量周期。

*6 低耐压继电器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分配到测量组时，不能

设定低于 200ms 的测量周期。

*7 双测量周期测量时，测量组 2 不能设定低于 50ms 的测量

周期。

• 测量周期的有效选项条件有以下 3 个。

1 指定低于 50ms 的测量周期时，将安装在本体上
的模块分配到测量组。

2 指定低于 50ms 的测量周期时，通道数在限制范
围内。( 有关各测量周期的通道数制限，请参阅
GX/GP 或 GM 使用说明书。)

3 分配到测量组的模块的最短测量周期比测量组的
测量周期短。各模块的最短测量周期如下表所示。

模块类型 
( 方式、可选项 )

最短测量周期 
( 安装在本体时 )

最短测量周期 
( 安装在扩展模块时 )

模拟输入模块

　( 高速 AI 方式、-H0) 1ms 100ms
　( 通用方式、-U2) 100ms 100ms
　( 电磁继电器方式、-T1) 1s 1s
　( 低耐压继电器方式、-L1) 500ms 500ms
　( 电流输入方式、-C1) 100ms 100ms
　(4 线式 RTD 方式、-R1) 100ms 100ms
　( 高耐压方式、-V1) 100ms 100ms
数字输入模块 100ms 100ms
数字输出模块 100ms 100ms
模拟输出模块 100ms 100ms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100ms 100ms
脉冲输入模块 100ms 100ms
扩展模块 100ms 100ms
PID 控制模块 100ms 100ms

SScanGroup
测量组
设定模块的测量组。

语法结构 SScanGroup,p1,p2,p3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测量组 (1)
1 测量组 1

查询 SScanGroup[,p1[,p2]]?
示例 将本体上安装的模块号码 2 的模块设定为测量

组 1。
SScanGroup,0,2,1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测量组 (p3) 可在以下范围内设定。

测量模式 选项 (p3)
标准、高速 固定为 1
双测量周期 1 ～ 2

• 测量组选项的有效条件有以下 3 个。
1 安装在本体上的模块，分配到测量周期低于 50ms

的测量组。
2 测量周期低于 50ms 时，安装模块数和通道数应在

限制范围内。
3 模块的最短测量周期应比测量组的测量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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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deAI
AI 模块
设定 AI 模块 (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模块除外 ) 的模式和 A/D 
积分时间或干扰抑制模式。

语法结构 SModeAI,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模式 ( 请参阅“说明”)
p4 A/D 积分时间或干扰抑制模式

A/D 积分时间：Auto, 50Hz, 60Hz, 
Common
干扰抑制模式 ( 高速 AI 方式 ) ：Off, 50Hz, 
60Hz, Common

查询 SModeAI[,p1[,p2]]?
示例 将本体上安装的模块号码 2 的模块模式设定为

10 通道，AD 积分时间设定为自动。

SModeAI,0,2,10CH,Auto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使用 ( 构建 ) 电磁继电器方式 ( 规格代码：-T1) 的模拟
输入模块时，不能设定小于 1s 的测量周期。

通道模式 (p3) 的选项取决于模块类型。

模块类型 模式 (p3)
通用方式 (-U2)
电流输入方式 (-C1)
高耐压方式 (-V1)

2CH、10CH

电磁继电器方式 (-T1)
低耐压继电器方式 (-L1)

10CH

4 线式 RTD 方式 (-R1) 2CH、6CH
高速 AI 方式 (-H0) 4CH

• 测量周期和 p3、p4 可在以下组合范围内设定。

通用方式、电流输入方式、电磁继电器方式、低耐压继

电器方式、高耐压方式时

测量周期 模式

(p3)
积分时间 (p4)
Auto 50Hz 60Hz Common

100ms 2CH 可 可 可 不可

10CH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200ms 2CH 可 可 可 不可

10CH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500ms － 可 可 可 不可

1s － 可 可 可 可 *

2s － 可 可 可 可

5s － 可 可 可 可

*　低耐压继电器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为“不可”。

4 线式 RTD 方式时

测量周期 模式

(p3)
积分时间 (p4)
Auto 50Hz 60Hz Common

100ms 2CH 可 可 可 不可

6CH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200ms 2CH 可 可 可 不可

6CH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500ms － 可 可 可 不可

1s － 可 可 可 可

2s － 可 可 可 可

5s － 可 可 可 可

高速 AI 方式时 ( 干扰抑制模式 )
测量周期 干扰抑制模式 (p4)

Auto 50Hz 60Hz Common
1ms, 2ms, 5ms, 10ms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20ms 可 可 可 不可

50ms 可 可 可 不可

100ms 不可 不可 不可 可

200ms 不可 不可 不可 可

500ms 不可 不可 不可 可

1s 不可 不可 不可 可

2s 不可 不可 不可 可

5s 不可 不可 不可 可

SModeAICurrent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模块
设定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模块的模式和 A/D 积分时间。

语法结构 SModeDICurrent,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模式

2CH 2 通道模式

10CH 10 通道模式

p4 AD 积分时间 (Auto、50Hz、60Hz、
Common)

查询 SModeAICurrent[,p1[,p2]]?
示例 将本体上安装的模块号码 2 的模块模式设定为

10 通道，AD 积分时间设定为自动。

SModeAICurrent,0,2,10CH,Auto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测量周期与 p3、p4 的组合范围存在限制。请参阅

SModeAI 命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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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OLmtAI
AI 模块的断偶上下限值
设定 AI 模块 (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模块除外 ) 的标准信号量

程中的断偶判定值。

语法结构 SBOLmtAI,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下限值设定范围值

的 % 值 –20.0 ～ 5.0 %(–200 ～ –50)
p4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上限值设定范围值

的 % 值 105.0 ～ 120.0 %
(1050 ～ 1200)

查询 SBOLmtAI[,p1[,p2]]?
示例 对本体中安装的模块号码 2 的模块，分别设定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下限值为 -10%，标准信

号量程断偶判定上限值为 110%。

SBOLmtAI,0,2,-100,1100
说明

• 4 线式 RTD 方式的模块时，无效。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BOLmtAICurrent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模块的断偶上下限值
设定电流输入方式为 AI 模块的标准信号量程中的断偶判定

值。

语法结构 SBOLmtAICurrent,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下限值设定范围值

的 % 值 –20.0 ～ 5.0 %(–200 ～ –50)
p4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上限值设定范围值

的 % 值 105.0 ～ 120.0 %
(1050 ～ 1200)

查询 SBOLmtAICurrent[,p1[,p2]]?
示例 对本体中安装的模块号码 2 的模块，分别设定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下限值为 -10%，标准信

号量程断偶判定上限值为 110%。

SBOLmtAICurrent,0,2,-100,110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ModeDI
DI 模块
设定 DI 模块的模式。

语法结构

/MT 无 SModeDI,p1,p2,p3
/MT 有 SModeDI,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模式 (Normal、Remote)
Normal DI 输入

Remote 远程控制输入

p4 脉冲输入用滤波器 (On,Off)
查询 SModeDI[,p1[,p2]]?
示例 将模块号码 2 的模块设定为远程控制输入模块。

SModeDI,0,2,Remote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仅一个模块可以设定为远程控制输入模块。设定多个模

块时，只有最后设定的模块为远程控制输入模块。

• 扩展单元 / 子单元中安装的模块固定为 p3=Normal。
• 脉冲输入仅对安装运算功能 (/MT 可选项 ) 的仪表有效。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固定为 p3=Remote。

SModePID
PID 控制模块
设定 PID 控制模块的积分时间、断偶判定值。

语法结构 SModePID,p1,p2,p3,p4,p5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干扰抑制模式 ( 固定为 Common)
p4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下限值

设定范围值的百分比 (-200 ～ -50)
p5 标准信号量程断偶判定上限值

设定范围值的百分比 (1050 ～ 1200)
查询 SModePID[,p1[,p2]]?
示例 对于模块号码为 2 的模块，将标准信号量程断

偶判定下限值设为 –20%，将标准信号量程断偶

判定上限值设为 105%。

SModePID,0,2,common,-200,105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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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aleOver
标尺溢出值检出
设定溢出测量范围时的检出方法。

语法结构 SScaleOver,p1
p1 标尺溢出值检出

FREE 设定超出测量范围时标尺溢出。

OVER 设定超出标尺的±105%时标尺溢出。

查询 SScaleOver?
示例 设定超出测量范围时标尺溢出。

SScaleOver,FREE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即使只装有一个模块，该命令的设定也有效。

SMemory
记录操作模式
设定记录的数据类型。

语法结构 SMemory,p1
p1 记录操作模式

D 显示数据

D+E1 显示数据 + 事件数据

E1 事件数据

E1+E2 事件数据 1+2
查询 SMemory?
示例 记录显示数据。

SMemory,D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不能设定 D+E1、E1+E2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不能设定 D+E1、 E1+E2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固定为 p1=E1。
•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固定为 p1=E1+E2。

SMemKeyConfirm
记录确认动作 [GX/GP]
设定记录确认动作。

语法结构 SMemKeyConfirm,p1
p1 确认画面有无 (Off、On)

查询 SMemKeyConfirm?
示例 显示确认画面。

SMemKeyConfirm,On
说明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固定为 On。

SDispData
记录显示数据
设定显示数据的记录方法。

语法结构 SDispData,p1,p2
p1 记录周期 (5s、10s、15s、30s、1min、

2min、5min、10min、15min、20min、
30min、1h、2h、4h、10h)/div.

p2 保存周期 (10min、20min、30min、1h、
2h、3h、4h、6h、8h、12h、1day、
2day、3day、5day、7day、14day、
31day)

查询 SDispData?
示例 将记录周期设定为 1 分钟，保存周期设定为 12

小时。

SDispData,1min,12h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不能指定比测量周期短的记录周期。

• 记录周期仅能设定为测量周期的整数倍。

• 进行显示数据记录的设定 (SMemory 命令的记录操作

模式 ) 时，保存周期有效。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或双测量周期时，此命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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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Data
记录事件数据
设定事件数据的记录方法。

语法结构 SEventData,p1,p2,p3,p4,p5,p6
p1 测量组 (1 ～ 2)
p2 记录周期 ( 请参阅“说明”)
p3 操作模式

Free 通过“开始记录”启动

记录，通过“停止记录”

结束记录。

SingleTrigger 触发后，在指定时间记

录后结束。

RepeatTrigger 触发后，在指定时间记

录后结束。之后处于等

待触发的状态。

p4 数据长度 (2min, 5min,10min、20min、
30min、1h、2h、3h、4h、6h、8h、
12h、1day、2day、3day、5day、7day、
14day、31day)

p5 前置触发 (0、5、25、50、75、95、100)[%]
p6 触发软键 (Off、On)

查询 SEventData[,p1]?
示例 自由模式下记录事件数据，记录周期为 1 秒。

每 2 小时分割为一个文件。

SEventData,1,1s,Free,2h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不能指定比测量周期短的记录周期。

• 记录周期仅能设定为测量周期的整数倍。

• p1=2 在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有效。

• 记录周期 (p2) 可在以下范围内设定。

测量模式 选项 (p2)
标准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5s, 

10s, 15s, 20s,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15min, 20min, 30min

高速

( 注 *1)
1ms,2ms,5ms,10ms,20ms,50ms,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5s, 
10s, 15s, 20s,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15min, 20min, 30min

双测量周期

( 注 *1)
1ms,2ms,5ms,10ms,20ms,50ms,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5s, 
10s, 15s, 20s,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15min, 20min, 30min

*1 低于 50ms 的记录周期根据测量周期不同，选项将受到

限制。

低于 50ms 的记录周期 (p2) 可在以下范围内设定。

测量周期 低于 50ms 记录周期

1ms 1ms, 2ms, 5ms, 10ms, 20ms, 50ms
2ms 2ms, 10ms, 20ms, 50ms
5ms 5ms, 10ms, 20ms, 50ms
10ms 10ms, 20ms, 50ms
20ms 20ms
50ms 50ms

• 记录周期 (p2)对机型、测量周期、记录通道数有限制。(请
参阅 SRecEvent)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数据长度 (p4) 可以选择 2min、 
5min。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数据长度 (p4) 可以选择

5min。
• 进行事件数据记录的设定 (SMemory 命令的记录操作

模式 ) 时，此设定有效。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固定为 p3=Free。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固定为 p3=Free。

SRecDisp
记录显示数据的通道
设定记录显示数据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ecDisp,p1,p2,p3
p1 号码 ( 请参阅“说明”)
p2 通道类型

Off 不记录显示数据

IO 输入输出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Com 通信通道

p3 通道号码

查询 SRecDisp[,p1]?
示例 将输入输出通道 0005 的显示数据分配到号码

10 并记录。

SRecDisp,10,IO,0005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 根据记录周期 (SDispData 命令 )，记录通道数有限制。

记录周期 记录通道数

5s/div 100
10s/div 200
15s/div 或以上 500
但是，大容量型 (GX20-2/GP20-2/GM10-2) 时如下表

所示。

记录周期 记录通道数

仅记录显示数据时 记录显示数据 + 事件数据时

5s/div 200 100
10s/div 500 200
15s/div 1000 500
30s/div 或以上 1000 1000

• 不能重复设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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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cEvent
记录事件数据的通道
设定记录事件数据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ecEvent,p1,p2,p3,p4
p1 测量组 (1 ～ 2)
p2 号码 ( 请参阅“说明”)
p3 通道类型

Off 不记录事件数据

IO 输入输出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Com 通信通道

p4 通道号码

查询 SRecEvent[,p1[,p2]]?
示例 将输入输出通道 0006 的事件数据分配到号码

11 并记录。

SEventData,1,11,IO,0006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3=Off 时，不能设定 p4。
• 进行事件数据记录的设定 (SMemory 命令的记录操作

模式 ) 时，此设定有效。

• 根据记录周期 (SEventData 命令 )，记录通道数有限制。

记录周期 记录通道数

100ms 100
200ms 200
500ms 500
但是，大容量型 (GX20-2/GP20-2/GM10-2) 时如下表

所示。

记录周期 记录通道数

仅记录事件数据时 记录显示数据 + 事件数据时

100ms 500 100
200ms 500 200
500ms 1000 500
1s 或以上 1000 1000

• 记录周期低于 50ms 时，根据机型和测量模式不同，记

录通道数有限制。

高速

记录周期

机型 1ms 2ms 5ms 10ms 20ms 50ms
GX/GP10 2ch 4ch 10ch 20ch 40ch 100ch
GX/GP20-1 2ch 4ch 10ch 20ch 40ch 100ch
GX/GP20-2 10ch 20ch 50ch 100ch 150ch 150ch
GM10-1 2ch 4ch 10ch 20ch 40ch 100ch
GM10-2 10ch 20ch 50ch 100ch 150ch 150ch
双测量周期

记录周期

机型 1ms 2ms 5ms 10ms 20ms 50ms
GX/GP10 - - 5ch 10ch 20ch 50ch
GX/GP20-1 - - 5ch 10ch 20ch 50ch
GX/GP20-2 5ch 10ch 25ch 40ch 50ch 50ch
GM10-1 - - 5ch 10ch 20ch 50ch
GM10-2 5ch 10ch 25ch 40ch 50ch 50ch

• 不能重复设定通道。

•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且 p3=IO 时，只能设定该测量组

的通道。

•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p3=Math 和 p3=Com 只能设

定主测量周期的测量组。

SRecManual
记录手动采样数据的通道
设定记录手动采样数据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ecManual,p1,p2,p3
p1 号码

p2 通道类型

Off 不记录手动采样数据

IO 输入输出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MT)
Com 通信通道 (/MC)

p3 通道号码

查询 SRecManual[,p1]?
示例 将输入输出通道 0003 的手动采样数据分配到号

码 2 并记录。

SRecManual,2,IO,0003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 不能重复设定通道。

SBatch
批处理功能
进行批处理功能的基本设定。

语法结构 SBatch,p1,p2,p3,p4
p1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p2 批次号码位数 (Off、4、6、8)

Off 不使用批次号码

4 4 位批次号码

6 6 位批次号码

8 8 位批次号码

p3 自动增加 (Off、On)
p4 记录开始画面 (Comment, TextField)

Comment 批处理注释

TextField 文本区域

查询 SBatch?
示例 使用批处理功能；使用 4 位批次号码。下次运

行时，批次号码自动加 1。
SBatch,On,4,On,TextField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固定为 p1=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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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xtField
批处理文本
设定批处理文本。

语法结构 STextField,p1,p2,p3
p1 文本区域号码 (1 ～ 24)
p2 标题 ( 最多 20 个字符、UTF-8)
p3 字符串 ( 最多 30 个字符、UTF-8)

查询 STextField[,p1]?
示例 设定文本区域号码 3 的标题为“OPERATOR”，

字符串为“RECORDER1”。
STextField,3,’OPERATOR’,’RECORDER1’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有效。

SDirectory
保存数据的目录名
设定保存数据的目录名。

语法结构 SDirectory,p1
p1 目录名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查询 SDirectory?
示例 设定目录名为“DATA0”。

SDirectory,’DATA0’
说明

• 有关目录名 (p1) 中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附录 1。
• 下述字符串不能用于目录名。

字符串

AUX
CON
PRN
NUL
CLOCK
CLOCK$
COM0～ COM9
LPT0～ LPT9

• 以“.”( 句点 ) 或空白开头或结尾的字符串不能作为目

录名使用。

SFileHead
文件标题
设定文件标题的字符串。

语法结构 SFileHead,p1
p1 文件标题 ( 最多 50 个字符、UTF-8)

查询 SFileHead?
示例 将文件标题设定为“GX_DATA”。

SFileHead,’GX_DATA’
说明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有效。

SFileName
文件名命名规则
设常数据文件的文件名命名规则。

语法结构 SFileName,p1,p2
p1 文件名命名规则

Date 日期

Serial 连续

Batch 批处理名

p2 指定文件名 ( 最多 16 个字符、ASCII)
查询 SFileName?
示例 设定文件名命名规则为“日期”。将指定文件名

设定为“Recorder1_data”。
SSFileName,Date,’Recorder1_data’

说明

• 不使用批处理设定 (SBatch ：p1=Off) 时，不能设定

p1=Batch。
• 有关指定文件名 (p2) 时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附录 1。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有效。

SMediaSave
自动保存数据文件
设常数据文件自动保存至外部存储器。

语法结构 SMediaSave,p1,p2
p1 自动保存至外部存储器

(GX/GP ：Off、On)
(GM ：Off、On  在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
用且设为通信登录时固定为 On。)

p2 存储器 FIFO(Off、On)
查询 SMediaSave?
示例 执行自动保存至外部存储器和存储器 FIFO。

SMediaSave,On,On

SFileFormat
显示 / 事件数据的文件格式
设定显示数据文件和事件数据文件的文件格式。

语法结构 SFileFormat,p1
p1 文件格式 (Binary、Text)

查询 SFileFormat?
示例 创建文本格式的文件。

SFileFormat,Text
说明

• 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可以设定文件格式。

• 设定好的文件格式适用的文件保存方法为：自动保存、

未保存数据保存、手动保存以及 FTP 数据传送。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固定为 p1=B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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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ngeAI
AI 通道的测量量程
设定 AI 通道的测量量程。

不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Skip)
输入类型为“DI”的无运算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p3,p4,p5,p6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DI)
p3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4 运算类型 (Off)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输入类型为“Volt”“TC”“RTD”“OHM”的无运算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Volt、TC、RTD)
p3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4 运算类型 (Off)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Delta”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p3,p4,p5,p6,p7,p8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Volt、TC、RTD、DI、 OHM)
p3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4 运算类型 (Delta)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p2=DI 以外时可

以设定 )
p8 基准通道号码

“线性缩放”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Volt、TC、RTD、DI、OHM)
p3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4 运算类型 (Scale)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p2=DI 以外时可

以设定 )
p8 小数点位置 (0 ～ 5)
p9 标尺下限值

p10 标尺上限值

p11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标准信号输入的通道 ( 输入类型为“GS”)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p12,p13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GS)
p3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4 运算类型 (Scale)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p8 小数点位置 (0 ～ 5)
p9 标尺下限值

p10 标尺上限值

p11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12 小信号切除 (Off、On)
p13 切除点 (0 ～ 50)

“平方根”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p12,p13,p14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Volt、GS)
p3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4 运算类型 (Sqrt)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p8 小数点位置 (0 ～ 5)
p9 标尺下限值

p10 标尺上限值

p11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12 小信号切除 (Off、On)
p13 切除点 (0 ～ 50)
p14 小信号切除输出 (Zero、Linear)

“LOG 标尺”(/LG) 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Volt)
p3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4 运算类型 (LogT1、LogT2、LogT3)

LogT1 LOG 输入

LogT2 疑似 LOG 输入

LogT3 LOG 线性输入

p5 范围下限值 ( 请参阅“说明”)
p6 范围上限值 ( 请参阅“说明”)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p8 尾数部分的小数点位置 (1、2)
p9 标尺下限值 ( 指数显示形式、1.00E-15 ～

1.00E15)( 请参阅“说明”)
p10 标尺上限值 ( 指数显示形式、1.00E-15 ～

1.00E15)( 请参阅“说明”)
p11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查询 SRangeAI[,p1]?
示例 在通道 0002 内测量 -0.5000 ～ 1.0000 V。无缩

放。无偏移。

SRangeAI,0002,Volt,2V,Off,-5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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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TC/RTD/DI/OHM 时，不能设定 p4=Sqrt。
• p2=GS 时，不能设定 p4=Off/Delta。
• p2=DI 时，不能设定 p7。
• 使用电磁继电器方式、低耐压继电器方式、高耐压方式

的模拟输入模块时，不能设定 p2=RTD。

• 4 线式 RTD 模块时，不能设定 p2=Volt、TC、GS、DI。( 只
能选择 SKIP、RTD、OHM)

• p2=OHM 仅在 4 线式 RTD 模块时有效。

• p3 的可设定项目如下所示。

p2=Volt p2=TC p2=RTD p2=GS p2=DI
20mV R Pt100 1-5V Level
60mV S Pt100-H 0.4-2V DI
200mV B JPt100
1V K JPt100-H
2V K-H Cu10GE
6V E Cu10LN
20V J Cu10WEED
50V T Cu10BAILEY
100V *1 N Cu10a392

W Cu10a393
L Cu25
U Cu53
PLATINEL Cu100
PR20-40 J263B
WRe3-25 Ni100SAMA
KpvsAu7Fe Ni100DIN
NiNiMo Ni120
WWRe26 Pt25
N14 Pt50
XK Pt200WEED

Cu10G
Cu50G
Cu100G
Pt46G
Pt100G
Pt500 *2

Pt1000 *2

*1　仅高速 AI 模块有效

*2　仅 4 线式 RTD 模块有效

• LOG标尺的通道中p4=LogT1时，请在以下范围内设定。

• p5 ＜ p6
• p9、p10

p9 ＜ p10 且区间最多 15 位数字。

p9 的尾数部分为 1.00 时，区间最小 1 位数字。

p9 的尾数部分为 1.00 以外时，区间最小 2 位数字。

• LOG 标尺的通道中 p4=LogT2、LogT3 时，请在以下

范围内设定。

• p5 ＜ p6
• p9、p10

区间为 1 ～ 15 位数字。

p9的尾数部分为1.00以外时，指数部分为+14以下，

且区间最大 14 位数字。

SRangeAICurrent
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通道的测量量程
设定电流输入方式的 AI 通道的测量量程。

不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Current,p1,p2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Skip)
输入类型为“Current”的无运算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Current,p1,p2,p3,p4,p5,p6, 
p7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Current)
p3 量程 (0-20mA)
p4 运算类型 (Off)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Delta”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Current,p1,p2,p3,p4,p5,p6,
p7,p8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Current)
p3 量程 (0-20mA)
p4 运算类型 (Delta)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p8 基准通道号码

“线性缩放”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Current,p1,p2,p3,p4,p5,p6,
p7,p8,p9,p10,p11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Current)
p3 量程 (0-20mA)
p4 运算类型 (Scale)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p8 小数点位置 (0 ～ 5)
p9 标尺下限值

p10 标尺上限值

p11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线性缩放”的通道 ( 标准信号 4-20mA 输入 )
语法结构 SRangeAICurrent,p1,p2,p3,p4,p5,p6,

p7,p8,p9,p10,p11,p12,p13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GS)
p3 量程 (4-20mA)
p4 运算类型 (Scale)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p8 小数点位置 (0 ～ 5)
p9 标尺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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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标尺上限值

p11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12 小信号切除 (Off、On)
p13 切除点 (0 ～ 50)

“平方根”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AICurrent,p1,p2,p3,p4,p5,p6,
p7,p8,p9,p10,p11,p12,p13,p14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Current、GS)
p3 量程

0-20mA p2=Current 时
4-20mA p2=GS 时

p4 运算类型 (Sqrt)
p5 范围下限值

p6 范围上限值

p7 偏移 (-999999 ～ 999999)
p8 小数点位置 (0 ～ 5)
p9 标尺下限值

p10 标尺上限值

p11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12 小信号切除 (Off、On)
p13 切除点 (0 ～ 50)
p14 小信号切除输出 (Zero、Linear)

查询 SRangeAICurrent[,p1]?
示例 在通道0002内测量0.000～10.000mA。无缩放。

无偏移。

SRangeAICurrent,0002,Current,0-
20mA,Off,0,10000,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GS 时，不能设定 p4=Off/Delta。
• 请在下表所示值的范围内指定 p5、p6。

量程 (p3) 值 (p5、p6)
0-20mA 0.000 ～ 20.000
4-20mA 3.200 ～ 20.800

SRangePulse
脉冲输入通道的测量量程
设定脉冲输入通道的测量量程。

不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Pulse,p1,p2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Skip)
输入类型为“PulseInput”的无运算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Pulse,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PulseInput)
p3 量程 (LevelRange, ContactRange)

LevelRange      电平

ContactRange  接触

p4 抖动滤波器 (On, Off)
p5 运算类型 (Off)

p6 范围下限值

p7 范围上限值

输入类型为“PulseInput”的 Delta 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Pulse,p1,p2,p3,p4,p5,p6,p7
,p8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PulseInput)
p3 量程 (LevelRange, ContactRange)

LevelRange      电平

ContactRange  接触

p4 抖动滤波器 (On, Off)
p5 运算类型 (Delta)
p6 范围下限值

p7 范围上限值

p8 基准通道号码

输入类型为“PulseInput”的线性缩放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Pulse,p1,p2,p3,p4,p5,p6,p7,p
8,p9,p10,p11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PulseInput)
p3 量程 (LevelRange, ContactRange)

LevelRange      电平

ContactRange  接触

p4 抖动滤波器 (On, Off)
p5 运算类型 (Scale)
p6 范围下限值

p7 范围上限值

p8 小数点位置 (0, 1, 2, 3, 4, 5)
p9 标尺下限值

p10 标尺上限值

p11 单位

查询 SRangePulse[,p1]?
示例 在通道 0002 内测量脉冲 ( 电平 )。

有抖动滤波器，有运算。

SRangePulse,0002,PulseInput,LevelR
ange,On,Off,0,1000,0,200,”m3/min”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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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ngeDI
DI 通道的测量量程
设定 DI 通道的测量量程。

不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DI,p1,p2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Skip)
无“Delta”、无“线性缩放”无“脉冲输入”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DI,p1,p2,p3,p4,p5,p6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DI)
p3 固定为“-”
p4 运算类型 (Off)
p5 范围下限值 (0 ～ 1)
p6 范围上限值 (0 ～ 1)

“Delta”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DI,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DI)
p3 固定为“-”
p4 运算类型 (Delta)
p5 范围下限值 (0 ～ 1)
p6 范围上限值 (0 ～ 1)
p7 基准通道号码

“线性缩放”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DI,p1,p2,p3,p4,p5,p6,p7,p8, 
p9,p10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DI)
p3 固定为“-”
p4 运算类型 (Scale)
p5 范围下限值 (0 ～ 1)
p6 范围上限值 (0 ～ 1)
p7 小数点位置 (0 ～ 5)
p8 标尺下限值

p9 标尺上限值

p10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脉冲输入”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DI,p1,p2,p3,p4,p5,p6
p1 通道号码

p2 输入类型 (Pulse)
p3 固定为“-”
p4 运算类型 (Off)
p5 范围下限值 (0 ～ 999999)
p6 范围上限值 (0 ～ 999999)

查询 SRangeDI[,p1]?
示例 在通道 0103 内测量 0 ～ 1。无缩放。

SRangeDI,0103,DI,-,Off,0,1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Pulse 在选择运算功能 (/MT) 时可以设定。

• p2=Pulse 时，不能设定 p4=Delta、Scale。

• DI 模块的操作模式设为“远程”时，不能设定

p2=Pulse。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不能设定此命令。

SRangeDO
DO 通道的动作
设定 DO 通道的动作。

报警输出

语法结构 SRangeDO,p1,p2,p3,p4,p5,p6,p7,p8, 
p9
p1 通道号码

p2 输出类型 (Alarm)
p3 范围下限值 (0 ～ 1)
p4 范围上限值 (0 ～ 1)
p5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6 励磁 / 非励磁

Energize 输出时对继电器 (DO 通

道 ) 励磁

De_energize 输出时对继电器 (DO 通

道 ) 非励磁

p7 动作

And 设定的报警在全部处于报警状态

时运行

Or 设定的报警中任意报警发生时运

行

p8 保持 / 非保持

Hold 在解除报警操作前保持

输出。

Nonhold 报警解除的同时解除输

出。

p9 报警解除时的继电器 (DO 通道 ) 动作

(Normal、Reset)
报警输出 ( 再故障再报警 )
语法结构 SRangeDO,p1,p2,p3,p4,p5,p6,p7, 

p8,p9
p1 通道号码

p2 输出类型 (Alarm)
p3 范围下限值 (0 ～ 1)
p4 范围上限值 (0 ～ 1)
p5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6 励磁 / 非励磁

Energize 输出时对继电器 (DO 通

道 ) 励磁

De_energize 输出时对继电器 (DO 通

道 ) 非励磁

p7 动作 (Reflash)
p8 再故障再报警时间 (500ms、1s、2s)
p9 报警解除时的继电器 (DO 通道 ) 动作

(Normal、Reset)
手动输出

指定输出值。

语法结构 SRangeDO,p1,p2,p3,p4,p5,p6
p1 通道号码

p2 输出类型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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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范围下限值 (0 ～ 1)
p4 范围上限值 (0 ～ 1)
p5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6 励磁 / 非励磁

Energize 输出时对继电器 (DO 通

道 ) 励磁

De_energize 输出时对继电器 (DO 通

道 ) 非励磁

失败输出 ( 仅限 GM10)
语法结构 SRangeDO,p1,p2,p3,p4,p5,p6

p1 通道号码

p2 输出类型 (Fail)
p3 范围下限值 (0 ～ 1)
p4 范围上限值 (0 ～ 1)
p5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6 固定为非励磁 (De_energize)

De_energize 输出时对继电器 (DO 通

道 ) 非励磁

查询 SRangeDO[,p1]?
示例 向通道 0203 输出报警。设定范围下限为 0，范

围上限为 1，“励磁”，“Or”及“保持”动作。

报警解除时继电器的动作设定为“Normal”。单

位设定为“Unit”。
SRangeDO,0203,Alarm,0,1,Unit,Energ
ize,Or,Hold,Normal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Manual 时，不能设定 p7 及之后的值。

• p7=And 或 Or 时，不能设定再故障再报警时间。

• 设定使用解除单个报警 (SIndivAlmACK 命令 ) 时，固

定为 p9=Reset。

SRangeAO
AO 通道的动作
设定 AO 通道的动作。

不使用

语法结构 SRangeAO,p1,p2
p1 通道号码

p2 输出类型 (Skip)
传送输出

语法结构 SRangeAO,p1,p2,p3,p4,p5,p6,p7,p8
p1 通道号码

p2 输出类型 (Trans)
p3 量程 (AO_0-20mA, AO_4-20mA)
p4 范围下限值

p3= AO_0-20mA ：0 ～ 20000
p3= AO_4-20mA ：4000 ～ 20000

p5 范围上限值

p3= AO_0-20mA　0 ～ 20000
p3= AO_4-20mA　4000 ～ 20000

p6 预设值 (0 ～ 22000)

p7 参考通道类型 (Input, Math, Com)
Input 输入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MT)
Com 通信通道 (/MC)

p8 参考通道号码

手动输出

语法结构 SRangeAO,p1,p2,p3,p4,p5,p6
p1 通道号码

p2 输出类型 (ManualAO)
p3 量程 (AO_0-20mA, AO_4-20mA)
p4 范围下限值

p3= AO_0-20mA ：0 ～ 20000
p3= AO_4-20mA ：4000 ～ 20000

p5 范围上限值

p3= AO_0-20mA ：0 ～ 20000
p3= AO_4-20mA ：4000 ～ 20000

p6 预设值 (0 ～ 22000)
查询 SRangeAO[,p1]?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输入通道、运算通道 (/MT 可选项 )、通信通道 (/MC 可

选项 ) 都没有时，不能设定传送输出 (p2=Trans)。
• p2=Trans 时，输出通道 (AO、DO) 不能指定为参考通道。

SMoveAve
移动平均
设定 AI 通道、PI 通道的移动平均。

语法结构 SMoveAve,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p3 采样次数 (2 ～ 100)

高速 AI 以外：2 ～ 100( 次 )
高速 AI ：2 ～ 500( 次 )

查询 SMoveAve[,p1]?
示例 在通道 0002 内设定采样次数为 12 次的移动平

均。

SMoveAve,0002,O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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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ilter
一阶滞后滤波器设定
安装高速 AI 方式的模块时，设定高速 AI 通道的一阶滞后

滤波器。

语法结构 SFilter,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不使用 (Off, On)
p3 一阶滞后系数 (3 ～ 300)

查询 SFilter[,p1]?
示例 将通道 0002 的一阶滞后设为 100。

SFilter,0002,On,100
说明

• 仅对高速 AI 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的通道有效。

SBurnOut
传感器断偶时的动作
设定 AI 通道断偶时的动作。

语法结构 SBurnOut,p1,p2
p1 通道号码

p2 断偶处理 (Off、Up、Down)
查询 SBurnOut[,p1]?
示例 设定在通道 0001 内检测到断偶时，正溢出 (Up)。

SBurnOut,0001,Up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对 4 线式 RTD 方式的模块无效。

SRjc
冷端补偿方法
设定 AI 通道的冷端补偿方法。

语法结构 SRjc,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模式

Internal 使用内部补偿功能。

External 使用外部补偿装置。

p3 补偿温度值

-200～ 800 -20.0 ～ 80.0℃
2531～ 3532 253.1 ～ 353.2K

查询 SRjc[,p1]?
示例 在内部补偿回路执行通道 0003 的冷端补偿。

SRjc,0003,Internal
在外部补偿装置执行通道 0004 的冷端补偿。补

偿温度设定为 -2.3℃。

SRjc,0004,External,-23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Internal 时，p3 无效。

• 对 4 线式 RTD 方式的模块无效。

SAlarmIO
报警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的报警。

不设定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IO,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ff)

不输出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IO,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n)
p4 报警类型 (H、L、DH、DL、RH、RL、

TH、TL)
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 (SRangeAI
的 p4 为 LogT1、LogT2 或 LogT3)，p4 为 H、

L、TH 或 TL。
p5 报警值

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 (SRangeAI
的 p4 为 LogT1、LogT2 或 LogT3)，以指

数形式 ( 示例：1.23E10、尾数部分位数由

SRangeAI 命令的 p8 指定 ) 指定 p5。
p6 检出 (Off、On)
p7 输出 (Off)

输出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IO,p1,p2,p3,p4,p5,p6,p7,p8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n)
p4 报警类型 (H、L、DH、DL、RH、RL、

TH、TL)
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 (SRangeAI
的 p4 为 LogT1、LogT2 或 LogT3)，p4 为 H、

L、TH 或 TL。
p5 报警值

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 (SRangeAI
的 p4 为 LogT1、LogT2 或 LogT3)，以指

数形式 ( 示例：1.23E10、尾数部分位数由

SRangeAI 命令的 p8 指定 ) 指定 p5。
p6 检出 (Off、On)
p7 输出

DO 输出至继电器 (DO 通道 )
SW 输出至内部开关

p8 号码

p7=DO 时 继电器 (DO 通道 ) 号码

p7=SW 时 内部开关号码 (001 ～ 100)
查询 SAlarmIO[,p1[,p2]]?
示例 在通道 0001 的电平 2 上设定上限报警 (H)，报

警值为 1.8000 V。使用报警检出功能。报警发

生时输出至继电器 (DO 通道 ) 号码 0205 的继电

器 (DO 通道 )。
SAlarmIO,0001,2,On,H,18000,On,DO,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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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不能对设定为不使用的通道进行设定。

• p3=Off 时，不能设定 p4 及之后的值。

• p7=Off 时，不能设定 p8。
• 请将 p5 的报警值设定为下表的值。

通道类型 输入类型 运算类型

报警类型

H、L、
TH、TL

RH、RL DH、DL

AI 通道

Volt,

GS,

TC,

RTD

Off (1) (3)
Delta (1) (3) (5)
Scale (2) (4)
Sqrt (2) (4)
LogT1

LogT2

LogT3

(6)

DI
Off 0、1 1
Delta (1) (3) (5)
Scale (2) (4)

DI 通道
DI 与 AI 通道的 DI 输入相同。

Pulse 无 0-999999 0-999999 无

PI 通道

Pulse Off (1) (3)
Delta (1) (3) (5)
Scale (2) (4)

(1) 测量范围内

(2) 标尺的 -5% ～ 105%，但不包括小数点，-999999 ～

999999 的范围

(3) 1digit ～ ( 测量上限－测量下限 )
(4) 1digit ～ ( 标尺上限－标尺下限 )，但不包括小数点，1

～ 999999 的范围

(5) 差值测量范围内

(6) 将范围的 -5% ～ 105% 转换为相应 LOG 标尺的范围

• 输出类型为“手动”的 DO 通道或内部开关不能在输出

号码处设定。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SAlmHysIO
报警滞后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的报警滞后。

语法结构 SAlmHysIO,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滞后值 (仅报警类型为H、L、DH、DL时有效 )

运算 滞后值的设定范围

Off 0 ～测量范围的 5.0%。

但是，DI通道时固定为0。   
Delta 0 ～测量范围的 5.0%。

线性缩放、

平方根

0 ～ 100000  

LOG 标尺 (/LG) 固定为 0。
查询 SAlmHysIO[,p1[,p2]]?
示例 为通道 0002 的报警 3 设定 0.5% 的滞后。

SAlmHysIO,0002,3,5
说明

• 对延迟上下限报警 (TH、TL)/ 变化率上升 / 下降限报警

(RH、RL) 设定的滞后无效。

• DI 通道的输入类型设为 Pluse 时，滞后固定为 0。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SAlmDlyIO
报警延迟时间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延迟报警的延迟时间。

语法结构 SAlmDlyIO,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时 (0 ～ 24)
p3 分 (0 ～ 59)
p4 秒 (0 ～ 59)

查询 SAlmDlyIO[,p1]?
示例 设定通道 0001 的报警延迟时间为“2 分 30 秒”。

SAlmDlyIO,0001,0,2,30
说明

• 请将延迟时间设定为测量周期 (SScan 命令 ) 的整数倍。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STagIO
标记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AO 通道、DO 通道、

PID 通道的标记。

语法结构 STagIO,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标记 ( 最多 32 个字符、UTF-8)
p3 标记号码 ( 最多 16 个字符、ASCII)

查询 STagIO[,p1]?
示例 将通道 0001 的标记设定为“SYSTEM1”，标记

号码设定为“TI002”。
STagIO,0001,’SYSTEM1’,’TI002’

说明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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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lorIO
通道的显示颜色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AO 通道、DO 通道、

PID 通道的显示颜色。

语法结构 SColorIO,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显示颜色RGB的R值 (0～ 255，请参阅“说

明”)
p3 显示颜色RGB的G值 (0～ 255，请参阅“说

明”)
p4 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请参阅“说

明”)
查询 SColorIO[,p1]?
示例 设定通道 0001 的显示颜色为红色 (Red)。

SColorIO,0001,255,0,0
说明

• 显示颜色的 RGB 值如下表所示。

颜色 R G B 注释

红 Red 255 0 0
绿 Green 0 153 51
蓝 Blue 0 51 255
蓝紫 Blue violet 119 51 204 GX10/GP10

102 51 204 GX20/GP20
GM10

茶 Brown 153 51 0
橙 Orange 255 153 51
黄绿 Yellow green 153 204 51 GX10/GP10

170 221 51 GX20/GP20
GM10

浅蓝 Light blue 119 170 221 GX10/GP10
153 204 255 GX20/GP20

GM10
紫红 Violet 204 102 204 GX10/GP10

221 153 221 GX20/GP20
GM10

灰 Gray 153 153 153
浅绿 Lime 102 255 0
青 Cyan 0 255 255
深蓝 DarkBlue 0 0 153
黄 Yellow 255 255 0
浅灰 Light gray 204 204 204
紫 Purple 153 0 153 GX10/GP10

136 0 136 GX20/GP20
GM10

黑 Black 0 0 0
粉红 Deeppink 255 17 153
浅棕 Rosybrown 204 153 153
淡绿 Palegreen 153 255 153 GX10/GP10

187 255 153 GX20/GP20
GM10

深灰 Gray31 102 102 102
橄榄 Olive 153 153 0
深青 Dark cyan 0 153 153
嫩绿 Spring green 0 204 153 GX10/GP10

0 221 119 GX20/GP20
GM10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SZoneIO
波形的显示区域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AO 通道、DO 通道 PID
通道的波形显示区域。

语法结构 SZoneIO,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区域下限值 [%](0 ～ 95)
p3 区域上限值 [%](5 ～ 100)

查询 SZoneIO[,p1]?
示例 通道0001的波形按显示宽度的0%～30%显示。

SZoneIO,0001,0,30

说明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SScaleIO
标尺显示 [GX/GP]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AO 通道、DO 通道、

PID 通道的标尺显示。

语法结构 SScaleIO,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标尺显示位置 (Off、1 ～ 10)
p3 标尺分割数 (4 ～ 12、C10)

查询 SScaleIO[,p1]?
示例 在显示位置 1 显示通道 0001 的标尺。显示 4 等

分标尺的主刻度。

SScaleIO,0001,1,4

说明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SBarIO
棒图显示
设定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AO 通道、DO 通道、

PID 通道的棒图显示。

语法结构 SBarIO,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棒图显示基准位置

Lower 下限

Center 中央

Upper 上限

p3 标尺分割数 (4 ～ 12)
查询 SBarIO[,p1]?
示例 在中央 (Center) 为基准位置的棒图上显示通道

0001 的测量值。显示 4 等分标尺的主刻度。

SBarIO,0001,Center,4

说明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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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tialIO
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GX/GP]
设定 AI 通道、PI 通道、PID 通道波形的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语法结构 SPartialIO,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部分压缩 On/Off(On、Off)
p3 部分压缩边界位置 [%](1 ～ 99)
p4 部分压缩边界值 ( 范围下限 +1digit ～范围

上限 -1digit)
查询 SPartialIO[,p1]?
示例 在测量量程为 0 ～ 1.0000V 的通道 0001，50%

的位置处显示测量值 0.7500V。
SPartialIO,0001,On,50,7500

说明

• 不能对设定为不使用的通道进行设定。固定为 p2=Off。
• 不能在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 (SRangeAI 的 p4

为 LogT1、LogT2 或 LogT3) 中设定。固定为 p2=Off。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范围上下限值存在 2digit 或以上差值时可以设定

p2=On。

SBandIO
彩色标尺带
设定 AI 通道、PI 通道的彩色标尺带。

语法结构 SBandIO,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彩色标尺带区域 (Off、In、Out)
p3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4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5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6 彩色标尺带显示下限 ( 范围或标尺下限～范

围或标尺上限 )
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 (SRangeAI
的 p4 为 LogT1、LogT2 或 LogT3)，以指

数形式 ( 示例：1.23E10、尾数部分位数由

SRangeAI 命令的 p8 指定 ) 指定 p6。
p7 彩色标尺带显示上限 ( 范围或标尺下限～范

围或标尺上限 )
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 (SRangeAI
的 p4 为 LogT1、LogT2 或 LogT3)，以指

数形式 ( 示例：1.23E10、尾数部分位数由

SRangeAI 命令的 p8 指定 ) 指定 p7。
查询 SBandIO[,p1]?
示例 在通道 0001 上，-0.5000 ～ 1.0000 内设定为蓝

色标尺带。

SBandIO,0001,In,0,0,255,5000,10000
说明

• 不能对设定为不使用的通道进行设定。固定为 p2=Off。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SAlmMarkIO
报警标记
设定显示 AI 通道、DI 通道、PI 通道报警设定位置的标记。

语法结构 SAlmMarkIO,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p12,p13,p14,p15
p1 通道号码

p2 在标尺上显示报警标记 (Off、On)
p3 报警标记的类型

Alarm 显示已有的报警标记

Fixed 显示指定颜色的标记

p4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5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6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7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8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9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10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11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12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13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14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15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查询 SAlmMarkIO[,p1]?
示例 通道 0001 的报警 1 ～报警 4 的报警标记分别用

以下固定颜色显示：红色、茶色、橙色和黄色。

SAlmMarkIO,0001,On,Fixed,255,0,0, 
165,42,42,255,165,0,255,255,0

说明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时，DI 通道不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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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lueIO
上下限显示字符串
AI 通道、设定 DI 通道及 DO 通道、PID 通道的上下限值显

示字符串。

语法结构 SValueIO,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下限值显示字符串 ( 最多 8 个字符、UTF-8)
p3 上限值显示字符串 ( 最多 8 个字符、UTF-8)

查询 SValueIO[,p1]?
示例 通道 0001 的下限值显示为“OFF”，上限值显

示为“ON”。

SValueIO,0001,’OFF’,’ON’

SCalibIO
测量值校正
设定 AI 通道的测量值校正。

不使用测量值校正

语法结构 SCalibIO,p1,p2
p1 通道号码

p2 折线模式 (Off)
使用测量值校正 ( 折线近似、折线偏移 )
语法结构 SCalibIO,p1,p2,p3,p4,p5,p6,p7,p8,p

9,p10,p11,p12,p13,p14,p15,p16,p17,
p18,p19p,20p,p21,p22,p23,p24,p25,p
26,p27
p1 通道号码

p2 模式

Appro 折线近似

Bias 折线偏移

p3 校正点的点数 (2 ～ 12)
p4 校正点 1 的输入值

p5 校正点 1 的输出值

p6 校正点 2 的输入值

p7 校正点 2 的输出值

p8 校正点 3 的输入值

p9 校正点 3 的输出值

p10 校正点 4 的输入值

p11 校正点 4 的输出值

p12 校正点 5 的输入值

p13 校正点 5 的输出值

p14 校正点 6 的输入值

p15 校正点 6 的输出值

p16 校正点 7 的输入值

p17 校正点 7 的输出值

p18 校正点 8 的输入值

p19 校正点 8 的输出值

p20 校正点 9 的输入值

p21 校正点 9 的输出值

p22 校正点 10 的输入值

p23 校正点 10 的输出值

p24 校正点 11 的输入值

p25 校正点 11 的输出值

p26 校正点 12 的输入值

p27 校正点 12 的输出值

使用测量值校正 ( 校正系数 )(/AH)

语法结构 SCalibIO,p1,p2,p3,p4,p5,p6,p7,p8,p
9,p10,p11,p12,p13,p14,p15,p16,p17,
p18,p19p,20p,p21,p22,p23,p24,p25,p
26,p27,p28,p29,p30,p31,p32,p33,p34
,p35,p36,p37,p38,p39
p1 通道号码

p2 模式

Correct 校正系数

p3 校正点的点数 (2 ～ 12)
p4 未校正点 1 的输入值

p5 仪表校正系数 1
p6 传感器校正系数 1
p7 未校正点 2 的输入值

p8 仪表校正系数 2
p9 传感器校正系数 2
p10 未校正点 3 的输入值

p11 仪表校正系数 3
p12 传感器校正系数 3
p13 未校正点 4 的输入值

p14 仪表校正系数 4
p15 传感器校正系数 4
p16 未校正点 5 的输入值

p17 仪表校正系数 5
p18 传感器校正系数 5
p19 未校正点 6 的输入值

p20 仪表校正系数 6
p21 传感器校正系数 6
p22 未校正点 7 的输入值

p23 仪表校正系数 7
p24 传感器校正系数 7
p25 未校正点 8 的输入值

p26 仪表校正系数 8
p27 传感器校正系数 8
p28 未校正点 9 的输入值

p29 仪表校正系数 9
p30 传感器校正系数 9
p31 未校正点 10 的输入值

p32 仪表校正系数 10
p33 传感器校正系数 10
p34 未校正点 11 的输入值

p35 仪表校正系数 11
p36 传感器校正系数 11
p37 未校正点 12 的输入值

p38 仪表校正系数 12
p39 传感器校正系数 12

查询 SCalibIO[,p1]?
示例 在通道 0001( 测量范围：0 ～ 1.0000V) 上指定

3 点校正点。校正点设定为：输入值为 0V 时，

输出值为 0.0010V ；输入值为 0.5000V 时，输

出值为 0.5020V ；输入值为 1.0000V 时，输出

值为 0.9970V。
SCalibIO,0001,Appro,3,0,10,5000, 
5020,10000,9970

说明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不能设定超过 p3 设定点数的校正点。

• AI 通道的输入类型 (SRangeAI 命令的 p2) 为 Skip 或

DI 时，只能设定 p2=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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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setAO
预设动作的设定
设定 AO 通道的预设动作。

语法结构 SPresetAO,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电源接通时的动作 (Last, Preset)
Last 上一个值保持

Preset 预设值输出

p3 错误时的动作 (Last, Preset)
Last 上一个值保持

Preset 预设值输出

p4 停止时的动作 (Last, Preset)
Last 上一个值保持

Preset 预设值输出

查询 SPresetAO[,p1]?
示例 将 AO 通道 0001 的预设动作设为电源接通时、

错误时、停止时所有预设值输出。

SPresetAO,0001,Preset,Preset,Pres
et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停止时的动作”是指，测量停止、运算停止或传送输

出设为 Off。

SMathBasic
运算通道的基本动作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基本动作。

语法结构

GX/GP SMathBasic,p1,p2,p3,p4,p5
GM SMathBasic,p1,p2,p3,p4,p5,p6,p7

p1 运算错误时的显示

+Over 运算值显示为正溢出。

-Over 运算值显示为负溢出。

p2 检测到溢出数据时的 SUM、AVE 运算

Error 运算结果为运算错误。

Skip 忽略溢出数据继续运算。

Limit 使用上限值或下限值代替

溢出数据进行运算。

• 未设定线性缩放的通道

内，使用测量量程的上 /
下限值

• 设定了线性缩放的通道

内，使用缩放的上 / 下
限值

• 运算通道内，使用已设

定范围的上 / 下限值

p3 检测到溢出数据时的 MAX、MIN、P-P 运算

Over 使用溢出数据运算。

Skip 忽略溢出数据继续运算。

p4 START/STOP 键操作

(GX/GP ：Off, Start/Stop, Reset+Start/
Stop)
(GM ：Off)

Off 即使开始记录，也不开始

运算。

Start/Stop 记录开始则同时开始运算。

Reset+
Start/Stop

开始记录后，重置记录之

前的运算结果，开始计算。

p5 PSUM 溢出动作 (GX/GP 时 )
Rotate 循环

Over 溢出

p5 START键动作

(GM 时 )
(Off, Start, Reset+Start)

Off 开始记录，不开始运算。

Start 开始记录后，同时开始运

算。

Reset+
Start

开始记录后，复位之前的

运算结果并开始运算。

p6 STOP键操作 (Off, Stop)
Off 停止记录，不停止运算。

Stop 停止记录后，同时停止运

算。

p7 PSUM 溢出动作 (GM 时 )
Rotate 循环

Over 溢出

查询 SMathBasic?
示例 设定运算错误显示为“+Over”，检测到数据溢

出时的运算处理为“Skip”，记录开始的同时开

始计算。

SMathBasic,+Over,Skip,Skip,Start/
Stop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5、p6 对 GX/GP 是无效参数。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固定为 p4=Off。



2-32 IM 04L51B01-17ZH-C

2.4　设定命令

SKConst
运算常数 (/MT)
设定运算中使用的常数。

语法结构 SKConst,p1,p2
p1 常数号码 (1 ～ 100)
p2 值 (-9.9999999E+29 ～ -1E-30，0，1E-30

～ 9.9999999E+29，有效位数 8 位 )
查询 SKConst[,p1]?
示例 设定常数号码 12 的常数为 1.0000E-10。

SKConst,12,1.0000E-1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RangeMath
运算公式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运算公式。

不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Math,p1,p2
p1 通道号码

p2 运算公式的使用 / 不使用 (Off)
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Math,p1,p2,p3,p4,p5,p6,p7,p8
p1 通道号码

p2 运算公式的使用 / 不使用 (On)
p3 运算通道类型 (Normal)
p4 运算公式 ( 最多 120 个字符、ASCII)
p5 小数点位置 (0 ～ 5)
p6 范围下限值 (-9999999 ～ 99999999)
p7 范围上限值 (-9999999 ～ 99999999)
p8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查询 SRangeMath[,p1]?
示例 设定运算通道 015 的运算公式为 0001+0002。

设定测量范围为 0.0 ～ 100.0%。

SRangeMath,015,On,Normal,0001+ 
0002,1,0,100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公式中不能设定空白字符串。

• 不能将范围上下限值设定为相同的值 ( 范围下限值＝范

围上限值 )。

STlogMath
TLOG(/MT)
设定运算通道的 TLOG。

语法结构 STlogMath,p1,p2,p3,p4,p5
p1 通道号码

p2 计时器类型

Timer 计时器

MatchTimeTimer 匹配时刻计时器

p3 计时器号码 (1 ～ 12)
p4 累计单位 (Off、/sec、/min、/hour)
p5 复位 (On、Off)

查询 STlogMath[,p1]?
示例 在运算通道 015 内设定计时器 2。设定累计单位

为 Off 且无复位动作。

STlogMath,015,Timer,2,Off,Off
说明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RolAveMath
长时间移动平均 (/MT)
设定运算通道上的长时间移动平均。

语法结构 SRolAveMath,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p3 采样间隔 (1 ～ 6s、10s、12s、15s、20s、

30s、1 ～ 6min、10min、12min、15min、
20min、30min、1h)

p4 采样数 (1 ～ 1500)
查询 SRolAveMath[,p1]?
示例 在运算通道 015 上，移动平均 1 分钟间隔的 30

个数据并作为运算值。

SRolAveMath,015,On,1mi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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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rmMath
报警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报警。

不设定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Math,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ff)

不输出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Math,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n)
p4 报警类型 (H、L、TH、TL)
p5 报警值 ( 范围内 )
p6 检出 (Off、On)
p7 输出 (Off)

输出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Math,p1,p2,p3,p4,p5,p6,p7,p8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n)
p4 报警类型 (H、L、TH、TL)
p5 报警值 ( 范围内 )
p6 检出 (Off、On)
p7 输出

DO 输出至继电器 (DO 通道 )
SW 输出至内部开关

p8 号码

p7=DO 时 继电器 (DO 通道 ) 号码

p7=SW 时 内部开关号码 (001 ～

100)
使用对数运算的通道

语法结构 SAlarmMath,p1,p2,p3,p4,p5,p6,p7,p8
,p9
p1 通道号码

p2 报警号码 (1 ～ 4)
p3 报警有无 (Off, On)
p4 报警类型 (Off, H, L, TH, TL)
p5 报警值尾数部分 (100 ～ 999)
p6 报警值指数部分 (-16 ～ 16)
p7 检测 (Off, On)
p8 输出 (Off, DO, SW)

Off 不输出报警

DO 向继电器 (DO 通道 ) 输出

SW 向内部开关输出

p9 号码

p8=DO 时 继电器 (DO 通道 ) 号码

p8=SW 时 内部开关号码

(001 ～ 100)
查询 SAlarmMath[,p1[,p2]]?
示例 在运算通道 015 的电平 2 上设定上限报警 (H)，

报警值为 85.0。报警发生时输出至继电器 (DO
通道 ) 号码 0105 的继电器 (DO 通道 )。

SAlarmMath,015,2,On,H,850,On,
DO,0105

说明

• 在 Off 的运算通道中不能设定。

• p3=Off 时，不能设定 p4 及之后的值。

• P7( 对数运算时 p8)=Off 时，不能设定 p8( 对数运算时

p9)
• 输出类型为“手动”的 DO 通道或内部开关不能在输出

号码处设定。

SAlmHysMath
报警滞后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报警滞后。

语法结构 SAlmHysMath,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滞后值

报警类型 滞后值的设定范围

H、L 0 ～ 100000
使用对数运算的通道

语法结构 SAlmHysMath,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报警号码 (1 ～ 4)
p3 迟滞值尾数部分 (100 ～ 999)
p4 迟滞值指数部分 (-16 ～ 16)

查询 SAlmHysMath[,p1[,p2]]?
示例 在运算通道 015 的报警 3 上设定滞后。

SAlmHysMath,015,3,10
说明

• 对延迟上下限报警 (TH、TL) 设定的滞后无效。

SAlmDlyMath
报警延迟时间 (/MT)
设定运算通道延迟报警的延迟时间。

语法结构 SAlmDlyMath,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时 (0 ～ 24)
p3 分 (0 ～ 59)
p4 秒 (0 ～ 59)

查询 SAlmDlyMath[,p1]?
示例 设定运算通道 015 的报警延迟时间为“2 分 30

秒”。

SAlmDlyMath,015,0,2,30
说明

• 请将延迟时间设定为测量周期 (SScan 命令 ) 的整数倍。



2-34 IM 04L51B01-17ZH-C

2.4　设定命令

STagMath
标记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标记。

语法结构 STagMath,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标记 ( 最多 32 个字符、UTF-8)
p3 标记号码 ( 最多 16 个字符、UTF-8)

查询 STagMath[,p1]?
示例 将运算通道 015 的标记设定为“SYSTEM1”，

标记号码设定为“TI002”。
STagMath,015,’SYSTEM1’,’TI002’

SColorMath
通道的显示颜色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显示颜色。

语法结构 SColorMath,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3 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4 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查询 SColorMath[,p1]?
示例 设定运算通道 015 的显示颜色为红色。

SColorMath,015,255,0,0
说明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SZoneMath
波形的显示区域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波形显示区域。

语法结构 SZoneMath,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区域下限值 [%](0 ～ 95)
p3 区域上限值 [%](5 ～ 100)

查询 SZoneMath[,p1]?
示例 运算通道 015 的波形按显示宽度的 0% ～ 30%

显示。

SZoneMath,015,0,30

SScaleMath
标尺显示 (/MT)[GX/GP]
设定运算通道的标尺显示。

语法结构 SScaleMath,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标尺显示位置 (Off、1 ～ 10)
p3 标尺分割数 (4 ～ 12、C10)

查询 SScaleMath[,p1]?
示例 在显示位置 1 上显示运算通道 015 的标尺。显

示 4 等分标尺的主刻度。

SScaleMath,015,1,4

SBarMath
棒图显示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棒图显示。

语法结构 SBarMath,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棒图显示基准位置

Lower 下限

Center 中央

Upper 上限

p3 标尺分割数 (4 ～ 12)
查询 SBarMath[,p1]?
示例 在中央 (Center) 为基准位置的棒图上显示运算

通道 015 的运算值。显示 4 等分标尺的主刻度。

SBarMath,015,Center,4

SPartialMath
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MT)[GX/GP]
设定运算通道波形的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语法结构 SPartialMath,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部分压缩 On/Off(On、Off)
p3 部分压缩边界位置 [%](1 ～ 99)
p4 部分压缩边界值

查询 SPartialMath[,p1]?
示例 在测量量程为 0 ～ 1.0000V 的通道 015，50%

的位置处显示测量值 0.7500V。
SPartialMath,015,On,50,7500

说明

• 不能在设定为 Off 的通道内设定。固定为 p2=Off。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范围上下限值存在 2digit 或以上差值时可以设定

p2=On。
• 对于使用对数运算的通道，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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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ndMath
彩色标尺带 (/MT)
设定运算通道的彩色标尺带。

语法结构 SBandMath,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彩色标尺带区域 (Off、In、Out)
p3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4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5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6 彩色标尺带显示下限 ( 范围下限～范围上

限 )
p7 彩色标尺带显示上限 ( 范围下限～范围上

限 )
使用对数运算的通道

语法结构 SBandMath,p1,p2,p3,p4,p5,p6,p7,p8
,p9
p1 通道号码

p2 彩色标尺带区域 (Off, In, Out)
p3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4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5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6 彩色标尺带表示下限尾数值

(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
p7 彩色标尺带表示下限指数值

(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
p8 彩色标尺带表示上限尾数值

(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
p9 彩色标尺带表示上限指数值

(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
查询 SBandMath[,p1]?
示例 在运算通道 015 上，-0.5000 ～ 1.0000 内设定

为蓝色标尺带。

SBandMath,015,In,0,0,255,5000, 
10000

说明

• 不能在设定为 Off 的通道内设定。固定为 p2=Off。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SAlmMarkMath
报警标记 (/MT)
设定显示运算通道报警设定位置的标记。

语法结构 SAlmMarkMath,p1,p2,p3,p4,p5,p6,p7,
p8,p9,p10,p11,p12,p13,p14,p15
p1 通道号码

p2 在标尺上显示报警标记 (Off、On)。
p3 报警标记的类型

Alarm 显示已有的报警标记。

Fixed 显示指定颜色的标记。

p4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5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6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7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8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9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10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11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12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13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14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15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查询 SAlmMarkMath[,p1]?
示例 运算通道 015 的报警 1 ～报警 4 的报警标记分

别用以下固定颜色显示：红色、茶色、橙色和

黄色。

SAlmMarkMath,015,On,Fixed,255,0,0, 
165,42,42,255,165,0,255,255,0

说明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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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ngeCom
测量量程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测量量程。

不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Com,p1,p2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
使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RangeCom,p1,p2,p3,p4,p5,p6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n)
p3 小数点位置 (0 ～ 5)
p4 范围下限值 (-9999999 ～ 99999999)
p5 范围上限值 (-9999999 ～ 99999999)
p6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查询 SRangeCom[,p1]?
示例 在通信通道 025 内，测量 0.00 ～ 100.00%。

SRangeCom,025,On,2,0,1000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不能将范围上下限值设定为相同的值 ( 范围下限值＝范

围上限值 )。

SValueCom
预设动作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预设动作。

语法结构 SValueCom,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电源接通时的值 (Preset、Last)
p3 预设值 (-9.999999E+29 ～ -1E-30，0，

1E-30 ～ 9.999999E+29)
查询 SValueCom[,p1]?
示例 电源接通时，通信通道 025 的值置换为预设值

0.5。
SValueCom,025,Preset,0.5

SWDCom
监视时钟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监视时钟。

不使用监视时钟的通道

语法结构 SWDCom,p1,p2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监视时钟 (Off)
使用监视时钟的通道

语法结构 SWDCom,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监视时钟 (On)
p3 监视时钟 (1 ～ 120)[ 秒 ]
p4 计时器溢出时的动作 (Preset、Last)

查询 SWDCom[,p1]?

示例 设定通信通道 025 的监视时钟为 60 秒。监视时

钟已满时，通信通道 025 的值置换为预设值。

SWDCom,025,On,60,Preset
说明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SAlarmCom
报警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报警。

未设定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Com,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ff)

不输出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Com,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n)
p4 报警类型 (H、L、TH、TL)
p5 报警值 ( 范围内 )
p6 检出 (Off、On)
p7 输出 (Off)

输出报警

语法结构 SAlarmCom,p1,p2,p3,p4,p5,p6,p7,p8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有无报警 (On)
p4 报警类型 (H、L、TH、TL)
p5 报警值 ( 范围内 )
p6 检出 (Off、On)
p7 输出 (Off)

DO 继电器 (DO 通道 ) 输出

SW 输出至内部开关

p8 号码

p7=DO 时 继电器 (DO 通道 ) 号码

p7=SW 时 内部开关号码 (001 ～

100)
查询 SAlarmCom[,p1[,p2]]?
示例 在通信通道 025 的电平 2 上设定上限报警 (H)，

报警值为 85.0%。报警发生时输出至继电器 (DO
通道 ) 号码 0105 的继电器 (DO 通道 )。
SAlarmCom,025,2,On,H,850,On,
DO,0105

说明

• 不能在 Off 的通信通道内设定。

• p3=Off 时，不能设定 p4 及之后的值。

• p7=Off 时，不能设定 p8。
• 输出类型为“手动”的 DO 通道或内部开关不能在输出

号码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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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mHysCom
报警滞后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报警滞后。

语法结构 SAlmHysCom,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电平 (1 ～ 4)
p3 滞后值

报警类型 滞后值的设定范围

H、L 0 ～ 100000
查询 SAlmHysCom[,p1[,p2]]?
示例 在通信通道 025 的报警 3 上设定滞后。

SAlmHysCom,025,3,10
说明

• 对延迟上下限报警 (TH、TL) 设定的滞后无效。

SAlmDlyCom
报警延迟时间 (/MC)
设定通信通道延迟报警的延迟时间。

语法结构 SAlmDlyCom,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时 (0 ～ 24)
p3 分 (0 ～ 59)
p4 秒 (0 ～ 59)

查询 SAlmDlyCom[,p1]?
示例 设定通信通道 025 的报警延迟时间为“2 分 30

秒”。

SAlmDlyCom,025,0,2,30
说明

• 请将延迟时间设定为测量周期 (SScan 命令 ) 的整数倍。

STagCom
标记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标记。

语法结构 STagCom,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标记 ( 最多 32 个字符、UTF-8)
p3 标记号码 ( 最多 16 个字符、ASCII)

查询 STagCom[,p1]?
示例 将通信通道 025 的标记设定为“SYSTEM1”，

标记号码设定为“TI002”。
STagCom,025,’SYSTEM1’,’TI002’

SColorCom
通道的显示颜色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显示颜色。

语法结构 SColorCom,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3 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4 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查询 SColorCom[,p1]?
示例 设定通信通道 025 的显示颜色为红色。

SColorCom,025,255,0,0
说明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SZoneCom
波形的显示区域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波形显示区域。

语法结构 SZoneCom,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区域下限值 [%](0 ～ 95)
p3 区域上限值 [%](5 ～ 100)

查询 SZoneCom[,p1]?
示例 通信通道 025 的波形按显示宽度的 0% ～ 30%

显示。

SZoneCom,025,0,30

SScaleCom
标尺显示 (/MC)[GX/GP]
设定通信通道的标尺显示。

语法结构 SScaleCom,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标尺显示位置 (Off、1 ～ 10)
p3 标尺分割数 (4 ～ 12、C10)

查询 SScaleCom[,p1]?
示例 在显示位置 1 上显示通信通道 025 的标尺。显

示 4 等分标尺的主刻度。

SScaleCom,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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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rCom
棒图显示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棒图显示。

语法结构 SBarCom,p1,p2,p3
p1 通道号码

p2 棒图显示位置

Lower 下限

Center 中央

Upper 上限

p3 棒图分割数 (4 ～ 12)
查询 SBarCom[,p1]?
示例 在中央 (Center) 为基准位置的棒图上显示通信

通道 025 的值。显示 4 等分标尺的主刻度。

SBarCom,025,Center,4

SPartialCom
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MC)[GX/GP]
设定通信通道波形的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语法结构 SPartialCom,p1,p2,p3,p4
p1 通道号码

p2 部分压缩 On/Off(On、Off)
p3 部分压缩边界位置 [%](1 ～ 99)
p4 部分压缩边界值

查询 SPartialCom[,p1]?
示例 在测量量程为 0 ～ 1.0000V 的通道 025，50%

的位置处显示测量值 0.7500V。
SPartialCom,025,On,50,7500

说明

• 不能在设定为 Off 的通道内设定。固定为 p2=Off。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范围上下限值存在 2digit 或以上差值时可以设定

p2=On。

SBandCom
彩色标尺带 (/MC)
设定通信通道的彩色标尺带。

语法结构 SBandCom,p1,p2,p3,p4,p5,p6,p7
p1 通道号码

p2 彩色标尺带区域 (Off、In、Out)
p3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4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5 彩色标尺带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6 彩色标尺带显示下限 ( 范围下限～范围上

限 )
p7 彩色标尺带显示上限 ( 范围下限～范围上

限 )
查询 SBandCom[,p1]?
示例 在通信通道 025 上，-0.5000 ～ 1.0000 内设定

为蓝色标尺带。

SBandCom,025,In,0,0,255,5000,10000

说明

• 不能在设定为 Off 的通道内设定。固定为 p2=Off。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SAlmMarkCom
报警标记 (/MC)
设定显示通信通道报警设定位置的标记。

语法结构 SAlmMarkCom,p1,p2,p3,p4,p5,p6,p7, 
p8,p9,p10,p11,p12,p13,p14,p15
p1 通道号码

p2 在标尺上显示报警标记 (Off、On)
p3 报警标记的类型

Alarm 显示已有的报警标记

Fixed 显示指定颜色的标记

p4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5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6 报警 1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7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8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9 报警 2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10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11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12 报警 3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13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14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15 报警 4 标记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查询 SAlmMarkCom[,p1]?
示例 通信通道 025 的报警 1 ～报警 4 的报警标记分

别用以下固定颜色显示：红色、茶色、橙色和

黄色。

SAlmMarkCom,025,On,Fixed,255,0,0, 
165,42,42,255,165,0,255,255,0

说明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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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ibUseCom
测量值校正使用 / 不使用
设定使用 / 不使用通信通道的测量值校正。

语法结构 SCalibUseCom,p1,p2
p1 通道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 不使用

On 使用

查询 SCalibUseCom[,p1]?
示例 使用通道 001 的测量值校正。

SCalibUseCom,001,On
说明

• 可设为 p2=On 的数量有以下限制。

型号 GX10
GP10

GX20-1
GP20-1
GM10-1

GX20-2
GP20-2
GM10-2

可设为 On 的数量 50 150 300
• 通信通道 On/Off 设定 (SRangeCom) 中，p2=Off 时固

定为 p2=Off。
• 关于通信通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1 页“2.3.2 参数

的说明和值的范围”。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CalibCom
测量值校正
设定通信通道的测量值校正。

不使用测量值校正

语法结构 SCalibCom,p1,p2
p1 通道号码

p2 折线模式 (Off)
使用测量值校正 ( 折线近似、折线偏移 )
语法结构 SCalibCom,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p12,p13,p14,p15,p16,p17
,p18,p19p,20p,p21,p22,p23,p24,p25,
p26,p27
p1 通道号码

p2 模式

Appro 折线近似

Bias 折线偏移

p3 校正点的点数 (2 ～ 12)
p4 校正点１的输入值

p5 校正点１的输出值

p6 校正点 2 的输入值

p7 校正点 2 的输出值

p8 校正点 3 的输入值

p9 校正点 3 的输出值

p10 校正点 4 的输入值

p11 校正点 4 的输出值

p12 校正点 5 的输入值

p13 校正点 5 的输出值

p14 校正点 6 的输入值

p15 校正点 6 的输出值

p16 校正点 7 的输入值

p17 校正点 7 的输出值

p18 校正点 8 的输入值

p19 校正点 8 的输出值

p20 校正点 9 的输入值

p21 校正点 9 的输出值

p22 校正点 10 的输入值

p23 校正点 10 的输出值

p24 校正点 11 的输入值

p25 校正点 11 的输出值

p26 校正点 12 的输入值

p27 校正点 12 的输出值

使用测量值校正 ( 校正系数 )(/AH)
语法结构 SCalibCom,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p12,p13,p14,p15,p16,p17
,p18,p19p,20p,p21,p22,p23,p24,p25,
p26,p27,p28,p29,p30,p31,p32,p33,p3
4,p35,p36,p37,p38,p39
p1 通道号码

p2 模式

Correct 校正系数

p3 校正点的点数 (2 ～ 12)
p4 未校正值 1 的输入值

p5 仪表校正系数 1
p6 传感器校正系数 1
p7 未校正值 2 的输入值

p8 仪表校正系数 2
p9 传感器校正系数 2
p10 未校正值 3 的输入值

p11 仪表校正系数 3
p12 传感器校正系数 3
p13 未校正值 4 的输入值

p14 仪表校正系数 4
p15 传感器校正系数 4
p16 未校正值 5 的输入值

p17 仪表校正系数 5
p18 传感器校正系数 5
p19 未校正值 6 的输入值

p20 仪表校正系数 6
p21 传感器校正系数 6
p22 未校正值 7 的输入值

p23 仪表校正系数 7
p24 传感器校正系数 7
p25 未校正值 8 的输入值

p26 仪表校正系数 8
p27 传感器校正系数 8
p28 未校正值 9 的输入值

p29 仪表校正系数 9
p30 传感器校正系数 9
p31 未校正值 10 的输入值

p32 仪表校正系数 10
p33 传感器校正系数 10
p34 未校正值 11 的输入值

p35 仪表校正系数 11
p36 传感器校正系数 11
p37 未校正值 12 的输入值

p38 仪表校正系数 12
p39 传感器校正系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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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SCalibCom[,p1]?
示例 在通道 001( 测量范围 :0.0 ～ 100.0) 上指定

3 点的校正点。校正点设定：输入值为 0.0 时，

输出值为 0.1 ；输入值为 50.0 时，输出值为

50.2 ；输入值为 100.0 时，输出值为 99.7。
SCalibCom,001,Appro,3,0,1,50,
502,1000,997

说明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测量值校正是否使用 On/Off(SCalibUseCom 命令的

p2) 设为 Off 时，固定为 p2=Off 。
• 不能设定超过 p3 设定点数的校正点。

• 校正值不受量程范围影响。

在 -9999999 ～ 99999999 的范围内有效。

SAlmLimit
变化率报警的时间间隔
设定变化率报警的变化率时间间隔。

语法结构 SAlmLimit,p1,p2
p1 下降限间隔

1～ 32 测量周期的倍数

p2 上升限间隔

1～ 32 测量周期的倍数

查询 SAlmLimit?
示例 设定变化率下降限报警和上升限报警的时间间

隔，分别为测量周期的“10”倍和“20”倍。

SAlmLimit,10,2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IndivAlmACK
解除单个报警
设定使用 / 不使用解除单个报警功能。

语法结构 SIndivAlmACK,p1
p1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查询 SIndivAlmACK?
示例 使用解除单个报警功能。

SIndivAlmACK,On

SAlmSts
报警显示的保持 / 非保持
设定报警显示的保持 / 非保持。

语法结构 SAlmSts,p1
p1 动作

Hold 保持

NonHold 非保持

查询 SAlmSts?
示例 报警显示“保持”至解除报警操作为止。

SAlmSts,Hold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如果设定使用解除单个报警功能 (SIndivAlmACK 命

令 )，则固定为 p1=Hold。

STimer
计时器
设定计时器。

不使用计时器

语法结构 STimer,p1,p2
p1 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计时器类型 (Off)

相对时间计时器

语法结构 STimer,p1,p2,p3,p4,p5,p6
p1 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计时器类型 (Relative)
p3 时间间隔：天数 (0 ～ 31)
p4 时间间隔：小时 (HH)(00 ～ 23)
p5 时间间隔：分钟 (MM)(00 ～ 59)
p6 运算开始时复位 (Off、On)

绝对时间计时器

语法结构 STimer,p1,p2,p3,p4,p5
p1 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计时器类型 (Absolute)
p3 时间间隔 (1min、2min、3min、4min、

5min、6min、10min、12min、15min、
20min、30min、1h、2h、3h、4h、6h、
8h、12h、24h)

p4 基准时间：时 (HH)(00 ～ 23)
p5 基准时间：分 (MM)(00 ～ 59)

查询 STimer[,p1]?
示例 在计时器号码 2 上设定 6 小时 30 分钟的相对时

间计时器。运算开始时计时器复位。

STimer,2,Relative,0,6,30,On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p2=Relative 且 p3=0 时，不能设定“00:00”(p4、p5)。

SMatchTimer
匹配时刻计时器
设定匹配时刻计时器。

不使用匹配时刻计时器

语法结构 SMatchTimer,p1,p2
p1 匹配时刻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类型 (Off)

一年发生一次时间调整的匹配时刻计时器

语法结构 SMatchTimer,p1,p2,p3,p4,p5,p6,p7
p1 匹配时刻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类型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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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运行时间：月 (Jan、Feb、Mar、Apr、May、
Jun、Jul、Aug、Sep、Oct、Nov、Dec)

p4 运行时间 ：日 (1 ～ 31，根据指定月份的不

同而不同 )
p5 时间间隔：小时 (HH)(00 ～ 23)
p6 时间间隔：分钟 (MM)(00 ～ 59)
p7 计时器动作

Single 单次

Repeat 循环

一个月发生一次时间调整的匹配时刻计时器

语法结构 SMatchTimer,p1,p2,p3,p4,p5,p6
p1 匹配时刻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类型 (Month)
p3 运行时间：日 (1 ～ 28)
p4 时间间隔：小时 (HH)(00 ～ 23)
p5 时间间隔：分钟 (MM)(00 ～ 59)
p6 计时器动作

Single 单次

Repeat 循环

一周发生一次时间调整的匹配时刻计时器

语法结构 SMatchTimer,p1,p2,p3,p4,p5,p6
p1 匹配时刻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类型 (Week)
p3 运行时间：星期几

Sun 星期日

Mon 星期一

Tue 星期二

Wed 星期三

Thu 星期四

Fri 星期五

Sat 星期六

p4 时间间隔：小时 (HH)(00 ～ 23)
p5 时间间隔：分钟 (MM)(00 ～ 59)
p6 计时器动作

Single 单次

Repeat 循环

一天发生一次时间调整的匹配时刻计时器

语法结构 SMatchTimer,p1,p2,p3,p4,p5
p1 匹配时刻计时器号码 (1 ～ 12)
p2 类型 (Day)
p3 时间间隔：小时 (HH)(00 ～ 23)
p4 时间间隔：分钟 (MM)(00 ～ 59)
p5 计时器动作

Single 单次

Repeat 循环

查询 SMatchTimer[,p1]?
示例 在匹配时刻计时器号码 2 上设定每年 4 月 17 日

21 时 30 分运行的计时器。

SMatchTimer,2,Year,Apr,17,21,30, 
Repeat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SEventAct
事件动作
设定事件动作。

语法结构 SEventAct,p1,p2,p3,p4,p5,p6,p7
SEventAct,p1,p2,p3,p4,p5,p6,p7,p8
SEventAct,p1,p2,p3,p4,p5,p6,p7,p8, 
p9
SEventAct,p1,p2,p3,p4,p5,p6,p7,p8,
p9,p10
SEventAct,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
p1 事件动作号码 (1 ～ 50)
p2 类型 (Off、On)
p3 事件类型 ( 请参阅下表 )
p4 目标元素号码 ( 请参阅下表 )
p5 事件详细信息 ( 请参阅下表 )
p6 动作模式 ( 请参阅下表 )
p7 动作类型 ( 请参阅下表 )
p8 目标元素号码 ( 请参阅下表 )
p9 动作的详细信息 1( 请参阅下表 )
p10 动作的详细信息 2( 请参阅下表 )
p11 动作的详细信息 3( 请参阅下表 )

p3 p4 p5 p6
事件类型 设定值 目标元素 

号码

事件详细信息 动作模式

内部开关 SW 1 ～ 100 - Rising、
Falling、Both

远程控制输入 DI 通道号码 - Rising、
Falling、Both

继电器 (DO 通道 ) DO 通道号码 - Rising、
Falling、Both

报警 
( 输入输出通道 )

AlarmIO 通道号码 1 ～ 4 Rising、
Falling、Both

报警 
( 运算通道 )

AlarmMath 通道号码 1 ～ 4 Rising、
Falling、Both

报警 
( 通信通道 )

AlarmCom 通道号码 1 ～ 4 Rising、
Falling、Both

报警 AlarmAll - - Rising、
Falling、Both

仪表状态 Status - 记录 
(Memory)

Rising、
Falling、Both

运算 (Math)
仪表状态 *1 Status - 用户锁定

(UserLock)
仪表状态 [GX/GP]*1 Status - 登录到本仪表

(Login)
仪表状态 Status - 内存 / 外部

存储器异常

(MemMediaErr)
测量异常

(MeasureErr)
通信异常

(CommErr)
计时器 Timer 1 ～ 12 - Edge
匹配时刻计时器 MatchTimeTimer 1 ～ 12 - Edge
用户功能 UserFunction 1 ～ 2 - Edge
*1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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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p7 p8 p9 p10 p11
P6 动作类型 设定值 目标元素

号码

动作的详

细信息 1
动作的详

细信息 2
动作的详

细信息 3
Rising、 
Falling、 
Edge

记录 Memory - Start、
Stop

- All、批处

理组号码

*4

运算

( 运算通道 )
Math - Start、

Stop
- -

Reset - All、批处

理组号码

*4

切换显示率

[GX/GP]
RateChange 1, 2 - - -

标志 Flag 1 ～ 20 - - -
DO 输出 *1 DO 通道号码 Off、On - -
输出至内部开

关 *2
SW 通道号码 Off、On - -

手动采样 ManualSample - - - -
解除报警 AlarmACK - - - -
画面存储

[GX/GP]
Snapshot - - - -

时间调整 TimeAdjust - - - -
保存显示数据 SaveDisplay - - - All、批处

理组号码

*4

保存事件数据 SaveEvent 1 - - All、批处

理组号码

*4

事件触发 *3 Trigger 1, 2 - - -
信息 Message 1 ～ 100 All、

Select
显示组号

码 *4
批处理组

号码 *4

切换显示组

[GX/GP]
GroupChange 显示组号

码 *4
- - 批处理组

号码 *4

复位相对时间

计时器

TimerReset 1 ～ 12 - - -

读入设常数据 ConfigLoad 1 ～ 10 - - -
保存设常数据

[GM]
ConfigSave 1 ～ 10 - - -

显示收藏夹画
面
[GX/GP]

PlayList 1 ～ 20 - - -

模式文件的载

入 *5
ProgPatLoad 1 ～ 10 - - -

Both 记录开始 / 停止 MemoryStartStop - - - All、批处

理组号码

*4

运算开始 / 停止 MathStartStop - - - -
显示率切换 1/2
[GX/GP]

RateChange1_2 - - - -

标志 On/Off FlagOn_Off 1 ～ 20 - - -
DO On/Off*1 DOOn_Off 通道号码 - - -
内部开关 On/
Off*2

SWOn_Off 通道号码 - - -

*1 仅可以输出至类型为“手动”的 DO。

*2 仅可以输出至类型为“手动”的 SW。

*3 安全增强功能 (/AS) 禁用时有效。

*4 设定范围请参阅“2.3.2 参数的说明和值的范围”。

*5 仅对程序控制功能 (/PG) 有效。

查询 SEventAct[,p1]?
对于无效的参数，查询时该参数为空白。

示例 远程控制输入 ( 通道 0101) 的信号恢复 (Rising)
时，开始记录。使用事件动作号码 2。
SEventAct,2,On,DI,0101,,Rising,Mem
ory,,Start

说明

• 事件和动作的组合存在限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录仪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的“1.14 设定事件动作功能”或

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1ZH-C)
的“2.15 设定事件动作功能”。

• 不适用的参数仅写入参数分隔符“,”( 半角逗号 )( 即使

写入值亦无效 )。
• 事件类型“DI”，即远程模块内设定的 (SModeDI 命令 )

DI 模块的通道。

• 作为动作的可指定项 ( 标志、DO 通道或内部开关中任

意一个 ) 有效时，可以设定 p3=Status、p6=Both。
• 运算通道和标志为可选项 (/MT)。
• 通信通道为可选项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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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port
报表类型 (/MT)
设定创建的报表类型。

不创建报表

语法结构 SReport,p1
p1 类型 (Off)

时报和日报

语法结构 SReport,p1,p2
p1 类型 (Hour+Day)
p2 创建时间：时 (HH)(00 ～ 23)

日报和周报

语法结构 SReport,p1,p2,p3
p1 类型 (Day+Week)
p2 创建时间 (Mon、Tue、Wed、Thu、Fri、

Sat、Sun)
p3 创建时间：时 (HH)(00 ～ 23)

日报和月报

语法结构 SReport,p1,p2,p3
p1 类型 (Day+Month)
p2 创建时间：日 (1 ～ 28)
p3 创建时间：时 (HH)(00 ～ 23)

批处理报

语法结构 SReport,p1,p2
p1 类型 (Batch)
p2 数据记录间隔 (2min、3min、4min、5min、

10min、15min、30min、1h)
自定义日报

语法结构 SReport,p1,p2,p3,p4,p5
p1 类型 (Custom)
p2 数据记录间隔 (2min、3min、4min、5min、

10min、15min、30min、1h)
p3 文件创建周期 (4h、6h、8h、12h、24h)
p4 创建时间：时 (HH)(00 ～ 23)
p5 创建时间：分 (MM)(00 ～ 59)

查询 SReport[,p1]?
示例 每日 9 点创建日报；每月 1 日的 9 点创建月报。

SReport,Day+Month,1,09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1=Off 时，不能设定 p2 及之后的值。

SRepData
报表数据 (/MT)
设定报表的数据类型和文件的相关信息。

语法结构 SRepData,p1,p2,p3,p4,p5,p6
p1 运算类型 1(Max、Min、Ave、Sum、Inst)
p2 运算类型 2(Off、Max、Min、Ave、Sum、

Inst)
p3 运算类型 3(Off、Max、Min、Ave、Sum、

Inst)
p4 运算类型 4(Off、Max、Min、Ave、Sum、

Inst)
p5 运算类型 5(Off、Max、Min、Ave、Sum、

Inst)
Off 无

Max 最大值

Min 最小值

Ave 平均值

Sum 累计值

Inst 瞬时值

p6 创建文件

Combine 单个文件

Separate 多个文件

查询 SRepData?
示例 在日报和月报中记录最大值、最小值及平均值。

日报和月报作为一个文件输出。

SRepData,Max,Min,Ave,Off,Combine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RepTemp
报表输出 (/MT)
设定报表的输出方式。

语法结构 SRepTemp,p1,p2,p3
p1 Excel 模板

Off 无效

On 有效

p2 PDF 输出 (Off、On)
p3 打印机输出 (Off、On)

查询 SRepTemp?
示例 输出使用 Excel 模板的报表。

SRepTemp,On,Off,Off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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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gitalSign
添加电子签名 (/MT)
设定是否向报表模板输出的 PDF 文件中添加电子签名。

语法结构 SDigitalSign,p1,p2
p1 签名目标 (PDF)
p2 添加电子签名 (Off、On)

查询 SDigitalSign[p1]?
示例 向报表模板输出的 PDF 文件中添加电子签名。

SDigitalSign,PDF,On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RepCh
报表通道 (/MT)
向报表通道分配通道。

报表通道无分配

语法结构 SRepCh,p1,p2
p1 报表通道号码

p2 使用 (Off)
分配至报表通道

语法结构 SRepCh,p1,p2,p3,p4
p1 报表通道号码

p2 使用

IO 输入输出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Com 通信通道

p3 通道号码

p4 累计单位 (Off、/sec、/min、/hour、/day)
查询 SRepCh[,p1]?
示例 将输入输出通道 0002 分配至报表通道 1。累计

单位设定为“Off”。
SRepCh,001,IO,0002,Off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2=Off 时，不能设定 p3 及之后的值。

• 通信通道为可选项 (/MC)。
•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可设定通道数变为原来的

一半。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或双测量周期且测量周期低于 50ms
时，可设定通道数有限制。

SRepBatchInfo
批处理信息输出 (/MT)
设定批处理信息输出。

语法结构 SRepBatchInfo,p1
p1 批处理信息输出 (Off, On)

Off 禁用

On 启用

查询 SRepBatchInfo?
示例 输出批处理信息。

SRepBatchInfo,On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Lcd
LCD[GX/GP]
设定 LCD 的辉度和 LCD 保护。

语法结构 SLcd,p1,p2,p3,p4
p1 辉度 (1 ～ 6)
p2 LCD 保护模式

Off 不使用

Dimmer 变暗

TimeOff 熄灭

p3 LCD 保护等待时间 (1min、2min、5min、
10min、30min、1h)

p4 LCD 保护恢复方法

Key+Touch 键操作或触屏操作

Key+Touch+Alarm 键操作、触屏操作或

报警

查询 SLcd?
示例 设定 LCD 的辉度为 3，使用 LCD 保护功能使屏

幕变暗。屏幕超时的等待时间为 5 分钟，通过

键操作或触摸操作从保护状态恢复。

SLcd,3,Dimmer,5min,Key+Touch

说明

• p3 及之后的值在 p2 ≠ Off 时有效。

SViewAngle
视角 [GX/GP]
设定视角。

语法结构 SViewAngle,p1
p1 视角

Upper 从上方较易查看的状态

Lower 从下方较易查看的状态

查询 SViewAngle?
示例 设定视角为从上方较易查看。

SViewAngle,Upper
说明

• 该命令对 GX10/GP10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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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ckColor
画面的背景颜色 [GX/GP]
设定画面的背景颜色。

语法结构 SBackColor,p1,p2,p3
p1 背景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2 背景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3 背景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查询 SBackColor?
示例 将背景颜色设定为黑色。

SBackColor,0,0,0

说明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SGrpChange
组自动切换时间 [GX/GP]
设定自动切换显示组的时间。

语法结构 SGrpChange,p1
p1 组自动切换时间 (5s、10s、20s、30s、

1min)
查询 SGrpChange?
示例 设定切换时间为 1 分钟。

SGrpChange,1min

SAutoJump
跳转至默认画面 [GX/GP]
设定无操作时返回事先指定画面 ( 标准画面 ) 的时间。

语法结构 SAutoJump,p1
p1 跳转至默认画面 (Off、1min、2min、5min、

10min、20min、30min、1h)
查询 SAutoJump?
示例 设定自动跳转时间为 5 分钟。

SAutoJump,5min

SCalFormat
日历的显示格式 [GX/GP]
设定日历的显示格式。

语法结构 SCalFormat,p1
p1 每周的开始时间 (Sun、Mon)

查询 SCalFormat?
示例 每周的开始时间设定为星期一。

SCalFormat,Mon

SBarDirect
棒图的显示方向 [GX/GP]
设定棒图的显示方向。

语法结构 SBarDirect,p1
p1 显示方向

Horizontal 横

Vertical 纵

查询 SBarDirect?
示例 设定横向显示。

SBarDirect,Horizontal

SChgMonitor
从监视器更改各值
设定从监视器更改各值的操作是否有效。

语法结构 SChgMonitor,p1
p1 无效 / 有效 (Off、On)

查询 SChgMonitor?
示例 设定从监视器更改各值的操作有效。

SChgMonitor,On

STrdWave
趋势波形显示 [GX/GP]
设定趋势波形的显示方式。

语法结构 STrdWave,p1,p2
p1 波形显示方向

Horizontal 横

Vertical 纵

p2 记录开始时隐藏波形

Off 不隐藏。

On 隐藏。

查询 STrdWave?
示例 设定趋势波形为纵向显示，记录开始时隐藏波

形。

STrdWave,Vertical,On

说明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固定为 p2=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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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dScale
趋势显示的标尺板 [GX/GP]
设定趋势显示的标尺板。

语法结构 STrdScale,p1,p2,p3
p1 标尺板数值的标尺显示模式

Normal 标准

Fine 详细

p2 当前值显示方式

Mark 标记

Bar 棒图

p3 当前值标记附带的通道号码的显示位数

0-digit 0 位 ( 不显示通道号码 )
3-digit 3 位

4-digit 4 位

查询 STrdScale?
示例 标尺板数值的标尺显示模式设定为“详细”，当

前值显示设定为棒图显示，当前值标记通道号

码设定为 4 位显示。

StrdScale,Fine,Bar,4-digit

STrdLine
趋势波形线宽、栅格 [GX/GP]
设定趋势显示的波形线宽和显示区域的栅格。

语法结构 STrdLine,p1,p2
p1 线宽

Thick 粗

Normal 标准

Thin 细

p2 栅格

Auto 自动

4~12 栅格数

查询 STrdLine?
示例 趋势波形的线宽设定为“细”，栅格数设定为

“10”。
StrdLine,Thin,10

STrdRate
切换趋势周期 [GX/GP]
设定趋势周期的切换。

语法结构 STrdRate,p1,p2
p1 切换趋势周期

Off 不切换。

On 切换。

p2 第 2 更新周期 (5s、10s、15s、30s、
1min、2min、5min、10min、15min、
20min、30min、1h、2h、4h、10h)

查询 STrdRate?
示例 第 2 更新周期设定为 30 秒。

STrdRate,On,30s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设定 p1 参数。

• 运算过程中不能设定 p1 参数。

• p1=On 时，p2 有效。

• 不能设定比测量周期短的第 2 更新周期。

• 使用 ( 构建 ) 电磁继电器方式的模拟输入模块时，不能

设定小于 30s 的趋势周期。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固定为 p1=On。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或双测量周期时，不能设定此命令。

STrdKind
趋势的类型 [GX/GP]
设定显示趋势波形的类型。

语法结构 STrdKind,p1
p1 类型

固定为 “T-Y”
查询 STrdKind?
示例 以直角坐标显示。

STrdKind,T-Y

STrdPartial
趋势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GX/GP]
设定趋势的部分压缩放大显示是否有效。

语法结构 STrdPartial,p1
p1 无效 / 有效 (Off、On)

查询 STrdPartial?
示例 设定部分压缩放大显示为有效。

STrdPartial,On



2-47IM 04L51B01-17ZH-C

命
令
及
响
应

1

2

附录

2.4　设定命令

SMsgBasic
写入信息
设定信息写入的动作。

语法结构 SMsgBasic,p1,p2,p3
p1 信息写入方法

(GX/GP ：Common, Separate)
(GM ：Common)
Common 在所有显示组写入信息。

Separate 仅在显示中的组写入信息。

p2 停电信息 (Off、On)
p3 变更信息 (Off、On)

(GX/GP ：On, Off)
(GM ：On, Off  安全增强功能 (/AS) 禁用时

固定为 Off。)
查询 SMsgBasic?
示例 设定仅在显示中的组写入信息，且将停电信息

和变更信息设定为有效。

SMsgBasic,Separate,On,On

SGroup
显示组
设定显示组。

语法结构 SGroup,p1,p2,p3,p4
p1 组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p3 组名 ( 最多 16 个字符、UTF-8)
p4 通道字符串

• 以通道号码指定。为输入输出通道指定

4 位的通道号码、运算通道为号码首位

加“A”(A015)、通信通道为号码首位

加“C”(C020)。1 通道的最大字符数为 4。
• 以“.”( 句点 ) 隔开通道号码 ( 请参阅示

例 )。
查询 SGroup[,p1]?

通道字符串会直接输出设定的字符串。

示例 将通道 0001、0003、0005、A001 及 C023 在

组 2 中设定命名为“GROUP A”。
SGroup,2,On,’GROUP A’,’1.3.5.AI.C23’

说明

• 仅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有效。

• 双测量周期测量中使用 IO 通道时，仅通过 SDualGroup
命令设定的测量组的通道可以选择 p4。

STripLine
显示组的分割线
设定每个显示组的分割线。

语法结构 STripLine,p1,p2,p3,p4,p5,p6,p7,p8
p1 组号码

p2 分割线号码 (1 ～ 4)
p3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p4 显示位置 [%](1 ～ 100)
p5 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6 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7 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8 线宽

(GX/GP ：Thin, Normal, Thick)
(GM ：Normal)
Thin 细

Normal 标准

Thick 粗

查询 STripLine[,p1[,p2]]?
示例 在组2的80%的位置，用红色粗线显示分割线2。

STripLine,2,2,On,80,255,0,0,Thick

说明

• 有关 RGB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命令 SColorIO 的说明。

• 仅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有效。

SSclBmp
使用位图文件的标尺板 [GX/GP]
设定显示组的趋势画面中是否显示位图文件的标尺板。

语法结构 SSclBmp,p1,p2
p1 组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查询 SSclBmp[,p1]?
示例 在显示组 3 中使用标尺板的位图文件。

SSclBmp,3,On

说明

• 通过本仪表的操作指定使用的位图文件。

• 仅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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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ssage
信息
设定信息。

语法结构 SMessage,p1,p2
p1 信息号码 (1 ～ 100)
p2 信息字符串 ( 最多 32 个字符、UTF-8)

查询 SMessage[,p1]?
示例 设定信息号码 77 的字符串为“MESSAGE77”。

SMessage,77,’MESSAGE77’

STimeZone
时区
设定时区。

语法结构 STimeZone,p1,p2
p1 时区：时 (-13 ～ 13)
p2 时区：分 (0 ～ 59)

查询 STimeZone?
示例 设定比 GMT(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 提前 9 小时。

STimeZone,9,0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DateBasic
逐步调整时间
设定逐步调整时间的动作。

语法结构 SDateBasic,p1,p2
p1 时分限制 (Off、5s、10s、15s)
p2 超过时分限制时的动作

NotChange 无变更。

Change 变更。

查询 SDateBasic?
示例 界限值为 15 秒，存在超过界限值的时间差时，

不更改时间。

SDateBasic,15s,NotChange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DateFormat
日期格式
设定日期的格式。

语法结构 SDateFormat,p1,p2,p3
p1 日期格式

YYMMDD 年月日

MMDDYY 月日年

DDMMYY 日月年

p2 分隔字符

/ 斜线

. 点 ( 句点 )
- 连字符

p3 月份显示

Digit 数字显示月份 (1 ～ 12)
Letter 字符显示月份 (Jan、Feb、

Mar、Apr、May、Jun、Jul、
Aug、Sep、Oct、Nov、Dec)

查询 SDateFormat?
示例 设定日期格式为“年 / 月 / 日”，数字显示月份。

SDaeFormat,YYMMDD,/,Digit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Dst
夏时制
设定夏时制。

语法结构 SDst,p1,p2,p3,p4,p5,p6,p7,p8,p9
p1 使用 / 不使用 (Use、Not)
p2 开始时间：月 (Jan、Feb、Mar、Apr、May、

Jun、Jul、Aug、Sep、Oct、Nov、Dec)
p3 开始时间：周 (1st、2nd、3rd、4th、Last)
p4 开始时间：星期几 (Sun、Mon、Tue、

Wed、Thu、Fri、Sat)
p5 开始时间：时 (0 ～ 23)
p6 结束时间：月 (Jan、Feb、Mar、Apr、May、

Jun、Jul、Aug、Sep、Oct、Nov、Dec)
p7 结束时间：周 (1st、2nd、3rd、4th、Last)
p8 结束时间：星期几 (Sun、Mon、Tue、

Wed、Thu、Fri、Sat)
p9 结束时间：时 (0 ～ 23)

查询 SDst?
示例 6 月第 1 个星期日 0 点切换为夏时制；12 月第

1 个星期日 0 点返回标准时。

SDst,On,Jun,1st,Sun,0,Dec,1st,Su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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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ng
语言
设定使用语言。

语法结构 SLang,p1
p1 语言 (Japanese、English、German、

French、Chinese、Russian、Korean)
查询 SLang?
示例 设定为日语。

SLang,Japanese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通过该命令变更设定语言后，本仪表可能会重新启动。

SDPoint
小数点类型
设定小数点类型。

语法结构 SDPoint,p1
p1 小数点类型

Point 小数点显示为“.”( 点 )。
Comma 小数点显示为“,”( 半角逗号 )。

查询 SDPoint?
示例 设定小数点显示为半角逗号。

SDPoint,Comma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FailAct
异常继电器的动作 (/FL)[GX/GP]
设定异常继电器 (DO 通道 ) 的动作。

语法结构 SFailAct,p1
p1 动作

Fail 输出异常信息

Status 仪表状态输出

查询 SFailAct?
示例 从异常继电器 (DO 通道 ) 输出异常信号。

SFailAct,Fail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FailSts
仪表状态输出 (/FL)[GX/GP]
设定从异常继电器 (DO 通道 ) 输出的仪表状态信息。

语法结构 SFailSts,p1,p2,p3,p4,p5
p1 内存 / 外部存储器状态 (Off、On)
p2 测量错误 (Off、On)
p3 通信错误 (Off、On)
p4 记录停止 (Off、On)
p5 报警 (Off、On)

查询 SFailSts?
示例 输出各状态信息。

SFailSts,On,On,On,On,On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Printer
打印机
设定打印机。

语法结构 SPrinter,p1,p2,p3,p4,p5,p6,p7
p1 IP 地址 (0.0.0.0 ～ 255.255.255.255)
p2 纸张大小 (A4、A3、Letter)
p3 打印方向 (Horizontal、Vertical)
p4 分辨率 (dpi)(300、600)
p5 份数 (1 ～ 10)
p6 画面存储

(GX/GP ：Off, On)
(GM ：Off)

p7 打印画面存储时，根据纸张大小打印

(GX/GP ：Off, On)
(GM ：Off)

查询 SPrinter?
示例 设定 IP 地址为“192.168.111.24”，纸张大小为

“A3”，打印方向为“Horizontal”，分辨率为“600”，
份数为“2”，画面存储为“On”。根据纸张大小

打印。

Sprinter,192.168.111.24,A3,Horizon
tal,600,2,O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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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d
LED 指示灯的动作 [GX/GP]
设定正面 LED 指示灯的动作。

语法结构 SLed,p,p2
p1 类型 (Function)
p2 动作

Off 电源状态

AlarmAll 所有报警

查询 SLed?
示例 设定 LED 指示灯的动作为“所有报警”。

SLed,Function,AlarmAll

SSound
音效 [GX/GP]
设定触摸音和报警音。

语法结构 SSound,p1,p2
p1 触摸音 (Off、On)
p2 报警音 (Off、On)

查询 SSound?
示例 打开触摸音和报警音。

SSound,On,On

SInstruTag
仪表标记
设定标记。

语法结构 SInstruTag,p1,p2
p1 标记 ( 最多 32 个字符、UTF-8)
p2 标记号码 ( 最多 16 个字符、ASCII)

查询 SInstruTag?
示例 设定本仪表的标记为“GX”，标记号码为“12345”。

SinstruTag,’GX’,’12345’

SConfCmt
设定文件注释
设定设定文件注释。

语法结构 SConfCmt,p1
p1 设定文件注释 ( 最多 50 个字符、UTF-8)

查询 SConfCmt?
示例 设定“SETTING FILE COMMENT”。

SConfCmt,’SETTING FILE COMMENT’

SUsbInput
USB 输入设备 [GX/GP]
设定 USB 输入设备。

语法结构 SUsbInput,p1
p1 USB 输入设备类型

Japanese_109 日文键盘

English_104 英文键盘

Barcode 条形码阅读器

查询 SUsbInput?
示例 设定日文键盘。

SUsbInput,Japanese_109
说明

• 该命令仅在装有 USB 接口 (/UH) 的产品上有效。

• 有关通过条形码阅读器不能执行的命令，请参阅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录仪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的“1.18.11 设定 USB 输入设备 
(/UH 可选项 )”。

SSetComment
设定变更注释 (/AS)
变更设定时，设置是否输入注释。

语法结构 SSetComment,p1
p1 设定变更时输入注释的使用 / 不使用

On 设定变更时输入注释。

Off 设定变更时不输入注释。

查询 SSetComment?
示例 设定变更时输入注释。

SSetComment,On

SSwitch
内部开关的动作
设定内部开关的动作。

语法结构 SSwitch,p1,p2,p3,p4
p1 内部开关号码 (1 ～ 100)
p2 输出类型

Alarm 输出报警。

Manual 指定输出值。

p3 动作

And 选定的报警全部处于报警状态时

运行。

Or 选定的报警中任意报警处于报警

状态时运行。

p4 电源

Last 输出上一个值

On 输出 1
Off 输出 0

查询 SSwitch[,p1]?
示例 输出报警至内部开关 3。设定为“或”动作。

SSwitch,3,Alarm,Or

说明

• p2=Alarm 时，p3 有效。

• p2=Manual 时，p4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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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rialBasic
串行通信的基本信息 (/C2 或 /C3)
设定串行通信的基本信息。

不使用

语法结构 SSerialBasic,p1
p1 功能 (Off)

标准 / 条形码

语法结构 SSerialBasic,p1,p2,p3,p4,p5,p6,p7
p1 功能

(GX/GP ：Normal, Barcode, Darwin)
(GM ：Normal, Darwin)

p2 地址 (1 ～ 99)
p3 波特率 [bps](1200、2400、4800、9600、

19200、38400、57600、115200)
p4 奇偶位 (Odd、Even、None)
p5 停止位 [bit](1、2)
p6 数据长度 [bit](7、8)
p7 握手协议 (Off:Off、XON:XON、XON:RS、

CS:RS)
Modbus 主机 /Modbus 从机

语法结构 SSerialBasic,p1,p2,p3,p4,p5
p1 功能 (Master、Slave)
p2 地址 (1 ～ 247)
p3 波特率 [bps](1200、2400、4800、9600、

19200、38400、57600、115200)
p4 奇偶位 (Odd、Even、None)
p5 停止位 [bit](1、2)

查询 SSerialBasic?
示例 设定波特率为“9600”，数据长度为“8”，奇

偶位为“ODD”，停止位为“1”，握手协议为

“OFF:OFF”，地址为“02”，功能为“Normal”。
SSerialBasic,Normal,2,9600,Odd,1, 
8,Off:Off

说明

• 仅当安装可选项 /MC 时可以设定 p1=Master。
• 本命令设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取决于 OSeriApply 命令。

OSeriApply 命令执行之前，不会变更仪表的串行设定。

• 有关使用条形码阅读器可以执行的命令，请参阅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录仪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的“1.18.11 设定 USB 输入设备 
(/UH 可选项 )”。

SModMaster
Modbus 主机 (/C2/MC 或 /C3/MC)
设定 Modbus 主机的动作。

语法结构 SModMaster,p1,p2,p3,p4,p5,p6
p1 主机功能 (Off、On)
p2 通信周期 (100ms、200ms、500ms、1s、

2s、5s、10s、20s、30s、1min)
p3 通信超时 (100ms、200ms、250ms、

500ms、1s、2s、5s、10s、1min)
p4 命令间隔 (Off、5ms、10ms、20ms、

50ms、100ms)

p5 恢复动作：重试次数 (Off、1、2、3、4、5、
10、20)

p6 恢复动作：等待时间 (Off、5s、10s、30s、
1min、2min、5min)

查询 SModMaster?
示例 设定通信周期为“500ms”，通信超时时间为

“250ms”，命令间隔为“10ms”，重试次数为“2”，
等待时间为“5min”。
SModMaster,On,500ms,250ms,10ms,2,5
min

SModMCmd
Modbus 主机的发送命令 (/C2/MC 或 /C3/
MC)
设定 Modbus 主机的发送命令。

语法结构 SModMCmd,p1,p2,p3,p4,p5,p6,p7,p8
p1 命令号码 (1 ～ 100)
p2 命令类型

Off 命令无效

Write 向其他仪表的 Modbus 寄存器

写入值。

Read 读取其他仪表的 Modbus 寄存

器的值。

p3 从机号码 (1 ～ 247)
p4 数据类型

BIT 位串数据

INT16 带符号的 16 位整数

UINT16 不带符号的 16 位整数

INT32_B 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高字节到

低字节的顺序 )
INT32_L 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低字节到

高字节的顺序 )
UINT32_B 不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高字节

到低字节的顺序 )
UINT32_L 不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低字节

到高字节的顺序 )
FLOAT_B 32 位浮点 ( 高字节到低字节的

顺序 )
FLOAT_L 32 位浮点 ( 低字节到高字节的

顺序 )
p5 寄存器 (1 ～ 465535)
p6 通道类型

IO 输入输出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Com 通信通道

p7 起始通道

p8 结束通道

查询 SModMCmd[p1]?
示例 向命令号码 2 中注册“读入通信通道 C002 的数

据 ( 从机号码 5 的从机设备寄存器 30003( 高字

节 16 位 ) 和 30004( 低字节 16 位 ) 中分配的带

符号的 32 位整数型数据 )”。
SModMCmd,2,Read,5,INT32_B,30003, 
Com,002,002



2-52 IM 04L51B01-17ZH-C

2.4　设定命令

说明

• p2=Read 时，在 p6、p7、p8 内设定通信通道。

• 设定 p7、p8 为同类型的通道。

• 运算通道为可选项 (/MT)。
• 有关数据类型、寄存器和通道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录仪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的“4.5.1　Modbus 客户端 / 主机

功能”或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
01ZH-C) 的“4.5.1 Modbus 客户端 / 主机功能”。

SSerialAutoLOut
串行通信时的自动注销 (/C2 或 /C3)
设定串行通信时的自动注销功能。

语法结构 SSerialAutoLOut,p1
p1 自动注销功能 (Off、1min、2min、5min、

10min)
查询 SSerialAutoLOut?
示例 设定通过串行通信登录的用户，其自动注销时

间为 1 分钟。

SSerialAutoLOut,1min

说明

• 通信安全功能设定为“Login”(SSecurity 命令的 p2)、
串行基本设定的接收器 / 功能设定 (SSerialBasic 命令

的 p1) 为“Normal”时，自动注销适用于通过串行通

信登录的用户。

SIpAddress
IP 地址信息
设定 IP 地址的信息。

语法结构 SIpAddress,p1,p2,p3
p1 IP 地址 (0.0.0.0 ～ 255.255.255.255)
p2 子网掩码 (0.0.0.0 ～ 255.255.255.255)
p3 默认网关 (0.0.0.0 ～ 255.255.255.255)

查询 SIpAddress?
示例 设定 IP 地址为“192.168.111.24”，子网

掩码为“255.255.255.0”，默认网关为

“192.168.111.20”。
SIpAddress,192.168.111.24,255.255. 
255.0,192.168.111.20

说明

• 本命令设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取决于 OIPApply 命令。

在 OIPApply 命令执行之前，不会变更仪表的 IP 地址。

• 请根据实际网络设定有效的 IP 地址 (p1) 和子网掩码

(p2)。

SClient
客户端功能
设定客户端功能。

语法结构 SClient,p1,p2
p1 客户端类型 (FTP、SMTP、SNTP、

Modbus、WATT、SLMP)
p2 客户端功能 (Off、On)

查询 SClient[p1]?
示例 使用 FTP 客户端功能。

SClient,FTP,On

说明

• Modbus 客户端对带通信通道功能 (/MC 可选项 ) 的机

型有效。

• 带 WT 通信功能 (/E2 可选项 ) 的机型，其 WATT 客户

端有效。

• 带 SLMP 客户端 (/E4 可选项 ) 的机型，其 SLMP 客户

端有效。

SClientEncrypt
客户端通信加密
设定是否为 FTP 客户端通信、SMTP 客户端通信加密。

语法结构 SClientEncrypt,p1,p2,p3
p1 客户端类型 (FTP、SMTP)
p2 加密 (Off、On)
p3 验证证书 (Off、On)

查询 SClientEncrypt[p1]?
示例 将 FTP 客户端通信加密。确认仪表中的证书与

从服务器接收的证书一致。

SClientEncrypt,FTP,O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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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s
DNS 信息
设定 DNS 信息。

主机 ( 本仪表 )
语法结构 SDns,p1,p2,p3

p1 设定的类型 (Host)
p2 主机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3 域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DNS 服务器

语法结构 SDns,p1,p2,p3
p1 设定的类型 (Server)
p2 第一优先 DNS 服务器 (0.0.0.0 ～

255.255.255.255)
p3 第二优先 DNS 服务器 (0.0.0.0 ～

255.255.255.255)
后缀设定

语法结构 SDns,p1,p2,p3
p1 设定的类型 (Suffix)
p2 域后缀检索顺序第一优先 ( 最多 64 个字符、

ASCII)
p3 域后缀检索顺序第二优先 ( 最多 64 个字符、

ASCII)
查询 SDns[p1]?
示例 设定第一优先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1.1”，第二优先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192.168.111.10”。
SDns,Server,192.168.111.1,192.168. 
111.10

说明

• 本命令设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取决于 OIPApply 命令。

在 OIPApply 命令执行之前，不会变更仪表的 IP 地址。

SDhcp
DHCP 客户端
设定 DHCP 客户端。

不自动获取 IP 地址

语法结构 SDhcp,p1
p1 自动获取 IP 地址 (Off)

自动获取 IP 地址

语法结构 SDhcp,p1,p2,p3
p1 自动获取 IP 地址 (On)
p2 获取 DNS 信息 (Off、On)
p3 自动注册主机名 (Off、On)

查询 SDhcp?
示例 设定自动获取 IP 地址、获取 DNS 信息及自动

注册主机名。

SDhcp,On,On,On

说明

• 本命令设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取决于 OIPApply 命令。

在 OIPApply 命令执行之前，不会变更仪表的 IP 地址。

SFtpKind
FTP 传送文件
设定通过 FTP 客户端功能传送的文件。

语法结构 SFtpKind,p1,p2
p1 设定的类型

(GX/GP ：Data, Report, Snapshot,
AlarmSummary, ManualSample, Setting)
(GM ：Data, Report, AlarmSummary,
ManualSample, Setting)
Data 文件创建时自动传送显示

数据文件和事件数据文

件。

Report 文件创建时自动传送报表

数据文件。

Snapshot 执行画面存储后自动传送

画面存储数据文件。

AlarmSummary 传送报警一览

ManualSample 执行手动采样时自动传送

手动采样数据文件。

Setting 设定变更时自动传送设定

文件。

p2 是否传送 (Off、On)
查询 SFtpKind[p1]?
示例 自动传送显示数据文件和事件数据文件。

SFtpKind,Data,On

说明

• 报表为可选项 (/MT)。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可以设定 p1=Setting。

SFtpTime
FTP 传送时间延迟
设定通过 FTP 客户端功能传送文件时的传送时间延迟。

语法结构 SFtpTime,p1,p2
p1 设定的类型

Data 显示数据文件、事件数据文件

Report 报表数据文件

p2 传送延迟时间 [ 分 ](0 ～ 120)
查询 SFtpTime[p1]?
示例 设定报表数据文件的 FTP 传送延迟 30 分钟。

SFtpTime,Report,30

说明

• 报表为可选项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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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pCnct
FTP 客户端的服务器设定
设定 FTP 客户端连接的服务器。

语法结构 SFtpCnct,p1,p2,p3,p4,p5,p6,p7
p1 服务器

Primary 第一优先

Secondary 第二优先

p2 服务器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3 端口号 (1 ～ 65535)
p4 用户名 ( 最多 32 个字符、ASCII)
p5 密码 ( 最多 32 个字符、ASCII)
p6 目录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7 PASV 模式 (Off、On)

查询 SFtpCnct[p1]?
密码显示为“*”。

示例 作为第一优先服务器，设定服务器为“server1”，
端口号为“21”。用户名为“Administrator1”，
密码为“password1”，目录名为“directory1”。
PASV 模式为 Off。
SFtpCnct,Primary,’server1’,21,’Adm
inistrator1’,’password1’,’director
y1’,Off

SSmtpLogin
SMTP 用户认证
设定 SMTP 的用户认证方法。

语法结构 SSmtpLogin,p1
p1 用户认证类型

Off 不使用认证。

Auth-Smtp 使用 Authentication SMTP
认证。

POP3 使用 POP Before SMTP( 未
加密 )。

APOP 使用 POP Before SMTP( 加
密 )。

查询 SSmtpLogin?
示例 不使用认证。

SSmtpLogin,Off

SSmtpCnct
SMTP 客户端的服务器设定
设定 SMTP 客户端连接的服务器。

语法结构 SSmtpCnct,p1,p2,p3,p4,p5
p1 服务器类型 (SMTP、POP)
p2 服务器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3 端口号 (1 ～ 65535)
p4 用户名 ( 最多 32 个字符、ASCII)
p5 密码 ( 最多 32 个字符、ASCII)

查询 SSmtpCnct[p1]?
密码显示为“*”。

示例 连接至 SMTP 服务器“SMTPserver1”。设定端

口号为“25”，用户名为“administrator1”，密

码为“password1”。
SSmtpLogin,SMTP,’SMTPserver1’,25,’
administrator1’,’password1’

SMailHead
邮件标题
设定包括收信地址的邮件标题。

语法结构 SMailHead,p1,p2,p3,p4
p1 发信地址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2 收信地址 1( 最多 150 个字符、ASCII)
p3 收信地址 2( 最多 150 个字符、ASCII)
p4 主题 [Subject] 添加的字符串 ( 最多 32 个字

符、ASCII)
查询 SMailHead?
示例 设定发信地址为“recorder1@data.com”，收信

地址为“pc1@data.com”。主题添加“part1”。
SMailHead,’recorder1@data.com’, 
’pc1@data.com’,,’part1’

SMailBasic
邮件正文的共通部分
设定所有邮件正文的共通项目。

语法结构 SMailBasic,p1,p2
p1 标题字符串 ( 最多 128 个字符、UTF-8)
p2 添加发信地址 URL(Off、On)

查询 SMailBasic?
示例 设定标题为“recorder1”，并添加发信地址

URL。
SMailBasic,’recorder1’,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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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il
各种邮件的收信地址和操作
设定每种邮件的收信地址和操作。

报警通知

语法结构 SMail,p1,p2,p3,p4,p5,p6
p1 设定的类型 (Alarm)
p2 收信地址 (Off、1、2、1+2)

Off 不发送邮件。

1 发送邮件至收信地址 1。
2 发送邮件至收信地址 2。
1+2 发送邮件至收信地址 1 和 2。

p3 是否添加瞬时值数据 (Off、On)
p4 报警动作

On 发生报警时发送邮件。

On+Off 发生报警及解除报警时发送邮件。

p5 为主题添加标记号码或通道号码 (Off、On)
定时发送

语法结构 SMail,p1,p2,p3
p1 设定的类型 (Time)
p2 收信地址 (Off、1、2、1+2)
p3 是否添加瞬时值数据 (Off、On)

报表通知 (/MT)
语法结构 SMail,p1,p2

p1 设定的类型 (Report)
p2 收信地址 (Off、1、2、1+2)

内存已满通知

语法结构 SMail,p1,p2
p1 设定的类型 (Media)
p2 收信地址 (Off、1、2、1+2)

电源故障通知

语法结构 SMail,p1,p2
p1 设定的类型 (Power)
p2 收信地址 (Off、1、2、1+2)

系统错误通知

语法结构 SMail,p1,p2
p1 设定的类型 (System)
p2 收信地址 (Off、1、2、1+2)

用户锁定通知 (/AS)
语法结构 SMail,p1,p2

p1 设定的类型 (UserLock)
p2 收信地址 (Off、1、2、1+2)

查询 SMail[p1]?
示例 报警发生或报警解除时，向收信地址 1 发送报

警通知邮件。添加发送时的瞬时值数据，为主

题添加标记号码或通道号码。

SMail,Alarm,1,On,On+Off,On

SMailAlarm
报警通知邮件的目标通道
检测到所选通道的报警状态并发送报警通知邮件。

语法结构 SMailAlarm,p1
p1 通道字符串 ( 最多 249 字符，最多 50 通道 )

• 用通道号码指定。为输入输出通道指定

4 位的通道号码、运算通道为号码首位

加“A”(A015)、通信通道为号码首位

加“C”(C020)。1通道的最大字符数为4。
• 以“.”( 句点 ) 隔开通道号码 ( 请参阅

示例 )。
• 指定从起始通道到结束通道全部通道

时，使用“-”( 连字符 ) 分开。使用“-”( 连
字符 ) 指定时，如果没有有效的通道，

则会发生错误 ( 请参阅示例 )。
查询 SMailAlarm?

通道字符串直接输出设定的字符串。

示例 设定通道 0001 ～ 0021、0101、A025、C003
作为报警通知目标的通道。

SMailAlarm,’1-21.101.A25.C3’

SMailAlarmLevel
报警通知邮件的目标报警级别
检测已设报警级别的所有报警状态，发送报警通知。

语法结构 SMailAlarmLevel,p1,p2,p3,p4
p1 报警级别 1(On, Off)
p2 报警级别 2(On, Off)
p3 报警级别 3(On, Off)
p4 报警级别 4(On, Off)

查询 SMailAlarmLevel?
示例 启用报警级别 1 和 2，禁用 3 和 4。

SMailAlarmLevel,On,On,Off,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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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ilAlarmDetect
报警通知邮件发送的报警检测方法
指定报警通知邮件发送的报警检测方法。

语法结构 SMailAlarmDetect,p1
p1 检测方法 (Ch, Level)

查询 SMailAlarmDetect?
示例 启用报警级别检测。

SMailAlarmLevel,Level

说明

• p1 设为 Ch 时根据 SMailAlarm 命令设定、设为 Level
时根据 SMailAlarmLevel 命令设定，检测报警并发送邮

件。

SMailTime
定时发送邮件的发送时间
设定定时发送的发送时间。

语法结构 SMailTime,p1,p2,p3,p4
p1 收信地址 (1 ～ 2)
p2 基准时间：时 (HH)(00 ～ 23)
p3 基准时间：分 (MM)(00 ～ 59)
p4 发送间隔 (1h、2h、3h、4h、6h、8h、

12h、24h)
查询 SMailTime[,p1]?
示例 每天 8 点 30 分向收信地址 1 发送邮件。

SMailTime,1,08,30,24

SSntpCnct
SNTP 客户端
设定 SNTP 客户端的动作和连接的服务器。

语法结构 SSntpCnct,p1,p2,p3,p4,p5,p6,p7
p1 服务器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2 端口号 (1 ～ 65535)
p3 基准时间：时 (HH)(00 ～ 23)
p4 基准时间：分 (MM)(00 ～ 59)
p5 查询间隔 (6h、12h、24h)
p6 超时时间 (10s、30s、90s)
p7 开始记录时调整 (Off、On)

查询 SSntpCnct?
示例 设定服务器名为“sntpserver1”，端口号为“123”，

超时时间为“30 秒”，每天 12:00 和记录开始时

查询并调整时间。

SSntpCnct,’sntpserver1’,123,12,00,
24,30s,On

SModClient
Modbus 客户端的操作 (/MC)
设定 Modbus 客户端的动作。

语法结构 SModClient,p1,p2,p3,p4
p1 通信周期 (100ms、200ms、500ms、1s、

2s、5s、10s、20s、30s、1min)
p2 等待时间 (Off、5s、10s、30s、1min、

2min、5min)
p3 保持连接 (Off、On)
p4 连接保持时间 [ 秒 ](1 ～ 10)

查询 SModClient?
示例 设定通信周期为“100ms”，等待时间为“Off”，

连接保持时间为“1 秒”。

SModClient,100ms,off,on,1

SModCList
Modbus 客户端的 Modbus 服务器设定 (/MC)
设定 Modbus 客户端连接的服务器。

语法结构 SModCList,p1,p2,p3
p1 注册号码

p2 服务器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3 端口号 (1 ～ 65535)

查询 SModCList[,p1]?
示例 在注册号码 1 中设定服务器名为“recorder1”，

端口号为“502”。
SModClient,1,’recorder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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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dCCmd
Modbus 客户端的发送命令 (/MC)
设定 Modbus 客户端的发送命令。

语法结构 SModCCmd,p1,p2,p3,p4,p5,p6,p7,p8,
p9
p1 命令号码

p2 命令类型

Off 命令无效

Write 向其他仪表的 Modbus 寄存器

写入值。

Read 读取其他仪表的 Modbus 寄存

器的值。

p3 服务器号码 (1 ～ 16)
p4 单元号码 (1 ～ 255)
p5 数据类型

BIT 位串数据

INT16 带符号的 16 位整数

UINT16 不带符号的 16 位整数

INT32_B 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高字节到

低字节的顺序 )
INT32_L 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低字节到

高字节的顺序 )
UINT32_
B

不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高字节

到低字节的顺序 )
UINT32_
L

不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 低字节

到高字节的顺序 )
FLOAT_B 32 位浮点 ( 高字节到低字节的

顺序 )
FLOAT_L 32 位浮点 ( 低字节到高字节的

顺序 )
p6 寄存器 (1 ～ 465535)
p7 通道类型

IO 输入输出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Com 通信通道

p8 起始通道

p9 结束通道

查询 SModCCmd[p1]?
示例 向命令号码 2 上注册“读入通信通道 C002 的

数据 ( 服务器号码 5，单元号码 1 的寄存器

30003( 高字节 16 位 ) 和 30004( 低字节 16 位 )
中分配的带符号 32 位整数型 )”。
SModCCmd,2,Read,5,1,INT32_B,30003, 
Com,C002,C002

说明

• p2=Read 时，在 p7、p8、p9 内设定通信通道。

• 设定 p8 和 p9 为同类型的通道。

• 运算通道为可选项 (/MT)。
• 有关数据类型、寄存器和通道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X10/GX20/GP10/GP20 无纸记录仪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1ZH-C) 的“4.5.1　Modbus 客户端 / 主机

功能”或数据采集系统 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
01ZH-C) 的“4.5.1 Modbus 客户端 / 主机功能”。

SServer
服务器功能
设定服务器功能是否有效。

语法结构 SServer,p1,p2,p3
p1 服务器类型 (FTP、HTTP、SNTP、

Modbus、GENE、EtherNetIP、DARWIN、

OPC-UA)
GENE 通信

p2 动作 (Off、On)
p3 端口号 (1 ～ 65535)

查询 SServer[,p1]?
示例 使用 FTP 服务器功能。

SServer,FTP,On,21
说明

• 不能设定成其他功能使用的端口号及重复的端口号。

• p3 不可以设定 44818、2222、34150、34151。
• p1=DARWIN(Darwin 互换通信 ) 或 p1=EtherNetIP 时，

p3 的指定无效。

• 端口号的初始值如下表所示。

服务器类型 (p1) 端口号的初始值

FTP 21
HTTP 80
SNTP 123
MODBUS 502
GENE 34434

• p1=EtherNetIP 为可选项 (/E1)。
• 带 OPC-UA 服务器 (/E3 可选项 ) 的机型，p1=OPC-UA

有效。

• 本命令设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取决于 OIPApply 命令。

SServerEncrypt
服务器通信加密
设定服务器通信的加密。

语法结构 SServerEncrypt,p1,p2
p1 服务器类型 (FTP、HTTP)
p2 加密 (Off、On)

查询 SServerEncrypt[p1]?
示例 将 FTP 服务器通信加密。

SServerEncrypt,FT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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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epAlive
保持有效
设定保持有效功能。

语法结构 SKeepAlive,p1
p1 动作 (Off、On)

查询 SKeepAlive?
示例 使用保持有效功能。

SKeepAlive,On

STimeOut
通信超时
设定通信超时功能。

语法结构 STimeOut,p1,p2
p1 超时功能 (Off、On)
p2 超时时间 [ 分 ](1 ～ 120)

查询 STimeOut?
示例 设定通信超时为有效，超时时间为 3 分钟。

STimeOut,On,3

SFtpFormat
FTP 服务器的目录输出格式
设定 FTP 服务器的目录输出格式。

语法结构 SFtpFormat,p1
p1 FTP 服务器的目录输出格式 (MS-DOS、

UNIX)
查询 SFtpFormat?
示例 设定为 MS-DOS。

SFtpFormat,MS-DOS

SModDelay
Modbus 服务器的延迟响应
设定 Modbus 服务器的延迟响应。

语法结构 SModDelay,p1
p1 延迟响应 (Off、10ms、20ms、50ms)

查询 SModDelay?
示例 设定无延迟响应。

SModDelay,Off

SModLimit
连接至 Modbus 服务器的限制
设定连接至 Modbus 服务器的限制是否有效。

语法结构 SModLimit,p1
p1 连接限制 (Off、On)

查询 SModLimit?
示例 限制连接。

SModLimit,On

SModList
连接至 Modbus 服务器的许可 IP 地址
设定连接至 Modbus 服务器的许可 IP 地址。

语法结构 SModList,p1,p2,p3
p1 注册号码 (1 ～ 10)
p2 是否注册 (Off、On)
p3 IP 地址 (0.0.0.0 ～ 255.255.255.255)

查询 SModList[,p1]?
示例 在注册号码“1”中注册 IP 地址

“192.168.111.24”。
SModList,1,On,192.168.111.24

SWattList
WT 通信时的 WT 服务器 (/E2)
设定 WT 通信时的服务器。

语法结构 SWattList,p1,p2,p3,p4
p1 注册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n、Off)
p3 服务器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4 机型名称 (WT300、WT500、WT1800)

查询 SWattList[,p1]?
示例 为注册号码“1”注册机型 WT1800、服务器名

“Watt01”。
SWattList,1,On,Watt01,WT1800

SWattClient
WT 通信动作 (/E2)
设定 WT 通信的动作。

语法结构 SWattClient,p1,p2
p1 通信周期 (500ms、1s、2s、5s、10s、

20s、30s)
p2 等待时间 (5s、10s、30s、1min、2min、

5min)
查询 SWattClient?
示例 设定通信周期为 10 秒，等待时间为 2 分钟。

SWattClient,10,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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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tData
将 WT 数据分配到通信通道 (/E2)
将 WT 数据分配到通信通道。

语法结构 SWattData,p1,p2,p3,p4,p5,p6,p7
p1 分配号码

p2 指定的有效 / 无效 (On、Off)
p3 通信通道

p4 服务器注册号码

p5 数据组名 ( 请参阅“说明”和附录 6)
p6 数据名 ( 请参阅附录 6)
p7 指数缩放 (-9 ～ 18)、默认值为 0

查询 SWattData[,p1]?
示例 将分配号码“1”、服务器注册号码“2”的

WT1800 的“元素 1”的“电压 RMS”分配到

通信通道 003。
SWattData,1,On,003,2,Element1,URMS

说明

• 不同机型，可选的数据组 (p5) 也不同。

p5 说明 支持项目
WT1800 WT500 WT300

Off 未指定 ○ ○ ○

Element1 元素 1 的数据 ○ ○ ○

Element2 元素 2 的数据 ○ ○ ○

Element3 元素 3 的数据 ○ ○ ○

Element4 元素 4 的数据 ○ － －

Element5 元素 5 的数据 ○ － －

Element6 元素 6 的数据 ○ － －

ElemHrm1 元素 1 的谐波数据 ○ ○ ○

ElemHrm2 元素 2 的谐波数据 ○ ○ ○

ElemHrm3 元素 3 的谐波数据 ○ ○ ○

ElemHrm4 元素 4 的谐波数据 ○ － －

ElemHrm5 元素 5 的谐波数据 ○ － －

ElemHrm6 元素 6 的谐波数据 ○ － －

SigmaA 接线单元第 1 个数据 ○ ○ ○

SigmaB 接线单元第 2 个数据 ○ － －

SigmaC 接线单元第 3 个数据 ○ － －

Other 其他数据 ○ ○ ○

DeltaA 接线单元第 1 个 Delta 运

算数据

○ － －

DeltaB 接线单元第 2 个 Delta 运

算数据

○ － －

DeltaC 接线单元第 3 个 Delta 运

算数据

○ － －

Delta Delta 运算数据 － ○ －

Motor 电机可选项的数据 ○ － －

Aux 外部信号输入可选项的

数据

○ － －

Phase 相位差相关数据 － ○ －

SKdcCnct
KDC 服务器 (/AS)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的 KDC 服务器。

语法结构 SKdcCnct,p1,p2,p3
p1 服务器 (Primary、Secondary)

Primary 第一优先服务器

Secondary 第二优先服务器

p2 KDC 服务器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3 端口号 (1 ～ 65535)

查询 SKdcCnct[,p1]?
示例 作为第一优先的 KDC 服务器，设定服务器名为

“KdcControl1”，端口号为“88”。
SKdcCnct,Primary,KdcControl1,88

SAuthKey
认证密钥 (/AS)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设定认证时要使用的认证密钥。

语法结构 SAuthKey,p1,p2,p3,p4
p1 主机委托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p2 领域名 ( 最多 64 个字符、ASCII)
p3 密码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p4 加密方式 (ARC4、AES128、AES256)

查询 SAuthKey?
示例 将领域名“REALM01”的主机委托“GX10_001”

的密码设定为“gDcbwT5”，将与服务器相同的

加密方式设定为“AES128”。
SAuthKey,GX10_001,REALM01,gDcbwT5,
AES128

说明

• p1、p2 中不能使用“/”、“@”。

SDarwinCnvCh
Darwin 的通道变换
将 Darwin 的通道变换为本仪表的通道。

语法结构 SDarwinCnvCh,p1
p1 Darwin 的机型

Standalone 独立型

Extension 扩展型

查询 SDarwinCnvCh?
示例 将 DA100 独立型的通道变换为本仪表的通道。

SDarwinCnvCh,Stand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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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arwinPortLimit
Darwin 互换通道的端口限制
端口限制设为 On 时，端口号码 34151 只能读取瞬时数据。

语法结构 SDarwinPortLimit,p1
p1 端口限制的 On/Off( On, Off)

On 34151 只读取瞬时数据

Off 34150、34151 端口无限制

查询 SDarwinPortLimit?
示例 将端口号码 34151 设定为只读取瞬时数据。

SDarwinPortLimit,On

说明

• 端口限制设为 On 时，执行以下动作。

•  以太网连接时

   端口号码 34151 只能读取瞬时数据。

   不能执行设定、  控制和操作。

•  串行通信连接时

   只有通过以太网连接的端口 34150 可使用的命令

   有效。

SSLMPClient
SLMP 客户端动作 (/E4)
设定 SLMP 客户端的动作。

语法结构 SSLMPClient,p1,p2,p3,p4
p1 数据代码 (Binary、ASCII)
p2 通信周期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5s, 10s, 20s, 30s, 1min)
p3 超时时间 (250ms, 500ms, 1s, 2s,

3s, 4s, 5s, 10s, 20s, 30s, 1min)
p4 恢复时间 (Off, 5s, 10s, 30s, 1min, 2min,

5min)
查询 SSLMPClient?
示例 数据代码设为 Binary、通信周期设为 500ms、

超时时间设为 1 秒、恢复时间设为 2 分。

SSLMPClient,Binary,500ms,1s,2min

SSLMPCList
SLMP 连接目标服务器 (/E4)
设定 SLMP 客户端的连接目标服务器。

语法结构 SSLMPCList,p1,p2,p3
p1 连接目标编号 (1 ～ 16)
p2 服务器名 ( 最多 64 字符、ASCII)
p3 端口号 (1 ～ 65535)

查询 SSLMPCList[,p1]?
示例 与连接目标编号 1 的服务器连接。服务器名设

为“SMARTDAC”、端口号设为 2020。
SSLMPCList,1,”SMARTDAC”,2020

SSLMPCCmd
SLMP 客户端的发送命令 (/E4)
设定 SLMP 客户端的发送命令。

语法结构 SSLMPCCmd,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p12,p13
p1 命令号码 (GX10/GP10 ：1 ～ 50、

GX20-1/GP20-1 ：1 ～ 100、GX20-2/
GP20-2/GM10-2 ：1 ～ 200)

p2 类型

Off 命令无效

Write 将值写到其他仪器的

Modbus 寄存器。

Read 读取其他仪器的 Modbus
寄存器的值。

p3 连接目标编号 (1 ～ 16)
p4 参阅设备代码表

p5 请求目标网络编号 (0 ～ 255)
p6 请求目标站号 (0 ～ 255)
p7 请求目标模块 I/O 编号 (0 ～ 65535)
p8 请求目标多点站号 (0 ～ 31)
p9 数据类型

BIT Bit String 数据

INT16 带符号的 16 位整数

UINT16 不带符号的 16 位整数

INT32 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UINT32 不带符号的 32 位整数

FLOAT 32 位浮点

p10 开头设备编号 (0 ～ 16777215)
p11 通道类型

IO 输入输出通道

Math 运算输入输出通道 (/MT)
Com 通信输入输出通道 (/MC)

p12 起始通道

p13 结束通道

查询 SSLMPCCmd[,p1]?
示例 向命令号码 1 中注册“将分配给连接目标服务

器编号 1 的仪表内部继电器开头设备编号 1234
的数据读取到通信通道 C001”。
网络编号设为 0、PC 编号设为 255、请求目标

模块 I/O 编号设为 1023、请求目标站号设为 0。
SSLMPCCmd,1,Read,1,M,1234,0,255,10
23,0,BIT,Com,0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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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代码表

设备 设备代码

(p4)
p5 ～
p8、p10
显示

数据类型

特殊继电器 SM 16 进制 BIT
特殊寄存器 SD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输入 X 16 进制 BIT
输出 Y 16 进制 BIT
内部继电器 M 16 进制 BIT
锁存继电器 L 16 进制 BIT
报警器 F 16 进制 BIT
边沿继电器 V 16 进制 BIT
链接继电器 B 16 进制 BIT
数据寄存器 D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链接寄存器 W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计时器 接点 TS 16 进制 BIT
线圈 TC 16 进制 BIT
当前值 TN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累计计

时器

接点 SS 16 进制 BIT
线圈 SC 16 进制 BIT
当前值 SN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计数器 接点 CS 16 进制 BIT
线圈 CC 16 进制 BIT
当前值 CN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链接特殊继电器 SB 16 进制 BIT
链接特殊寄存器 SW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直接访问输入 DX 16 进制 BIT
直接访问输出 DY 16 进制 BIT
索引寄存器 Z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过滤继电器 R 10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ZR 16 进制 INT16/UINT16/
INT32/UINT32/
FLOAT

SSecurity
安全功能
设定安全功能。

语法结构 SSecurity,p1,p2,p3,p4,p5,p6
p1 本仪表上的操作

(GX/GP ：Off, Login, Operate)
(GM ：Off)
Off 不进行安全设定。

Login 使用登录功能。  
Operate 使用禁止触屏操作的功能。

p2 通信操作 (Off、Login)
p3 自动注销

(GX/GP ：Off, 1min, 2min, 5min, 10min)
(GM ：Off)

p4 注销时的画面操作

(GX/GP ：Off, On)
(GM ：Off)

p5 密码重试次数 (Off、3、5)  
P6 用户 ID 的使用 (On、Off)

查询 SSecurity?
示例 直接操作本仪表或通过通信操作时，需要使用

登录功能。登录后 5 分钟内无任何操作时，将

自动注销。即使处于注销状态也可以变更画面。

SSecurity,Login,Login,5min,On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一般用户 ( 用户级别为 User) 登录时，不能通过该命令

进行设定。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不能设定 p1=Operate。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p5、p6 有效。

SKdc
密码管理功能 (/AS)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语法结构 SKdc,p1,p2
p1 密码管理功能的使用 (On、Off)
p2 根用户密码 (6 ～ 20 个字符、ASCII)

查询 SKdc?
示例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将根用户的密码设定为

“root3210”。
SKdc,On,root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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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ePass
操作解锁的密码 [GX/GP]
设定解锁操作的密码。

语法结构 SOpePass,p1
p1 密码 ( 最多 20 个字符、UTF-8)

查询 SOpePass?
密码显示为“*”。

示例 设定密码为“password1”。
SOpePass,’password1’

说明

• 一般用户 ( 用户级别为 User) 登录时，不能通过该命令

进行设定。

SOpeLimit
操作锁定的内容 [GX/GP]
设定希望锁定的操作。

语法结构 SOpeLimit,p1,p2
p1 限制类型

Memory 记录

Math 运算

DataSave 数据保存

Message 信息

Batch 批处理

AlarmACK 解除报警

Comm 通信

DispOpe 画面操作

ChangeSet 设定操作

DateSet 日期 / 时间设定

File 文件操作

System 系统操作

Out 输出操作

CalibSet 测量值校正设定

( 固件版本为 2.02 及以后版

本且安装安全增强功能 (/AS 
可选项 ) 时有效 )

CtrlIn 远程 / 本地操作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CtrlOut 控制操作 ( 同上 )
Tuning 整定操作 ( 同上 )
LocalSP SP 操作 ( 同上 )
Program 程序操作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且使用

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有效 )

p2 解锁 / 锁定

Free 解锁。

Lock 锁定。

查询 SOpeLimit[,p1]?
示例 禁止运行设定变更操作。

SOpeLimit,ChangeSet,Lock

说明

• 一般用户 ( 用户级别为 User) 登录时，不能通过该命令

进行设定。

SUser
用户注册
注册用户。

语法结构 SUser,p1,p2,p3,p4,p5,p6,p7
p1 用户号码

p2 用户级别

Off 不使用

Admin 管理员

User 一般用户

p3 登录方法

(GX/GP ：Key, Comm, Key+Comm)
(GM ：Comm)
Key 可以通过触屏操作登录。

Comm 可以通过通信登录 ( 包括

Web)。
Key+Comm 可以通过触屏操作及通信登

录。

p4 用户名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p5 密码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p6 有无用户权限 (Off、On)
p7 用户权限号码 (1 ～ 10)

查询 SUser[,p1]?
p5 的密码显示“*”( 星号 )。

示例 在用户号码“3”上注册一般用户。设定用户名

为“user10”，密码为“pass012”。仅允许触屏

操作登录，指定用户权限号码“5”。
SUser,3,User,Key,’user10’,’pass012
’,On,5

说明

• p1=1 时，p2 固定为 Admin。并且，不能选择

p3=Comm(GX/GP 时 )。
• p2=Admin 时，p6 固定为 Off。
• p4、p5 中不能设定包含空格或为空的字符串。

• 有关密码 (p5) 中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1。
• 一般用户 ( 用户级别为 User) 登录时，不能通过该命令

进行设定。

使用安全增强功能 (/AS) 时
语法结构 SUser,p1,p2,p3,p4,p5,p6,p7,p8,p9, 

p10,p11
p1 用户号码

p2 用户级别

Off 不使用

Admin 管理员

User 一般用户

Monitor 监测者

p3 登录方法

Key 可以通过触屏操作登录。

Comm 可以通过通信登录 ( 包括

Web)。
Key+Comm 可以通过触屏操作及通信登

录。

p4 用户名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p5 密码 (6 ～ 20 个字符、ASCII)
p6 有无用户权限 (Off、On)
p7 用户权限号码 (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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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用户 ID(20 个字符、ASCII) 
用户 ID 与密码组合，请注意不要与以前的

注册用户重复。

p9 密码有效期 (Off、1Month、3Month、
6Month)

p10 有无签名权限 (Off、On)
p11 签名权限号码 (1 ～ 8)

查询 SUser[,p1]?
p5 的密码和 p8 的用户 ID 显示为“*”( 星号 )。

示例 在用户号码“3”上注册一般用户。设定用户名

为“user10”。仅允许触屏操作登录，指定用户

权限号码“5”。
SUser,3,User,Key,’user10’,On,5

说明

• p1=1 时，p2 固定为 Admin。并且，不能选择

p3=Comm。

• p2=Admin 时，p6、p10 固定为 Off。
• p2=Monitor 时，p6、p9、p10 固定为 Off。
• p4、p5 中不能设定包含空格或为空的字符串。

• 设定使用密码管理功能 (SKdc 命令 ) 时
• p2=Off、Admin 或 User 时，p5 无效。查询时

响应为空白。

• p9 固定为 Off。
• 仅在 p2=Monitor 时可设定 p5。

p2=Admin 或 User 时，不能设定 p5。密码为默认密码。

有关默认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X10/GX20/GP10/
GP20 安全增强功能 (/AS)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
05ZH-C) 的“2.3.1 登录”或者数据采集系统 GM 安全

增强功能 (/AS)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5ZH-C) 的
“2.3.1 登录”。

• 仅当 p2=Off、Admin 或 User 时、读入设常数据时、发

送通信命令时，仅可执行初始化 (“default”)。
• 有关密码 (p5) 中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1。
• 一般用户 ( 用户级别为 User) 登录时，不能通过该命令

进行设定。

SUserLimit
用户权限
设定用户的操作权限。

语法结构 SUserLimit,p1,p2,p3
p1 用户权限号码 (1 ～ 10)
p2 权限类型

Memory 记录

Math  运算

DataSave 数据保存

Message 信息

Batch 批处理

AlarmACK 解除报警

Comm 通信

DispOpe 画面操作 (GM 不能设定 )
ChangeSet 设定操作

DateSet 日期 / 时间设定

File 文件操作

System 系统操作

Out 输出操作

CalibSet 测量值校正设定 ( 固件版本

为 2.02 及以后版本且安装

了安全增强功能 (/AS 可选

项 ) 时有效 )
CtrlIn 远程 / 本地操作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CtrlOut 控制操作 ( 同上 )
Tuning 整定操作 ( 同上 )
LocalSP SP 操作 ( 同上 )
Program 程序操作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且使用

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有效 )

p3 解锁 / 锁定

Free 解锁

Lock 锁定

查询 SUserLimit[,p1]?
示例 设定禁止用户权限号码 1 变更设定。

SUserLimit,1,ChangeSet,Lock

说明

• 一般用户 ( 用户级别为 User) 登录时，不能通过该命令

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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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gnIn
签名 (/AS)
设定为测量数据文件签名。

语法结构 SSignIn,p1,p2,p3
p1 签名类型 (Batch、File)
p2 记录停止时签名

(GX/GP ：On，Off)
(GM ：Off 固定 )

p3 FTP 传输时机

(GX/GP ：DataSave、SignIn)
(GM ：DataSave 固定 )

查询 SSignIn?
示例 停止了批处理过程的测量数据记录时，切换至

进行签名的画面。签名后，FTP 传送数据文件。

SSignIn,Batch,On,Signin

SSignInTitle
签名的标题 (/AS)
设定签名的标题。

语法结构 SSignInTitle,p1,p2,p3
p1 签名 1 的标题 ( 最多 16 个英文、中文、符号 )
p2 签名 2 的标题 ( 同上 )
p3 签名 3 的标题 ( 同上 )

查询 SSignInTitle?
示例 分别将签名 1、2、3 的标题设定为“操作者 1”、

“监测者 1”、“管理员 1”。
SSignInTitle,’操作者 1’,’监测者 1’,’
管理员 1’

SSignInLimit
签名权限 (/AS)
设定签名的执行权限。

语法结构 SSignInLimit,p1,p2,p3,p4
p1 签名权限号码 (1 ～ 8)
p2 签名 1 解锁 / 锁定 (Free、Lock)
p3 签名 2 解锁 / 锁定 (Free、Lock)
p4 签名 3 解锁 / 锁定 (Free、Lock)

查询 SSignInLimit[,p1]?
示例 设定在签名权限号码“2”上仅可以执行签名 1。

SSignInLimit,1,Free,Lock,Lock

SBTPassword
Bluetooth 密码设定 (/C8)[GM]
设定 Bluetooth 密码。

语法结构 SBTPassword,p1,p2
p1 是否使用密码 (On, Off)
p2 密码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查询 SBTPassword?
密码用“*”表示。

示例 设定密码“PaSswoRD2”。
SBTPPassword,On,’PaSswoRD2’

说明

• 一般用户 ( 用户等级为 User) 登录时，不能进行该命令

的相关设定。

SWebCustomMenu
Web 监视器画面
设定是否在内容目录中显示出现的类别。

语法结构 SWebCustomMenu,p1,p2,p3,p4,p5
p1 用户级别 (User, Monitor)
p2 状态显示类别

显示：On、隐藏：Off
p3 日志类别

显示 / 隐藏 (On, Off)
p4 系统 / 网络信息类别

显示 / 隐藏 (On, Off)
p5 文件类别

显示 / 隐藏 (On, Off)
查询 SWebCustomMenu?
示例 用户级别显示日志类别和文件类别。

SWebCustomMenu,User,Off,On,Off,On

说明

• 用户级别为“管理员”时才能执行此操作。

• 启用安全增强功能 (/AS) 时，固定为 p1=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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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ssionSecurity
Web Session 安全设定 (/AS)[GM]
设定 Web Session 管理的安全功能。

语法结构 SSessionSecurity,p1
p1 Web Session 安全 (On，Off)

查询 SSessionSecurity?
示例 使用 Web Session 功能。

SSessionSecurity,On

说明

• 此命令仅限 admin 属性的用户执行。

SWebTimeOut
Web 自动注销 (/AS)[GM]
设定 Web 监视器的自动注销时间。

语法结构 SWebTimeOut,p1
p1 自动注销功能 (Off, 10min, 20min, 30min)

查询 SWebTimeOut?
示例 将 Web 的自动注销时间设为 10 分钟。

SWebTimeOut,10min

说明

• 此命令仅限 admin 属性的用户执行。

SMonitor
监视器画面的显示信息 [GX/GP]
设定监视器画面的显示信息。

语法结构 SMonitor,p1,p2
p1 信息类型 ( 请参阅下表 )
p2 状态 ( 请参阅下表 )

信息类型 状态

p1 说明 p2
Digital 数值显示 Off,On
Scroll 自动滚屏 Off,On
Message 信息显示 Stream,List
Trend 全部通道 / 组显示 Group,All
Grid 辅助栅格 Off, On
Axis 历史压缩率 1, 2, 3, 4, 5, 

6, 7, 8
Value 显示历史数值 4Value,Max,Min
Data 历史数据类型 Disp,Event1
DigitalWave 显示数字波形 Off,On
Alarm 显示报警 Watch,List
Alarm_Sort 报警排序项目 Time,Channel,

Level,Type
Alarm_Order 报警排列顺序 Ascending,

Descending
Alarm_Time 报警详细时间 Off,On
Message_Sort 信息排序项目 Datatime,

WriteTime,
Message,Group,
User

Message_Order 信息排列顺序 Ascending,
Descending

Memory_Data 内存数据类型 Disp,Event1,
Event2

Overview 总览显示 Grouping,All
Multi_No 多画面号码 1～ 20
Custom_No 自定义画面号码 (/CG) 1～ 30
DigitalPos 数字显示位置 Default,Top,

Bottom,Left,
Right

DigitalLabel 字符串显示 Off,On
Modbus_M Modbus 主机状态显示类

型 (/MC)
Overview,List

Modbus_C Modbus 客户端状态显示

类型 (/MC)
Overview,List

Watt WT 通信状态显示类型 
(/E2)

Overview,List  

Switch 内部开关 /DO 状态显示 All,1,2,3,4
SLMP_C SLMP 客户端状态显示类

型 (/E4)
Overview, 
List

ControlGroup 控制组 Controller, 

Faceplate
ControlAlarm_
Sort

控制报警排列项目 Time, Loop, 
Level, Type

ControlAlarm_
Order

控制报警排列顺序 Ascending, 
Descending

ControlAlarm_
Time

控制报警一览详细时间显

示

Off, On

查询 SMonitor[,p1]?
示例 设定趋势显示为全部通道显示。

SMonitor,Trend,All
说明

• Custom_No 为可选项 (/CG)。
• Modbus_M 和 Modbus_C 为可选项 (/MC)。
• Watt 为可选项 (/E2)。
• p1=Switch 时，p2=3、4 仅在 GX10/GP10 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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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ltiPattern
多画面的分割 [GX/GP]
设定多画面的分割模式。

语法结构 SMultiPattern,p1,p2,p3
p1 注册号码 (1 ～ 20)
p2 分割模式

Wide2 2 画面 ( 横长 )
Tall2 2 画面 ( 纵长 )
Wide3 3 画面 ( 横长 )
Tall3 3 画面 ( 纵长 )
Split4 4 画面 ( 平均 )
Even5 5 画面 ( 平均 )
Odd5 5 画面 ( 不平均 )
Even6 6 画面 ( 平均 )
Odd6 6 画面 ( 不平均 )

p3 画面名称 ( 最多 16 个字符、UTF-8)
查询 SMultiPattern[,p1]?
示例 设定注册号码 1 的画面为 2 画面 ( 横长 ) 的分割

模式。画面名称设定为“Monitor1”。
SMultiPattern,1,Wide2,’Monitor1’

说明

• 该命令仅对 GX20/GP20 有效。

• 仅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才可以设定。

SMultiKind
多画面 [GX/GP]
设定多画面显示的画面。

语法结构 SMultiKind,p1,p2,p3,p4
p1 注册号码 (1 ～ 20)
p2 画面位置 (1 ～ 6)
p3 画面类型

Trend 趋势

Digital 数字

Bar 棒图

Overview 总览

Alarm 报警一览

Message 信息一览

Memory 内存一览

Report 报表一览

Modbus-M Modbus 主机状态

Modbus-C Modbus 客户端状态

Watt WT 通信状态

Switch 内部开关状态

Action-Log 操作日志

Error-Log 错误日志

Commu-Log 通信日志

Ftp-Log FTP 日志

Web-Log WEB 日志

Mail-Log Email 日志

Modbus-Log Modbus 日志

Sntp-Log SNTP 日志

Dhcp-Log DHCP 日志

Network 网络信息

SLMP-C SLMP 客户端状态 (/E4)
SLMP-Log SLMP 日志 (/E4)
Reminder 提示器 (/AH)
ControlGroup 控制组

ControlSummary 控制操作一览

ControlAlarmSummary 控制报警

一览

ControlOverview 控制总览�

p4 组号码

p3=Trend、Digital 或 Bar 时
显示组号码

p3=ControlGroup 时

控制组号码

查询 SMultiKind[,p1[,p2]]?
示例 在注册号码 1 的画面位置“3”上显示显示组 8

的棒图。

SMultiKind,1,3,Bar,8

说明

• 该命令仅对 GX20/GP20 有效。

• 报表为可选项 (/MT)。
• Modbus-M 和 Modbus-C 为可选项 (/MC)。
• Watt 为可选项 (/E2)。
• 多画面中不能显示自定义画面 (/CG)。
• 仅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禁用时才可以设定。

• ControlGroup、ControlSummary、
ControlAlarmSummary、ControlOverview 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HomeMonitor
标准画面的显示信息 [GX/GP]
设定标准画面的显示信息。

语法结构 SHomeMonitor,p1,p2
p1 信息类型 ( 请参阅 SMonitor 命令列表 )
p2 状态 ( 请参阅 SMonitor 命令列表 )

查询 SHomeMonitor[,p1]?
示例 设定趋势显示为全通道显示。

SHomeMonitor,Tren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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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meKind
标准画面 [GX/GP]
设定标准画面中显示的画面。

多画面时

语法结构 SHomeKind,p1,p2,p3
p1 画面类型 (Multi)
p2 多画面号码 ( １～ 20)
p3 批处理组号码 (1 ～使用数 )

p3 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是有效。

非多画面时

语法结构 SHomeKind,p1,p2,p3
p1 画面类型

Trend 趋势

Digital 数字

Bar 棒图

Overview 总览

Alarm 报警一览

Message 信息一览

Memory 内存一览

Report 报表一览

Modbus-M Modbus 主机状态

Modbus-C Modbus 客户端状态

Watt WT 通信状态

Switch 内部开关 / 继电器状态

Action-Log 操作日志

Error-Log 错误日志

Commu-Log 通信日志

Ftp-Log FTP 日志

Web-Log WEB 日志

Mail-Log Email 日志

Modbus-Log Modbus 日志

Sntp-Log SNTP 日志

Dhcp-Log DHCP 日志

SLMP-Log SLMP 日志 (/E4)
Network 网络信息

SLMP-C SLMP 客户端状态 (/E4)
Reminder 提示器 (/AH)
Setting 设定

ControlGroup 控制组

ControlSummary 控制操作一览

ControlAlarm 

Summary
控制报警一览

ControlOverview 控制总览

SaveLoad 保存载入

SystemInfo 系统信息

Custom 
Display

自定义画面

Batch
Overview

批处理概况 (/BT)

Tuning 整定

ProgramSelect 程序选择 (/PG)
ProgramRun 程序运行 (/PG)

p2 显示组号码

( 非 p1=CustomDisplay 时 )
自定义画面号码 (1 ～ 30)
(p1=CustomDisplay 时 )
控制组号码 (1 ～ 10)
(p1=ControlGroup 时 )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p1=ProgramSelect 时 )

p3 批处理组号码 (All、1~ 使用数 )
p3 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有效。

查询 SHomeKind?
示例 设定标准画面为显示组 1 的趋势。

SHomeKind,Trend,1

说明

• 报表为可选项 (/MT)。
• Modbus-M 和 Modbus-C 为可选项 (/MC)。
• Watt 为可选项 (/E2)。
• CustomDisplay 为可选项 (/CG)。
• Multi 是 GX20/GP20 的画面。

• p3 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有效。

• 未安装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时，p3 固定为“1”。
• p3=1 ～ 12 时，p1 不能设定为 BatchOverview。

p3=All 时，P1 不能设定为 Trend、Digital、Bar、
Alarm、Message、Memory、Multi。

• p1 设为 Trend、Digital、Bar、Alarm、Message、
Memory、Multi 时，p3 不能设定为 All。
p1 设为 BatchOverview 时，p3= 不能设定为 1 ～ 12。

• ControlGroup、ControlSummary、
ControlAlarmSummary、ControlOverview、Tuning 仅

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rogramSelect、ProgramRun 是可选项 (/PG)。

SFavoriteMonitor
收藏夹画面的显示信息 [GX/GP]
设定收藏夹画面的显示信息。

语法结构 SFavoriteMonitor,p1,p2,p3
p1 收藏夹号码 (1 ～ 20)
p2 信息类型 ( 请参阅 SMonitor 命令列表 )
p3 状态 ( 请参阅 SMonitor 命令列表 )

查询 SFavoriteMonitor[,p1[,p2]]?
示例 设定号码 1 的趋势显示为全通道显示。

SFavoriteMonitor,1,Tren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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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avoriteKind
收藏夹画面 [GX/GP]
设定收藏夹画面。

多画面时

语法结构 SFavoriteKind,p1,p2,p3,p4,p5,p6
p1 收藏夹号码 (1 ～ 20)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p3 画面类型 (Multi)
p4 多画面号码 (1 ～ 20)
p5 画面名称 ( 最多 16 个字符、UTF-8)
p6 批处理组号码 (1 ～使用数 )

p6 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有效。

非多画面时

语法结构 SFavoriteKind,p1,p2,p3,p4,p5,p6
p1 收藏夹号码 (1 ～ 20)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On)
p3 画面类型 ( 请参阅 SHomeKind 命令的 p1)
p4 显示组号码

( 非 p3=CustomDisplay 时 )
自定义画面号码 (1 ～ 30)
(p3=CustomDisplay 时 )
控制组号码 (1 ～ 10)
(p3=ControlGroup 时 )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p3=ProgramSelect 时 )

p5 画面名称 ( 最多 16 个字符、UTF-8)
p6 多重批处理号码 (All、1 ～使用数 )

查询 SFavoriteKind[,p1]
示例 将显示组 2 的趋势注册到收藏夹画面号码 1。画

面名称设定为“Favorite01”。
SFavoriteKind,1,On,Trend,2,’Favori
te01’

说明

• 未安装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时，p6 固定为“1”。
• p3=1 ～ 12 时，p1 不能设定为 BatchOverview。

p3=All 时，P1 不能设定为 Trend、Digital、Bar、
Alarm、Message、Memory、Multi。

• ControlGroup、ControlSummary、
ControlAlarmSummary、ControlOverview、Tuning 仅

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rogramSelect、ProgramRun 是可选项 (/PG)。

SMltTextField
批处理文本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的批处理文本区域。

语法结构 SMltTextField,p1,p2,p3,p4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区域号码 (1 ～ 24)
p3 标题 ( 最多 20 个字符、UTF-8)
p4 字符串 ( 最多 30 个字符、UTF-8)

查询 SMltTextField[,p1[,p2]]?
示例 对于批处理组 2 的区域号码 3，将标题设为

“OPERATOR”、字符串设为“RECORDER1”。
SMltTextField,2,3,’OPERATOR’,’RECO
RDER1’

说明

• 不使用批处理设定 (SBatch:p1=Off) 时，不能通过此命

令设定。

• p1=1 时，与 STextField 相同。

SMltFileHead
文件抬头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的文件抬头。

语法结构 SMltFileHead,p1,p2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文件抬头 ( 最多 50 个字符、UTF-8)

查询 SMltFileHead[,p1]?
示例 批处理组号码设为“1”，文件抬头设为“GX_

DATA”。
SMltFileHead, 1, ‘GX_DATA’

说明

• p1=1 时，与 SFileHead 相同。

SMltFileName
文件名命名规则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数据保存的文件名命名规则。

语法结构 SMltFileName,p1,p2,p3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文件命名规则

Date 日期

Serial 连续

Batch 批处理名

p3 指定文件名 ( 最多 16 个字符、ASCII)
查询 SMltFileName[,p1]?
示例 批处理组 2 的文件名命名规则设为“日期”。

指定文件名设为“Recorder1_data”。
SMltFileName,2,Date,’Recorder1_
data

说明

• p1=1 时，与 SFileName 相同。

• 不使用批处理设定 (SBatch:p1=Off) 时，不能设定

p2=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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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tGroup
显示文件组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的显示组。

语法结构 SMltGroup,p1,p2,p3,p4,p5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显示组号码

p3 使用 / 不使用 (Off, On)
p4 组名 ( 最多 16 个字符、UTF-8)
p5 通道字符串

• 用通道号码指定。输入输出通道用 4
位通道号码指定，运算通道在号码前

加“A”(A015)，通信通道在号码前加

“C”(C020)。1 通道的字符串最多为 4 个。

• 用“.”( 句点 ) 分割通道号码。( 参照示例 )。
查询 SMltGroup[,p1[,p2]]?
示例 通道字符串按照指定的字符串输出。

通道 0001、0003、0005、A001 以及 C023 以

“GROUP A”之名设定为批处理组 3 的显示组 1。
SMltGroup,3,1,On,’GROUP A’1.3.5.A1.
C23’

说明

• p1=1 时，与 SGroup 相同。

SMltTripLine
显示组的分割线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显示组的分割线。

语法结构 SMltTripLine,p1,p2,p3,p4,p5,p6,p7
,p8,p9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显示组号码

p3 分割线号码 (1 ～ 4)
p4 使用／不使用 (Off, On)
p5 显示位置 [%](1 ～ 100)
p6 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7 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8 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p9 线宽

(GX/GP ：Thin, Normal, Thick)
(GM ：Normal)
Thin 细

Normal 标准

Thick 粗

查询 SMltTripLine[,p1[,p2[,p3]]]?
示例 在批处理组 3 的显示组 2 的 80% 处，分割线 1

用红色粗线显示。

SMltTripLine,3,2,1,80,255,0,0,Thi
ck

SMltSclBmp［GX/GP］
标尺位图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显示组的标尺位图文件。

语法结构 SMltSclBmp,p1,p2,p3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显示组号码

p3 使用 / 不使用 (Off, On)
查询 SMltSclBmp[,p1[,p2]]?
示例 批处理组 2 的显示组 3 使用标尺板的位图文件。

SMltSclBmp,2,3,On

说明

• 此命令对 GX20/GP20 有效。

• p1=1 时，与 SSclBmp 相同。

SMltMultiPattern
多画面分割模式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的多画面模式。

语法结构 SMltMultiPattern,p1,p2,p3,p4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注册号码 (1 ～ 20)
p3 分割模式

Wide2 2 画面 ( 水平长度 )
Tall2 2 画面 ( 垂直长度 )
Wide3 3 画面 ( 水平长度 )
Tall3 3 画面 ( 垂直长度 )
Split4 4 画面 ( 均等 )
Even5 5 画面 ( 均等 )
Odd5 5 画面 ( 不均等 )
Even6 6 画面 ( 均等 )
Odd6 6 画面 ( 不均等 )

p4 画面名称 ( 最多 16 个字符、UTF-8)
查询 SMltMultiPattern[,p1[,p2]]?
示例 设定批处理组 2。注册号码 1 的画面设为 2 画面

(水平长度 )分割模式。画面名称设为“Monitor1”。
SMltMultiPattern,2,1,Wide2’Monit
or1’

说明

• 此命令对 GX20/GP20 有效。

• 此命令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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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tMultiKind
多画面类型
设定用于多重批处理的多画面类型。

语法结构 SMltMultiKind,p1,p2,p3,p4,p5
p1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p2 注册号码 (1 ～ 20)
p3 画面位置 (1 ～ 6)
p4 画面类型 ( 请参阅 SMultiKind 命令的 p1)
p5 显示组号码

查询 SMltMultiKind[,p1[,p2[,p3]]]?
示例 注册号码 1 的画面设为 2 画面 ( 水平长度 ) 分割

模式。画面名称设为“Monitor1”。
SMultiPattern,1,Wide2,’Monitor1’

说明

• 此命令对 GX20/GP20 有效。

• 此命令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有效。

SBluetooth
Bluetooth 通信功能 (/C8)[GM]
设定 Bluetooth 通信功能。

语法结构 SBluetooth,p1
p1 Bluetooth 功能 On/Off(On, Off)

On 使用

Off 不使用

查询 SBluetooth?
示例 使用 Bluetooth 通信功能。

SBluetooth,On

说明

• 本命令设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取决于 OBTApply 命令。

OBTApply 命令执行之前，不会更改设定。

SBTID
Bluetooth 通信的 ID(/C8)[GM]
设定 Bluetooth 通信 ID。

语法结构 SBTID,p1
p1 本地设备名 (GM 的 Bluetooth 设备名 )

最多 30 字符、ASCII
查询 SBTID?
示例 将本地设备名设为“SMARTDAC+ GM”。

SBTID,’SMARTDAC+ GM’

SBTTimeOut
Bluetooth 通信的超时 (/C8)[GM]
设定 Bluetooth 通信超时。

语法结构 SBTTimeOut,p1
p1 超时功能 (Off, 1min, 2min, 5min,

10min)
查询 SBTTimeOut?
示例 将 Bluetooth 通信超时时间设为 5 分钟。

SBTTimeOut,5min

说明

• 使用 Login 功能时，超时后已登录用户将自动注销。

SUsbFunction
USB 通信功能 [GM]
设定 USB 通信功能。

语法结构 SUsbFunction,p1
p1 USB 通信功能 On/Off(On, Off)

On 使用

Off 不使用

查询 SUsbFunction?
示例 使用 USB 通信功能。

SUsbFunction,On

说明

• 本命令设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取决于 OUsbFApply 命令。

OUsbFApply 命令执行之前，不会更改设定。

SUsbAutoLOut
USB 通信的自动注销 [GM]
设定 USB 自动注销。

语法结构 SUsbAutoLOut,p1
p1 自动注销功能 (Off, 1min, 2min,

5min, 10min)
查询 SUsbAutoLOut?
示例 将 USB 通信的自动注销时间设为 2 分钟。

SUsbAutoLOut,2min

说明

• 可以让已登录的 USB 通信用户自动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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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bCustomMenu
Web 监视器画面
设定 Web 监视器画面。

语法结构 SWebCustomMenu,p1,p2,p3,p4,p5
p1 用户级别 (User, Monitor)
p2 状态显示类的显示 / 不显示 (On, Off)
p3 日志类的显示 / 不显示 (On, Off)
p4 系统类的显示 / 不显示 (On, Off)
p5 文件类的显示 / 不显示 (On, Off)

查询 SWebCustomMenu?
示例 用户级别为 User 时，Web 监视器画面的目录表

中显示记录类和文件类。

SWebCustomMenu,User,Off,On,Off,On

说明

• 此命令仅限 admin 属性的用户执行。

• p1=Monitor 在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有效。

SSchedule
日程管理
设定日程管理功能。

语法结构 SSchedule,p1,p2,p3,p4,p5,p6,p7,p8
,p9
p1 日程号码

p2 日程管理功能 On/Off
On 使用

Off 不使用

p3 日期 年 (2001 ～ 2035)
p4 日期 月 (1 ～ 12)
p5 日期 日 (1 ～ 31)
p6 通知日

1day 1 日前

2day 2 日前

3day 3 日前

4day 4 日前

5day 5 日前

6day 6 日前

7day 7 日前

8day 8 日前

9day 9 日前

10day 10 日前

p7 再通知周期 (10min, 30min, 1h, 8h, 24h)
p8 通知蜂鸣器 (On, Off)
p9 测量值校正设定

(GX/GP ：Off, On)
(GM ：Off)
On 在日期设定画面内，显示测量值

校正设定。

Off 在日期设定画面内，不显示测量

值校正设定。

查询 SSchedule[,p1]?

示例 日程编号 1 的日期设为 2015 年 12 月 24 日、通

知设为 5 日前、再通知周期设为 1 小时。通知

蜂鸣器鸣音。在日期设定画面内，显示测量值

校正设定。

SSchedule,1,On,2015,12,24,5day,1h,
On,On

说明

• 此命令对安装针对航空航天的热处理功能 (/AH) 的机型

有效。

• 接受操作锁定的 ChangeSet、用户限制的 CalibSet 的
限制。

SScheduleText
日程管理文本
设定日程管理的标题和通知内容。

语法结构 SScheduleText,p1,p2,p3,p4
p1 日程号码

p2 标题 ( 全角 16 个字符 / 半角 32 个字符 )
p3 通知内容 1

( 全角 16 个字符 / 半角 32 个字符 )
p4 通知内容 2

( 全角 16 个字符 / 半角 32 个字符 )
查询 SScheduleText[,p1]?
示例 日程号码 1 的标题设为“测量值校正”，通知内

容 1 设为“传感器校正系数”。

SScheduleText,1,” 测量值校正 ”,” 传感

器系数 ”

说明

• 此命令对安装针对航空航天的热处理功能 (/AH) 的机型

有效。

• 接受操作锁定的 ChangeSet、用户限制的 CalibSet 的
限制。

SDualGroup
显示组的测量组号码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设定显示组的测量组。

语法结构 SDualGroup,p1,p2
p1 组号码

p2 测量组号码 (1 ～ 2)
查询 SDualGroup[,p1]?
示例 将显示组 5 设定为测量组 2。

SDualGroup,5,2

说明

• 双测量周期功能有效时，可以设定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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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sterScanGrp
主测量周期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设定主测量周期。

语法结

构

SMasterScanGrp,p1

p1 测量组号码 (1 ～ 2)
查询 SMasterScanGrp?
示例 将主测量周期设定为测量组 2。。

SMasterScanGrp,2

说明

• 双测量周期功能有效时，可以设定此命令。

SCtrlMode
控制模式
设定控制模式。

语法结构 SCtrlMode,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模式 (Single、Cascade、PVSwitching)
Single 单回路控制

Cascade 串级控制

PVSwitching 2 输入切换控制

p4 2 输入切换条件 (p3=PVSwitching 时 )
LowRange 温度范围切换 ( 低温

基准 )
HighRange 温度范围切换 ( 高温

基准 )
PVHigh PV 上限值切换

Signal 接点输入切换

查询 SCtrlMode[,p1,p2]?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PID 模块的控

制模式设为 2 输入切换控制，将切换条件设为

接点输入切换。

SCtrlMode,0,2,PVSwitching,Signal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Scan
控制周期
设定控制周期。

语法结构 SCtrlScan,p1,p2,p3
p1 单元号码

“-”固定

p2 模块号码

“-”固定

p3 控制周期 (100ms, 200ms)
查询 SCtrlScan?
示例 将控制周期设定为 100ms。

SCtrlScan,-,-,100ms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Action
控制动作
设定控制动作。

语法结构 SCtrlAction,p1,p2,p3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断电恢复动作

RESTART_CONT 继续

RESTART_MAN 手动运行

RESTART_AUTO 自动运行

RESTART_RESET 复位

查询 SCtrlAction[,p1,p2]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的模块号码 2 的断电恢复动作设

定为手动运行。

SCtrlAction,0,2,RESTART_MAN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启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可以设定

p3=RESTART_RESET。

SCtrlType
控制类型
设定控制类型。

语法结构 SCtrlType,p1,p2
p1 回路号码

p2 控制类型

PID PID 控制

ONOFF On/Off 控制

查询 SCtrlType[,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控制类型设定为 On/Off 控

制。

SCtrlType,L022,ONOFF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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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LoopAction
回路控制动作
设定回路控制动作。

语法结构 SCtrlLoopAction,p1,p2,p3,p4,p5,p6
p1 回路号码

p2 PID 默认值

PIDDef_TEMP 温度

PIDDef_PRESS 压力流量

p3 PID 选择方式

SP_SLCT 目标设定值选择方式

( 无 /PG 时 )
SP_SEG_SLCT 目标设定值选择方式

／程序段 PID 方式

( 有 /PG 时 )
ZON_PV 区域 PID 方式 ( 测量

输入 )
ZON_TSP 区域 PID 方式 ( 到达

目标值 )
ZON_SP 区域 PID 方式 ( 目标

设定值 )
FIX_PID 固定本地PID选择 (通

过事件动作切换 PID
号码 )

p4 EXPV 功能

Off 不使用 EXPV(RPV)
On 使用 EXPV(RPV)

p5 RSP 功能

Off 不使用 RSP
On 使用 RSP

p6 PID 控制模式

FollowUp 跟随控制模式

Fixed-point 定值控制模式

查询 SCtrlLoopAction[,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控制动作设为以下内容。

PID 默认值：温度

PID 选择方式：区域 PID 方式 ( 测量输入 )
EXPV(RPV) 功能：Off
RSP 功能：On
PID 控制模式：跟随控制模式

SCtrlLoopAction,L022,PIDDef_
TEMP,ZON_PV,Off,On,FollowUp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2 次侧 RSP 功能 On(p5=On) 不能在串级模式下设定。

• 根据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的有无，p3 的 PID 选

择方式将不同。

SCtrlSPPID
SP 组数量、PID 组数量
设定 SP 组数量、PID 组数量。

语法结构 SCtrlSPPID,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SP 组号码 (1 ～ 8)
p3 PID 组号码 (1 ～ 8)

查询 SCtrlSPPID[,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 SP 组数量设为“6”, 将

PID 组数量设为“3”。
SCtrlSPPID,L022,6,3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ALNo
控制报警数
设定控制报警数。

语法结构 SCtrlALNo,p1,p2
p1 回路号码

p2 控制报警数 (1 ～ 4)
查询 SCtrlALNo[,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控制报警数设为“3”。

SCtrlALNo,L022,3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AlmMode
报警模式
设定报警模式。

语法结构 SCtrlAlmMode,p1,p2
p1 回路号码

p2 报警模式

ALM_MODE_ALWAYS 常用

ALM_MODE_STOP 运行停止时无效

ALM_MODE_STOP_MAN 手动运行／运行

停止时无效

查询 SCtrlAlmMode[,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报警模式设为“常用”。

SCtrlAlmMode,L022,ALM_MODE_ALWAYS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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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DIRegist
接点登记
登录接点。

语法结构 SCtrlDIRegist,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动作

A-M_LP1 自动 / 手动切换 (A/M)LP1

A-M_LP2 自动 / 手动切换 (A/M)LP2

R-L_LP1 远程 / 本地切换 (R/L)LP1

R-L_LP2 远程 / 本地切换 (R/L)LP2

S-R_LP1 运行停止 / 开始切换 (S/R)LP1

S-R_LP2 运行停止 / 开始切换 (S/R)LP2

CAS 切换到串级 (CAS)

AUTO_LP1 切换到自动 (AUTO)LP1

AUTO_LP2 切换到自动 (AUTO)LP2

MAN_LP1 切换到手动 (MAN)LP1

MAN_LP2 切换到手动 (MAN)LP2

REM_LP1 切换到远程 (REM)LP1

REM_LP2 切换到远程 (REM)LP2

LCL_LP1 切换到本地 (LCL)LP1

LCL_LP2 切换到本地 (LCL)LP2

AT_LP1 自整定启动 / 停止切换 (AT)LP1

AT_LP2 自整定启动 / 停止切换 (AT)LP2

SW 2 输入切换 (SW)

ACK_LP1 报警 ACK(ACK)LP1

ACK_LP2 报警 ACK(ACK)LP2

SPBit0_LP1 SP 号码的 Bit-0　LP1

SPBit1_LP1 SP 号码的 Bit-1　LP1

SPBit2_LP1 SP 号码的 Bit-2　LP1

SPBit3_LP1 SP 号码的 Bit-3　LP1

SPBit0_LP2 SP 号码的 Bit-0　LP2

SPBit1_LP2 SP 号码的 Bit-1　LP2

SPBit2_LP2 SP 号码的 Bit-2　LP2

SPBit3_LP2 SP 号码的 Bit-3　LP2

PIDBit0_LP1 PID 号码的 Bit-0　LP1

PIDBit1_LP1 PID 号码的 Bit-1　LP1

PIDBit2_LP1 PID 号码的 Bit-2　LP1

PIDBit3_LP1 PID 号码的 Bit-3　LP1

PIDBit0_LP2 PID 号码的 Bit-0　LP2

PIDBit1_LP2 PID 号码的 Bit-1　LP2

PIDBit2_LP2 PID 号码的 Bit-2　LP2

PIDBit3_LP2 PID 号码的 Bit-3　LP2

p4 端子号码

Off 不登记

DI1～ DI8 接点输入

DO1～ DO8 接点输出

ALM1_L1～

ALM4_L1

报警状态回路 1

ALO1_L1～

ALO4_L1

报警输出回路 1

ALM1_L2～

ALM4_L2

报警状态回路 2

ALO1_L2～

ALO4_L2

报警输出回路 2

查询 SCtrlDIRegist[,p1,p2,p3]?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自动 / 手动切换

(A/M)LP1 设为 DI1。
SCtrlDIRegist,0,2,A-M_LP1,DI1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ALM*_Lx(*=1 ～ 4、x=1 ～ 2) 表示报警状态。ALM*_
OUT_Lx(*=1 ～ 4、x=1 ～ 2) 表示包含继电器动作的报

警输出状态。

• 根据 p3 动作的内容，p4 选项有效范围将不同。请参阅

下表“p3 内容和 p4 端子号码的有效性”。

p3 内容和 p4 端子号码的有效性

p3 动作 p4 选项

P4=Off 以
外时，p3
动作有效的

条件。

内容 选项 Off
DI1 ～

DI8
DO1 ～

DO8

ALM1_
L1 ～

ALM4_
L1
ALO1_
L1 ～

ALO4_
L1

ALM1_
L2 ～

ALM4_
L2
ALO1_
L2 ～

ALO4_
L2

自动 / 手动切换 (A/M)
LP1

A-M_LP1 ○ ○ － 控制模式在非

串级时有效

自动 / 手动切换 (A/M)
LP2

A-M_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远程 / 本地切换 (R/L)
LP1

R-L_LP1 ○ ○ － RSP 功能设

为 On 时有效

( 请参照奇数

回路 )
远程 / 本地切换 (R/L)
LP2

R-L_LP2 ○ － ○ RSP 功能设

为 On 时有效

( 请参照偶数

回路 )
控制模式在单

回路时有效

( 串级时 RSP
功能固定为

Off)
运行停止 / 开始切换

(S/R)LP1
S-R_LP1 ○ ○ － 一直有效

运行停止 / 开始切换

(S/R)LP2
S-R_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切换到串级 (CAS) CAS ○ － ○ 控制模式在串

级时有效

切换到自动 (AUTO)
LP1  

AUTO_
LP1

○ ○ － 控制模式在非

串级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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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动作 p4 选项

P4=Off 以
外时，p3
动作有效的

条件。

内容 选项 Off
DI1 ～

DI8
DO1 ～

DO8

ALM1_
L1 ～

ALM4_
L1
ALO1_
L1 ～

ALO4_
L1

ALM1_
L2 ～

ALM4_
L2
ALO1_
L2 ～

ALO4_
L2

切换到自动 (AUTO)
LP2  

AUTO_
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切换到手动 (MAN)
LP1  

MAN_
LP1

○ ○ － 控制模式在非

串级时有效

切换到手动 (MAN)
LP2  

MAN_
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切换到远程 (REM)
LP1

REM_
LP1

○ ○ － RSP 功能设

为 On 时有效

( 请参照奇数

回路 )
切换到远程 (REM)
LP2

REM_
LP2

○ － ○ RSP 功能设

为 On 时有效

( 请参照偶数

回路 )
控制模式在单

回路时有效

( 串级时 RSP
功能固定为

Off)
切换到本地 (LCL)
LP1

LCL_LP1 ○ ○ － RSP 功能设

为 On 时有效

( 请参照奇数

回路 )
切换到本地 (LCL)
LP2

LCL_LP2 ○ － ○ RSP 功能设

为 On 时有效

( 请参照偶数

回路 )
控制模式在单

回路时有效

( 串级时 RSP
功能固定为

Off)
自整定启动 / 停止切

换 (AT)LP1
AT_LP1 ○ ○ － 一直有效

自整定启动 / 停止切

换 (AT)LP2
AT_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2 输入切换 (SW) SW ○ ○ － 控制模式在 2
输入切换时且

输入切换动作

为接点时有效

报警 ACK(ACK) LP1  ACK_LP1 ○ ○ － 一直有效

报警 ACK (ACK) LP2 ACK_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SP 号码的 Bit-0 LP1 SPBit0_
LP1

○ ○ － 一直有效

SP 号码的 Bit-1 LP1 SPBit1_
LP1

○ ○ － 一直有效

SP 号码的 Bit-2 LP1 SPBit2_
LP1

○ ○ － 一直有效

SP 号码的 Bit-3 LP1 SPBit3_
LP1

○ ○ － 一直有效

p3 动作 p4 选项

P4=Off 以
外时，p3
动作有效的

条件。

内容 选项 Off
DI1 ～

DI8
DO1 ～

DO8

ALM1_
L1 ～

ALM4_
L1
ALO1_
L1 ～

ALO4_
L1

ALM1_
L2 ～

ALM4_
L2
ALO1_
L2 ～

ALO4_
L2

SP 号码的 Bit-0 LP2 SPBit0_
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SP 号码的 Bit-1 LP2 SPBit1_
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SP 号码的 Bit-2 LP2 SPBit2_
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SP 号码的 Bit-3 LP2 SPBit3_
LP2

○ －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PID 号码的 Bit-0 LP1 PIDBit0_
LP1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奇数回路设

定 )
PID 号码的 Bit-1 LP1 PIDBit1_

LP1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奇数回路设

定 )
PID 号码的 Bit-2 LP1 PIDBit2_

LP1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奇数回路设

定 )
PID 号码的 Bit-3 LP1 PIDBit3_

LP1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奇数回路设

定 )
PID 号码的 Bit-0 LP2 PIDBit0_

LP2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偶数回路设

定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PID 号码的 Bit-1 LP2 PIDBit1_
LP2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偶数回路设

定 ) 控制模式

在非 2 输入切

换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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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动作 p4 选项

P4=Off 以
外时，p3
动作有效的

条件。

内容 选项 Off
DI1 ～

DI8
DO1 ～

DO8

ALM1_
L1 ～

ALM4_
L1
ALO1_
L1 ～

ALO4_
L1

ALM1_
L2 ～

ALM4_
L2
ALO1_
L2 ～

ALO4_
L2

PID 号码的 Bit-2 LP2 PIDBit2_
LP2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偶数回路设

定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PID 号码的 Bit-3 LP2 PIDBit3_
LP2

○ － ○ PID 选择方式

为外部选择时

有效 ( 请参照

偶数回路设

定 )
控制模式在非

2 输入切换时

有效

SCtrlRelay
DO 端子的动作 ( 继电器动作 )
设定 PID 模块 DO 端子的动作 ( 继电器动作 )。

输出为“模块内接点输出”时

语法结构 SCtrlRelay,p1,p2,p3,p4,p5,p6,p7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DO 号码 (DO1 ～ DO8)
p4 输出类型

CtrlRelay 模块内接点输出

p5 回路选择

LP1 回路 1
LP2 回路 2
COMMON 回路 1、回路 2 共通

p6 状态 ( 请参照下表 )
根据 p5( 回路 ) 的选项，p6( 状态 ) 的有效

范围将会改变。

p7 励磁／非励磁 (Energize、De_Energize)
Energize 励磁

De_Energize 非励磁

p6( 状态 ) 内容 p5( 回路 )
OFF OFF LP1、LP2、

COMMON
ALM1_OUT_L1 报警 1 状态回路 1 LP1
ALM2_OUT_L1 报警 2 状态回路 1 LP1
ALM3_OUT_L1 报警 3 状态回路 1 LP1
ALM4_OUT_L1 报警 4 状态回路 1 LP1
ALM1_L1 报警 1 回路 1 LP1
ALM2_L1 报警 2 回路 1 LP1
ALM3_L1 报警 3 回路 1 LP1
ALM4_L1 报警 4 回路 1 LP1
SR_L1 运行开始 / 运行停止 回路 1 LP1
AM_L1 自动 / 手动 回路 1 LP1
RL_L1 远程 / 本地 回路 1 LP1
AT_L1 自整定状态　回路 1 LP1
EXPV_ANAPV_L1 外部测量值 / 本地  回路 1 LP1
ALM1_OUT_L2 报警 1 状态回路 2 LP2
ALM2_OUT_L2 报警 2 状态回路 2 LP2
ALM3_OUT_L2 报警 3 状态回路 2 LP2
ALM4_OUT_L2 报警 4 状态回路 2 LP2
ALM1_L2 报警 1 回路 2 LP2
ALM2_L2 报警 2 回路 2 LP2
ALM3_L2 报警 3 回路 2 LP2
ALM4_L2 报警 4 回路 2 LP2
SR_L2 运行开始 / 运行停止 回路 2 LP2
AM_L2 自动 / 手动 回路 2 LP2
AUTO_L2 自动 回路 2 LP2
MAN_L2 手动 回路 2 LP2
CAS_L2 串级 回路 2 LP2
RL_L2 远程 / 本地 回路 2 LP2
AT_L2 自整定状态 LP2
EXPV_ANAPV_L2 外部测量值 / 本地  回路 2 LP2
DI1 DI1 状态输出 COMMON
DI2 DI2 状态输出 COMMON
DI3 DI3 状态输出 COMMON
DI4 DI4 状态输出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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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5 DI5 状态输出 COMMON
DI6 DI6 状态输出 COMMON
DI7 DI7 状态输出 COMMON
DI8 DI8 状态输出 COMMON
AI1_BOUT AI1 断偶 COMMON
AI1_ADERR AI1 AD 错误 COMMON
AI2_BOUT AI2 断偶 COMMON
AI2_ADERR AI2 AD 错误 COMMON

输出为“报警”且动作为“And/Or”时

语法结构 SCtrlRelay,p1,p2,p3,p4,p5,p6,p7,p8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DO 号码 (DO1 ～ DO8)
p4 输出类型

Alarm 报警

p5 励磁／非励磁 (Energize、De_Energize)
Energize 励磁

De_
Energize

非励磁

p6 动作 (And、Or)
And 设定的报警在全部处于报警状态

时运行

Or 设定的报警中任何一个处于报警

状态时运行

p7 状态

Hold 保持

Nonhold 非保持

p8 报警解除时的继电器动作 (Normal, Reset)

输出为“报警”且动作为“Reflash”时 
语法结构 SCtrlRelay,p1,p2,p3,p4,p5,p6,p7,p8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DO 号码 (DO1 ～ DO8)
p4 输出类型

Alarm 报警

p5 励磁／非励磁

Energize 励磁

De_
Energize

非励磁

p6 动作

Reflash 再故障再报警

p7 再故障再报警时间 (500ms, 1s, 2s)
p8 报警解除时的继电器动作 (Normal, Reset)

输出为“手动”时

语法结构 SCtrlRelay,p1,p2,p3,p4,p5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DO 号码 (DO1 ～ DO8)
p4 输出类型

Manual 手动

p5 励磁／非励磁

Energize 励磁

De_
Energize

非励磁

查询 SCtrlRelay[,p1,p2,p3]?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DO1 手动

设为励磁。

SCtrlRelay,0,2,DO1,Manual,Energi
ze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4=CtrlRelay 时的 p6 的报警，ALM*_Lx(*=1 ～ 8、
x=1 ～ 2) 表示报警状态。ALM*_OUT_Lx(*=1 ～ 8、
x=1 ～ 2) 表示包含继电器动作的报警输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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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RangeAI
测量输入量程
设定 PID 控制模块的 AI 端子的量程。

输入类型为“TC”或“RTD”

语法结构 SCtrlRangeAI,p1,p2,p3,p4,p5,p6,p7,
p8,p9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输入类型 (TC, RTD)
p5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6 运算类型 (Off 固定 )
p7 范围下限值

p8 范围上限值

p9 偏移 (–999999 ～ 999999)

输入类型为“TC、RTD 以外”且运算类型为“线性缩放”

语法结构 SCtrlRangeAI,p1,p2,p3,p4,p5,p6,p7,
p8,p9,p10,p11,p12,p13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输入类型 (Volt, GS, DI)
p5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6 运算类型 (Scale)
p7 范围下限值

p8 范围上限值

p9 偏移 (–999999 ～ 999999)
p10 小数点位置 (0 ～ 5)
p11 标尺下限值

p12 标尺上限值

p13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输入类型为“GS”或“Volt”且运算类型为“平方根运算”

语法结构 SCtrlRangeAI,p1,p2,p3,p4,p5,p6,p7,
p8,p9,p10,p11,p12,p13,p14,p15,p16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输入类型 (Volt, GS)
p5 量程 ( 请参阅“说明”)
p6 运算类型 (Sqrt)
p7 范围下限值

p8 范围上限值

p9 偏移 (–999999 ～ 999999)
p10 小数点位置 (0 ～ 5)
p11 标尺下限值

p12 标尺上限值

p13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p14 小信号切除 (Off, On)
p15 切除点 (0 ～ 50)
p16 小信号切除输出 (Zero, Linear)

查询 SCtrlRangeAI[,p1.p2,p3]?
示例 在通道 0002 内测量 -0.5000 ～ 1.0000 V。无缩

放。无偏移。

SCtrlRangeAI,0002,Volt,2V,O
ff,–5000,1000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4=TC/RTD 时，固定为 p6=Off。
• p4=TC/RTD/DI 时，不能设定 p6=Sqrt。
• p4=Volt/GS/DI 时，不能设定 p6=Off。
• p4=DI 时，不能设定 p9( 偏移 )。
• p5 的可设定项目如下所示。

p4=Volt p4=TC p4=RTD p4=GS p4=DI
20mV R Pt100 1-5V Level
60mV S Pt100-H 0.4-2V DI
200mV B JPt100
1V K JPt100-H
2V K-H Cu10GE
6V E Cu10LN
20V J Cu10WEED
50V T Cu10BAILEY

N Cu10a392
W Cu10a393
L Cu25
U Cu53
PLATINEL Cu100
PR20-40 J263B
WRe3-25 Ni100SAMA
KpvsAu7Fe Ni100DIN
NiNiMo Ni120
WWRe26 Pt25
N14 Pt50
XK Pt200WEED

Cu10G
Cu50G
Cu100G
Pt46G
Pt100G

• 有关 p7( 范围下限值 ) 和 p8( 范围上限值 ) 的设定，请

参阅 PID 控制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31ZH-C)。



2-79IM 04L51B01-17ZH-C

命
令
及
响
应

1

2

附录

2.4　设定命令

SCtrlBurnOut
断偶模式
设定 PID 模块 AI 端子的断偶动作。

语法结构 SCtrlBurnOut,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断偶动作 (Off, Up, Down)

查询 SCtrlBurnOut[,p1,p2,p3]?
示例 在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AI1 中检测到

断偶时，设为 UP。
SBurnOut,0,2,AI1,Up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SCtrlRjc
冷端补偿温度
设定 PID 控制模块 AI 端子的冷端补偿温度。

语法结构 SCtrlRjc,p1,p2,p3,p4,p5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模式 (Internal, External)

Internal 内部

External 外部

p5 补偿温度值

华氏 -40 ～ 1760
摄氏 -200 ～ 800
绝对温度 2531~3532

查询 SCtrlRjc[,p1,p2,p3]?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AI1 冷端补偿

设为内部补偿回路。

SCtrlRjc,0,2,AI1,Internal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AI1 冷端补偿

设为外部冷端补偿，将补偿温度设为 -2.3。
SCtrlRjc,0,2,AI1,External,-23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运算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p4=Internal 时，不能设定 p5。
• 绝对温度 (K) 在输入类型为 TC、量程类型为

KpvsAu7Fe 时有效。

SCtrlFilter
一阶滞后滤波器
设定 PID 控制模块 AI 端子的一阶滞后滤波器。

语法结构 SCtrlFilter,p1,p2,p3,p4,p5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使用／不使用 (On, Off)
p5 一阶滞后时的常数 (0 ～ 120)　单位：sec

查询 SCtrlFilter[,p1,p2,p3]?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AI1 的一阶滞

后设为 110(s)。
SCtrlFilter,0,2,AI1,On,11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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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CalibAI
测量值校正
设定 PID 控制模块 AI 端子的测量值校正。

不使用测量值校正

语法结构 SCtrlCalibAI,p1,p2,p3,p4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折线模式

Off 不校正

使用测量值校正 ( 折线近似、折线偏移 )
语法结构 SCalibIO,p1,p2,p3,p4,p5,p6,p7,p8,p

9,p10,p11,p12,p13,p14,p15,p16,p17,
p18,p19p,20p,p21,p22,p23,p24,p25,p
26,p27,p28,p29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折线模式

Appro 折线近似

Bias 折线偏移

p5 校正点的点数 (2 ～ 12)
p6 校正点１的输入值

p7 校正点１的输出值

p8 校正点 2 的输入值

p9 校正点 2 的输出值

p10 校正点 3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3)
p11 校正点 3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3)
p12 校正点 4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4)
p13 校正点 4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4)
p14 校正点 5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5)
p15 校正点 5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5)
p16 校正点 6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6)
p17 校正点 6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6)
p18 校正点 7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7)
p19 校正点 7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7)
p20 校正点 8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8)
p21 校正点 8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8)
p22 校正点 9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9)
p23 校正点 9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9)
p24 校正点 10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10)
p25 校正点 10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10)
p26 校正点 11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11)
p27 校正点 11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11)
p28 校正点 12 的输入值 ( 校正点的点数≥ 12)
p29 校正点 12 的输出值 ( 校正点的点数≥ 12)

使用测量值校正 ( 校正系数 )(/AH)
语法结构 SCtrlCalibAI,p1,p2,p3,p4,p5,p6,p7,

p8,p9,p10,p11,p12,p13,p14,p15,p16,
p17,p18,p19p,20p,p21,p22,p23,p24,p
25,p26,p27,p28,p29,p30,p31,p32,p33
,p34,p35,p36,p37,p38,p39,p40,p41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I 端子号码 (AI1, AI2)
p4 折线模式

Correct 校正系数

p5 校正点的点数 (2 ～ 12)
p6 未校正值 1
p7 仪表校正系数 1
p8 传感器校正系数 1
p9 未校正值 2
p10 仪表校正系数 2
p11 传感器校正系数 2
p12 未校正值 3( 校正点的点数≥ 3)
p13 仪表校正系数 3( 校正点的点数≥ 3)
p14 传感器校正系数 3( 校正点的点数≥ 3)
p15 未校正值 4( 校正点的点数≥ 4)
p16 仪表校正系数 4( 校正点的点数≥ 4)
p17 传感器校正系数 4( 校正点的点数≥ 4)
p18 未校正值 5( 校正点的点数≥ 5)
p19 仪表校正系数 5( 校正点的点数≥ 5)
p20 传感器校正系数 5( 校正点的点数≥ 5)
p21 未校正值 6( 校正点的点数≥ 6)
p22 仪表校正系数 6( 校正点的点数≥ 6)
p23 传感器校正系数 6( 校正点的点数≥ 6)
p24 未校正值 7( 校正点的点数≥ 7)
p25 仪表校正系数 7( 校正点的点数≥ 7)
p26 传感器校正系数 7( 校正点的点数≥ 7)
p27 未校正值 8( 校正点的点数≥ 8)
p28 仪表校正系数 8( 校正点的点数≥ 8)
p29 传感器校正系数 8( 校正点的点数≥ 8)
p30 未校正值 9( 校正点的点数≥ 9)
p31 仪表校正系数 9( 校正点的点数≥ 9)
p32 传感器校正系数 9( 校正点的点数≥ 9)
p33 未校正值 10( 校正点的点数≥ 10)
p34 仪表校正系数 10( 校正点的点数≥ 10)
p35 传感器校正系数 10( 校正点的点数≥ 10)
p36 未校正值 11( 校正点的点数≥ 11)
p37 仪表校正系数 11( 校正点的点数≥ 11)
p38 传感器校正系数 11( 校正点的点数≥ 11)
p39 未校正值 12( 校正点的点数≥ 12)
p40 仪表校正系数 12( 校正点的点数≥ 12)
p41 传感器校正系数 12( 校正点的点数≥ 12)

查询 SCtrlCalibAI[,p1,p2,p3]?
示例 在通道 0001( 测量范围 :0 ～ 1.0000V) 上指定

3 点的校正点。校正点设定：输入值为 0V 时，

输出值为 0.0010V ；输入值为 0.5000V 时，输

出值为 0.5020V ；输入值为 1.0000V 时，输出

值为 0.9970V。
SCtrlCalibAI,0001,Appro, 
3,0,10,5000,5020,10000,997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4=Off 时，不能设定 p5 及之后的值。

• 不能设定超过 p5 设定点数的校正点。

• AI 通道的输入类型 ( 命令的 p4) 为 Skip 或 DI 时，只能

设定 p4=Off。



2-81IM 04L51B01-17ZH-C

命
令
及
响
应

1

2

附录

2.4　设定命令

SCtrlRangeAO
传送输出的设定
设定 PID 控制模块 AO 端子的传送输出量程。

语法结构 SCtrlRangeAO,p1,p2,p3,p4,p5,p6,p7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O 端子号码 (AO1, AO2)
p4 传送输出 (On, Off)

Off
On

p5 端子号码

OUT1
PV1
SP1
OUT2
PV2
SP2

p6 标尺下限 (-30000 ～ 30000)
p7 标尺上限 (-30000 ～ 30000)

查询 SCtrlRangeAO[,p1,p2,p3]?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AO1 的输出设

为 PV1。
SCtrlRangeAO,0,2,AO1,On,
PV1,-30000,30000

说明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4=Off 时，根据控制模式和 p3 的组合，p5 固定为表

所示值。

控制模式 p3=AO1 P3=AO2
单回路控制或串级控制 p5=OUT1 p5=OUT2
2 输入切换控制 p5=OUT1 p5=OUT1

• 控制模式为“2 输入切换控制”时，不能设定

p5=OUT2、PV2、SP2。

SCtrlSplitAO
分程运算
设定 PID 控制模块 AO 端子的分程运算。

语法结构 SCtrlSplitAO,p1,p2,p3,p4,p5,p6,p7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O 端子号码 (AO1, AO2)
p4 折线模式 (Off)

Off
On

p5 输出 0% 校正点的值 (-1000 ～ 2000)
p6 输出 100% 校正点的值 (-1000 ～ 2000)

查询 SCtrlSplitAO[,p1,p2,p3]?
示例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4=Off 时、不能设定 p5 及以后的值。

SCtrlOutput
控制输出
设定 PID 控制模块 AO 端子的输出类型。

语法结构 SCtrlOutput,p1,p2,p3,p4,p5,p6
p1 单元号码

p2 模块号码

p3 AO 端子号码 (AO1, AO2)
p4 控制输出类型

Current-output 电流输出

Voltage-pulse 电压脉冲输出

VDC-power 15VDC 电源

p5 循环时间 (5 ～ 10000) 
0.5(s) ～ 1000.0(s)

p6 模拟输出类型

4-20mA
0-20mA
20-4mA
20-0mA

查询 SCtrlOutput[,p1]?
示例 将连接在本体上的模块号码 2 的 AO1 输出设为

电流、循环时间设为 800s、模拟输出类型设为

4-20mA。
SCtrlOutput,0,2,AO1,Current-
output,800,4-20mA

说明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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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RangePV
控制输入量程
设定控制输入量程。

语法结构 SCtrlRangePV,p1,p2,p3,p4,p5
p1 回路号码

p2 PV 量程下限 (-30000 ～ 30000)
p3 PV 量程上限 (-30000 ～ 30000)
p4 PV 量程小数点位置 (0 ～ 4)
p5 单位 ( 最多 6 个字符、UTF-8)

查询 SCtrlRangePV[,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 PV 量程设为 -30000 ～

30000、小数点位置设为 2、单位设为“UniA”。
SCtrlRangePV,L022,-30000,30000,2, 
’UniA’

说明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PV 量程上下限值 (p2、p3) 应设为 p2 ＜ p3 且 p3 －

p2 ≤ 30000。

SCtrlPVSwitch
2 输入切换控制的输入切换 PV
设定 2 输入切换控制的输入切换 PV 值。

语法结构 SCtrlPVSwitch,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输入切换 PV 下限值 (PV 量程下限～ PV 量

程上限 )
p3 输入切换 PV 上限值 (PV 量程下限～ PV 量

程上限 )
查询 SCtrlPVSwitch[,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输入切换 PV 值设为 -30000

～ 30000。
SCtrlPVSwitch,L022,-30000,30000

说明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2 输入切换条件为低温温度范围或高温温度范围时，请

设定为“输入切换 PV 下限值＜输入切换 PV 上限值”。

( 请参阅命令 SCtrlMode)

SCtrlCalc
EXPV/RSP 功能设定
设定 EXPV、RSP 的参照元。

语法结构 SCtrlCalc,p1,p2,p3,p4
p1 回路号码

p2 PVSP 号码

EXPV
RSP
EXPV2

p3 通道类型 (IO, Math, Com, Off)
IO 输入通道

Math 运算通道 (/MT)
Com 通信通道 (/MC)
Off

p4 通道号码或端子号码

p3=IO 时 0001 ～ 6532
p3=Math 时 001 ～ 200
p3=Com 时 001 ～ 500
p3=AI 时 01 ～ 02

查询 SCtrlOutput[,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 PV1 的 EXPV 设为 A001

通道。

SCtrlCalc,L022,EXPV,Math,001
说明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启用 EXPV 功能时，可以设定 p2=EXPV1、 EXPV2。
•�启用 RSP 功能时，可以设定 p2=RSP。
•�启用 EXPV 功能且 2 输入切换控制时，可以设定

p2=EXPV2。
•�启用 EXPV 功能、通过 2 输入切换控制且 p2=EXPV 或

EXPV2 时，可以选择 p3=Off 。

SCtrlFilterSP
远程 SP 的滤波
设定远程 SP 的滤波。

语法结构 SCtrlFilterSP,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滤波有／无

Off
On

p3 滤波设定值 (1 ～ 120)
1～ 120 s

查询 SCtrlFilterSP[,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远程 SP 滤波设为 120s。

SCtrlFilterSP,L022,On,120
说明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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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RatioSP
远程 SP 的比率
设定远程 SP 的比率。

语法结构 SCtrlRatioSP,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比率设定有／无

Off
On

p3 比率设定值 (1 ～ 9999)
0.001～ 9.999 小数点 3 位固定

查询 SCtrlFilterSP[,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远程 SP 滤波设为 120s。

SCtrlFilterSP,L022,On,120
说明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BiasSP
远程 SP 的偏移
设定远程 SP 的偏移。

语法结构 SCtrlBiasSP,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远程偏移有／无

Off
On

p3 远程偏移值 (PV 量程范围的 -100% ～

100%)
例 10.0°～ 100.0°时 -90.0°～ 90.0°

(-900 ～ 900)
查询 SCtrlBiasSP[,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远程 SP 偏移设为 -150.0。

SCtrlBiasSP,L022,On,-15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ErrPreOut
输入出错时的预设输出
设定输入出错时的预设输出值。

语法结构 SCtrlErrPreOut,p1,p2
p1 回路号码

p2 输入出错时的预设输出值

PRESET 预设输出

OUT0% 控制输出 0%
OUT100% 控制输出 100%

查询 SCtrlErrPreOut[,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输入出错时的输出值设为控制

输出 100%。

SCtrlErrPreOut,L022,OUT1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OutLimit
手动运行时的输出限制功能
设定手动运行时的输出限制功能。

语法结构 SCtrlOutLimit,p1,p2
p1 回路号码

p2 输出限制开关

Off 手动运行时，输出限制无效。

On 手动运行时，输出限制有效。

查询 SCtrlOutLimit[,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输出限制功能设为有效。

SCtrlOutLimit,L022,On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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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Alarm
控制报警
设定控制报警的类型和动作。

语法结构 SCtrlAlarm,p1,p2,p3,p4,p5,p6,p7,p8,
p9,p10,p11,p12,p13
p1 回路号码

p2 报警号码 (1 ～ 4)
p3 On ／ Off(Off, On)
p4 报警类型

PV-High PV 上限

PV-Low PV 下限

SP-High SP 上限

SP-Low SP 下限

Dev-High 偏差上限

Dev-Low 偏差下限

Dev-HL 偏差上下限

Dev-HL-In 上下限偏差内

OUT-High 控制输出上限

OUT-Low 控制输出下限

PV-Rate PV 变化率

p5 待机动作

On 有

Off 无

p6 迟滞 (0 ～ 30000)
p7 On 延迟时间 (min)(0 ～ 99)
p8 On 延迟时间 (sec)(0 ～ 59)
p9 Off 延迟时间 (min)(0 ～ 99)
p10 Off 延迟时间 (sec)(0 ～ 59)
p11 继电器动作

off 非保持

Relay1 保持

Relay2 保持＆报警解除时的继电器动

作

复位

Relay3 非保持＆报警解除时的继电器

动作

复位

Relay4 保持＆报警解除时的继电器动

作 
标准

p12 PV 变化率时间设定 (min)(0 ～ 99)
p13 PV 变化率时间设定 (sec)(0 ～ 59)

查询 SCtrlAlarm[,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报警号码 8 的报警类型设为

PV 上限、待机动作设为无、迟滞设为 150.5、
On 延迟时间设为 80min. 00s、继电器动作设为

标准。

SCtrlAlarm,L022,8,On,PV-
High,Off,1505,80,00,Relay4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6 的小数点位置与 SCtrlRangePV 的控制 PV 量程联

动。

• PV 变化率时间的设定范围为 0.00 ～ 99.59( 分 . 秒 )。
• p4=PV-Rate(PV 变化率 ) 时，可以设定 PV 变化率时间。

SCtrlAlarmVal
SPNo 组设定 1( 控制报警 )
设定控制报警的设定值。

语法结构 SCtrlAlarmVal,p1,p2,p3,p4,p5,p6
p1 回路号码

p2 目标设定值号码 (1 ～ 8)
p3 报警值 1(-30000 ～ 30000)
p4 报警值 2(-30000 ～ 30000)
p5 报警值 3(-30000 ～ 30000)
p6 报警值 4(-30000 ～ 30000)

查询 SCtrlAlarmVal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目标设定值号码 5 的报警号

码 8 的报警值设为 2500.5。
SCtrlAlarmVal,L022,5,8,25005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可以设定 p3 ～ p6 的报警值，与报警数无关。

SCtrlSP
SPNo 组设定 2( 目标设定值 )
设定目标设定值。

语法结构 SCtrlSP,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目标设定值号码 (1 ～ 8)
p3 目标设定值 ( 目标设定值限制下限～目标设

定值限制上限 )
查询 SCtrlSP[,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目标设定值号码 8 的目标设

定值设为 -2500.5。
SCtrlSP,L022,8,-25005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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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SPGradient
SPNo 组设定 3( 目标设定值斜率 )
设定目标设定值的斜率。

语法结构 SCtrlSPGradient, p1, p2,p3,p4,p5,p6
p1 回路号码

p2 目标设定值号码 (“-”固定 )
p3 目标设定值下降斜率

Off
On

p4 目标设定值下降斜率值 
PV 量程范围的 0.0+1digit ～ 100.0(%)

例 PV 量程为 0.0 ～ 100.0°时，0.1 ～

100.0° (1 ～ 1000)。
p5 目标设定值上升斜率

Off
On

p6 目标设定值上升斜率值

PV 量程范围的 0.0+1digit ～ 100.0(%)
例 PV 量程为 0.0 ～ 100.0°时，0.1 ～

100.0° (1 ～ 1000)。
查询 SCtrlSPGradient[,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下降斜率设为 350.4、上升

斜率设为 580.9。
SCtrlSPGradient,L022,On,3504,
On,5809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PIDNo
SPNo 组设定 4(PID 组号码 )
设定目标设定值的 PID 组号码。

语法结构 SCtrlPIDNo,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目标设定值号码 (1 ～ 8)
p3 PID 组号码 (1 ～ 8)

查询 SCtrlPIDNo[,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目标设定值号码 8 的 PID 组

号码设为 3。
SCtrlPIDNo,L022,8,3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3 的最大值是通过 命令的 p3 设定的 SP 组数量。

SCtrlRefPoint
区域 PID 设定 1( 参考点 )
设定区域 PID 的参考点。

语法结构 SCtrlRefPoint,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参考点号码 (1 ～ PID 组数－ 1)
p3 参考点 (PV 量程下限～ PV 量程上限 )

查询 SCtrlRefPoint[,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参考点号码 7 的参考点设为

-450.5。
SCtrlRefPoint,L022,7,-4505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RHys
区域 PID 设定 2( 切换滞后 )
设定区域 PID 切换时的迟滞。

语法结构 SCtrlRHys,p1,p2
p1 回路号码

p2 切换滞后

PV 量程范围的 0% ～ 100 %
例 PV 量程为 10.0 ～ 100.0°时，0.0 ～

90.0° (0 ～ 900)。
查询 SCtrlRHys[,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切换滞后设为 30.8。

SCtrlRHys,L022,308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RefDEV
区域 PID 设定 3( 参考偏差 )
设定区域 PID 的参考偏差。

语法结构 SCtrlRef,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参考偏差 OnOff(Off, On)
p3 参考偏差 (PV 量程范围的 0% ～ 100 %)
例 PV 量程为 10.0 ～ 100.0°时，0.0 ～

90.0° (0 ～ 900)。
查询 SCtrlRefDEV[,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参考偏差设为 125.8。

SCtrlRefDEV,L022,1258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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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PIDPb
PID 参数设定 1( 比例带 )
设定比例带。

语法结构 SCtrlPIDPb,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PID 组号码 (1 ～ 8)
p3 比例带 P(1 ～ 9999)

设定范围：0.1 ～ 999.9 %
查询 SCtrlPIDPb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 PID 组号码 8 的比例带 P 设

为 80.0%。

SCtrlPIDPb,L022,8,8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PIDTI
PID 参数设定 2( 积分时间 )
设定积分时间。

语法结构 SCtrlPIDTI,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PID 组号码 (1 ～ 8)
p3 积分时间 I(0 ～ 6000)

设定范围：0(OFF) ～ 6000( 秒 )
查询 SCtrlPIDPb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 PID 组号码 8 的积分时间设

为 240 秒。

SCtrlPIDTI,L022,8,24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PIDTD
PID 参数设定 3( 微分时间 )
设定微分时间。

语法结构 SCtrlPIDTD,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PID 组号码 (1 ～ 8)
p3 微分时间 D(0 ～ 6000)

设定范围：0(OFF) ～ 6000( 秒 )
查询 SCtrlPIDTD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 PID 组号码 8 的微分时间设

为 60 秒。

SCtrlPIDTD,L022,8,6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PIDPara
PID 参数设定 4( 其他控制相关 )
设定控制相关的参数。

语法结构 SCtrlPIDPara,p1,p2,p3,p4,p5,p6,p7, 
p8,p9,p10
p1 回路号码

p2 PID 组号码 (1 ～ 8)
p3 控制输出限制下限值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4 控制输出限制上限值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5 强制关闭功能

Off
On

p6 手动复位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7 上部滞后

PV 量程范围的 0% ～ 100 %
例 PV 量程为 10.0 ～ 100.0°时，0.0 ～

90.0° (0 ～ 900)
p7 下部滞后

PV 量程范围的 0% ～ 100 %
例 PV 量程为 10.0 ～ 100.0°时，0.0 ～

90.0° (0 ～ 900)。
p9 控制动作方向

Reverse 反动作

Direct 正动作

p10 预设输出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查询 SCtrlPIDPara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 PID 组号码 8 的输出限制设

为 10% ～ 80%、强制关闭功能设为 On、手动

复位设为 40%、滞后设为 -30.0 ～ 50.0、控制

动作方向设为反动作、预设输出设为 10%。

SCtrlPIDPara,L022,8,100,800,
On,400,-300,500,Reverse,1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设定控制输出限制上下限值 (p3、p4) 时，p3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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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RefPb
参考 PID 设定 1( 比例带 )
设定比例带。

语法结构 SCtrlRefPb,p1,p2
p1 回路号码

p2 比例带 P(1 ～ 9999)
设定范围：0.1 ～ 999.9 %

查询 SCtrlRefPb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参考 PID 的比例带 P 设为

80.0%。

SCtrlRefPb,L022,8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RefTI
参考 PID 设定 2( 积分时间 )
设定积分时间。

语法结构 SCtrlRefTI,p1,p2
p1 回路号码

p2 积分时间 I(0 ～ 6000)
设定范围：0(OFF) ～ 6000( 秒 )

查询 SCtrlRefTI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参考 PID 的积分时间设为

240 秒。

SCtrlRefTI,L022,24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RefTD
参考 PID 设定 2( 微分时间 )
设定微分时间。

语法结构 SCtrlRefTD,p1,p2
p1 回路号码

p2 微分时间 D(0 ～ 6000)
设定范围：0(OFF) ～ 6000( 秒 )

查询 SCtrlRefTD [,p1,p2]?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参考 PID 的微分时间设为 60

秒。

SCtrlRefTD,L022,6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RefPara
参考 PID 设定 4( 其他控制相关 )
设定控制相关的参数。

语法结构 SCtrlRefPara,p1,p2,p3,p4,p5,p6,p7, 
p8,p9
p1 回路号码

p2 控制输出限制下限值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3 控制输出限制上限值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4 强制关闭功能

Off
On

p5 手动复位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6 上部滞后

PV 量程范围的 0% ～ 100 %
例 PV 量程为 10.0 ～ 100.0°时，0.0 ～

90.0° (0 ～ 900)
p7 下部滞后

PV 量程范围的 0% ～ 100 %
例 PV 量程为 10.0 ～ 100.0°时，0.0 ～

90.0° (0 ～ 900)。
p8 控制动作方向

Reverse 反动作

Direct 正动作

p9 预设输出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查询 SCtrlRefPara [,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参考 PID 的输出限制设为

10% ～ 80%、强制关闭功设为 On、手动复位设

为 40%、滞后设为 -30.0 ～ 50.0、控制动作方

向设为反动作、预设输出设为 10%。

SCtrlRefPara,L022,100,800,On,400,-
300,500,Reverse,1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设定控制输出限制上下限值 (p2、p3) 时，

应设定 p2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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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Detail
控制详细设定 1( 跟踪、设定值限制、斜率时
间单位 )
设定跟踪、设定值限制、斜率时间单位。

语法结构 SCtrlDetail,p1,p2,p3,p4,p5,p6
p1 回路号码

p2 目标设定值跟踪 (Off, On)
Off
On

p3 测量值跟踪 (Off, On)
Off
On

p4 目标设定值限制下限 (PV 量程下限～ PV 量

程上限 )
p5 目标设定值限制上限 (PV 量程下限～ PV 量

程上限 )
p6 斜率时间单位 (Hour, Min, Sec)

Hour 时

Min 分

Sec 秒

查询 SCtrlDetail[,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目标设定值跟踪设为 On、测

量值跟踪设为 On、目标设定值限制设为 -300.0
～ 300.0、斜率时间单位设为分。
SCtrlDetail,L022,On,On,-3000,3000,Min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设定目标设定值上下限值 (p4、p5) 时，请设定 p4 ＜

p5。

SCtrlOutRatio
控制详细设定 2( 输出变化率限制 )
设定输出变化率限制。

语法结构 SCtrlOutRatio,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输出变化率限制 (Off, On)
Off
On

p3 输出变化率限制值 (1 ～ 10000)
设定范围：0.1 ～ 100.0 %/ 秒

查询 SCtrlOutRatio[,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输出变化率限制设为 10.5(%/

秒 )。
SCtrlOutRatio,L022,On,105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AtDetail
控制详细设定 3( 自整定详细 )
设定自整定详细。

语法结构 SCtrlAtDetail, p1,p2,p3,p4,p5
p1 回路号码

p2 类型

NORMAL 通常

STABILITY 稳定

p3 输出限制下限值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4 输出限制上限值 (-50 ～ 1050)
设定范围：-5.0 ～ 105.0 %

p5 偏移 (PV 量程范围的 -100 % ～ 100 %)
例 10.0°～ 100.0°时、-90.0°～ 90.0°。

查询 SCtrlAtDetail[,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自整定类型设为“稳定”、限

制设为 -5% ～ 90%、偏移设为 150.0。
SCtrlAtDetail,L022,STABILITY,-50, 
900,15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设定输出限制上下限值 (p3、p4) 时，请设定 p3 ＜ p5。

SCtrlAntiReset
控制详细设定 4( 过积分抑制功能 )
设定过积分抑制功能 ( 防积分饱和 )。
语法结构 SCtrlAntiReset,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类型

Auto 自动

Manual 手动

p3 偏差范围 (500 ～ 2000)
设定范围：50.0 ～ 200.0 %

查询 SCtrlAntiReset[,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过积分抑制功能的偏差范围

设为 70.0%。

SCtrlAntiReset,L022,Manual,7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p2=Auto 时、p3 固定为 0。p2=Manual 时，指定 p3 以

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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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Overshoot
控制详细设定 5( 控制输出抑制功能 )
设定控制输出抑制功能 ( 过冲抑制功能 )。
语法结构 SCtrlOvershoot,p1,p2

p1 回路号码

p2 控制输出抑制功能

Off 不使用

Normal 通常模式

查询 SCtrlOvershoot[,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过冲设为通常模式。

SCtrlOvershoot,L022,Normal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GroupSW
控制组使用 / 不使用
设定控制组的使用 / 不使用。

语法结构 SCtrlGroupSW,p1,p2
p1 显示组号码

p2 使用 / 不使用

Off 不使用

On 使用

查询 SCtrlGroupSW[,p1]?
示例 将显示组号码 8 的组设为未使用。

SCtrlGroupSW,8,Off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可选择的显示组号码 (p1) 范围因机型而异。

SCtrlGroupName
控制组名
设定控制组名。

语法结构 SCtrlGroupName,p1,p2
p1 显示组号码 (1 ～ 10)

GX10/GX20-1/GM10-1 ：1 ～ 5
GX20-2/GM10-2 ：1 ～ 10

p2 组名 ( 最多 16 字符串、UTF-8)
查询 SCtrlGroupName[,p1]?
示例 将显示组号码 8 的组名设为“组 8”。

SCtrlGroupName,8,'组 8'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可选择的显示组号码 (p1) 范围因机型而异。

SCtrlGroupSplit
控制组的分割数 [GX/GP]
设定控制组的分割数。

语法结构 SCtrlGroupSplit,p1,p2

p1 显示组号码 (1 ～ 10)
GX10/GX20-1/GM10-1 ：1 ～ 5
GX20-2/GM10-2 ：1 ～ 10

p2 分割数 (2, 4, 6, 8)
GX10 不能设定分割数 8。

查询 SCtrlGroupSplit[,p1]?
示例 将显示组号码 8 的分割数设为 4。

SCtrlGroupSplit,8,4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可选择的显示组号码 (p1) 范围因机型而异。

SCtrlGroup
控制组的分配
设定分配到控制组的回路。

语法结构 SCtrlGroup,p1,p2,p3,p4

p1 显示组号码

p2 设定号码

GX20/GM10 ：1 ～ 8
GX10 ：1 ～ 6

p3 设定的 On、Off
Off 不设定

On 设定

p4 类型

INT 回路

p5 回路号码

查询 SCtrlGroup[,p1,p2]?
示例 将回路 L001、L002、L011、L012、L021、

L022 设到显示组号码 8 的组里。

SCtrlGroup,8,1,On,INT,001;SCtrlGrou
p,8,2,On,INT,002;SCtrlGroup,8,3,On,
INT,011;SCtrlGroup,8,4,On,INT,012;S
CtrlGroup,8,5,On,INT,021;SCtrlGroup
,8,6,On,INT,022;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 GX/GP 时，不能超过分割数，不能将 p3 设为 On。( 请
参阅 SCtrlGroupSplit 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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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rlTag
回路的标记、标记注释
设定回路的标记、标记注释。

语法结构 SCtrlTag,p1,p2,p3,p4

p1 回路号码

p2 标记 ( 最多 32 字符、UTF-8)
p3 标记号码 ( 英数字符、最多 16 字符、UTF-

8)
查询 SCtrlTag[,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标记设为“标记 L022”、标

记号码设为“Ctrl-L022”。
SCtrlTag,L022,’标记 L022’,’Ctrl-L022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DispDV
偏差显示范围 ( 控制组显示相关 )
设定偏差显示范围。

语法结构 SCtrlDispDV,p1,p2

p1 回路号码

p2 偏差显示范围 (PV 量程范围的 0％～ 100%)
例 PV 量程 10.0 ～ 100.0°时，0.0°～

90.0° (0 ～ 900)。
查询 SCtrlDispDV[,p1]?
示例 将回路号码 L022 的偏差显示范围设为 30.0。

SCtrlDispDV,L022,300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BackColor [GX/GP]
背景色 ( 控制组显示相关 )
设定控制组显示的背景色。

语法结构 SCtrlBackColor,p1

p1 背景色

White 白

Black �

例 PV 量程 10.0 ～ 100.0°时，0.0°～

90.0° (0 ～ 900)。
查询 SCtrlBackColor[,p1]?
示例 将控制画面显示 ( 控制组、整定、程序 ) 的背景

色设为黑。

SCtrlBackColor,Black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CtrlOutOperate
OUT 值的手动输出操作方式

( 控制组显示相关 )
设定 OUT 值的手动输出操作方式。

语法结构 SCtrlOutOperate,p1

p1 确定方法

DIRECT 通过直接操作确定

SETENTER 按 ENTER 键确定

查询 SCtrlOutOperate[,p1]?
示例 用 ENTER 键确定 OUT 值。

SCtrlOutOperate,SETENTER
说明

• 此命令仅在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有效。

STagIO, SColorIO, SZoneIO, SScaleIO, 
SBarIO, SPartialIO, SValueIO

控制 (PID) 通道显示的设定
控制 PID 模块的通道显示设定参数与其他通道的参数共用。

详见以下命令。

标记、标记号码 STagIO
显示颜色 SColorIO
区域下限值、区域上限值 SZoneIO
标尺显示位置、标尺分割数 SScaleIO
棒图显示位置、棒图分割数 SBarIO
部分压缩放大表示 SPartialIO
上下限显示字符串 SValueIO

另外，PID 控制模块的通道类型和命令的对应具体如下。

命令名 PV SP OUT AI AO DI DO
STagIO ○ ○ ○ ○ ○ ○ ○

SColorIO ○ ○ ○ ○ ○ ○ ○

SZoneIO ○ ○ ○ ○ ○ ○ ○

SScaleIO ○ ○ ○ ○ ○ ○ ○

SBarIO ○ ○ ○ ○ ○ ○ ○

SPartialO ○ ○ × ○ × × ×

SValueIO × × × × × ○ ○

可：○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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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gColor
程序控制的回路显示颜色
设定回路的显示颜色。

语法结构 SPrgColor,p1,p2,p3,p4

p1 回路号码

p2 显示颜色 RGB 的 R 值 (0 ～ 255)
p3 显示颜色 RGB 的 G 值 (0 ～ 255)
p4 显示颜色 RGB 的 B 值 (0 ～ 255)

查询 SPrgColor [,p1] ?
示例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且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有效

时，可以设定此命令。

• 有关 RGB 的值，请参阅 SColorIO 命令的“说明”。

SPrgDispDetail
自动信息打印、运行画面自动切换、其他画
面设定
设定自动信息打印、画面切换、程序运行开始时的详细设

定 OnOff。
语法结构 SPrgDispDetail,p1,p2,p3

p1 运行 / 停止时自动信息打印

(Off, On)
Off 不显示信息

On 显示信息

p2 运行画面自动切换 (Off, On)
Off 不切换到程序运行画面

On 切换到程序运行画面

p3 开始时的详细设定 (Off, On)
Off 不详细设定 ( 默认值 )
On 详细设定

查询 SPrgDispDetail [,p1] ?
示例 将运行 / 停止时自动信息打印设为 On、运行画

面自动切换设为 Off、程序运行开始时的详细设

定设为 On。
SPrgDispDetail,On,Off,On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且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有效

时，可以设定此命令。

• p3 是程序运行开始时设定开始程序段号码、运行延迟

时间时的设定。

SCtrlEventAct
控制事件动作
设定控制事件动作。

p2( 类型 ) 为 Off 时
语法结构 SCtrlEventAct,p1,p2

p1 登记号码 (1 ～ 100)
p2 类型 (Off)

p2( 类型 ) 为 DI、DO 或内部开关时

语法结构 SCtrlEventAct,p1,p2p3,p4,p5,p6,p7,p
8,p9
p1 登录号码 (1 ～ 100)
p2 类型 (DI, DO, SW)

DI DI
DO DO
SW 内部开关

p3 号码

P2=SW 时：1 ～ 100
P2=DI 或 DO 时：0001 ～ 6932

p4 输入输出类型 (In, Out)
In 取决于 P2(DI, DO, SW)。

请参阅下表。Out
p5 状态输出内容或操作内容

取决于 P2(DI, DO, SW)。请参阅下表。

p5=SELECT 附带操作时 ( 保持、跳进、程序运行开始、

程序运行停止 )
p6 模式类型 (PATTERN_NO、WCONST)

PATTERN_
NO

程序模式号码

WCONST 可变常数 W
p7 模式号码

p8 回路类型 (LOOP_NO、WCONST)
LOOP_NO 回路号码

WCONST 可变常数 W
p9 回路号码

p5= 上述以外时 ( 下表 )
p6 空

p7 p5 对应的要素号码

回路号码

PV/ 时间事件号码 (1 ～ 32)

查询 SCtrlEventAct [,p1]?
示例 内部开关号码 1(SW1) 设为 0~1 时，停止所有回

路的控制运行。

使用控制事件动作号码 1。
SCtrlEventAct,1,SW,1,In,ALL_LP_
STOP_ACT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且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有效

时，可以设定此命令。

• 对于 p2( 事件的类型 ) 和 p5( 动作 )，如需多通道，请

使用同一模块内的 DI/DO/SW。“使用通道数”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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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p4 p5 p5 p7 使用通

道数类型 输入输

出类型

状态输出 / 操作内容 选项字符串

DI 
(PID 控制模

块或输入类

型为 DI 时 ) 
DO 
( 报警、或手

动时 )
SW

In PROG/RESET PRG_RST_ACT - 1

模式号码设定

Bin(Patrn1-2)
PTNNO_BIN_1-2_W - 1

模式号码设定

Bin(Patrn1-4)
PTNNO_BIN_1-4_W - 2

模式号码设定

Bin(Patrn1-8)
PTNNO_BIN_1-8_W - 3

模式号码设定

Bin(Patrn1-16)
PTNNO_BIN_1-16_
W

- 4

模式号码设定

Bin(Patrn1-32)
PTNNO_BIN_1-32_
W

- 5

模式号码设定

Bin(Patrn1-64)
PTNNO_BIN_1-64_
W

- 6

模式号码设定

Bin(Patrn1-99)
PTNNO_BIN_1-99_
W

- 7

模式号码设定 Bcd(1
位 )

PTNNO_
BCD_1Digi_W

- 4

模式号码设定 Bcd(2
位 )

PTNNO_
BCD_2Digi_W

- 8

HOLD 操作 HOLD_ACT - 1

ADVANCE 操作 ADVANCE_ACT - 1

程序运行开始 PRG_RUN_ACT - 1

程序运行停止 PRG_STOP_ACT - 1

带 SELECT 的 HOLD
操作 

SEL_HOLD_ACT 有 P6
～ p9
辅助参

数。

1

带 SELECT 的

ADVANCE 操作

SEL_ADVANCE_
ACT

1

带 SELECT 的程序运

行开始

SEL_PRG_RUN_
ACT

1

带 SELECT 的程序运

行停止

SEL_PRG_STOP_
ACT

1

全回路控制运行停止 ALL_LP_STOP_
ACT

LP 1

全回路控制运行开始 ALL_LP_START_
ACT

LP 1

自动 / 手动切换 (A/M) A-M_ACT LP 1

远程 / 本地切换 (R/L) R-L_ACT LP 1

运行停止 / 开始切换

(S/R)
S-R_ACT LP 1

切换到远程 (REM) REM_ACT LP 1

切换到本地 (LCL) LCL_ACT LP *2 1

切换到串级 (CAS) CAS_ACT LP *2 1

切换到自动 (AUTO) AUTO_ACT LP *2 1

切换到手动 (MAN) MAN_ACT LP 1

目标设定值号码设定

Bin(SPNo1-2)
SPNO_BIN_1-2_W LP 1

目标设定值号码设定

Bin(SPNo1-4)
SPNO_BIN_1-4_W LP 2

目标设定值号码设定

Bin(SPNo1-8)
SPNO_BIN_1-8_W LP 3

目标设定值号码设定

Bcd(1 位 )
SPNO_BCD_1Digi_
W

LP 4

DO 
( 手动时 ) 
SW 
( 手动时 )

Out 模式号码监视

Bin(Patrn1)
PTNNO_BIN_1_R - 1

模式号码监视

Bin(Patrn1-3)
PTNNO_BIN_1-3_R - 2

模式号码监视

Bin(Patrn1-7)
PTNNO_BIN_1-7_R - 3

模式号码监视

Bin(Patrn1-15)
PTNNO_BIN_1-15_
R

- 4

模式号码监视

Bin(Patrn1-31)
PTNNO_BIN_1-31_
R

- 5

p2 p4 p5 p5 p7 *1 使用通

道数类型 输入输

出类型

状态输出 / 操作内容 选项字符串

模式号码监视

Bin(Patrn1-63)
PTNNO_BIN_1-63_
R

- 6

模式号码监视

Bin(Patrn1-99)
PTNNO_BIN_1-99_
R

- 7

模式号码监视 Bcd(1
位 )

PTNNO_BCD_1Digi 
_R

- 4

模式号码监视 Bcd(2
位 )

PTNNO_BCD_2Digi 
_R

- 8

程序段号码监视

Bin(Seg1)
SEGNO_BIN_1_R - 1

程序段号码监视

Bin(Seg1-3)
SEGNO_BIN_1-3_R - 2

程序段号码监视

Bin(Seg1-7)
SEGNO_BIN_1-7_R - 3

程序段号码监视

Bin(Seg1-15)
SEGNO_BIN_1-15_
R

- 4

程序段号码监视

Bin(Seg1-31)
SEGNO_BIN_1-31_
R

- 5

程序段号码监视

Bin(Seg1-63)
SEGNO_BIN_1-63_
R

- 6

程序段号码监视

Bin(Seg1-99)
SEGNO_BIN_1-99_
R

- 7

程序段号码监视

Bcd(1 位 )
SEGNO_
BCD_1Digit_R

- 4

程序段号码监视

Bcd(2 位 )
SEGNO_
BCD_2Digit _R

- 8

PROG/RESET 状态

输出

PRG_RST_R - 1

等待结束通知

(1s 保持 ) 
WAIT_END_1s_R - 1

等待结束通知

(3s 保持 )
WAIT_END_3s_R - 1

等待结束通知

(5s 保持 ) 
WAIT_END_5s_R - 1

模式结束通知

(1s 保持 ) 
PTN_END_1s_R - 1

模式结束通知

(3s 保持 ) 
PTN_END_3s_R - 1

模式结束通知

(5s 保持 ) 
PTN_END_5s_R - 1

PV 事件通知 PV_EVENT_R EVT 1

TIME 事件通知 TIME_EVENT_R EVT 1

等待中通知 WAIT_CONT_R - 1

HOLD 中通知 HOLD_CONT_R - 1

控制中通知 RUN_STOP_R - 1

*1 LP= 回路号码 (1~652)、EVT= PV/ 时间事件号码 (1~32)
*2 p5( 操作内容 ) 按模块运行。( 不可指定回路 )( 例 001 和 002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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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定命令

SLogicMath
逻辑运算公式 (/MT)
设定逻辑运算的运算公式。

语法结构 SLogicMath,p1,p2,p3,p4

p1 运算号码

p2 运算公式的使用／不使用

Off 不使用

DO DO 通道

SW 内部开关

p3 通道号码

p4 运算公式 ( 英数字符、最多 120 字符、

UTF-8)
查询 SLogicMath[,p1]?
示例 向通道号码 0105 的 DO 输出运算公式

0001AND0002 的运算结果 0 或 1。使用逻辑运

算号码 1。
SLogicMath,1,DO,0105,’0001AND0002’

说明

• 记录过程中不能通过此命令设定。

• 类型设为手动的 DO 或 SW 时，可以设定 p3。
• 启用运算功能 (/MT 可选项 ) 时，可以设定此命令。

SWConst
运算可变常数 (/MT)
设定用于运算的运算可变常数。

语法结构 SWConst,p1,p2

p1 可变常数号码 (1 ～ 100)
p2 值 (-9.999999E+29 ～ 9.999999E+30、有

效位数 5 位 )
查询 SWConst[,p1]?
示例 将可变常数号码 12 设为 1.0000E–10。

SWConst,12,1.0000E-10
说明

• 记录、运算和控制过程中也可以变更。

• 启用运算功能 (/MT 可选项 ) 时，可以设定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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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输出命令

FData
最新通道数据的输出
输出运算通道、输入输出通道和通信通道的最新数据。

语法结构 FData,p1,p2,p3
p1 输出格式 

0 以 ASCII 格式输出最新数据。

1 以二进制格式输出最新数据。

p2 起始通道

p3 结束通道

示例 以 ASCII 格式输出通道 0001 ～ 0020 的最新数

据。

FData,0,0001,0020

说明

• 省略 p2、p3 时，输出所有通道。

• 指定不同类型的通道分别为起始和结束通道时，设定内

容如下所示。

起始通道 结束通道 设定内容

0001 A200 0001 ～ 9999、A001 ～ A200
A001 C500 A001 ～ A200、C001 ～ C500
C001 A200 不能指定 ( 报错 )
A001 0001 不能指定 ( 报错 )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21 页。

• 有关二进制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7 页。

FRelay
输出最新继电器状态及内部开关状态
输出最新继电器 (DO 通道 ) 状态及内部开关状态。

语法结构 FRelay,p1
p1 输出内容

0 以 ASCII 格式输出最新的继电器 (DO
通道 ) 状态。

1 以 ASCII 格式输出最新的内部开关状

态。

示例 输出继电器 (DO 通道 ) 的状态。

FRelay,0

说明

• 有关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22 页和 2-124 页。

FTransStatAO
最新传送输出状态的输出
输出最新传送输出 (AO 通道 ) 状态。

语法结构 FTransStatAO,p1
p1 0 固定

示例 输出传送输出状态。

FTransStatAO,0

说明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24 页。

FFifoCur
通道 FIFO 数据的输出
输出运算通道、输入输出通道和通信通道的 FIFO 数据。

获取 FIFO 数据

语法结构 FFifoCur,p1,p2,p3,p4,p5,p6,p7
p1 输出 FIFO 数据 (0)
p2 测量组 (1)
p3 起始通道

p4 结束通道

p5 读取开始位置 (-1、0 ～ 99999999999)
-1 最新读取位置

p6 读取结束位置 (-1、0 ～ 99999999999)
-1 最新读取位置

p7 最大读取块数 (1 ～ 9999)
示例 读取通道 0001 ～ 0020 的测量数据。设定读取

的开始位置为 180，读取到当前的最新位置。最

大读取块数设定为 9999。
FFifoCur,0,1,0001,0020,180,-1,9999

获取 FIFO 数据的读取范围

语法结构 FFifoCur,p1,p2
p1 输出 FIFO 读取范围 (1)
p2 测量组 (1)

示例 获取当前的可读取范围。

FFifoCur,1,1

说明

• 有关二进制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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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at
仪表状态的输出
输出本仪表的状态。

语法结构 FStat,p1
p1 输出状态 (0)

0 状态 1 ～ 4 的输出

1 状态 1 ～ 8 的输出

示例 输出本仪表的状态。

FStat,0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30 页。

FLog
日志输出
输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及错误日志等。

语法结构 FLog,p1,p2,p3
p1 输出状态 (0)

ALARM 报警一览

MSG 信息一览

EVENT 操作日志

ERROR 错误日志

DHCP 以太网地址设定日志

GENERAL 通信日志

MODBUS Modbus 日志

FTP FTP 日志

SNTP SNTP 日志

MAIL EMail 日志

WEB Web 日志

SLMP SLMP 日志

CALARM 控制报警一览日志

CTRL 控制操作一览日志

p2 日志的最大读取长度

p1 读取范围

ALARM 1 ～ 1000
MSG 1 ～ 500
GENERAL 1 ～ 200
MODBUS 1 ～ 50( 但是，GX20-2/GP20-2

时为 1 ～ 200)
CALARM 1 ～ 500
CTRL 1 ～ 1000
上述以外 1 ～ 50

p3 批处理组号码

All 所有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批处理组号码

示例 报警一览输出 600 件。

FLog,ALARM,600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33 页。

• p3 在使用多重批处理且 p1={alarm, msg, event} 时有效。

省略时，将指定所有批处理组。

2.5　输出命令

FSnap
画面存储 [GX/GP]
输出画面存储数据 ( 画面图像数据 ) 文件。

语法结构 FSnap,p1
p1 输出画面图像数据 (GET) 

示例 获取画面图像数据。

FSnap,GET

说明

• 二进制输出格式 ( 请参阅 2-118 页 ) 的“数据部分”，

存储扩展名为 PNG 的图像文件。

FUser
用户级别的输出
输出当前登录的用户信息。

语法结构 FUser,p1
p1 当前登录的用户信息

0 请参阅自身的用户信息

1 请参阅登录的所有用户信息

示例 获取当前登录的所有用户的信息。

FUser,1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26 页。

FAddr
IP 地址的输出
输出本仪表的 IP 地址信息。

语法结构 FAddr,p1
p1 输出地址 (IP)

输出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服务器的地址信息及主机名 / 域名。

示例 输出本仪表的 IP 地址信息。

FAddr,IP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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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请如下所示指定内存和外部存储器的路径名称 (p2)。请

指定完整的路径名称。

内存：/MEM0/DATA/
SD 存储卡：/DRV0/
USB 闪存：/USB0/

• 省略 p3、p4，则输出本仪表内部的通信缓存允许的最

大文件数。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58 页。

文件内的数据

语法结构 FMedia,p1,p2,p3,p4
p1 输出类型 (GET)
p2 路径名称 ( 最多 100 字符 )

数据输出文件的路径名称

p3 数据输出开始位置 ( 字节单位 )(0 ～

2147483647)
p4 数据输出结束位置 ( 字节单位 )(0 ～

2147483647、-1)
输出数据的结束位置。指定 -1，则输出本

仪表内部通信缓存允许的最大文件大小。

示例 输出目录 DRV0/DATA0 内的文件名为 xyz 的所

有数据。

FMedia,GET,/DRV0/DATA0/xyz

说明

• 省略 p3、p4，则输出本仪表内部通信缓存允许的最大

文件大小。

• 二进制输出格式 ( 请参阅 2-118 页 ) 的“数据部分”存

储文件数据。

外部存储器的可用空间信息

语法结构 FMedia,p1
p1 输出类型 (CHKDSK)

示例 输出外部存储器的可用空间。

FMedia,CHKDSK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58 页。

2.5　输出命令

FEventLog
操作日志详细信息输出 (/AS)
输出操作日志。可以指定操作、用户等。

语法结构 FEventLog,p1,p2,p3,p4,p5
p1 输出格式

0 与 Flog、EVENT 输出格式相

同 ( 无详细信息 )。
1 添加详细信息。

p2 用户名指定

可以指定由“:”( 冒号 ) 隔开的多个用户名

( 最多 5 个 )。
p3 操作指定 ( 使用操作字符串指定 )

可以指定由“:”( 冒号 ) 隔开的多个操作 ( 最
多 5 个 )。操作名与前方一致进行检索。

p4 最大输出数 (1 ～ 400)
p5 批处理组号码

All 所有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批处理组号码

示例 使用 User01 最多可以输出 10 个信息 001 的写

入操作日志。

FEventLog,1,User01,Message001,10

说明

• 省略 p2，则表示指定全部用户。

• 在 p2 中指定 5 人以上时，第 6 人及之后的指定无效。

• 省略 p3，则表示指定全部操作。

• 在p3中指定5个操作以上时，第6个及之后的操作无效。

• 有关 p3 的操作字符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0.23 操
作日志详细信息输出 (FEventLog)(/AS)。

• 多重批处理功能 (/BT) 启用时才能设定。省略 p5 后，

将指定所有批处理组。

FMedia
外部存储器和内存信息的输出
输出外部存储器及内存的信息。

文件列表

语法结构 FMedia,p1,p2,p3,p4
p1 输出类型 (DIR)
p2 路径名称 ( 最多 100 字符 )

输出文件列表的路径名称

p3 文件列表输出开始位置 (1 ～ 99999999)
p4 文件列表输出结束位置 (1 ～ 99999999，

-1)
输出文件列表的最后位置。指定 -1，则输

出本仪表内部的通信缓存允许的最大文件

数。

示例 输出 DRV0 目录的所有文件列表。

FMedia,DIR,/DRV0/
输出 DRV0 目录中第 10 ～第 20 的文件列表。

FMedia,DIR,/DRV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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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nf
设定数据的输出
输出本仪表的设定数据。

语法结构 FCnf,p1
p1 操作

ALL 读取全部设定值。

IO 读取 IO 相关的设定值。

MATH 读取运算相关的设定值。

COMM 读取通信相关的设定值。

GROUP 读取显示组的设定值。

IP 读取 IP 地址相关的设定值。

SECURITY 读取安全相关的设定值。

MULTIBATCH 读取多重批处理相关的设定

值。

CONTROL 读取控制相关的设定值。

CALIB 读取输入值补偿设定值。

SERVER 读取以太网服务器相关的设

定值。

INSTRU 读取仪表信息相关的设定

值。

OTHERS 读取上述之外的设定值。

可以一次指定上述各项中的多个项目。此时，项

目与项目之间用“:”( 半角冒号 ) 隔开 ( 请参阅

示例 )。
示例 读取 IO/ 运算相关的设定值。

FCnf,IO:MATH

说明

• 省略 p1，则读取全部设定值。

• 输出设定数据，作为对设定命令查询的响应。p1的值 (设
定类 ) 和对象的设定命令如下表所示。

设定类和对象命令

设定类 对象命令

IO SModeAI, SModeAICurrent, SModeDI, 
SModePID, SScaleOver, SBOLmtAI, 
SBOLmtAICurrent, SRangeAI, 
SRangeAICurrent, SRangeDI, 
SRangePulse, SRangeDO, SRangeAO, 
SMoveAve, SFilter, SBurnOut, SRjc, 
SAlarmIO, SAlmHysIO, SAlmDlyIO, 
STagIO, SColorIO, SZoneIO, SScaleIO, 
SBarIO, SPartialIO, SBandIO, 
SAlmMarkIO, SValueIO, SPresetAO

MATH SMathBasic, SKConst, SWconst, 
SRangeMath, STlogMath, SRolAveMath, 
SAlarmMath, SAlmHysMath, SAlmDlyMath, 
STagMath, SColorMath, SZoneMath, 
SScaleMath, SBarMath, SPartialMath, 
SBandMath, SAlmMarkMath, SReport, 
SRepData, SRepTemp, SRepCh, 
SDigitalSign, SRepBatchInfo

COMM SRangeCom, SValueCom, SWDCom, 
SAlarmCom, SAlmHysCom, SAlmDlyCom, 
STagCom, SColorCom, SZoneCom, 
SScaleCom, SBarCom, SPartialCom, 
SBandCom, SAlmMarkCom, SCalibUseCom,
SCalibCom

GROUP SGroup, STripLine, SSclBmp, 
SDualGroup

IP SIpAddress, SDns, SDhcp
SECURITY SKdc, SSecurity, SOpePass, 

SOpeLimit, SUser, SUserLimit, 
SSignIn, SSignInTitle, SSignInLimit, 
SBTPassword, SWebCustomMenu, 
SWebTimeOut, SSessionSecurity

MULTIBATCH SMltTextField, SMltFileHead, 
SMltFileName, SMltGroup, 
SMltTripLine, SMltSclBmp

CONTROL SCtrlMode, SCtrlScan, SCtrlAction, 

SCtrlType, SCtrlLoopAction, 

SCtrlSPPID, SCtrlALNo, SCtrlAlmMode, 

SCtrlDIRegist, SCtrlRelay, 

SCtrlRangeAI, SCtrlBurnOut, 

SCtrlRjc, SCtrlFilter, 

SCtrlCalibAI, SCtrlRangeAO, 

SCtrlSpritAO, SCtrlOutput, 

SCtrlRangePV, SCtrlPVSwitch, 

SCtrlCalc, SCtrlFilterSP, 

SCtrlRatioSP, SCtrlBiasSP, 

SCtrlErrPreOut, SCtrlOutLimit, 

SCtrlAlarm, SCtrlAlarmVal, SCtrlSP, 

SCtrlSPGradient, SCtrlPIDNo, 

SCtrlRefPoint, SCtrlRHys, 

SCtrlRefDEV, SCtrlPIDPb, SCtrlPIDTI, 

SCtrlPIDTD, SCtrlPIDPara, SCtrlRefPb, 

SCtrlRefTI, SCtrlRefTD, SCtrlRefPara, 

SCtrlDetail, SCtrlOutRatio, 

SCtrlAtDetail, SCtrlAntiReset, 

SCtrlOvershoot, SCtrlGroupSW, 

SCtrlGroupName, SCtrlGroupSplit, 

SCtrlGroup, SCtrlTag, SCtrlDispDV, 

SCtrlBackColor, SCtrlOutOperate, 

SPrgColor, SPrgDispDetail, 

SCtrlEventAct, SLogicMath, SWConst
CALIB SCalibIO, SSchedule, SScheduleText, 

SCalibUseCom, SCalibCom
SERVER SServerEncrypt, SServer, 

SDarwinCnvCh, SDarwinPortLimit
INSTRU SBTID, SInstruTag

• 有关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59 页。

2.5　输出命令



2-98 IM 04L51B01-17ZH-C

FChInfo
小数点位置及单位信息的输出
输出小数点位置及单位信息。

语法结构 FChInfo,p1,p2
p1 起始通道

p2 结束通道

示例 输出通道 0001 ～ 0003 的小数点位置及单位信
息。

FChInfo,0001,0003

说明

• 省略 p1、p2 时，输出所有通道。

• 有关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59 页。

FSysConf
系统配置获取和模块重新配置
获取系统配置、重新配置模块及激活模块。

获取系统配置

语法结构 FSysConf
示例 获取系统配置。

FSysConf

说明

• 有关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60 页。

重新配置模块

使本仪表识别的模块配置与实际的模块配置一致。

语法结构 FSysConf,p1

p1 模块的重新配置 (1)
示例 重新配置模块。

FSysConf,1

激活模块

对已安装模块的固件版本进行了更新或重新校正时，需要

激活模块。

语法结构 FSysConf,p1

p1 激活模块 (3)
示例 激活模块。

FSysConf,3

说明

• 安全增强功能 (/AS) 有效时，p1=3 有效。

FBTDevInfo
Bluetooth 设备信息输出 [GM]
输出本仪表的 Bluetooth 设备信息。

语法结构 FBTDevInfo,p1
p1 Bluetooth 设备信息输出 (0)

示例 输出连接中的 Bluetooth 设备信息。

FBTDevInfo,0

说明

• p1 可以省略。

• 有关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62 页。

FReminder
提示器信息的输出 (/AH)
输出提示器信息。

语法结构 FReminder,p1
p1 提示器信息指定

p2 All 所有日程号码指定

1 ～ 12 日程号码

示例 输出日程号码第三个提示器的信息。

FReminder,3

说明

• 针对航空航天的热处理功能 (/AH) 启用时有效。

• p1 省略时，将指定所有注册号码。

• 有关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63 页。

FCtrlData
最新控制数据的输出
输出最新控制数据。

语法结构 FCtrlData, p1, p2, p3
p1 输出类型

0 文本输出

1 二进制输出

p2 起始回路号码

p3 结尾回路号码

示例 输出回路号码 001 的最新控制数据。

FCtrlData,L001

说明

• 省略 p2、p3 时，将输出所有回路号码。

• 只输出被识别模块的信息。

• 被输数据的时间不是控制周期的时间，而是通过通信命

令获取数据的时间。

• p1=0 时，输出格式请参阅 2-164 页。

• p1=1 时，输出格式请参阅 2-181 页。

2.5　输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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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rlNo
SP 号码、PID 号码的输出
输出 SP 号码和 PID 号码。

语法结构 FCtrlNo,p1,p2
p1 起始回路号码

p2 结尾回路号码

示例 输出回路号码 001 现在使用的 SP 号码和 PID
号码。

FCtrlNo,L001

说明

• 省略 p1、p2 时，将输出所有回路号码。

• 省略 p2 时，回路号码将于 p1 相同。

• 只输出被识别模块的信息。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65 页。

FCtrlMode
控制模式的输出
输出控制模式。

语法结构 FCtrlMode,p1,p2
p1 起始回路号码

p2 结尾回路号码

示例 输出回路号码 001 的控制模式。

FCtrlMode,L001

说明

• 省略 p1、p2 时，将输出所有回路号码。

• 省略 p2 时，回路号码将于 p1 相同。

• 只输出被识别模块的信息。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66 页。

FPrgMode(/PG)
程序运行模式的输出
输出程序运行模式。

语法结构 FPrgMode,p1
p1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示例 输出程序模式号码 1 的程序运行模式。

FPrgMode,1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67 页。

FPrgPtnInfo(/PG)
程序模式信息的输出
输出程序模式的状态。

语法结构 FPrgPtnInfo,p1
p1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示例 输出程序模式号码 1 的程序运行模式。

FPrgPtnInfo,1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程序运行中，如果不执行选择的程序模式，将会报错。

• 程序运行停止时，选择的程序模式和最后执行的程序模
式一致时，输出结束时的信息。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69 页。

FPrgEvent(/PG)
PV 事件、时间事件信息的输出
输出程序模式发生的 PV 事件和时间事件的信息。

语法结构 FPrgEvent,p1
p1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示例 输出程序模式号码 1 的 PV 事件和时间事件的信

息。

FPrgEvent,1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程序运行停止时，PV 事件和时间事件输出“0”。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69 页。

FPrgEnd(/PG)
程序控制结束信号的状态输出
输出程序控制结束信号的状态。

语法结构 FPrgEnd,p1
p1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示例 输出程序模式号码 1 的程序控制结束信号的状

态。

FPrgEnd,1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此命令可以输出程序运行正常结束后约 5 秒的程序控制

结束信号的状态。

• 强制结束 ( 复位结束 ) 时，不输出程序控制结束信号。

• 程序运行停止时，输出“0”。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70 页。

2.5　输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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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rgPtnCur(/PG)
运行中的程序模式号码和状态的输出
输出运行中的程序模式号码和状态。

语法结构 FPrgPtnCur
示例 输出运行中的程序模式号码和状态。

FPrgPtnCur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程序运行停止时，返回 EA<crlf>EN<crlf>。
• 输出格式请参阅 2-170 页。

2.5　输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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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操作命令

OSetTime
时间设定
设定时间。

语法结构 OSetTime,p1
p1 设定的时间

“YYYY/MO/DD_HH:MI:SS”(_ 为空格 )、 
“YYYY/MO/DD”或“HH:MI:SS”
YYYY 年 (2001 ～ 2035)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I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查询 OSetTime?
查询 OSetTime，则输出本仪表的当前时间。

示例 设定为 2013 年 05 月 24 日的 23:00:00。
OSetTime,2013/05/24 23:00:00

ORec
开始 / 停止记录
开始 / 停止记录。

语法结构 ORec,p1,p2
p1 记录的开始 / 停止

0 开始

1 停止

p2 批处理组号码

All 所有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批处理组号码

查询 ORec?
ORec[,p1[,p2]]?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p1
是任意值 )

示例 开始记录。

ORec,0

说明

• p2 在多重批处理 (/BT) 启用时有效。

• 省略 p2 后，将变为所有的批处理组号码。

OAlarmAck
解除报警输出
执行报警输出的解除操作 ( 解除报警 )。
语法结构 OAlarmAck,p1

p1 解除报警输出 (0)
示例 解除报警输出。

OAlarmAck,0

解除单个报警

语法结构 OAlarmAck,p1,p2,p3
p1 解除单个报警输出 (1)
p2 通道号码

p3 报警电平 (1 ～ 4)
示例 解除通道 0001 的报警 3 的报警输出。

解除单个报警 ( 控制报警时 )
语法结构 OAlarmAck,p1,p2

p1 解除单个报警输出 (2)
p2 回路号码

示例 解除回路 L122 的报警输出。

OAlarmAck,2,L122

说明

• 不使用解除单个报警功能时，即使发送解除单个报警的

命令，也会返回正常应答，但不进行任何动作。

OExecRec
手动触发、手动采样、画面存储、强制超时
进行手动采样操作、记录开始的触发操作、画面存储操作、

记录中数据按文件区分的操作。

语法结构 OExecRec,p1,p2
p1 动作类型

(GX/GP ：0, 1, 2, 3, 4)
(GM ：0, 1, 3, 4)
0 进行手动采样。

1 运行手动触发动作。

2 运行画面存储。

3 显示数据的强制超时 ( 按文件区分 )
4 事件数据的强制超时 ( 按文件区分 )

p2 批处理组号码

All 所有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批处理组号码

示例 进行手动采样。

OExecRec,0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

p1 动作的类型

1 执行手动触发动作。

p2 测量组号码

All 所有测量组

1 测量组 1
2 测量组 2

示例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时，对测量组 2 执行

触发。

OExecRe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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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不能执行手动触发 (p1=1)。
• 没有手动采样对象通道时，如果执行手动采样 (p1=0)，

会创建没有对象通道的文件。

• 多重批处理启用、p1=3 或 4 时，p2 有效。

• 测量模式设为双测量周期且 p1=1 时，p2 有效。

OExecSNTP
执行 SNTP 时间调整
根据 SNTP 执行时间调整。

语法结构 OExecSNTP,p1
p1 执行时间调整 (0)

示例 根据 SNTP 执行时间调整。

OExecSNTP,0

OMessage
写入信息
写入信息。

写入预设信息

语法结构 OMessage,p1,p2,p3,p4
p1 动作的类型 (PRESET)
p2 信息号码 (1 ～ 100)
p3 显示组号码

ALL 写入所有的显示组中

1～ 60 写入至指定的组

可以一次指定多个显示组。以“:”(半角冒号 )
隔开。

p4 批处理组号码 (1 ~ 使用数 )
示例 将预设信息号码为 8 的信息写入到显示组 1 和 2

中。

OMessage,PRESET,8,1:2

说明

• 多重批处理功能启用时，p4 有效。不能省略。

写入自定义信息

语法结构 OMessage,p1,p2,p3,p4,p5

p1 动作的类型 (FREE)
p2 信息号码 (1 ～ 10)
p3 显示组号码

ALL 写入所有的显示组中

1～ 60 写入至指定的组

可以一次指定多个显示组。以“:”(半角冒号 )
隔开。

p4 写入的信息字符串 ( 最多 32 个字符、UTF-
8)

p5 批处理组号码 (1 ～使用数 )
示例 将“MARK”信息按自定义信息形式写入显示组

3、8 和 11，信息号码为 2。
OMessage,FREE,2,3:8:11,’MARK’

说明

• 多重批处理功能启用时，p5 有效。不能省略。

OPassword
更改密码
更改密码。

语法结构 OPassword,p1,p2,p3
p1 旧密码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p2 新密码 ( 最多 20 个字符、ASCII)
p3 新密码 ( 输入与 p2 相同的密码 )

示例 将旧密码“PASS001”更改为新密码

“WROD005”。
OPassword,’PASS001’,’WORD005’,’WO
RD005’

说明

• 有关密码中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1。

OMath
运算开始 / 停止 / 复位 / 解除运算丢失状态显
示
执行运算开始、停止、运算值复位及运算丢失状态显示的

解除操作。

语法结构 OMath,p1,p2
p1 动作的类型 (0)

0 开始运算

1 停止运算

2 运算值复位

3 解除运算丢失状态显示

p2 批处理组号码

ALL 所有运算通道

1～使用数 属于指定批处理组的运算通道

查询 OMath?
示例 开始运算。

OMath,0
说明

• 设定数据的保存及读取过程中不能执行此操作。

• 多重批处理功能启用、p1=2( 运算复位 ) 时，p2 有效。

• 省略 p2 后，将指定所有运算通道。

2.6　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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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veConf
保存设定数据
将本仪表的设定数据保存至仪表的外部存储器中。

语法结构 OSaveConf,p1,p2,p3
p1 文件名 ( 最多 80 个字符、ASCII)

请通过“路径名称 + 文件名 ( 除扩展名外 )”
指定文件名。

p2 指定外部存储器

(GX/GP ：SD, USB)
(GM ：SD)
SD SD 存储卡

USB USB 闪存

p3 设定文件注释 ( 最多 50 个字符、UTF-8) 
示例 将设定数据以“SETFILE1”的文件名保存在

SD 存储卡内。

OSaveConf,’SETFILE1’,SD
说明

• 省略 p3，则添加既定的设定文件注释。可以通过本仪

表内的操作设定既定的设定文件注释。

OSaveConfAll
统一保存设定数据
将设定数据统一保存至外部存储器的指定文件夹中。

语法结构 OSaveConfAll,p1,p2
p1 文件夹名 ( 最多 80 个字符、ASCII)

请通过“路径名称 + 文件夹名”指定文件

夹名。

p2 指定外部存储器 (SD)
SD SD 存储卡

示例 将设定数据统一保存到“CONFIG0”的文件夹。

OSaveConfAll,’CONFIG0’,SD
说明

• 省略 p2 后，存储器指定将变为 SD。

• 保存以下内容。() 内是文件名。

• 设定数据文件 (Config.GNL 或 Config.GSL)
• 标尺图像 [ 仅限 GX/GP]

(ScaleImageXX.png)XX 表示显示组。

• 报表模板 (Report_YY.xlsx、Report_YY.xlsm 或

Report_YY.tpl)
YY 是报表类型

• 已信赖证书

在指定文件夹 (p1) 内创建“Client”文件夹，并保

存至该文件夹。

• 服务器证书

在指定文件夹 (p1) 内创建“Server”文件夹，并保

存至该文件夹。

• 自定义画面 [ 仅限 GX/GP]
(Setting.GCS) 生成设定文件、在指定文件夹 (p1)
内生成显示自定义画面号码的文件夹，并将自定义

画面保存在内。

• 程序模式文件 (*.GPT)
在指定文件夹 (p1) 内创建“ProgramPattern”文

件夹，并保存到该文件夹。

• 文件夹名和数据保存目标文件夹 ( 参阅 SDirectory 命

令的说明 ) 的限制相同。例如，可以生成“ABC”文件

夹，但不能生成起始部分带空格的“  ABC”文件夹。

OCommCh
通信通道内设定值
在通信通道内设定值。

语法结构 OCommCh,p1,p2
p1 通信通道

p2 值

设定范围为

-9.9999999E+29 ～ -1.0000000E-30、0、
1.0000000E-30 ～ 9.9999999E+29
有效位数为 8 位。

查询 OCommCh[,p1]?
示例 在通信通道 C001 内设定 2.5350。

OCommCh,C001,2.5350

说明

•�执行内容和响应错误不能保留到操作日志。

•�不能执行对自定义画面的命令。

OEMail
邮件发送功能的开始 / 停止
开始 / 停止邮件发送功能。

语法结构 OEMail,p1
p1 动作的类型

0 邮件发送功能的开始

1 邮件发送功能的停止

示例 开始邮件发送功能。

OEMail,0

2.6　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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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BRestore
Modbus 手动恢复
对于发生通信错误的仪表，通过 Modbus 客户端和 Modbus
主机重新发送命令。

语法结构 OMBRestore,p1
p1 动作的类型

0 Modbus 客户端 ( 以太网 )
1 Modbus 主机 ( 串行 )

示例 手动恢复 Modbus 客户端。

OMBRestore,0

ORTReset
复位相对时间计时器
复位相对时间计时器。

语法结构 ORTReset,p1
p1 计时器类型

0 所有计时器

1 ～ 12 计时器号码

用“：”隔开，可复数选择。

示例 复位相对时间计时器 2。
ORTReset,2

复位相对时间计时器 4、9、12。
ORTReset,4:9:12

OMTReset
复位匹配时刻计时器
复位匹配时刻计时器。

语法结构 OMTReset,p1
p1 计时器类型

0 所有计时器

1 ～ 12 计时器号码

用“：”隔开，可复数选择。

示例 复位匹配时刻计时器 2。
OMTReset,2
复位匹配时刻计时器 4、9、12。
OMTReset, 4:9:12

OCmdRelay
DO 通道及内部开关状态的设定
设定 DO 通道及内部开关状态。

语法结构 OCmdRelay,p1
p1 指定设定值

・ 记录设定值。1 个通道的状态时，用“-”( 连
字符 ) 隔开，设定为 [ 通道号码 ]-[ 状态 ]。

・ [ 通道号码 ] 可以指定如下所示的值。

DO 通道号码

内部开关号码

・ [ 状态 ] 可以指定如下所示的值。

Off ：状态 Off
On ：状态 On

・ 可以一次设定多个通道的状态。此时，用

“:”( 半角冒号 ) 隔开，设定为 [ 通道号码 ]-[ 状
态 ]:[ 通道号码 ]-[ 状态 ]:……。DO 通道和

内部开关总计最多可以指定 32 通道。

示例 设定通道 0101、0102 和 0103 为 On，内部开

关 S001 和 S002 为 Off。
OCmdRelay,0101-On:0102-On:0103-
On:S001-Off:S002-Off

说明

• 指定通道中，即使只有一个通道不存在或手动输出中存

在未设定 (SRangeDO 命令 ) 的通道时，取消其他通道

的全部设定，显示命令错误。

OBatName
设定批处理名
设定批处理名。

语法结构 OBatName,p1
p1 批处理组号码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总为 1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1 ～ 使用数

p2 批处理号码 ( 最多 32 个字符、ASCII)
p3 批次号码 (0 ～ 99999999、最多 8 位，取

决于批次号码位数的设定 )
查询 OBatName[,p1]?
示例 设定批处理名的构成：批处理号码为

“PRESSLINE”，批次号码为“007”。
OBatName,1,’PRESSLINE’,007

说明

• 有关批处理号码 (p2) 中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附录 1。
• 批处理号码不能设定为空白 1 字符。

指定空白 1 字符后，将清除批处理号码。

2.6　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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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tComment
设定批处理注释
设定批处理注释。

语法结构 OBatComment,p1,p2,p3
p1 批处理组号码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总为 1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1 ～ 使用数

p2 注释号码 (1 ～ 3)
p3 注释字符串 ( 最多 50 个字符、UTF-8)

查询 OBatComment[,p1[,p2]]?
示例 设定注释号码 2 的注释为“THIS PRODUCT IS 

COMPLETED”。

OBatComment,1,2,‘THIS PRODUCT IS 
COMPLETED’

说明

• 注释字符串中，不能设定空白 1 字符。

指定空白 1 字符后，将清除注释字符串。

OBatText
设定批处理文本
设定批处理文本。

语法结构 OBatText,p1,p2,p3,p4
p1 批处理组号码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总为 1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1 ～ 使用数

p2 文本区域号码 (1 ～ 24) 
p3 文本区域标题 ( 最多 20 个字符、UTF-8)
p4 文本区域字符串 ( 最多 30 个字符、UTF-8)

查询 OBatText[,p1[,p2]]?
示例 设定文本区域号码 1 的标题为“Ope”、字符串

为“GX”。
OBatText,1,’Ope’,’GX’

说明

• 区域标题和区域字符不能设定为空白 1 字符。

指定空白 1 字符后，将清除各自的字符。

ODispRate
切换趋势周期 [GX/GP]
切换第一趋势周期 ( 标准趋势周期 ) 和第二趋势更新周期。

语法结构 ODispRate,p1
p1 趋势周期

NORMAL 第一趋势周期 ( 标准趋势周期 )
SECOND 第二趋势更新周期

示例 从第一趋势周期切换至第二趋势更新周期。

ODispRate,SECOND
说明

• 第二趋势更新周期通过 STrdRate 命令设定。

OLoadConf
载入设定数据
将本仪表外部存储器内的设定数据文件载入仪表。

语法结构 OLoadConf,p1,p2,p3,p4
p1 文件名 ( 最多 80 个字符 )

请通过“路径名称 + 文件名 ( 除扩展名外 )”
指定文件名。

p2 指定外部存储器

(GX/GP ：SD, USB)
(GM ：SD)
SD SD 存储卡

USB USB 闪存

p3 载入的内容 
ALL 所有设定

SECURITY 仅安全相关的设定

CONTROL 控制设定

IP 仅 IP 地址相关的设定

OTHERS 安全及 IP 地址相关之外的全

部设定

p3 可以选择多项。选择多项时，项目之间

以“:”( 冒号 ) 隔开记录。

p4 从 p3=OTHERS 项目中去除的设定项目

SERVER 服务器相关的设定

CALIB 输入值补偿的设定

INSTRU 仪表信息

p4 可以选择多项。选择多项时，项目之

间以“:”( 冒号 ) 隔开记录。如果指定

p3=ALL，则不去除。

示例 从 SD 存储卡读取设定文件“SETTING1”的所

有设定。

OLoadConf,’SETTING1’,SD,ALL

从 SD 存储卡载入设定文件“SETTING1”的安

全及 IP 地址相关的设定信息。

OLoadConf,’SETTING1’,SD,SECURITY:
IP
从 SD 存储卡载入设定文件“SETTING1”中除

IP 地址相关、服务器相关及仪表信息以外的设

定信息。

OLoadConf,’SETTING1’,SD,SECURITY:O
THERS,SERVER:INSTRU

说明

• 省略 p2，则指定的外部存储器变为 SD 存储卡。

• 有关 p3、p4 的值 ( 设定类 ) 和对象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2-97 页的“设定类和对象命令”。

• 省略 p3，则读取所有设定。

• 省略 p4，则不去除。

• 如果该命令变更了语言设定，本仪表可能会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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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oadConfAll
统一载入设定数据
从外部存储器内的指定文件夹中将所有设定统一载入。

语法结构 OLoadConfAll,p1,p2
p1 文件夹名 ( 最多 80 个字符 )

请通过“路径名称 + 文件夹名”指定文件

夹名。

p2 指定外部存储器 (SD)
SD SD 存储卡

示例 从 SD 存储卡的“CONFIG0”文件夹中读取所

有设定。

OLoadConfAll,’CONFIG0’,SD

说明

• 将以下内容载入 GX/GP/GM。() 内是文件名。

• 设定数据文件 (Config.GNL 或 Config.GSL)
• 标尺图像 [ 仅限 GX/GP]

(ScaleImageXX.png)XX 表示显示组。

• 报表模板 (Report_YY.xlsx、Report_YY.xlsm 或

Report_YY.tpl)
YY 是报表类型

• 已信赖证书

在指定文件夹 (p1) 内创建“Client”文件夹，并保

存至该文件夹。

• 自定义画面 [ 仅限 GX/GP]
(Setting.GCS) 生成设定文件、在指定文件夹 (p1)
内生成显示自定义画面号码的文件夹，并将自定义

画面保存在内。

• 程序模式文件 (*.GPT)
读取指定文件夹 (p1) 内的“「ProgramPattern”文

件夹中的程序模式文件。

OSeriApply
应用串行通信设定
设定串行通信设定为有效。

语法结构 OSeriApply,p1
p1 设定的执行 (0)

示例 设定串行通信的设定为有效。

OSeriApply,0

说明

• 本命令使通过 SSerialBasic 命令设定的串行通信设定

有效。

• 发出此命令，本仪表返回响应后，执行串行通信的设定。

此时，切断通信的连接。

OIPApply
执行 IP 地址
设定以太网通信设定为有效。

语法结构 OIPApply,p1
p1 设定的执行 (0)

示例 设定 IP 地址的设定为有效。

OIPApply,0

说明

• 本命令使 SIpAddress、SDhcp、SDns、SServer 命令

设定的 IP 地址设定有效。

• 发出此命令，本仪表返回响应后，执行 IP 地址的设定。

此时，切断通信的连接。或者，强制切断本仪表与接入

以太网仪表的连接 (Modbus 服务器、FTP 服务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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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nit
清除测量数据、初始化设定数据
清除内存中的测量数据。或者初始化设定数据。

语法结构 OInit,p1,p2
p1 初始化、清除的数据类型

SECURITY 安全相关的设定

MEMORY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手动采

样数据、报表数据、报警一览、

信息一览

OTHERS 上述之外的设定

ALL 全部初始化 ( 所有测量数据及

设定 )
可以一次指定多项。以“:”(半角冒号 )隔开。

p2 从 p1=OTHERS 项目中去除的设定项目

IP IP 地址相关的设定

SERVER 服务器相关的设定

CALIB 输入值补偿的设定

INSTRU 仪表信息

一次可以选择多项。选择多项时，项目

之间以“:”( 冒号 ) 隔开指定。如果指定

p1=ALL，则不去除。

示例 删除内存的测量数据和一览。

OInit,MEMORY

对 IP 地址及仪器信息之外项目执行初始化。

OInit,MEMORY:SECURITY:OTHERS,IP:IN
STRU

说明

• IP 地址相关的设定与 SIpAddress、SDns、SDhcp 命

令有关。

• 有关 p1、p2 的值 ( 设定类 ) 和对象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2-97 页的“设定类和对象命令”。

• 省略 p2，则不去除。

OUsbFApply
USB 通信设定的反映 [GM]
使 USB 通信设定有效。

语法结构 OUsbFApply,p1
p1 设定的反映

示例 反映通过 SUsbFunction 命令设定的 USB 通信

的 On/Off 设定。

OUsbFApply,0

OBTApply
Bluetooth 通信设定的反映 (/C8)[GM]
使 Bluetooth 通信设定有效。

语法结构 OBTApply,p1
p1 设定的反映 (0)

示例 反映通过 SBluetooth 命令设定的 Bluetooth 通

信的 On/Off 设定。

OBTApply,0

OBTClearList
清除 Bluetooth 通信的连接列表 (/C8)[GM]
清除 Bluetooth 通信的连接列表。

语法结构 OBTClearList
( 无参数 )

示例 清除已连接的 Bluetooth 通信的列表。

OBTClearList

OLoginAssist
登录辅助 [GX/GP]
条形码输入时，辅助登录到本仪表。

语法结构 OLoginAssist,p1,p2,p3
p1 输入类型 (1、2)

1 用户名的输入

2 用户名和用户 ID 的输入

p2 用户名

p3 用户 ID
示例 以用户名“User01”登录时。

OLoginAssist,1,’User01’

说明

• 执行本命令时，本仪表中显示登录画面，变为用户密码

/ 用户 ID 的输入等待状态。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p1=2 有效。

• p1=2 时，p3 有效。但是，未使用用户 ID 时，p3 无效。

• 串行通信的功能 (SSerialBasic 命令 ) 为“Barcode”( 条
形码 ) 或 USB 输入设备的设定 (SUsbInput 命令 ) 为

“Barcode”( 条形码阅读器 ) 时，本命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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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ndValue
触屏操作的输入辅助 [GX/GP]
触屏操作时，辅助字符串输入。

语法结构 OSendValue,p1,p2
p1 固定为 0
p2 字符串 ( 最多 64 个字符、UTF-8)

示例 在信息设定画面中输入信息“START”( 显示信

息设定画面，选择输入信息字符串的文本框 )。
OSendValue,0,’START’

说明

• 显示为“*****”的输入部分不能输入。

• 串行通信的功能 (SSerialBasic 命令 ) 为“Barcode”( 条
形码 ) 或 USB 输入设备的设定 (SUsbInput 命令 ) 为

“Barcode”( 条形码阅读器 ) 时，本命令有效。

OUserLockACK
用户无效 ACK(/AS)
清除用户无效的显示。

语法结构 OUserLockACK
示例 清除用户无效的显示。

OUserLockACK

说明

• 仅以 admin 属性的用户登录时可以执行。

• 没有无效的用户时，无动作。

OKeyLock
键锁 On/Off[GM]
打开或关闭键锁。

语法结构 OKeyLock,p1
p1 键锁 On/Off(On, Off)

On 键锁

Off 解除键锁

示例 解除键锁

OKeyLock,Off

说明

• 将键锁设为 On 后，START 键、STOP 键、USER1 键

和 USER2 键将被锁定。不能单独锁定。

• 只有管理者级别的用户才可以执行键锁 On/Off 操作。

• 在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且设为通信登录时，不能使

用。

OErrorClear
清除错误显示 [GM]
清除 7 段 LED 的错误显示状态。

语法结构 OErrorClear,p1
p1 清除错误显示的类型

0 清除错误显示

示例 清除 7 段 LED 的错误显示状态。

OErrorClear,0

OSLMPRestore
SLMP 手动恢复 (/E4)
通过发生通信错误的仪器的 SLMP 客户端，重新开始发送

命令。

语法结构 OSLMPRestore,p1
p1 固定为 0

示例 手动恢复 SLMP 客户端。

SLMPRestore,0

OTransChAO
传送输出的单独控制
单独控制 AO 通道的传送输出。

语法结构 OTransChAO,p1
p1 指定传送输出的设定值

记录传送输出的设定值。

・ 记录设定值。1 个通道的状态通过“-”( 连
字符 ) 以 [ 通道号码 ]-[ 状态 ] 的形式设定。

・ [ 状态 ] 可以指定以下值。

Off : 状态 Off
On : 状态 On

・ 可以一次性设定多个通道的状态。此时，

通过“:”( 冒号 ) 以 [ 通道号码 ]–[ 状态 ] ：
[ 通道号码 ]-[ 状态 ] ：的形式设定。最多可

以指定 32 通道。

示例 将通道 0101、 0102、 0103 的传送输出设为 On，
将通道 201、202 的传送输出设为 Off。
OTransChAO, 0101-On:0102-On:0103-
On:201-Off:202-Off

说明

• 仅对通过 SRangeAO 命令设定为传送输出 (Trans) 的
通道有效。

• 传送输出的状态可以参阅 FTransSt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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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ransAllAO
传送输出的统一控制
统一控制 AO 通道的传送输出。

语法结构 OTransAllAO,p1
p1 传送输出的有无

On 传送输出

Off 不传送输出

示例 将传送输出设为 Off。
OTransAllAO, Off

说明

• 仅对通过 SRangeAO 命令设定为传送输出 (Trans) 的
通道有效。

• 传送输出的状态可以参阅 FTransStatAO。

OCmdAO
手动输出的设定
设定 AO 通道的手动输出值。

语法结构 OCmdAO,p1,p2
p1 通道号码

p2 手动输出值

查询 OCmdAO[,p1]?
OCmdAO 的查询输出设定值。

示例 将通道 001 的手动输出值设为 10mA。
OCmdAO,001,10000

说明

• 仅对通过 SRangeAO 命令设定为手动输出 (ManualAO)
的通道有效。

• 可输出范围是通过 SRangeAO 命令设定的范围。

•�P2 输入时请去掉小数点。( 小数点固定为 3 位 )
•�执行内容和响应错误不能保留到操作日志。

•�不能执行对自定义画面的命令。

OInitPara
单独设定参数初始化
单独初始化设定数据。

语法结构 OInitPara,p1
p1 指定要初始化的设定参数

RecCh 记录通道

Group 显示组

・ 可以一次性设定多个设定数据。此时，通

过“:”( 冒号 ) 以 RecCh:Group 的形式设置。

示例 初始化记录通道好和显示组。

OInitPara,RecCh:Group

说明

• 记录通道通过 SrecDisp/SrecEvent/SrecManual 命令设

定内容。

• 显示组通过 SGroup/STripLine/SSclBmp/SMltGroup/
SMltTripLine/SMltSclBmp/SDualGroup 命令设定内容。

OCtrlAM
自动、手动、串级运行的切换
切换控制运行模式。

语法结构 OCtrlAM,p1,p2
p1 回路号码

P2 自动、手动、串解级的切换

0 自动 (Auto)
1 手动 (Man)
2 串级 (Cas)

示例 将单元 1、插槽 5、回路 2 的运行模式设为手动。

OCtrlAM,L152,1
说明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此命令有效。

• p2=2(Cas) 时，串级控制有效则返回 E0，无效则返回

E1。
• 拔出模块时，返回 E1。

OCtrlSR
运行、停止的切换
切换运行开始 (RUN) 和运行停止 (STOP)。
语法结构 OCtrlSR,p1,p2

p1 回路号码 (L000 或 L001 ～ L652)
P2 运行、停止的切换

0 运行 (Run)
1 停止 (Stop)

示例 停止单元 1、插槽 5、回路 2 的运行。

OCtrlSR,L152,1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此命令有效。

• p1=L000 时，指定所有回路。

• 程序模式执行时，不能操作。( 本地时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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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rlRL
远程、本地的切换
切换远程运行和本地运行。

语法结构 OCtrlRL,p1,p2
p1 回路号码

P2 远程、本地的切换

0 本地 (Local)
1 远程 (Remote)

示例 将单元 1、插槽 5、回路 1 的输入设为远程。

OCtrlRL,L151,1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此命令有效。

• 程序模式执行时的远程切换 (p2=1) 操作与程序运行

(OCtrlMode 命令 ) 的 Prog 切换相同。

• 拔出模块时，返回 E1。

OCtrlAT
自整定的要求
启动或停止自整定。

语法结构 OCtrlAT,p1,p2
p1 回路号码

P2 自整定启动／停止

0 自整定停止

1 ～ 8 PID 号码的自整定启动

9 参考偏差用 PID 的自整定启动

示例 自整定启动回路号码 1 的 PID 号码 5。
OCtrlAT,L001,5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此命令有效。

• 通过 p2 指定启动或停止时的状态，具体响应如下。

从停止状态变更：E0
从启动中状态停止：E0
从启动中状态启动：E1

• 拔出模块时，返回 E1。

OCtrlSPN
目标设定值号码的选择
指定目标设定值 (SP) 号码。

语法结构 OCtrlSPN,p1,p2
p1 回路号码

P2 目标设定值号码　SP1 ～ SP8(1 ～ 8)
示例 将单元 1、插槽 5、回路 2 的目标设定值号码设

为 5。
OCtrlNoSPN,L152,5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此命令有效。

• 拔出模块时，返回 E1。

OCtrlMO
手动输出设定值的设定
设定手动输出设定值。

语法结构 OCtrlMO,p1,p2,p3
p1 回路号码

P2 类型

0 数值输入

1 关机 ( 强制关闭功能 )
p3 手动输出设定值 (-50~1050［-5.0% ～

105.0%］)
输出限制器上限值 / 下限值的范围内

示例 将单元 1、插槽 5、回路 2 的输出值设为

23.4%。

OCtrlMO,L152,0,234
将单元 1、插槽 5、回路 2 的输出值设为关机。

OCtrlMO,L152,1
说明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此命令有效。

• p2=1 时，不能设定 p3。
• 拔出模块时，返回 E1。

OCtrlPAT
模式号码切换 (/PG)
切换程序模式号码。

语法结构 OCtrlPAT,p1
p1 模式号码切换 (1 ～ 99)

查询 OCtrlPat?
示例 切换到程序模式 2。

OCtrlPAT,2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可以设定 p1，与模式文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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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rlMode
程序运行 (/PG)
切换程序运行的开始和停止。

语法结构 OCtrlMode,p1
p1 程序运行状态的变更

0 程序运行开始 (Prog)
1 程序运行停止 (Reset)

示例 开始程序运行。

OCtrlMode,0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此操作是针对 OCtrlPat 指定的模式号码的操作。

• 拔出模块时，返回 E1。

OCtrlHOLD
保持 (/PG)
执行保持操作。

语法结构 OCtrlHOLD,p1
p1 程序运行的暂停

0 暂停解除 (Release)
1 暂停 (Hold)

示例 解除程序运行的暂停。

OCtrlHOLD,0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此操作针对通过 OCtrlPat 命令指定的模式号码。

• 程序运行停止时，返回 E1。

OCtrlADV
程序段跳步 (/PG)
执行程序段跳步操作。

语法结构 OCtrlADV,p1
p1 强行跳到下一个程序段

1 固定 (Advance)
示例 程序运行中，要求跳到下一个段。

OCtrlADV,1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此操作针对通过 OCtrlPat 命令指定的模式号码。

• 程序运行停止时，返回 E1。

OCtrlSP
目标设定值的设定 (/PG)
设定目标设定值 (SP)。
语法结构 OCtrlSP,p1,p2

p1 回路号码

P2 目标设定值 (PV 量程下限～ PV 量程上限 )
示例 将单元 1、插槽 5、回路 2 的目标设定值设为

2.5350。
OCtrlSP,L152,2.5350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仅在程序运行保持时可操作。

• 给 p2 指定范围外的值时或者保持解除状态 ( 程序运行

中 ) 时，返回 E1。
• 此操作针对通过 OCtrlPat 命令指定的模式号码。

• 程序运行停止时，返回 E1。

OCtrlTSP
到达目标设定值的设定 (/PG)
设定到达目标设定值 (TSP)。
语法结构 OCtrlTSP,p1,p2

p1 回路号码

P2 到达目标设定值 (PV 量程下限～ PV 量程

上限 )
示例 将单元 1、插槽 5、回路 2 的到达目标设定值设

为 2.5350。
OCtrlTSP,L152,2.5350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仅在程序运行保持时可操作。

• 给 p2 指定范围外的值时或者保持解除状态 ( 程序运行

中 ) 时，返回 E1。
• 此操作针对通过 OCtrlPat 命令指定的模式号码。

• 程序运行停止时，返回 E1。

OCtrlRTIME
程序段剩余时间的设定 (/PG)
设定剩余的程序段时间。

语法结构 OCtrlRTIME,p1,p2,p3
p1 时 (0 ～ 99)
P2 分 (0 ～ 59)
p3 秒 (0 ～ 59)

示例 将剩余的程序段时间设为 11 小时 05 分 22 秒。

OCtrlRTIME,11,05,22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仅在程序运行保持时可操作。

• 保持解除状态 ( 程序运行中 ) 时，返回 E1。
• 此操作针对通过 OCtrlPat 命令指定的模式号码。

• 程序运行停止时，返回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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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rlStSeg
开始程序段号码的设定 (/PG)
设定程序运行的开始段。

语法结构 OCtrlStSeg, p1, p2
p1 模式号码 (1 ～ 99)
P2 段号码 (1~ 使用段数 )

查询 OCtrlStSeg[,p1]?
示例 将程序模式号码 2 的开始程序段设为程序段 3。

OCtrlStSeg,2,3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以下情况下，返回 E1。
p1 指定的号码的程序模式正在执行中。

p1 指定的号码的程序模式文件找不到。

p2 指定的段号码比使用程序段数大。

• 程序重置后，返回段号码 1。

OCtrlDlyTime
运行延迟时间的设定 (/PG)
设定从程序运行开始到实际程序模式运行开始的延迟时间。

语法结构 OCtrlDlyTime,p1,p2,p3,p4
p1 模式号码 (1 ～ 99)
P2 时 (0 ～ 99)
p3 分 (0 ～ 59)
p4 秒 (0 ～ 59)

查询 OCtrlDlyTime[,p1]?
示例 将程序模式号码 2 的运行开始延迟时间设为 5

分 55 秒。

OCtrlDlyTime,2,0,5,55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以下情况下，返回 E1。
p1 指定的号码的程序模式正在执行中。

p1 指定的号码的程序模式文件找不到。

• 程序重置后，清除为 00:00:00。

OCtrlLoadPAT
模式文件的读取 (/PG)
读取程序模式文件。

语法结构 OCtrlLoadPAT,p1,p2,p3
p1 文件名 ( 最多 80 字符 )
p2 存储器的指定

(GX/GP ：SD, USB)
(GM ：SD)
SD SD 存储卡

USB USB 闪存

p3 读取路径

模式文件号码 ( １ ～ 99)
示例 从 SD 存储卡将名为“PATTERN1”的程序模式

文件读取到模式文件号码 1。
OCtrlLoadPAT,’PATTERN1’,SD,1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 省略 p2 时，存储器被指定为 SD。

OCtrlSavePAT
模式文件的保存 (/PG)
保存程序模式文件。

语法结构 OCtrlSavePAT,p1,p2,p3
p1 文件名 ( 最多 80 字符 )
p2 存储器的指定

(GX/GP ：SD, USB)
(GM ：SD)
SD SD 存储卡

USB USB 闪存

p3 保存路径

模式文件号码 (1 ～ 99)
示例 将模式文件号码１的程序模式文件以

“PATTERN1”为文件名保存到 SD 存储卡。

OCtrlSavePAT,’PATTERN1’,SD,1
说明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省略 p2 时，存储器被指定为 SD。

2.6　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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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rlLoadPATAll
模式文件的一次性读取 (/PG)
一次性读取程序模式文件。

语法结构 OCtrlLoadPATAll,p1,p2
p1 文件夹名 ( 最多 80 字符 )
p2 存储器的指定

(GX/GP ：SD, USB)
(GM ：SD)
SD SD 存储卡

USB USB 闪存

示例 从 SD 存储卡内的“Pattern”文件夹一次性读

取程序模式文件。

OCtrlLoadPATAll,Pattern,SD
说明

•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省略 p2 时，存储器被指定为 SD。

•�读取对象是文件夹内的所有的模式文件。

•�只读取指定文件夹内文件名固定的模式文件，如下所示。

文件名：ProgPatXX.YYY
XX: 模式号码 (01-99)

OCtrlSavePATAll
模式文件的一次性保存 (/PG)
一次性保存程序模式文件。

语法结构 OCtrlSavePATAll,p1,p2
p1 文件夹名 ( 最多 80 字符 )
p2 存储器的指定

(GX/GP ：SD, USB)
(GM ：SD)
SD SD 存储卡

USB USB 闪存

示例 将程序模式文件一次性保存到 SD 存储卡内的

“Pattern”文件夹。

OCtrlSavePATAll,Pattern,SD
说明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省略 p2 时，存储器被指定为 SD。

•�保存对象为所有模式文件。

•�模式文件以固定文件名保存到指定文件夹。

文件名：ProgPatXX.YYY
XX: 模式号码 (01-99)

OCtrlDelPAT
模式文件的删除 (/PG)
删除程序模式文件。

语法结构 OCtrlDelPAT,p1
p1 模式文件号码 (1 ～ 99)

示例 删除模式文件号码 99。
OCtrlDelPAT,99

说明

•�使用程序控制功能 (/PG 可选项 ) 时，此命令有效。

2.6　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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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通信控制命令

CCheckSum
设定校验和
设定有无校验和。

语法结构 CCheckSum,p1
p1 校验和的有无

0 不计算

1 计算

查询 CCheckSum?
示例 设定校验和为有效。

CCheckSum,1

CSFilter
设定状态过滤器
设定输出本仪表状态时的过滤器。

语法结构 CSFilter,p1
p1 状态信息 1 ～ 4 的过滤器的值

(0.0.0.0 ～ 255.255.255.255)
查询 CSFilter?
示例 设定状态过滤器的值为 255.127.63.31。

CSFilter,255.127.63.31

说明

• 每个通信连接内设定状态过滤器。

CSFilterDB
设定状态过滤器 ( 增强 )
设定输出本仪表状态时的过滤器。

语法结构 CSFilterDB,p1,p2
p1 状态信息 1 ～ 4 的过滤器的值

(0.0.0.0 ～ 255.255.255.255)
p2 状态信息 5 ～ 8 的过滤器的值

(0.0.0.0 ～ 255.255.255.255)
查询 CSFilterDB?
示例 状态信息 1 ～ 4 的状态过滤器的值设为

255.127.63.31，状态信息 5 ～ 8 的状态滤波器

的值设为 1.2.3.4。
CSFilterDB,255.127.63.31,1.2.3.4

说明

• 每个通信连接内设定状态过滤器。

• p2 可以省略。

CLogin
通过通信登录
通过通信登录。

语法结构 CLogin,p1,p2
p1 用户名

p2 密码

示例 通过用户名“admin”、密码“password”登录。

CLogin,admin,password

说明

• 有关密码中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1。
• 登录状态下执行本命令后，将注销后再登录。

使用安全增强功能 (/AS) 时
语法结构 CLogin,p1,p2,p3,p4,p5

p1 用户名

p2 用户 ID
p3 密码

p4 已过有效期时的新密码

p5 已过有效期时的新密码 ( 用于确认 )
示例 以用户名“admin01”、密码“password01”登录。

CLogin,admin01,,password01

说明

• 未指定 p4、p5 时，为普通登录。

• 即使未过密码的有效期，在 p4、p5 中输入新密码，也

可以更改密码并登录。

• p4、p5 的字符不同时，显示为错误。

• 不能更改为相同的密码 (p3 与 p4、p5 的字符相同时，

显示为错误 )。
• 未使用用户 ID 时，p2 无效。

•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时，不能指定 p4、p5。
• 有关密码中可使用字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1。
• 登录状态下执行本命令后，将注销后再登录。

CLogout
通过通信注销
通过通信注销。

语法结构 CLogout
示例 注销。

C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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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Connect
开始 Bluetooth 通信 (/C8)[GM]
开始 Bluetooth 通信。

语法结构 CBTConnect,p1
p1 想要连接的仪器的 Bluetooth 密码

示例 与 Bluetooth 密码为“PaSswoRD2”的仪器进

行连接。

CBTConnect,’PaSswoRD2’

说明

• 本命令仅在 Bluetooth 通信中接收到需要 Bluetooth
密码的要求时有效。无效时将提示错误代码为

352“Unknown command”的错误信息。

ESC O
打开仪表 : RS-422/485 专用命令
开始与仪表的通信。ESC 以 ASCII 码表示为 0x1B。请参

阅附录 1。
语法结构 ESC O_p1

_ 半角空格

p1 仪表地址 (01 ～ 99)
示例 打开地址 99 的仪表。

ESC O_99

说明

• 指定进行通信的仪表地址。

• 仅可打开一台仪表。

• 请使用大写字母“O”。

• 此命令中，请使用 CR+LF 作为终止符。

• 有关此命令响应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20 页。

ESC C
关闭仪表 : RS-422/485 专用命令
结束与仪表的通信。ESC 以 ASCII 码表示为 0x1B。请参

阅附录 1。
语法结构 ESC C_p1

_ 半角空格

p1 仪表地址 (01 ～ 99)
示例 关闭地址 77 的仪表。

ESC C_77

说明

• 解除与当前通信仪表的连接。

• 请使用大写字母“C”。

• 此命令中，请使用 CR+LF 作为终止符。

• 有关此命令响应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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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仪表信息输出命令

_MFG
输出仪表制造商名称
输出仪表制造商名称。

语法结构 _MFG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1 页。

_INF
输出仪表的产品名称
输出仪表的产品名称。

语法结构 _INF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1 页。

_COD
输出仪表的基本规格
输出仪表的基本规格。

语法结构 _COD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1 页。

_VER
输出仪表的固件版本信息
输出仪表的固件版本信息。

语法结构 _VER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2 页。

_OPT
输出仪表可选项的安装信息
输出仪表可选项的安装信息。

语法结构 _OPT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2 页。

_TYP
输出仪表夏时制 / 标准时的安装信息
输出仪表的温度单位 ( 华氏温度 ) 及夏时制 / 标准时的设定

是否有效。

语法结构 _TYP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3 页。

_ERR
输出仪表的错误号码信息
输出错误号码对应的错误内容。

语法结构 _ERR,p1,p2,...
p1、p2 等记录从本仪表返回的否定响应内容。

示例 返回否定响应“E1,10:1:2,500:2:5”时，

输出错误的内容。

_ERR,10:1:2,500:2:5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3 页。

_UNS 或 _UNR
输出仪表的单元配置信息
输出仪表的单元配置信息。

语法结构 _UNS 输出仪表的识别状态。

_UNR 输出安装状态。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4 页。

_MDS 或 _MDR
输出仪表的模块配置信息
输出仪表的模块配置信息。

语法结构 _MDS 输出仪表的识别状态。

_MDR 输出安装状态。

说明

• 有关 ASCII 输出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2-175 页。

 2.8　仪表信息输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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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命令响应

介绍本仪表发出的命令响应。响应包括肯定响应、否定响应及数据输出响应。

2.9.1 肯定响应 ( 输出要求命令之外 )
对于输出要求以外的命令，命令执行正常结束时，返回肯定响应。

语法结构
E0CRLF

“CRLF”为本仪表使用的终止符。以下语法结构的说明中记录为“CRLF”。响应示例中省略

“CRLF”。

2.9.2 否定响应
命令处理过程中发生语法、设定等错误时，返回否定响应。

语法结构
E1,p,p,…,pCRLF

p 错误号码及错误发生位置信息

p的详细格式如下所示。错误号码、错误发生命令位置及错误发生参数位置通过“:”( 半
角冒号 ) 隔开输出。

en:cp:pp
en 错误号码。

cp 表示发生错误的命令位置的值。第一个命令为“1”顺序排列的号码。单

个命令时，输出“1”。
pp 表示发生错误的参数位置的值。命令的第一个参数为“1”的顺序排列号码。

命令整体发生错误 ( 例如：命令名称字符串的错误 ) 时，输出“0”。
多个参数发生错误时，以“,”( 半角逗号 ) 隔开，按号码从小到大的顺序

排列输出。

响应示例 1
单独命令，参数位置为第 2 个参数内，错误号码“3”发生时的输出。

E1,3:1:2

响应示例 2
单独命令，参数位置为第 3 个参数，错误号码“1”发生时的输出；参数位置为第 5 个参数，

错误号码“100”发生时的输出。

E1,1:1:3,100:1:5

响应示例 3
罗列的 2 个命令中，命令位置为第 1 个命令，参数位置为第 2 个参数，错误号码“10”发生

时的输出；命令位置为第 2 个命令，参数位置为第 5 个参数，错误号码“500”发生时的输出。

E1,10:1:2,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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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与否定响应的错误号码对应的错误信息，可以通过“输出仪表的错误号码信息”(_ERR) 输出。

2.9.3 数据输出响应
数据输出包括 ASCII 输出和二进制输出。

ASCII 输出
下述命令对应的响应为 ASCII 输出。

• 操作命令和设定命令的查询

• 根据输出命令的 ASCII 数据输出要求

语法结构
EACRLF

ASCII 字符串数据 ······················CRLF
ASCII 字符串数据 ······················CRLF
 ｜

ASCII 字符串数据 ······················CRLF
ENCRLF

ASCII 字符串输出数据的首位追加标题 (EA)，末位追加页脚 (EN)。标题、页脚及 ASCII 字符

串数据的最后，总是追加“CRLF”字符。

二进制输出
与输出命令二进制数据输出要求对应的响应为二进制输出。

格式
下图为二进制输出的格式。二进制输出数据的首位追加标题，末位追加数据和。“数据部分”

载入请求的数据。

'E' 'B' CR LF

数据部分

数据长度

数据和

标志 保留区1

保留区2 标题和

1字节

2字节

4字节

2.9　命令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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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CRLF
ASCII 码“E”“B”后接“CR”“LF”。表示输出数据为二进制。

数据长度 (32 位、高位优先 )
表示“标志 + 保留区 1+ 保留区 2+ 标题和 + 数据部分 + 数据和”的字节长度。

标志 (16 位、高位优先 )
表示数据部分的整体信息。

位 标志值 标志的说明

0 1
15 总为 0 未使用。

14 无 有 追加数据和。

13 总为 0 未使用。

:
1
0 中间数据 最终数据 输出的数据为连续数据时，数据部分末尾的数据表

示“中间数据”或“最终数据”。

保留区 1(16 位 )、保留区 2(16 位 )
未使用。

标题和 (16 位、高位优先 )
表示“数据长度 + 标志 + 保留区 1+ 保留区 2”的和值。

数据部分
输出实际数据。输出内容不同，格式也不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

部分的格式”。

数据和 (16 位、高位优先 )
表示数据部分的和值。通过 CCheckSum 命令指定是否追加数据和。默认状态下，校验和设

置为“无”。是否追加数据和的信息包含在标题部分的标志中。不追加数据和时，也不追加数

据和的区域。有关校验和计算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5 校验和的计算方法。

2.9　命令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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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RS-422/485 专用命令的输出
ESC O 命令和 ESC C 命令的响应如下表所示。ESC 以 ASCII 码表示为 0x1B。请参阅附录 1 
ASCII 码。

语法结构 说明 响应

ESC O_xxCRLF

(_ ：半角空格 )

打开仪表 • 收信地址仪表返回的响应

ESC OxxCRLF
• 命令中无设定地址的仪表时 *

无响应

ESC C_xxCRLF

(_ ：半角空格 )

关闭仪表 • 收信地址仪表返回的响应

ESC CxxCRLF
• 命令中无设定地址的仪表时 *

无响应

* 造成“无设定地址的仪表”状态的可能原因如下：命令错误、与仪表内设置的地址不符、

仪表电源未打开及仪表未通过串行接口连接等。

• 表中的“xx”表示仪表地址。在通信目标仪表中设定的地址范围内，可以设置 01～ 99的地址。

• 仅可同时打开 1 台仪表。

• 通过 ESC O 命令打开仪表后，可以向该仪表发送命令。

• 终止符请使用 CR+LF。

2.9　命令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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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介绍 ASCII 输出的格式。

• 以下格式中，终止符记录为“<crlf>”。
• 一个半角空格 (ASCII 码：0x20) 记录为“_”，连续的半角空格通过“_”和“¯”交叉排列记录。

• 输入输出通道用 4 位数字 ( 例如：0102) 表示，运算通道用 A 加“3 位数字”( 例如：A015) 表示，

通信通道用 C 加“3 位数字”( 例如：C120) 表示。

2.10.1 最新的通道数据 (FData)
命令“FData,0”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DATE_yy/mo/dd<crlf>
TIME_hh:mm:ss.mmmt<crlf>
s_cccca1a2a3a4uuuuuuuuuufddddddddE-pp<crlf>
s_cccca1a2a3a4uuuuuuuuuufddddddddE-pp<crlf>
…
s_cccca1a2a3a4uuuuuuuuuufddddddddE-pp<crlf>
EN<crlf>

yy/mo/dd 数据时间 ( 年、月、日 )
yy 年 (00 ～ 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mm:ss.mmmt 数据时间 ( 时、分、秒、毫秒 )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mmm 毫秒 (000 ～ 999)
秒和毫秒之间插入“.”( 句点 )。

t 预约 ( 空白 )
s 数据状态

N 标准

D 差值输入

S 不使用

O 溢出

E 错误

B 断偶

C 通信通道错误 
cccc 通道号码 ( 输入输出通道、运算通道、通信通道 )
a1a2a3a4 a1 报警状态 ( 电平 1)

a2 报警状态 ( 电平 2)
a3 报警状态 ( 电平 3)
a4 报警状态 ( 电平 4)
a1、a2、a3 及 a4 的可选值如下所示。

H 上限报警

L 下限报警

h 差值上限报警

l 差值下限报警

R 变化率上升限报警

r 变化率下降限报警

T 延迟上限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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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延迟下限报警

空白 无报警

控制报警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 ) 的报警状态全部为 0。
uuuuuuuuuu 单位 ( 固定为 10 字符。左对齐输出，不足 10 字符的部分输出空白。)

mV_¯_¯_¯_¯ mV
V_¯_¯_¯_¯_ V
℃ _¯_¯_¯_ ℃

f 符号 (+ 或 -)
dddddddd 尾数部分 (00000000 ～ 99999999、8 位 )

数据状态为 E( 错误 ) 时，尾数部分为 99999999。
数据状态为 O( 正负溢出 ) 时，尾数部分为 99999999( 正溢出 ) 或
-99999999( 负溢出 )。
数据状态为 B( 断偶 ) 时，尾数部分为 99999999( 正断偶 ) 或
-99999999( 负断偶 )。

pp 指数部分 (00 ～ 05)
设定了LOG标尺 (/LG)的通道中，pp为2位整数，pp前的符号 (指数的符号 )
为 + 或 -。此外，数据状态为 E、O、B 时，该值包括符号变为“+99”。

2.10.2 最新的继电器 (DO 通道 ) 状态 (FRelay)
命令“FRelay,0”的输出。

语法结构

仅本体时

EA<crlf>
M00:aaa…<crlf>
M01:aaa…<crlf>
M02:aaa…<crlf>
M03:aaa…<crlf>
M04:aaa…<crlf>
M05:aaa…<crlf>
M06:aaa…<crlf>
M07:aaa…<crlf>
M08:aaa…<crlf>
M09:aaa…<crlf>
EN<crlf>

连接了扩展单元 / 子单元时

仅输出识别的单元信息。

EA<crlf>
Unit:nnf
M00:aaa…<crlf>
M01:aaa…<crlf>
M02:aaa…<crlf>
M03:aaa…<crlf>
M04:aaa…<crlf>
M05:aaa…<crlf>
M06:aaa…<crlf>
M07:aaa…<crlf>
M08:aaa…<crlf>
M09:aaa…<crlf>
Unit:nnf
M00:aaa…<crlf>
M01:aaa…<crlf>
M02:aaa…<crlf>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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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3:aaa…<crlf>
M04:aaa…<crlf>
M05:aaa…<crlf>
M06:aaa…<crlf>
M07:aaa…<crlf>
M08:aaa…<crlf>
M09:aaa…<crlf>
：

Unit:nnf
M00:aaa…<crlf>
M01:aaa…<crlf>
M02:aaa…<crlf>
M03:aaa…<crlf>
M04:aaa…<crlf>
M05:aaa…<crlf>
M06:aaa…<crlf>
M07:aaa…<crlf>
M08:aaa…<crlf>
M09:aaa…<crlf>
EN<crlf>

nn 单元号码

f * 本体

( 空白 ) 扩展单元 / 子单元

aaa… 输出模块号码 00 ～ 09 的继电器 (DO 通道 ) 状态。

相应模块号码安装的模块不是 DO 模块时，输出一个“-”( 连字符 ) 字符。

相应模块号码安装的是 DO 模块时，对于模块中的通道数，按通道号码升序输出 1
或 0。
“1”为继电器 (DO 通道 )ON 状态，“0”为继电器 (DO 通道 )OFF 状态。

对于 PID 控制模块，DO 端子的动作 ( 继电器动作 ) 设为“模块内接点输出”时，

DO( 继电器 ) 状态固定为 OFF。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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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内部开关状态 (FRelay)
命令“FRelay,1”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S001-010:aaaaaaaaaa<crlf>
S011-020:aaaaaaaaaa<crlf>
S021-030:aaaaaaaaaa<crlf>
S031-040:aaaaaaaaaa<crlf>
S041-050:aaaaaaaaaa<crlf>
S051-060:aaaaaaaaaa<crlf>
S061-070:aaaaaaaaaa<crlf>
S071-080:aaaaaaaaaa<crlf>
S081-090:aaaaaaaaaa<crlf>
S091-100:aaaaaaaaaa<crlf>
EN<crlf>

aaa…a 输出最新的内部开关状态。

内部开关状态为 10 通道按 10 行输出。

“1”是内部开关为 ON 的状态，“0”是内部开关为 OFF 的状态。

2.10.4 最新的传送输出 (AO 通道 ) 状态 (FTransStatAO)
命令“FTransStatAO”的输出。

语法结构

仅本体时

EA<crlf>
M00:aaa…<crlf>
M01:aaa…<crlf>
M02:aaa…<crlf>
M03:aaa…<crlf>
M04:aaa…<crlf>
M05:aaa…<crlf>
M06:aaa…<crlf>
M07:aaa…<crlf>
M08:aaa…<crlf>
M09:aaa…<crlf>
EN<crlf>

连接了扩展单元 / 子单元时

仅输出识别的单元信息。

EA<crlf>
Unit:nnf
M00:aaa…<crlf>
M01:aaa…<crlf>
M02:aaa…<crlf>
M03:aaa…<crlf>
M04:aaa…<crlf>
M05:aaa…<crlf>
M06:aaa…<crlf>
M07:aaa…<crlf>
M08:aaa…<crlf>
M09:aaa…<crlf>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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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nnf
M00:aaa…<crlf>
M01:aaa…<crlf>
M02:aaa…<crlf>
M03:aaa…<crlf>
M04:aaa…<crlf>
M05:aaa…<crlf>
M06:aaa…<crlf>
M07:aaa…<crlf>
M08:aaa…<crlf>
M09:aaa…<crlf>
EN<crlf>

nn 单元号码

f * GX/GP 本体

（空白） 扩展单元 / 子单元

aaa… 输出模块号码 00 ～ 09 的传送输出 (AO 通道 ) 状态。

相应模块号码安装的模块不是 AO 模块时，输出一个 -( 连字符 )。
相应模块号码安装的是 AO 模块时，对于模块中的通道数，按通道号码升序输出

“1”或“0”。
“1”为传送输出 (AO 通道 )ON 状态，“0”为传送输出 (AO 通道 )OFF 状态。

通道量程设为 Skip 或手动输出时，输出一个 -( 连字符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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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当前登录的所有用户 (FUser)
命令“FUser,1”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EN<crlf>

p 登录方法

M 通信

W Web(HTTP 服务器 )
F FTP 服务器

S RS-232、RS-422/485、USB 通信或 Bluetooth
D 从画面操作登录

l 用户级别

A 管理员

U 一般用户

M 监测者

( 仅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
uuuuuuuuuuuuuuuuuuuu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abcdefghijkmnpqrstuvwxy 用户权限

F 解锁

L 锁定

a ～ y 表示操作。p ～ y 仅在安全增强功能 (/AS) 有效时才能

输出。

a 记录

b 运算

c 数据保存 
d 信息

e 批处理

f 解除报警

g 通信

h 画面操作

i 时间设定

j 设定操作

k 外部存储器

m 系统操作

n 输出操作

p 测量值校正设定操作

q～ y 未使用 ( 空格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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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FUser,2“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ABCDEFGHIJKLMN<crlf>
EN<crlf>

p 登录方法

M 通信

W Web(HTTP 服务器 )
F FTP 服务器

S RS-232、RS-422/485、
USB 通信或 Bluetooth

D 从画面操作登录

l 用户级别

A 管理员

U 一般用户

M 监测者

( 仅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
用时。)

uuuuuuuuuuuuuuuuuuuu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

的部分为空白 )
abcdefghijkmnpqrstuvwxyABCDEFGHIJKLMN 用户权限

F 解锁

L 锁定

a 记录

b 运算

c 数据保存

d 信息

e 批处理

f 解除报警

g 通信

h 画面操作

i 时间设定

j 设定操作

k 外部存储器

m 系统操作

n 输出操作

p 测量值校正设定操作

q～ y 未使用 ( 空格 )
A 远程 / 本地操作

B 控制操作

C 自整定操作

D 程序操作

E SP 操作

F～ N 未使用 ( 空格 )
p ～ y 仅在安全增强功能 (/AS) 有效

时才能输出。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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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当前登录的所有用户
命令“FUser,1”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crlf>
EN<crlf>

p 登录方法

M 通信

W Web(HTTP 服务器 )
F FTP 服务器

S RS-232、RS-422/485、USB 通信或 Bluetooth
D 从画面操作登录

l 用户级别

A 管理员

U 一般用户

M 监测者

( 仅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
uuuuuuuuuuuuuuuuuuuu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abcdefghijkmnpqrstuvwxy 用户权限

F Free
L Lock

a ～ y 表示操作。p ～ y 仅在安全增强功能 (/AS) 有效时才

能输出。

a 记录

b 运算

c 数据保存

d 信息

e 批处理

f 解除报警

g 通信

h 画面操作

i 时间设定

j 设定操作

k 外部存储器

m 系统操作

n 输出操作

p 测量值校正设定操作

q～ y 未使用 ( 空格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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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FUser,3”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ABCDEFGHIJKLMN<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ABCDEFGHIJKLMN<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ABCDEFGHIJKLMN<crlf>
p_l_uuuuuuuuuuuuuuuuuuuu_abcdefghijkmnpqrstuvwxyABCDEFGHIJKLMN<crlf>
EN<crlf>

p 登录方法

M 通信

W Web(HTTP 服务器 )
F FTP 服务器

S RS-232、RS-422/485、
USB 通信或 Bluetooth

D 从画面操作登录

l 用户级别

A 管理员

U 一般用户

M 监测者

( 仅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
用时。)

uuuuuuuuuuuuuuuuuuuu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

的部分为空白 )
abcdefghijkmnpqrstuvwxyABCDEFGHIJKLMN 用户权限

F Free
L Lock

a 记录

b 运算

c 数据保存

d 信息

e 批处理

f 解除报警

g 通信

h 画面操作

i 时间设定

j 设定操作

k 外部存储器

m 系统操作

n 输出操作

p 测量值校正设定操作

q～ y 未使用 ( 空格 )
A 远程 / 本地操作

B 控制操作

C 自整定操作

D 程序操作

E SP 操作

F～ N 未使用 ( 空格 )
p ～ y 仅在安全增强功能 (/AS) 有效

时才能输出。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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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 仪表地址 (FAddr)
命令“FAddr,IP”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IP_Address_¯_¯_¯:xxx.xxx.xxx.xxx<crlf>
Subnet_Mask_¯_¯_:xxx.xxx.xxx.xxx<crlf>
Default_Gateway_:xxx.xxx.xxx.xxx<crlf>
Primary_DNS_¯_¯_:xxx.xxx.xxx.xxx<crlf>
Secondary_DNS_¯_:xxx.xxx.xxx.xxx<crlf>
Host_¯_¯_¯_¯_¯_¯:yyyyyyyyyyyyyyyyyyyy…<crlf>
Domain_¯_¯_¯_¯_¯:zzzzzzzzzzzzzzzzzzzz…<crlf>
EN<crlf>

xxx IP 地址号码 (0 ～ 255)
yyy... 主机名 ( 固定为 64 字符，不足 64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zzz... 域名 ( 固定为 64 字符，不足 64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2.10.8 本仪表的状态 (FStat)
命令“FStat,0”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aaa.bbb.ccc.ddd<crlf>
EN<crlf>

命令“FStat,1”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aaa.bbb.ccc.ddd.eee.fff.ggg.hhh<crlf>
EN<crlf>

aaa 状态信息 1( 请参阅下表 )
bbb 状态信息 2( 请参阅下表 )
ccc 状态信息 3( 请参阅下表 )
ddd 状态信息 4( 请参阅下表 )
eee 状态信息 5( 请参阅下表 )
fff 状态信息 6( 请参阅下表 )
ggg 状态信息 7( 请参阅下表 )
hhh 状态信息 8( 请参阅下表 )

状态信息 1
位 名称 说明

0 控制中 控制过程中保持为“1”。
1 记录中 记录过程中保持为“1”。
2 运算中 运算过程中保持为“1”。
3 报警发生时 报警发生时保持为“1”。
4 外部存储器访问中 访问 SD 存储器期间保持为“1”。
5 邮件发送过程中 邮件发送过程中保持为“1”。
6 蜂鸣器鸣叫中 蜂鸣器鸣叫时保持为“1”。
7 传送输出中 传送输出过程中保持为“1”。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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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信息 2
位 名称 说明

0 - -
1 - -
2 存储空间不足 外部存储的空间不足时保持为“1”。
3 通过触摸操作登录 通过触摸操作登录时保持为“1”。
4 发生用户锁定 发生用户锁定，在进行“用户无效解除报警”前保持为“1”( 仅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 )。
5 - -
6 测量异常检测中 AI 模块内检测到异常或断偶发生时，保持为“1”。
7 通信异常检测中 Modbus 主机、Modbus 客户端、WT 通信或 SLMP 通信中

任何一个发生通信错误时，保持为“1”。

状态 3 及状态 4 为边缘动作。读取 1 次后清除。

状态信息 3
位 名称 说明

0 运算丢失 未来得及运算时保持为“1”。
1 小数点 / 单位信息的设置 更改了小数点 / 单位信息时保持为“1”。
2 命令错误 命令的语法中存在错误时保持为“1”。
3 执行时错误 执行命令过程中发生错误时保持为“1”。
4 启动时 SNTP 错误 启动时若与 SNTP 时间无法对时，保持为“1”。
5 - -
6 - -
7 - -

状态信息 4
位 名称 说明

0 - -
1 外部存储器访问结束 将显示 / 事件 / 手动采样 / 报表 / 画面图像的各数据文

件保存至外部存储器时，保持为“1”。设定保存 / 读
入正常结束时保持为“1”。

2 报表创建结束 报表创建结束时保持为“1”。
3 超时 计时器超时时保持为“1”。
4 保存、载入结束 设定参数、报表模板、标尺板图像、自定义画面设定、

已信赖证书、程序模式的保存 / 载入操作完成时，保

持为“1”。
5 - -
6 - -
7 -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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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信息 5
位 名称 说明

0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1 记录时变为“1”。
1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2 记录时变为“1”。
2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3 记录时变为“1”。
3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4 记录时变为“1”。
4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5 记录时变为“1”。
5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6 记录时变为“1”。
6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7 记录时变为“1”。
7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8 记录时变为“1”。

状态信息 6
位 名称 说明

0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9 记录时变为“1”。
1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10 记录时变为“1”。
2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11 记录时变为“1”。
3 正在记录批处理组 12 记录时变为“1”。
4 - -
5 - -
6 - -
7 - -

状态信息 7
位 名称 说明

0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状态信息 8
位 名称 说明

0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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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 报警一览 (FLog)
命令“FLog,ALARM”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ttt_kkk_cccc_lss<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ttt 报警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ttt 毫秒 (000 ～ 999)
毫秒和毫秒、秒和毫秒之间插入“.”( 句点 )。

kkk 报警因素

OFF 报警解除

ON_ 报警发生

ACK 全通道解除报警、解除单个报警

ALL 全通道报警 OFF
cccc 通道号码

l 报警电平 (1 ～ 4)
ss 报警类型

H_ 上限报警

h_ 差值上限报警

L_ 下限报警

l_ 差值下限报警

R_ 变化率上升限报警

r_ 变化率下降限报警

T_ 延迟上限报警

t_ 延迟下限报警

报警因素为“全通道解除报警”或“全通道报警 OFF”时，“通道号码”、“报警电平”、“报警类型”

为空白。

报警因素为“解除单个报警”时，“报警类型”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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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0 信息一览 (FLog)
命令“FLog,MSG”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YYYY/MO/DD_HH:MM:SS_t_mmm…m_zzz_ggg…g_uuu…
u<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信息写入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YYYY/MO/DD_HH:MM:SS 写入数据的位置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t 信息的类型

N 普通信息

H 手写信息

mmm…m 信息 ( 固定为 48 字符，不足 48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手写信息时输出字符串 "(image)"。

zzz 操作属性 (3 字符 )
KEY 触屏操作、键操作

REM 远程控制输入

COM 以太网通信

SER 串行通信 (RS-232、RS-422/485、USB 通

信或 Bluetooth)
ACT 事件动作

SYS 系统

EXT 来自外部设备 (Modbus 等 ) 的操作

WEB Web操作 (GM且安全增强功能 (/AS)启用时 )
ggg…g 写入目标组 ( 用“.”( 句点 ) 隔开，表示多个组 )( 固定为 16 字符，

不足 16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ALL 全部显示组

aa.bb.cc.dd… 多个显示组

uuu…u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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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1 操作日志 (FLog)
命令“FLog,EVENT”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zzz_sss…s_uuu…u<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操作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zzz 操作因素

KEY 触屏操作、键操作

REM 远程控制输入

COM 以太网通信

SER 串行通信 (RS-232、RS-422/485、USB 通

信或 Bluetooth)
ACT 事件动作

SYS 系统

EXT 来自外部设备 (Modbus 等 ) 的操作

WEB Web操作 (GM且安全增强功能 (/AS)启用时 )
sss…s

uuu…u

操作字符串 ( 固定为 16 字符，不足 16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请参阅 2.10.23 操作日志详细信息输出 (FEventLog)(/AS)。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2.10.12 错误日志 (FLog)
命令“FLog,ERROR”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nnn_uuu…u<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错误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nnn 错误代码 (001 ～ 999)
uuu…u 错误信息 ( 固定为 80 字符，不足 8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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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3 地址设定日志 (FLog)
命令“FLog,DHCP”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kkk…k_mmm…m<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kkk…k 类型 ( 固定为 6 字符，不足 6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请参阅下表 )
mmm…m 信息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请参阅下表 )

类型 信息 内容

LINK ON 检测到以太网连接

OFF 检测到以太网断开

SET 地址 ( 例如：

10.0.122.3)
IP 地址的设定

DHCP OFF 禁用 DHCP 功能

ON 启用 DHCP 功能

RENEWING 更新获取的 IP 地址

RELEASING 释放获取的 IP 地址

REJECTING 拒绝获取的 IP 地址 *
RENEWED IP 地址的更新结束

RELEASED IP 地址的发布结束

EXTENDED IP 地址的续订申请完成

ESEND DHCP 信息发送失败

ESERVER DHCP 服务器的检索失败

ESERVFAIL DHCP 服务器发送的响应失败 ( 接收超时 )
ERENEWED IP 地址更新失败

ERELEASED IP 地址的发布失败

EEXTENDED IP 地址的续订申请失败

EEXPIRED IP 地址租用期满

DNS UPDATED DNS 主机名注册结束

REMOVED DNS 主机名删除结束

EFORMERR DNS 信息的格式错误

ESERVFAIL DNS 服务器的处理错误

ENXDOMAIN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域不存在 )
EREFUSED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未经许可的处理 )
EYXDOMAIN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记录存在 )
EYXRESET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记录存在 )
ENXRESET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记录不存在 )
ENOTAUTH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未认证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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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信息 内容

DNS ENOTZONE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访问错误 )
ENOTIMP 拒绝访问 DNS 服务器

( 该命令未实际安装 )
ENONAME 试图在主机名为空的状态下注册到 DNS 服务器

* 本仪表不能接收从 DHCP 服务器获取的 IP 地址时，拒绝地址并立即向 DHCP 服务器返回响应。

2.10.14 通信日志 (FLog)
命令“FLog,General”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nn_uuu…u_fdmmm…m<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命令的接收 / 发送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nn 连接 ID
s0 串行 ( 通信 )
s1 Bluetooth 连接

s2 USB 连接

e0 以太网连接 #0( 通信 )
e1 以太网连接 #1( 通信 )
e2 以太网连接 #2( 通信 )
e3 以太网连接 #3( 通信 )

uuu…u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f 多个命令标志

空白 单个命令

* 多个命令

d 收发邮件

> 接收邮件 ( 命令：连接装置→本仪表 )
< 发送邮件 ( 响应：本仪表→连接装置 )

mmm…m 信息 ( 固定为 40 字符，不足 4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虽然通常情况下直接输出收发的数据，但有时也会输出特殊信息。

以下记录了特殊信息。

(output) 数据输出

(Over length) 超过命令长度

(timed out) 超时

(disconnected) 连接强制断开 ( 断开以太网连接时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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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5 Modbus 通信日志 (FLog)
命令“FLog,Modbus”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c_xxxxxx_kkk…k_nnn_d<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错误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c 通信类型

M Modbus 主机

C Modbus 客户端

xxxxxx 发生操作 ( 固定为 6 字符 )
ACTIVE 正常运行状态

READY_ 命令准备状态

CLOSE_ 连接断开状态

HALT_¯ 命令停止状态

_¯_¯_¯ 上述以外

kkk…k 详细信息 ( 固定为 15 字符，不足 15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请参阅

下表 )
nnn 命令号码 (0 ～ 999)
d 命令类型

R 读取

W 写入

O 随时写入 ( 从自定义画面写入 )
N 其他

详细信息 * 说明

SKIP 未设置命令

INVALID 不能执行命令

WAITING 等待服务器 / 从机的通信恢复

CLOSED 关闭与服务器 / 从机的连接

RESOLVING 与服务器 / 从机的连接建立过程中 ( 地址解析中 )
CONNECTING 与服务器 / 从机的连接建立过程中 ( 连接请求中 )
UNREACH 连接至服务器 / 从机失败 ( 找不到目标 )
TIMEDOUT 连接至服务器 / 从机失败 ( 发生超时 )
BROKEN 响应信息已损坏 (CRC 错误 )
ERR_FC 响应信息曾为 Illegal function 信息

ERR_ADDR 响应信息曾为 Illegal Data Address 信息

ERR_VALUE 响应信息曾为 Illegal Data Value 信息

ERR_DEVICE 响应信息曾为 Slave Device Failure 信息

ERR_解解解解 响应信息曾为解除报警 nowledge 信息

ERR_BUSY 响应信息曾为 Slave Device Busy 信息

ERR_NEGATIVE 响应信息曾为 Negative 解除报警 nowledge 信息

ERR_GATE_PATH 响应信息曾为 Gateway Path Unavailable 信息

ERR_GATE_TARGET 响应信息曾为 Gateway Target Device Failed To Respond 信息

BAD_SLAVE 响应信息的从机地址非法 ( 与指令不一致 )
BAD_FC 响应信息的功能代码非法 ( 与指令不一致 )
BAD_ADDR 响应信息的地址非法 ( 与指令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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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 * 说明

BAD_NUM 响应信息的寄存器非法 ( 与指令不一致 )
BAD_CNT 响应信息的寄存器数量非法 ( 与指令不一致 )
NO_DATA 始终未能获取数据

BAD_DATA 响应信息的数据转换失败

VALID 可以正常获取数据

DROPOUT 通信不及时，发生通信丢失。

STALE 对方仪表响应比通信周期晚时输出

START 变更了 Modbus 或通信相关的设定时输出

STOP 变更了 Modbus 或通信相关的设定时输出
* “_”表示下划线。

2.10.16 FTP 客户端日志 (FLog)
命令“FLog,FTP”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xxxxxxxxx_k_fff…f<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错误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xxxxxxxxx 详细代码 ( 固定为 9 字符 )
TCPIP_¯_¯ 内部处理错误

HOSTADDR_ 未设定 IP 地址

HOSTNAME_ 不能解析服务器的主机名

UNREACH_¯ 不能连接服务器

CONNECT_¯ 不能连接至数据端口

SEND_¯_¯_ 向数据端口发送邮件失败

RECV_¯_¯_ 从数据端口接收邮件失败

REPLY_¯_¯ 从服务器接收到否定响应

SERVER_¯_ 服务器的响应非法

CMDSEND_¯ 向控制端口发送命令错误

CMDRECV_¯ 从控制端口接收命令错误

USER_¯_¯_ 用户名非法

PASS_¯_¯_ 密码非法

ACCT_¯_¯_ 内部处理错误

TIMEOUT_¯ 响应超时

LINK_¯_¯_ 以太网电缆未连接

FILE_¯_¯_ 文件访问失败

NOFD_¯_¯_ 内部处理错误

NOID_¯_¯_ 内部处理错误

PARAM_¯_¯ 内部处理错误

CERT_¯_¯_ 证书验证错误

SSL_¯_¯_¯ 加密通信错误

k 服务器类型 (P、S)
fff…f 文件名 ( 包括扩展名，固定为 51 字符，不足 51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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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7 SNTP( 对时 ) 客户端日志 (FLog)
命令“FLog,SNTP”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nnn_xxxxxxxxx<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错误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nnn 错误代码

xxxxxxxxx 详细代码 ( 固定为 9 字符 )
SUCCESS_¯ 成功

EOVER_¯_¯ 超过时分限制值

EDORMANT_ 内部处理错误

EHOSTNAME 主机名的查询失败

ETCPIP_¯_ 内部处理错误

ESEND_¯_¯ 数据包发送失败

ETIMEDOUT 发生响应超时

EBROKEN_¯ 响应数据包损坏

ERECV_¯_¯ 接收错误

EINVALID¯ 内部处理错误

ENOID_¯_¯ 内部处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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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8 E-Mail 客户端日志 (FLog)
命令“FLog,MAIL”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ffffff_eeeeeeeeeeee_n_uuu…u<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发送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ffffff 因素 ( 固定为 6 字符 )
ALARM_ 报警邮件

TIMER_ 定时邮件

POWER_ 电源故障 / 停电恢复

MEMORY 外部存储器剩余空间不足

ERROR_ 错误通知

REPORT 报表文件

TEST_¯ 测试邮件

PASSWD 用户锁定

eeeeeeeeeeee 错误详细代码 ( 固定为 12 字符 )
HOSTADDR_¯_¯ 未设定 IP 地址

HOSTNAME_¯_¯ 不能解析服务器的主机名

TIMEOUT_¯_¯_ 与服务器的通信超时

LINK_¯_¯_¯_¯ 以太网电缆未连接

UNREACH_¯_¯_ 不能连接服务器

HELO_¯_¯_¯_¯ 服务器拒绝问候信息

MAILFROM_¯_¯ 服务器拒绝指定发信地址

RCPTTO_¯_¯_¯ 服务器拒绝指定收信地址

DATA_¯_¯_¯_¯ 服务器拒绝数据发送命令

TCPIP_¯_¯_¯_ 内部处理错误

INVAL_¯_¯_¯_ 内部处理错误

SMTPAUTH_¯_¯ SMTP AUTH 认证失败

ANOTSUPPORT_ 不支持的认证方式

POP3UNREACH_ 不能连接 POP3 服务器

POP3TIMEOUT_ POP3 服务器连接超时

POP3HOSTNAME 不能解析 POP3 主机名

POP3AUTH_¯_¯ POP3 服务器认证失败

CERT_¯_¯_¯_¯ 证书验证错误

SSL_¯_¯_¯_¯_ 加密通信错误

n 收信地址

1 收信地址 1
2 收信地址 2
+ 收信地址 1+2

uuu…u 接收邮件地址 ( 固定为 30 字符，不足 3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输出接收邮件地址的用户名部分 (“XXXX@abc.def.ghi”的

“XXXX”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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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9 Web 日志 (FLog)
命令“FLog,WEB”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xxx.xxx.xxx.xxx_mmmmmmmm_uuu…u_ccc_nnn…<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错误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xxx.xxx.xxx.xxx 连接对象的 IP 地址

mmmmmmmm HTTP 查询方法

GET GET 方法

POST POST 方法

uuu…u 访问地址 URL( 固定为 24 字符，不足 24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ccc HTTP 响应代码 ( 固定为 32 字符，不足 32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请参阅下表 )
nnn… 错误信息 ( 请参阅下表 )

HTTP 响应代码 错误信息

100 Continue
101 Switching Protocols
201 Created
202 Accepted
203 Non-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204 No Content
205 Reset Content
206 Partial Content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405 Method Not Allowed
406 Not Acceptable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408 Request Time-out
409 Conflict
410 Gone
411 Length Required
412 Precondition Failed
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414 Request-URI Too Large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501 Not Implemented
502 Bad Gateway
503 Server Unavailable
504 Gateway Time-out
505 HTTP Version Not Supported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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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0 SLMP 日志 (FLog)
命令“FLog,SLMP”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xxxxxx_kkk…k_nnn_d<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命令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xxxxxx 发生现象

ACTIVE 通信连接成功。获取正常的数据。

READY_ 通信连接成功。但，未能获取正常的数据。

CLOSE_ 正在执行 TCP 连接。

HALT_ _ 通信失败，等待通信恢复。

_ _ _ _ 上述以外的现象。

kkk…k 详细

nnn 命令号码 (0 ～ 999)
d 命令类型

R 读出

W 写入

O 立即写入

N 其他

详细 分类 意思

START 通信的状态 SLMP 开始

STOP SLMP 结束

DROPOUT 未能在指定的周期内处理命令

SKIP 指令的问题 未指定命令

INVALID 不能执行命令

WAITING 通信的问题 等待服务器通信恢复

CLOSED 与服务器的连接已断开

RESOVING 正在建立与服务器的连接 ( 地址解决中 )
CONNECTING 正在建立与服务器的连接 ( 连接请求中 )
UNREACH 与服务器的连接失败 ( 找不到连接对象 )
TIMEOUT 与服务器的连接失败 ( 超时 )
ERROR 响应的问题 发生系统异常

BROKEN 响应信息已损坏

BAD_HEAD 响应信息的标题异常

BAD_LEN 响应信息的信息长度异常

BAD_DATA 响应信息的信息数据异常

ERROR: □□□□ 接收到错误响应 ( □代表 4 位数错误号码 )
VALID 数据的状态 可以正常获取数据

STALE 数据已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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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1 控制报警一览 (FLog)
命令“FLog,CALARM”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ttt_kkk_cccc_lsssss<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ttt 控制报警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ttt 毫秒 (000 ～ 999)
毫秒和毫秒、秒和毫秒之间插入“.”( 句点 )。

kkk 报警因素

OFF 报警解除

ON_ 报警发生

ACK 全通道解除报警、解除单个报警

ALL 全通道报警 OFF
cccc 通道号码 (L001 ～ L692)
l 报警电平 (1 ～ 4)
sssss 报警类型

PVH_ _ PV 上限

PVL_ _ PV 下限

SPH_ _ SP 上限

SPL_ _ SP 下限

DVH_ _ 偏差上限

DVL_ _ 偏差下限

DVO_ _ 偏差上下限

DVI_ _ 上下限偏差内

OTH_ _ 控制输出上限

OTL_ _ 控制输出下限

PVR_ _ PV 変化率

报警因素为“全通道解除报警”或“全通道报警 OFF”时，“通道号码”“报警电平”、“报警类型”

为空白。

报警因素为“解除单个报警”时，输出解除报警的“通道号码”、“报警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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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2 控制动作一览 (FLog)
命令“FLog,CTRL”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aaa…a_sss…s<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控制动作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毫秒和毫秒、秒和毫秒之间插入“.”( 句点 )。

aaa…a 名称 ( 最多 13 字符 )
模式号码 _ 回路号码 _ 类型

模式号码 最多 2 字符

回路号码 最多 4 字符

类型 最多 5 字符

不满足最字符数时，为空白。

sss…s 状态 ( 最多 12 字符 )

名称 状态 内容
回路号码 LOCAL 将控制运行动作设为本地

REMOTE 将控制运行动作设为远程

PROGRAM 将控制运行动作设为程序

AUTO 将控制运行动作设为自动

MANUAL 将控制运行动作设为手动

CASCADE 将控制运行动作设为串级

RUN 控制运行的开始

STOP 控制运行的停止

AT**_ON 自整定的开始

** ：PID 号码 ( 数值 ) 或 "R"
AT OFF 自整定的停止

模式号码 PROG RUN 程序运行的开始

PROG RESET 程序运行的停止

HOLD ON 程序运行的保持开始

HOLD OFF 程序运行的保持解除

WAIT ON 程序运行的等待开始

WAIT OFF 程序运行的等待解除

ADVANCE 程序运行的程序段跳步执行
模式号码 _ 回路号码 _ 类型 PVE**_ON 程序运行的 PV 事件发生

** ：事件号码 ( 数值 )
PVE**_OFF 程序运行的 PV 事件解除

** ：事件号码 ( 数值 )
模式号码 TME**_ON 程序运行的 TIME 事件发生

** ：事件号码 ( 数值 )
TME**_OFF 程序运行的 TIME 事件解除

** ：事件号码 ( 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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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内容

PVH_ _ PV 上限

PVL_ _ PV 下限

SPH_ _ SP 上限

SPL_ _ SP 下限

DVH_ _ 偏差上限

DVL_ _ 偏差下限

DVO_ _ 偏差上下限

DVI_ _ 上下限偏差内

OTH_ _ 控制输出上限

OTL_ _ 控制输出下限

PVR_ _ PV 変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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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3 操作日志详细信息输出 (FEventLog)(/AS)
“FEventLog”命令的输出。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可以输出。WEB 操作仅在启用 GM 的

安全增强功能 (/AS) 时才可以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yy/mo/dd_hh:mm:ss_zzz_sss…s_uuu…u_ddd…<crlf>
…
EN<crlf>

yyyy/mo/dd_hh:mm:ss 操作发生时间

yyyy 年 (1900 ～ 20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zzz 操作因素

KEY 触屏操作、键操作

REM 远程控制输入

COM 以太网通信

SER 串行通信 (RS-232、RS-422/485、USB
通信或 Bluetooth)

ACT 事件动作

SYS 系统

EXT 来自外部设备 (Modbus 等 ) 的操作

WEB Web操作 (GM且安全增强功能 (/AS)启用时 )
sss…s 操作字符串 ( 固定为 16 字符，不足 16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请参

阅下表 )
uuu…u 用户名 ( 固定为 20 字符，不足 2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ddd… 详细信息 ( 请参阅下表 )

操作字符串、详细信息

与安全增强功能有效性无关，带星号 (*) 的操作内容保留到日志中。除上述情况以外，只有安

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才会保留日志。

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 的部分中添加 
信息

蓝字为详细信息的输出格式

错误、系统通知

错误发生 Error### ### 错误号码 ( 输出到操作字符串 )
期限超过 Expiring## ## 日程号码

s…
s… 标题

例：

’ Check Data’
校正操作

A/D 校正操作

A/D 校正 ExecA/DCal Unit:uu,Slot:ss
uu 单元

ss 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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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模块校正 CalModule Unit:uu,Slot:ss,m��

uu
ss
m
示例：

Unit:00,Slot:01,GX90YA-04-C1
登录类

电源 OFF* POWER OFF －

电源 ON* POWER ON －

登录 * LOGIN －

注销 * LOGOUT －

用户锁定 UserLocked User:UUU
UUU 用户号码

控制类

变更模式 ChgMode ss…
ss… 模式类型 [Operate、A/Dcal、

FirmUpdate]
时间变更 * TIME CHANGE －

新时间 * NEW TIME －

时间调整开始 * TIME ADJ START amm:ss:xxx.yyy
误差

a 符号 (- 慢、+ 快 )
mm 分

ss 秒

xxx 毫秒

yyy 微秒

示例：

+00:01:000.000
时间调整结束 * TIME ADJ END －

SNTP 时间变更 * SNTP ADJUST －

DST 开始 * DST START －

DST 结束 * DST END －

变更密码 ChgPasswd User:UUU
UUU 用户号码

用户无效解除报警 UserLocked 解除

报警

－

解除报警 Alarm 解除报警 Channel:cc…,Level:ll…
cc… 通道 ( 全部解除时为 ALL)
ll… 电平 ( 全部解除时为 ALL)

写入信息 Message###### ### 前半部分：信息号码 ( 输出到操作字符串 )
普通信息：001 ～ 100
自定义信息：F01 ～ F10
手写信息：Hnd

### 后半部分：批处理组号码 ( 输出到操作字

符串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批处理组号码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 ：
-01 ～ -12
例：

“Message001”“MessageF01-12”
< 详细信息 >
Data Tim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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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tt… 数据日期时间 ( 仅追记信息

时。不追记信息时不输出 )
格式与 FLog 命令输出的时

间部分相同

示例：

Data Time:2012/03/13 10:25:28
记录开始 Record Start###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01 ～ -12 批处理组号码

记录停止 Record Stop###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01 ～ -12 批处理组号码

手动采样 ManualSample －

运算开始 MathStart －

运算停止 MathStop －

运算复位 MathRST###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 空格 ) 所有运算通道的复位

-01 ～ -12 属于指定批处理组的运算通道

的复位

运算丢失确认 Math 解除报警 －

Email 开始 MailStart －

Email 停止 MailStop －

Modbus 手动恢复 RefModbus ss…
ss… 类型 [Client、Master]

SLMP 通信手动恢复 RefSLMP －

保存显示数据 SaveDisp###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01 ～ -12 批处理组号码

经由事件动作时

• 保存全部设定时，操作日志中只保留已保存的批

处理组。

• 保存全部设定时，如果不存在已保存的批处理组，

则不附带 ###。
保留操作日志，之后错误操作日志也将保留。

保存事件数据 SaveEven###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01 ～ -12 批处理组号码

• 保存全部设定时，操作日志中只保留已保存的批

处理组。

• 保存全部设定时，如果不存在已保存的批处理组，

则不附带 ###。
保留操作日志，之后错误操作日志也将保留。

保存手动采样数据 ManualSave ss…
ss… 数据类型 [Data、Report、

ManualSample、
AlarmSummary]
全部时为 [All]、中途中断时

为 [Cancel]
画面存储 Snapshot －

设定批处理号码 SetBatchNo###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01 ～ -12 批处理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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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设定批次号码 SetLotNo###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01 ～ -12 批处理组号码

设定批处理文本区域 SetTextField### ### 多重批处理禁用时：( 空格 )
多重批处理启用时：

-01 ～ -12 批处理组号码

No:nn
nn 文本区域号码

变更显示率 ChgRate ss…
ss… 更新周期字符串

示例：

1min/div
计时器复位 TimerRST Timer:ttt,ttt,ttt…���

ttt 罗列被复位的计时器号码 (全
部计时器时为 ALL)

匹配时刻计时器复位 MTimerRST Timer:ttt,ttt,ttt…���

ttt 罗列被复位的计时器号码 (全
部计时器时为 ALL)

写入通信通道 
( 仅画面操作 )

WriteComm kk…,CCCC=dd…
kk… 写入类型：内存 / 外部存储

器

[Internal,External]
C 通信通道

dd… 值

示例：

Internal,C001=1.234 
写入 DO 通道 
( 手动时 )( 仅画面操

作 / 通信命令 )

WriteDO CCCC=dd…
C DO 通道

dd… 值 [ON、OFF]
示例：

0901=OFF
写入 SW 通道 
( 手动时 )( 仅画面操

作 / 通信命令 )

WriteSW CCCC=dd…
C 内部开关

dd… 值 [ON、OFF]
示例：

S001=ON
保存设定数据 Save######### ##•# 保存类型 ( 输出到操作字符串 )

Report 报表

Scale 标尺图像

使用多重批处理功能时，接

下来在下划线之后附加指定

的批处理组号码。

例：

SaveScale-02
Custom 自定义画面

Parameter 参数

Cert 证书

All 所有设定

< 详细信息 >
----　###　=　报表时　----
cc…,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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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cc… 报表形式 [EXCEL、PDF]
rr… 报表类型 [Hour、Day、

Week、Month、Hour+Day、
Day+Week、Day+Month、
Batch、Custom]

----　###　=　标尺时　----
Group:gg

gg 组号码

----　###　=　自定义时　----
No:nn…

nn… 画面号码 ( 所有自定义画面

时为 ALL)
读入设定数据 Load########## ##•# 读入类型 ( 输出到操作字符串 )

Report 报表

Scale 标尺图像

使用多重批处理功能时，接

下来在下划线之后附加指定

的批处理组号码。

例：

LoadScale-02
Custom 自定义画面

Parameter 参数

Cert 证书

All 所有设定

< 详细信息 >
----　###　=　报表时　----
cc…,rr…

cc… 报表形式 [EXCEL、PDF]
rr… 报表类型 [Hour、Day、

Week、Month、Hour+Day、
Day+Week、Day+Month、
Batch、Custom]

----　###　=　标尺时　----
Group:gg

gg 组号码

----　###　=　自定义时　----
No:nn…

nn… 画面号码 ( 所有自定义画面

时为 ALL)
----　###　=　参数时　----
ss…

ss… 载入内容的 [Security、IP、
Other、All、w/o-SERVER、

w/o-CALIB、 w/o-INSTRU]
*“w/o-”表示除该设定以外。

密钥生成 GeneKey###### ##•# 动作内容 ( 输出到操作字符串 )
Start 开始

Done 完毕

Cancel 中断

安装证书 InstallServCert ss…,kk…
ss… 证明类型：Main/ 中间 [Main、

Chained]
kk… 用途：SSL 通信 /PDF[COM、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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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示例：

Main,PDF
生成证书 CreateCert －

触摸屏校正 ExecTouchCal －

初始化 Initialize ss…
初始化类型 [Security、Other、Data、             
w/o-IP、w/o-SERVER、 w/o-CALIB、               
w/o-INSTRU]
*“w/o-”表示除该设定以外。

( 罗列已初始化的内容。全部时为 ALL)
示例：

Security, Other, Data
多重批处理功能变更 ChgMultiBatch (s,num)=(b1,b2)->(a1,a2)

b1,b2 变更前

a1,a2 变更后

以下设定项目 ( 显示在最多 2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s On/Off( 变更前后 )[ON,OFF]
num 多重批处理数 ( 变更前后 )
例：

(s,num)=(OFF,3)->(ON,12)
载入多重批处理的设定数据时，如果多

重批处理的设定数据无变化，则不输出

详细内容。

签名 Sign In l,ss…
l 级别 (1 ～ 3)
ss… 文件名

键锁 Keylock ON －

解除键锁 Keylock OFF －

Bluetooth 功能 ON Bluetooth ON －

Bluetooth 功能 OFF Bluetooth OFF －

清除 Bluetooth 通信

的连接列表

BTListClear －

IP 地址固定模式 FixedIPMode －

保存未保存数据 DiffAutoSave －

AO 传送输出操作 AOTrans CCCC=d…
c AO 通道 ( 单个通道操作时 )、

ALL( 通道统一操作时 )
d 值 [ON,OFF]
例：

0901=OFF
AO 手动输出操作 AOManual CCCC=d…
( 仅画面操作 ) c AO 通道

d 值 [ON,OFF]
例：

0001=1234
单独初始化 IndivInit sss…

初始化类型 [RecordCh,DisplayGroup...]
（罗列被初始化的项目。）

例：

RecordCh,Displa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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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模块相关

重新配置 ConfigModule －

移除模块 RemoveModule Unit:uu,Slot:ss,mm…,ii…,vv…
u 单元

s 插槽

mm… 模块名

ii… 机器号码

vv… 版本号

示例：

Unit00,Slot:01,GX90XA-
10-U2,0000,1,00.00

安装模块 AttachModule Unit:uu,Slot:ss,mm…,ii…,vv…
u 单元

s 插槽

mm… 模块名

ii… 机器号码

vv… 版本号

模块信息 InfoModule Unit:uu,Slot:ss,dd…,UU…

u 单元

s 插槽

dd… 校正日期 ( 与日志的日期格

式相同 )
UU… 校正用户名

示例：

Unit00,Slot:01,2013/06/05,User01
激活模块 ApplyModule －

更新模块 UpdateModule Unit:uu,Slot:ss,mm…,ii…,vv…
u 单元

s 插槽

mm… 模块名

ii… 机器号码

vv… 版本号

记录开始中设定变更

报警设定变更 SetAlarm cccc:l:(s,typ,val,hys,l,Otyp,Ono)=(b1,b2,b3,b4, 
b5,b6,b7)->(a1,a2,a3,a4,a5,a6,a7)

c c ：通道

l l ：电平

b1,…,b7 变更前

a1,…,a7 变更后

以下的设定项目 ( 显示最多 7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s On/Off( 变更前后 )[ON、

OFF]
typ 类型 ( 变更前后 ) 

[H、L、R、r、h、l、T、t]
val 报警值 ( 变更前后 )
hys 滞后 ( 变更前后 )
l 检出 ( 变更前后 )[ON、OFF]
Otyp 输出类型 ( 变更前后 ) 

[OFF、DO、SW]
Ono 输出号码 ( 变更前后 )
示例 1 ： 
0001:1:(s,typ,val,hys,l,Otyp,Ono)=(
off,TH,off,-2.000,0.0005,DO,0001)-
>(off,TL,off,-2.000,0.0005,SW,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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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示例 2 ： 
0002:2:(val)=(-2.000)->(-1.000)

报警延迟设定变更 SetAlmDelay cccc:(hour,min,sec)=(b1,b2,b3)->(a1,a2,a3)
cccc 通道

b1,b2,b3 变更前

a1,a2,a3 变更后

以下的设定项目 ( 显示最多 3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时 延迟小时 ( 变更前后 )
分 延迟分 ( 变更前后 )
秒 延迟秒 ( 变更前后 )
示例：

A100:(hour,min,sec)=(00,00,00)-> 
(01,02,03)

测量值校正模式 / 
点数设定变更

SetCCModePnt cccc:(mode,num)=(b1,b2)->(a1,a2)
c 通道

b1,b2 变更前

a1,a2 变更后

以下的设定项目 ( 显示最多 2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mode 模式 ( 变更前后 ) 

[OFF, Bias, Appro, Corr]
num 校正点数 ( 变更前后 )
示例：

0001:(mode,num)=(OFF,3)->(Appro,12)
测量值校正值设定变

更

SetCCValue cccc:pp:(input,output)=(b1,b2)->(a1,a2)
c 通道

p 校正位置

b1,b2 变更前

a1,a2 变更后

以下的设定项目 ( 显示最多 2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input 输入校正值 ( 变更前后 )
output 输出校正值 ( 变更前后 )
示例：

0001:02:(output)=(1.234)->(2.234)
保存路径设定变更 SetDirectory (b1)->(a1)

文件夹名 ( 变更前后 )
示例：

(DATA0)->(DATA1)
收信地址设定变更 SetRecipient Recipient:l

ｌ 收信地址号码 [1、2]
示例：

Recipient:1
发信地址设定变更 SetSender —

标题设定变更 SetSubject —

用户注册设定变更 SetLogin User:UUU
UUU 用户号码

日程设定 SetSchedule## ## 日程号码

(s,dd,ck,cy,bz,cc,t,1,2)=(b1,b2,b3,b4,b5,b6,b7,b8
,b9)->(a1,a2,a3,a4,a5,a6,a7,a8,a9)

b1, …b9 变更前

b1, …b9 变更后

以下设定项目 ( 显示在最多 8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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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s On/Off
dd 日期 [yyyy/mo/dd]
ck 通知日 [1 ～ 10]
cy 再通知周期

[10min,30min,1h,8h]
bz 通知蜂鸣器 [ON,OFF]
cc 设定调用 [ON,OFF]
t 标题

1 通知内容 1
2 通知内容 2
但，标题变更前、通知内容 1 的设定前 /
设定后、通知内容 2 的设定前 / 设定后将

不输出 ( 空白字符 )。
例：

02:(s,ck,t,2)=(OFF,3,,)->(ON,4,’ abc’ ,)
校正系数设定 SetCFactor cccc:pp:(uncorrected, instru,sensor)=(b1,b2,b3)-

>(a1,a2,a3)
c 通道

p 校正位置

b1,b2,b3 变更前

a1,a2,a3 变更后

以下设定项目 ( 显示在最多 2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未校正值 ( 变更前后 )
仪表校正系数 ( 变更前后 )
传感器校正系数 ( 变更前后 )
例：

0001:02:(sensor)=(1.234)->(2.234)
测量值校正模式 /
点数

SetComCCMode
Pnt

uuu:dd:cccc:ssssssssss(mode,num)=(b1,b2)-
>(a1,a2)

设定变更 u u : 0
( 通信通道用 ) d d : 0

c 通信通道号码

s, · · · s 串行号码 : Null
b1,b2 变更前

a1,a2 变更后

以下设定项目 ( 显示在最多 2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mode 模式 ( 变更前后 )

[OFF, Bias, Appro, Corr]
num 校正点数 ( 变更前后 )
例：

000:00:C001::(mode,num)=
(OFF,3)->(Appr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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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测量值校正值

设定变更

SetCom
#######

动作内容 ( 向操作字符串输出 )
### : CCValue : 折线近似 / 折线偏移

( 通信通道用 ) uuu:pp:dd:cccc:ssssssssss:(input,output)=(b1,b2)
->(a1,a2)

u u : 0
p 校正位置

d d : 0
c 通信通道

s, · · · s 串行号码 : Null
b1,b2 变更前

a1,a2 变更后

以下设定项目 ( 显示在最多 2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input 输入校正值 ( 变更前后 )
output 输出校正值 ( 变更前后 )
例：

000:02:00:C001::(outp
ut)=(1.234)->(2.234)

测量值校正值

设定变更

SetCom
#######

动作内容 ( 向操作字符串输出 )
### : CCValue : 折线近似 / 折线偏移

校正系数设定

( 通信通道用 )
uuu:pp:dd:cccc:ssssssssss(uncorrected,instru,se
nsor)=(b1,b2,b3)->(a1,a2,a3)

u u : 0
p 校正位置

d d : 0
c 通信通道

s, · · · s 串行号码 : Null
b1,b2,b3 变更前

a1,a2,b3 变更后

以下设定项目 ( 显示在最多 2 个项目中

发生变化的项目 )
未校正值 ( 变更前后 )
仪表校正系数 ( 变更前后 )
传感器校正系数 ( 变更前后 )
例：

000:02:00:C001::(sens
or)=(1.234)->(2.234)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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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字符串 ### 信息及详细信息

记录停止中设定变更

设定变更 SetParameter ss…:kk…
ss… 设定文件名

kk… 设定变更类型 
[Security、Comm、I/OCh、 
MathCh、CommCh、Other]
( 罗列已变更内容 )

示例：

000111_131219_095412.GSL:Security, 
Comm,I/OCh,MathCh,CommCh,Other

日程设定 SetSchedule 与记录开始时的设定变更相同。

更新相关

其他更新 Update### ### 动作内容 ( 输出到操作字符串 )
Web Web 应用程序

< 详细信息 >
vv…

vv… 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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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4 外部存储器及内存的文件列表 (FMedia)
命令“FMedia,DIR”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yy/mm/dd_hh:mi:ss_lll…l_fff…<crlf>
yy/mm/dd_hh:mi:ss_<DIR>_dddddddd…<crlf>
EN<crlf>

yyyy/mo/dd_hh:mm:ss 文件创建时间

yy 年 (1900 ～ 2099)
mm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23)
mi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lll…l 文件大小 ( 固定为 10 位，不足 1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目录时输出 <DIR>。

fff… 文件名

2.10.25 外部存储器的可用空间 (FMedia)
命令“FMedia,CHKDSK”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zzzzzzz_Kbytes_free<crlf>
EN<crlf>

zzzzzzz 可用空间 (KB)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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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6 设定数据 (FCnf)
命令“FCnf”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 设定查询的响应 >
EN<crlf>

按设定查询的响应形式输出设定数据。

2.10.27 小数点位置 / 单位信息 (FChInfo)
命令“FChInfo”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s_cccc_uuuuuuuuuu,pp<crlf>
s_cccc_uuuuuuuuuu,pp<crlf>
s_cccc_uuuuuuuuuu,pp<crlf>
EN<crlf>

s 数据状态

N 标准

D 差值输入

S 不使用

cccc 通道号码 ( 输入输出通道、运算通道、通信通道 )
uuuuuuuuuu 单位信息 ( 固定为 10 字符，不足 10 字符的部分为空白 )
pp 小数点位置 (00 ～ 05)

在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中为尾数部分的小数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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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8 系统配置 (FSysConf)
命令“FSysConf”的输出。

语法结构

仅本体时

EA<crlf>
Unit:00
00: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1: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2: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3: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4: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5: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6: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7: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8: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9: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EN<crlf>

连接了扩展单元 / 子单元时

EA<crlf>
U00f: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01f: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02f: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03f: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04f: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05f: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06f: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nit:nn
00: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1: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2: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3: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4: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5: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6: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7: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8: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9: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Unit:nn
00: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1: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2: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3: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4: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5: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6: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7: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8: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9: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
Unit:nn
00: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1: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2: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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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4: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5: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6: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7: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8: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09:cccccccccccccccc_uuuuuuuuuuuuuuuu_defghijklmnopqrs<crlf>
EN<crlf>

连接了扩展单元 / 子单元时的输出示例

• 单元信息部分 (U00等 )中输出扩展模块的型号。与是否有扩展模块无关，输出全部7个单元。

• 模块信息部分 (Unit 以后 ) 中输出输入输出模块的型号。不输出实际未安装模块的单元。

EA
U00*:GX20-1J          GX20-1J          ----------------
U01 :GX90EX-02-TP1    GX90EX-02-TP1    ----------------
U02 :---------------- ---------------- ----------------
U03 :---------------- ---------------- ----------------
U04 :---------------- ---------------- ----------------
U05 :---------------- ---------------- ----------------
U06 :---------------- ---------------- ----------------
Unit:00
00:GX90XA-10-U2     GX90XA-10-U2     ----------------
01:GX90XA-10-U2     GX90XA-10-U2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Unit:01
00:GX90XA-10-U2     GX90XA-10-U2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EN

cccccccccccccccc 实际安装的模块型号

-------------------- 未安装模块 (“-”16 字符 )
显示模块的型号代码。

uuuuuuuuuuuuuuuu 识别了设定的模块型号

-------------------- 未安装模块 (“-”16 字符 )
显示模块的型号代码。

defghijklmnopqrs 模块状态
- 正常
X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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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s 表示下述各项。

d 系统数据异常

e 校正值异常

f 参数异常

g 预约 (-)
h FRAM 异常

i 预约 (-)
j 预约 (-)
k 预约 (-)
l A/D 异常

m RJC 异常

n 预约 (-)
o 预约 (-)
p 预约 (-)
q 预约 (-)
r 预约 (-)
s 预约 (-)

nn 单元号码

f * GX/GP 本体 / GM 主单元

( 空白 ) 扩展单元 / 子单元

DEFGHIJKLMNOPQRS 扩展模块状态

D ～ S 表示下述各项。

D 系统数据异常 (– ：正常、x ：异常 )
E 以太网异常 (– ：正常、x ：异常 )
F～ S 预约 (-)

2.10.29 Bluetooth 设备信息 (FBTDevInfo)
命令“FBTDevInfo”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BD 地址 )、( 模块信息 )<crlf>
EN<crlf>

(BD 地址 )            xx:xx:xx:xx:xx:xx 的格式

( 模块信息 )          xxxx( 任意文本 )

但是，在电源接通后打开 Bluetooth 功能之前，BD 地址部分的 xx 全部输出为空格，模块信息

部分无文本输出。

输出示例
p1 省略

EA<crlf>
B4:17:D3:AC:07:AA,Init R02.01.1(build 000)<crlf>
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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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0 提示器信息输出 (FReminder)
命令“FReminder”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nn ssssss yyy/mo/dd_YYY/MO/DD_e…<crlf>
EN<crlf>

nn 日程号码 (01 ～ 12)
ssssss 状态

None 未注册

Normal 通知前

Notice 通知中

Expire 超过期限

yyyy/mo/dd 上次设定日

YYYY/MO/DD 期限日

e…
状态设为 None 时，不输出以下信息。

输出示例

EA
01_None
02_Normal_2015/02/28_2015/03/30_30
03_Notice_2015/02/25_2015/02/28_3
04_Expire_2015/02/20_2015/02/13_-7
05_Normal_2015/02/28_2015/03/30_30
06_Normal_2015/02/28_2015/03/30_30
07_Normal_2015/02/28_2015/03/30_30
08_None
09_None
10_None
11_None
12_Non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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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1 最新控制数据输出 (FCtrlData)
命令“FCtrlData,0”的输出。以回路为单位输出数据。

语法结构

EA<crlf>
DATE_yy/mo/dd<crlf>
TIME_hh:mm:ss.mmmt<crlf>
llll,S_fddddddddE-pp,S_fddddddddE-pp,S_fddddddddE-pp,aaaa1aaaa2aaaa3aaaa4<crlf>
EN<crlf>

yy/mo/dd 数据时间 ( 年、月、日 )
yy 年 (00 ～ 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mm:ss.mmmt 数据时间 ( 時、分、秒、毫秒 )
hh 时 (00 ～ 23)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mmm 毫秒 (000 ～ 999)
秒和毫秒之间插入“.”( 句点 )。

t 预约 ( 空白 )
llll 回路号码

S 数据状态

N 标准

S Skip
O 溢出

E 错误

B 断偶

F 无数据

M 无数据或无模块

f 符号 (+ 或 –)
dddddddd 尾数部分 (–9999999 ～ 99999999、8 桁 )

数据状态为O或B时，尾数部分为量程的の -5%～105%的数值。

数据状态为 E 时，尾数部分为 99999999。
pp 指数部分 (00~04)
aaaa1aaaa2aaaa3aaaa4 报警状态

aaaa1 报警状态 1
aaaa2 报警状态 2
aaaa3 报警状态 3
aaaa4 报警状态 4

aaaa1 ～ aaaa4 表示以下项目。
PVH PV 上限
PVL PV 下限
SPH SP 上限
SPL SP 下限
DVH 偏差上限
DVL 偏差下限
DVO 偏差上下限
DVI 上下限偏差内
OTH 控制输出上限
OTL 控制输出下限
PVR PV 変化率

无报警时，为空白。

s_fddddddddE-pp 的顺序为 PV、SP、OUT。
时间不是控制周期的时间，是通过通信命令取得数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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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2 SP 号码、PID 号码输出 (FCtrlNo.)
命令“FCtrlNo”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LOOP,llll<crlf>
SPNO,x<crlf>
PIDNO,y<crlf>
EN<crlf>

llll 回路号码 (L001 ～ L692)
x SP 号码 (1 ～ 8)
y PID 号码 (1 ～ 8, R)

输出示例

FCtrlNo,L001
EA<crlf>
LOOP,L001<crlf>
SPNO,1<crlf>
PIDNO,2<crlf>
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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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3 控制模式输出 (FCtrlMode)
命令“FCtrlMode”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llll,xxx.xxx.xxx.xxx<crlf>
EN<crlf>

llll 回路号码 (L001 ～ L692)
xxx 按顺序以十进制显示 Bit31 ～ 24、23 ～ 16、15 ～ 8、7 ～ 0 的状态。

Bit0
0 RUN
1 STOP

Bit1
0 LOCAL
1 REMOTE

Bit2
Bit3

0 AUTO
1 MANUAL
2 CASCADE

Bit4
0 自整定 OFF
1 自整定 ON

Bit5 ～ 7
未使用

Bit8
0 AI1 未使用

1 AI1 使用

Bit9
0 AI2 未使用

1 AI2 使用

Bit10
0 EXPV1 未使用

1 EXPV1 使用

Bit11
0 EXPV2 未使用

1 EXPV2 使用

Bit12 ～ 28
未使用

Bit29、30
0 PROG
1 RESET
2 LOCAL

Bit31
0 无程序运行

1 有程序运行

输出示例

程序运行中、自整定中、串级运行中、PROG、REMOTE 和 RUN 状态时

EA<crlf>
L001,128.000.000.026<crlf>
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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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4 程序运行模式输出 (FPrgMode)
命令“FPrgMode”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p,xxx.xxx.xxx.xxx<crlf>
EN<crlf>

PP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xxx 按顺序以十进制显示 Bit31 ～ 24、23 ～ 16、15 ～ 8、7 ～ 0 的状态。

Bit0
0 程序停止中

1 程序运行中

Bit1
0 非保持 (HOLD) 中
1 保持 (HOLD) 中

Bit2
0 非等待 (WAIT) 中
1 等待 (WAIT) 中

Bit3 ～ 31
未使用

输出示例

非等待中、非保持中、程序运行中时

EA<crlf>
01,000.000.000.001<crlf>
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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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5 程序模式信息输出 (FPrgPtnInfo)
命令“FPrgPtnInfo”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TNNO,a<crlf>
SEGNO,b<crlf>
SEGUSE,c<crlf>
SEGTM,hh:mm:ss<crlf>
WAITTM,hh:mm:ss<crlf>
RPT-MODE,d<crlf>
RPT-CNT,e<crlf>
RPT-REM,f<crlf>
RPT-START,g<crlf>
RPT-END,h<crlf>
STARTTM,yy/mo/dd hh:mm:ss<crlf>
ENDTM,yy/mo/dd hh:mm:ss<crlf>
EN<crlf>

PTNNO 运行中的模式号码 a(1 ～ 99)
SEGNO 运行中的程序段号码 b(1 ～ 99)
SEGUSE 当前选择模式的程序段数 c(1 ～ 99)
SEGTM 剩余程序段时间

hh 时 (00 ～ 99)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WAITTM 等待动作中的等待经过时间

hh 时 (00 ～ 99)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RPT-MODE 运行中的模式的重复设定 d
0 ON
1 OFF
2 无限反复

RPT-CNT 运行中的模式的重复次数 e(0 ～ 999)
RPT-REM 运行中的模式的剩余重复次数 f(0 ～ 999)
RPT-START 重复动作时的开始程序段号码 g(1 ～ 99)
RPT-END 重复动作时的结束程序段号码 h(1 ～ 99)
STARTTM 程序运行开始时间

yy 年 (00 ～ 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99)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ENDTM 程序运行停止时间

yy 年 (00 ～ 99)
mo 月 (01 ～ 12)
dd 日 (01 ～ 31)
hh 时 (00 ～ 99)
mm 分 (00 ～ 59)
ss 秒 (00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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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EA<crlf>
PTNNO,5
SEGNO,10
SEGUSE,7
SEGTM,11:05:22
WAITTM,00:06:00
RPT-MODE,1
RPT-CNT,20
RPT-REM,2
RPT-START,3
RPT-END,6
STARTTM,17/05/03 10:00:00
ENDTM,17/05/05 10:00:00
EN<crlf>

2.10.36 PV 事件 / 时间事件信息输出 (FPrgEvent)
命令“FPrgEvent”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p,xxx.xxx.xxx.xxx<crlf>
pp,yyy.yyy.yyy.yyy<crlf>
EN<crlf>

pp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xxx 按顺序以十进制显示 Bit31 ～ 24、23 ～ 16、15 ～ 8、7 ～ 0 的状态。

Bit0
. 0 PV 事件 1 OFF
. 1 PV 事件 1 ON
.

Bit31
0 PV 事件 32 OFF
1 PV 事件 32 ON

yyy 顺序以十进制显示 Bit31 ～ 24、23 ～ 16、15 ～ 8、7 ～ 0 的状态。

Bit0
. 0 时间事件 1 OFF
. 1 时间事件 1 ON
.

Bit31
0 时间事件 32 OFF
1 时间事件 32 ON

输出示例

FPrgEvent,1
PV 事件 1、时间事件 2 和 3 发生时

EA<crlf>
01,000.000.000.001<crlf>
01,000.000.000.006<crlf>
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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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7 程序控制结束信号的状态输出 (FPrgEnd)
命令“FPrgEnd”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p,x<crlf>
EN<crlf>

PP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x 程序控制结束信号的状态

0 5 秒的程序控制结束信号为 OFF
1 5 秒的程序控制结束信号为 ON

输出示例

FPrgEnd,1
5 秒的程序控制结束信号为 ON 时

EA<crlf>
01,1<crlf>
EN<crlf>

2.10.38 当前运行中的程序模式号码和状态输出 (FPrgPtnCur)
命令“FPrgPtnCur”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p,xxx.xxx.xxx.xxx<crlf>
oo,cccc
���

oo,ccc
EN<crlf>

pp 程序模式号码 (1 ～ 99)
xxx 按顺序以十进制显示 Bit31 ～ 24、23 ～ 16、15 ～ 8、7 ～ 0 的状态。

Bit0
0 程序停止中

1 程序运行中

Bit1
0 非保持 (HOLD) 中
1 保持 (HOLD) 中

Bit2
0 非等待 (WAIT) 中
1 等待 (WAIT) 中

Bit3 ～ 31
未使用

oo 号码 (1 ～ 20)
cccc 回路号码 (L001 ～ L692)

输出示例

程序模式 1、非保持中、非等待中、程序运行中、回路 1、回路 2 分配

EA<crlf>
01,000.000.000.001<crlf>
01,L001
02,L011
EN<crlf>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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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9 仪表制造商 (_MFG)
命令“_MFG”的输出。输出仪表制造商。

输出示例

EA<crlf>
YOKOGAWA<crlf>
EN<crlf>

2.10.40 仪表产品名称 (_INF)
命令“_INF”的输出。

输出示例

EA<crlf>
'GX20/GP20',123456789,xx-xx-xx-xx-xx-xx,Rx.xx.xx <crlf>
EN<crlf>

‘GX20/GP20’ 产品名称 ("GX20/GP20"、"GX10/GP10" 或 "GM10")
123456789 机器号码

xx-xx-xx-xx-xx-xx MAC 地址 (xx 为 16 进制 )
Rx.xx.xx 固件版本

2.10.41 仪表基本规格 (_COD)
命令“_COD”的输出。

输出示例

EA<crlf>
'GX20',-1,J,1,M <crlf>
EN<crlf>

‘GX20’ 产品型号

-1 类型

-1 100 通道

-2 500 通道

J 显示语言

J 日文

E 英文

C 中文

1 电源电压

空白 ( 产品型号为 GX10/GX20/GM10 时 )
1 100VAC、240VAC( 产品型号为 GP10/GP20 时 )

M 电源线

空白 ( 产品型号为 GX10/GX20/GM10 时 )
M 符合电气用品安全法 (PSE) 的电缆

D UL/CSA 电缆

F VDE 电缆

R AS 电缆

Q BS 电缆 
H GB 电缆

N NBR 电缆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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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2 仪表的固件版本 (_VER)
命令“_VER”的输出。

输出示例

EA<crlf>
B999999,Rx.xx.xx,'Main Program'<crlf>
B999999,Rx.xx.xx, ‘Web Program’<crlf>
EN<crlf>

B999999 固件产品号码 ( 第 1 行 )，Web 程序产品号码 ( 第 2 行 )
Rx.xx.xx 固件版本 ( 第 1 行 )，Web 程序版本 ( 第 2 行 )

2.10.43 仪表的可选项安装信息 (_OPT)
命令“_OPT”的输出。

输出示例

EA<crlf>
/C2,'RS-232'<crlf>
/C3, 'RS-422/485'<crlf>
/C8, ‘Bluetooth’<crlf>
/D5, 'VGA output'<crlf>
/FL, 'Fail output (1 point) '<crlf>
/MT,'Mathematical function (with report function) '<crlf>
/MC, 'Communication channel function'<crlf>
/P1, '24 VDC/AC power supply'<crlf>
/UH, 'USB interface (Host 2 ports) '<crlf>
/AS, ‘Advanced security functions’<crlf>
/BT, ‘Multi-batch function’<crlf>
/AH, ‘Aerospace heat treatment’<crlf>
/E1, ‘EtherNet/IP communication’<crlf>
/E2, ‘WT connect functions’<crlf>
/E3, ‘OPC-UA server’<crlf>
/E4, ‘SLMP communication’<crlf>
/CG, ‘Custom display functions’<crlf>
/LG, ‘Log scale functions’<crlf>
/PG, ‘Program pattern’<crlf>
/U__0,'Model pre-installed with analog (universal) input 
module(s)'<crlf>
/CR__,'Model pre-installed with digital output module(s) and/or 
digital input module(s)'<crlf>
EN<crlf>

/C2 RS-232
/C3 RS-422/485
/C8 Bluetooth
/D5 VGA 输出

/FL 故障输出，1 点

/MT 运算 ( 包括报表功能 )
/MC 通信通道功能

/P1 24 VDC/AC 电源驱动

/UH USB 接口 ( 主机 2 端口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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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安全增强功能 ( 符合 Part11 标准 )
/BT 多重批处理功能

/AH 针对航空航天的热处理功能

/E1 EtherNet/IP 通信

/E2 WT 通信

/E3 OPC-UA 服务器

/E4 SLMP 通信

/CG 自定义画面功能

/LG LOG 标尺

/PG 程序控制

/UX1X20 预装模拟 ( 通用 ) 输入模块

X1 端子类型

S 螺丝端子

C 压接端子

X2 模拟 ( 通用 ) 输入模块安装数量

1、2、3、4、5、6、7、8、9、A(A 表示 10)
/CRY1Y2 预装数字输出模块 / 数字输入模块

Y1 数字输出 (C 接点 ) 模块安装数量

1、2、3、4、5
Y2 数字输入模块安装数量

1、2

2.10.44 仪表夏时制 / 标准时的安装信息 (_TYP)
命令“_TYP”的输出。

输出示例

EA<crlf>
DST,’Summer time/Winter time’<crlf>
EN<crlf>

DST 夏时制 / 标准时有效

2.10.45 仪表的错误号码信息 (_ERR)
命令“_ERR”的输出。

输出示例

EA<crlf>
10:1:2,'Dram Error'<crlf>
500:2:5,'Media Error'<crlf>
EN<crlf>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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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6 仪表的单元配置信息 (_UNS 或 _UNR)
命令“_UNS”或“_UNR”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1,p2,p3,p4,p5,p6,p7,p8,p9,p10<crlf>
p1,p2,p3,p4,p5,p6,p7,p8,p9,p10<crlf>
…
EN<crlf>

输出示例

EA<crlf>
Main,0,'GX20-1J',1234567,xx-xx-xx-xx-xx-xx,R1.01.01,/MT /C2,0,10,--
--------------<crlf>
Sub,1,’GX90EX-02-ET1’,1234567,xx-xx-xx-xx-xx-xx,R1.01.01,,0,6,-----
-----------<crlf>
EN<crlf>

1 行 (p1 ～ p10) 为一个单元的配置信息。

pn 输出示例的值 说明

p1 Main, Sub 单元之间的依存关系 ( 主单元 / 子单元 ) 信息。

Main ：本体 ( 系统内只有一个。GX/GP 本体或 GM 主单元。)
Sub ：子单元 ( 本体以外。GX/GP 扩展单元或 GM 子单元 )

p2 0,1 单元地址号码。本体的地址号码为“0”。
p3 ‘GX20-1J’, 

’GX90EX-02-
ET1’

单元的型号 ( 产品型号 )。输出单引号指定的内容。本体的型号或扩展

单元 / 子单元上的扩展模块的型号。

p4 1234567 机器号码

p5 xx-xx-xx-
xx-xx-xx

MAC 地址

xx=16 进制数

p6 R1.01.01 单元的固件版本。以“R+ 版本”格式输出。

p7 /MT /C2 可选项。安装的可选项代码用空格隔开输出。

p8 0 固定为“0”
p9 6,10 最多可安装模块数。无可安装模块时输出 0。
p10 -----------

------
单元状态。单元状态以字符串形式输出。请参阅“2.10.28 系统配置

(FSysConf)”的扩展模块状态。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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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本体和扩展模块的信息 ( 下图的绿色部分 )。
/  /

EX 
AI DI

EXAIAIAI

EX AI AI

EX AI DI

2.10.47 仪表的模块配置信息 (_MDS 或 _MDR)
命令“_MDS”或“_MDR”的输出。

语法结构

EA<crlf>
p1,p2,p3,p4,p5,p6,p7,p8,p9,p10,p11<crlf>
p1,p2,p3,p4,p5,p6,p7,p8,p9,p10,p11<crlf>
…
EN<crlf>

输出示例

EA<crlf>
Main,0,1,'GX90YD-06-11',1234567,R1.01.01,,0,0,6,-------------------
<crlf>
Main,0,9,'GX90EX-02-ET1'1234567,R1.01.01,,0,0,0,-------------------
<crlf>
Sub,1,0,'GX90XA-10-U2',1234567,R1.01.01,,0,10,0,-------------------
<crlf>
Sub,1,1,'GX90XA-10-U2',1234567,R1.01.01,,0,10,0,-------------------
<crlf>
Sub,1,2,'GX90XA-10-U2',1234567,R1.02.01,,0,10,0,-------------------
<crlf>
Sub,2,0,'GX90XA-10-U2',1234567,R1.02.01,,0,10,0,-------------------
<crlf>
Sub,2,1,'GX90XD-16-11',1234567,R1.01.01,,0,16,0,-------------------
<crlf>
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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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 (p1 ～ p11) 为一个模块的配置信息。

pn 输出示例的值 说明

p1 Main, Sub 单元之间的依存关系 ( 主单元 / 子单元 ) 信息。

Main ：本体 ( 系统内只有一个。GX/GP 本体或 GM 主单元。)
Sub ：子单元 ( 本体以外。GX/GP 扩展单元或 GM 子单元 )

p2 0, 1, 2 装有模块的单元的地址号码。

p3 0, 1, 2, 9 装有模块的单元的插槽号码 (0 为基准 )。
p4 ’GX90YD-06-11’,

’GX90EX-02-ET1’,
’GX90XA-10-U2’,
’GX90XD-16-11’

模块型号 ( 产品型号 )。输出单引号指定的内容。

• 本体中安装的所有模块

• 扩展单元 / 子单元中安装的模块 ( 扩展模块除外 )

p5 1234567 机器号码

p6 R1.01.01, 
R1.02.01

模块的固件版本。以“R+ 版本”格式输出。

p7 空格 可选项。模块中安装的可选项代码用空格隔开输出。

p8 0 固定为“0”
p9 0, 10, 16 模块内最多允许输入的通道数。无输入时输出 0。
p10 0, 6 模块内最多允许输出的通道数。无输出时输出 0。
p11 ---------------- 模块状态。模块状态以字符串形式输出。请参阅“2.10.25 系统

配置 (FSysConf)”的模块状态。

输出输入输出模块的信息 ( 下图的绿色部分 )。

EX 
AI DI

EXAIAIAI

EX AI AI

EX AI DI

/  /

2.10　ASCII 输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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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介绍数据输出响应二进制输出格式“数据部分”包括的数据。关于二进制输出格式的整体构成，

请参阅 2-118 页的“二进制输出”。

2.11.1 最新的通道数据 (FData)
命令“FData,1”的输出。输出运算通道、输入输出通道和通信通道的最新数据。

构成
输出数据的构成如下图所示。在“块 1”中存储数据。

块数 字节数

2字节 2字节

块1

块数 (16 位 )
总为“1”。

字节数 (16 位 )
存储块 1 的字节数。

块 1
块 1 的内容。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毫秒

补充信息

状态 通道号码 报警 数据值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2字节

状态 通道号码 报警 数据值

…

4字节

8字节

12字节

通道

类型

数据

类型

通道

类型

数据

类型

数据时间

项目 ( 位数 ) 值

年 (8 位 ) 0 ～ 99
月 (8 位 ) 1 ～ 12
日 (8 位 ) 1 ～ 31
时 (8 位 ) 0 ～ 23
分 (8 位 ) 0 ～ 59
秒 (8 位 ) 0 ～ 59
毫秒 (16 位 ) 0 ～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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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信息 (64 位 )
位 0 ：夏时制 / 标准时 (0 ：标准时，1 ：夏时制 )

数据类型 (4 位 )
表示数据类型。(1 ：32 位整数型，2 ：32 位浮点型 )
设定了 LOG 标尺 (/LG) 的通道的数据值为 32 位浮点型。

控制报警 ( 安装 PID 控制模块时 ) 的报警状态插入 0。

通道类型 (4 位 )
表示通道类型。

值 通道类型

1 输入输出通道

2 运算通道

3 通信通道

状态 (8 位 )
表示通道的状态。

位 值 通道的状态

0~4 0 无错误

1 不使用

2 正溢出

3 负溢出

4 正断偶

5 负断偶

6 A/D 错误

7 无效数据

16 运算结果为 NaN
17 通信错误

5 0 A/D 校正值未出错

1 A/D 校正值出错

6 0 RJC 未出错

1 RJC 出错

7 0 预约

通道号码 (16 位 )
表示通道号码。“通道类型”不同，其存储如下所示。

通道类型 通道号码

输入输出通道

预约 通道号码

6位 10位

运算通道

预约 通道号码

6位 10位

通信通道

预约 通道号码

6位 10位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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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 (32 位 )
表示报警的状态。

报警1

8位 8位 8位 8位

报警4报警3报警2

“报警 1”～“报警 4”各 8 位的值如下表所示。

位 值 说明

0 ～ 5 0 无报警

1 上限报警发生

2 下限报警发生

3 差值上限报警发生

4 差值下限报警发生

5 变化率上升限报警发生

6 变化率下降限报警发生

7 延迟上限报警发生

8 延迟下限报警发生

6 0 没有发生报警

1 发生报警

7 0 报警的非保持状态

1 报警的保持状态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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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通道的 FIFO 数据 (FFifoCur)
命令“FFifoCur,0”的输出。输出运算通道、输入输出通道和通信通道的 FIFO 数据。

构成
下图的“块”中存有数据。

块数 字节数

2字节 2字节

块N

块1

块2

块N-1

块数 (16 位 )
存储的块数。在读取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指定的范围内，存储可输出的块数。

字节数 (16 位 )
存储一个块的字节数。

块
块的内容与“2.11.1 最新的通道数据 (FData)”的“块 1”相同。

2.11.3 FIFO 数据的读取范围 (FFifoCur)
命令“FFifoCur,1”的输出。输出 FIFO 数据读取位置的信息。

8字节

FIFO上最新数据的读取位置(1～99999999999)

补充信息(总为0)

FIFO上最早数据的读取位置(1～99999999999)

FIFO 上最早数据的读取位置
数据可读取范围的最早数据号码。

FIFO 上最新数据的读取位置
数据可读取范围的最新数据号码。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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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最新的控制数据 (FCtrlData)
命令“FCtrlData,1”的输出。已回路为单位输出最新控制数据。

构成
输出数据的构成如下图所示。在“块 1”中存储数据。

块数 字节数

2字节 2字节

块1

块数 (16 位 )
一直为“1”。

字节数 (16 位 )
存储块 1 的字节数。

块 1
块 1 的内容。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2字节

8字节

通道号码
数据
信息

预约 PVERR SPERR 小数点位置

报警
1

报警
2

报警
3

报警
4

预约

ATA/M/C L/R R/P/LR/S SPN PIDN PVSEL

毫秒

通道号码
数据
信息

预约 PVERR SPERR 小数点位置

报警
1

报警
2

报警
3

报警
4

预约

预约 PV

SP OUT

预约

预约

•••

预约 PV

SP OUT

预约

预约

补充信息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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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间
时间不是控制周期的时间，是通过通信命令取得数据的时间。

项目 ( 位数 ) 值

年 (8 位 ) 0 ～ 99
月 (8 位 ) 1 ～ 12
日 (8 位 ) 1 ～ 31
时 (8 位 ) 0 ～ 23
分 (8 位 ) 0 ～ 59
秒 (8 位 ) 0 ～ 59
毫秒 (16 位 ) 0 ～ 999

补充信息 (64 位 )
位 0 ：夏时制 / 标准时 (0 ：标准时，1 ：夏时制 )

回路号码 (16 位 )
001 ～ 692

数据信息 (8 位 )
数据状态 ( 或模块状态 )
0 : 未使用、1 : 无数据、2 : 正常、3 : 数据拔出 or 无模块拔出

PVERR(8 位 )
表示 PV 错误。

位 值 说明

0 ～ 4 0 无错误

1 Skip
2 +OVER
3 -OVER
4 + 断偶

5 - 断偶

6 A/D 错误

7 Invalid 数据

5 0 A/D 校正值未出错

1 A/D 校正值出错

6 0 RJC 未出错

1 RJC 出错

7 0 预约

SPERR(8 位 )
表示 SP 错误。

位 值 说明

0 ～ 4 0 无错误

1 Skip
2 +OVER
3 -OVER
4 + 断偶

5 - 断偶

6 A/D 错误

7 Invalid 数据

5 0 A/D 校正值未出错

1 A/D 校正值出错

6 0 RJC 未出错

1 RJC 出错

7 0 预约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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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点位置 (16 位 )
表示小数点位置。

位 值 说明

0 ～ 3 0 ～ 4 PV
4 ～ 7 0 ～ 4 SP
8 ～ 11 1 OUT

报警 (32 位 )
表示报警的状态。

“报警 1”～“报警 4”的 8 位值如下表所示。

位 值 说明

0 ～ 5 0 无报警

1 PV 上限报警发生

2 PV 下限报警发生

3 SP 上限报警发生

4 SP 下限报警发生

5 偏差上限报警发生

6 偏差下限报警发生

7 偏差上下限报警发生

8 上下限偏差报警发生

6 0 未发生报警

1 报警发生

7 0 报警非保持状态

1 报警保持状态

R/S(8 位 )
控制运行的开始、或停止

0 : RUN、1 : STOP

A/M/C(8 位 )
控制运行的自动、手动或串级

0 : AUTO( 自动 )、1 : MAN( 手动 )、2 ：CAS( 串级 )

L/R(8 位 )
控制运行的本地或远程

0 : LOCAL( 本地 )、1 : REMOTE( 远程 )

R/P/L(8 位 )
控制运行的重置、程序或本地

0 : RESET( 重置 )、1 : PROG( 程序 )、2 ：LOCAL( 本地 )

AT(8 位 )
自整定的开始或停止

0 : OFF、1 : ON

SPN(8 位 )
1 ～ 8 ：SP 组号码

PIDN(8 位 )
1 ～ 8 ：PID 组号码　9 ：参考 PID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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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SEL(8 位 )
表示 PV 输入的状态。

位 值 说明

0 ON 将 AI1 用于 PV1
1 ON 将 EXPV1 用于 PV1
2 ON 将 AI2 用于 PV2
3 ON 将 EXPV2 用于 PV2
4 ON 将 AI2 用于 PV1( 选择 2 输入时 )
5 ON 将 EXPV2 用于 PV1 用于 ( 选择 2 输入时 )

PV(32 位 )
用整数表示 PV 值。

数据状态为 Over 或断偶时，量程的 -5% ～ 105% 的数值。

SP(32 位 )
用整数表示 SP 值。

数据状态为 Over 或断偶时，量程的 -5% ～ 105% 的数值。

OUT(32 位 )
用整数表示 OUT 值。

但使用强制关闭功能时的 SD 为 -51，无效 (Invalid) 数据为 -100。

2.11　　二进制输出数据部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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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ASCII 码

ASCII 字符表。

上位 4 位

0 1 2 3 4 5 6 7

下

位

４

位

0 SP(空白 ) 0 ＠ P ‘ p
1 ! 1 A Q a q
2 “ 2 B R b r
3 # 3 C S c s
4 $ 4 D T d t
5 % 5 E U e u
6 & 6 F V f v
7 ‘ 7 G W g w
8 （ 8 H X h x
9 ） 9 I Y i y
A LF( 换行 ) * ： J Z j Z
B ESC + ； K [ k {
C , < L \ l |
D CR(恢复 ) - = M ] m }
E • > N ^ n ~
F / ? O _ o

命令描述中使用的字符
除字母或数字以外，“,”( 半角逗号 ) 为参数之间的分隔符，“;”( 半角分号 ) 为命令之间的分隔符，

“?”( 半角问号 ) 为查询符号，“'”( 半角单引号 ) 用于表示用户指定的字符串，“CR”( 恢复 )
和“LF”( 换行 ) 用于终止符。

用户指定字符串中可使用的字符
用户指定字符串 ( 标记、标记号码、信息等 ) 中可使用的字符如下表所示。

项目 命令及参数 说明

目录名 SDirectory 命令的 p1 可以使用 ASCII 字符表中蓝色部分

及粗框以外的字符。指定文件名 SFileName 命令的 p2
批处理号码 OBatName 命令的 p2
密码 SUser 的 p5 可以使用 ASCII 字符表中蓝色部分

及 SP ( 空白 ) 以外的字符。OPassword 的 p1、p2、p3
CLogin 的 p2

上述之外的用户指定字符串 可以使用 ASCII 字符表中蓝色部分

以外的字符。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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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登录操作

进行一般的通信时，从计算机登录至本仪表。按下图所示，如果至登录结束为止操作正常结束，

则命令变为可使用状态。

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E1, 401

否

E1, 732

通信连接

通信断开

**

登录结束

E0

E1, 401*

验证一致？

连接数内？

接收命令

通过CLogin命令登录

结束

开始

判断

代码

本仪表的响应(信息省略)

Bluetooth时，此处追加Bluetooth的
连接流程图(请参阅附录7)。

*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返回“E1, 402”。
** E251。CLogin 命令的格式不正确时，不执行验证程序，返回其错误代码。

 安全增强功能 (/AS) 启用时，返回下述错误代码。

 251、262、263、264、265、272、273、767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时，除上述之外，还会返回以下错误代码。

 004、252、261、651、657、760、761、762、763、764、765、766、768、769、770、771、
772、773、77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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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E1, 401

否

E1, 732

通信连接

通信断开

登录结束

E0

连接数内？

结束

开始

判断

代码

本仪表的响应(信息省略)

Bluetooth时，此处追加Bluetooth的
连接流程图(请参阅附录7)。

附录 2　登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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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外部存储器的文件 / 文件列表的输出流程

文件 aaaa.dtd 的输出示例
属于外部存储器目录 DATA0 的 aaaa.dtd 文件的输出流程如下所示。

FMedia,GET,/DRV0/DATA0/aaaa.dtd,0,-1

接收响应

发送命令

接收响应

结束

FMedia,GET,/DRV0/DATA0/aaaa.dtd,[未读出位置],-1

获取接收的字节数
(2)

计算未读出位置
(3)

开始

发送命令

是否有后续数据？
(1)

(1)  若二进制标题数据的标志bit0为“0”，则有

  后续数据。若为“1”，则数据发送结束。

(2)  从二进制输出通用标题的“数据长度”获取

  接收的字节数。

(3)  通过计算接收字节数的总和，找出未读出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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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外部存储器的文件 / 文件列表的输出流程

文件列表的输出示例
属于外部存储器目录 DATA0 的文件列表的输出流程如下所示。

FMedia,DIR,/DRV0/DATA0/,0,-1

接收响应

发送命令

接收响应

结束

FMedia,DIR,/DRV0/DATA0/,[未读出位置],-1

获取接收的文件数
(2)

计算未读出位置
(3)

发送命令

开始

是否有后续文件列表
(1)

(1)  如果此处以上的文件不存在，

  输出EA[crlf]EN[crlf]。

(2)  计算输出的文件列表的行数。

(3)  通过计算文件列表的行数总和，

  找出未读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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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FIFO 数据的输出流程

FIFO 缓存的概要
本仪表内存配置了测量数据输出专用的 FIFO( 先进先出 ) 缓存。测量数据在每个测量周期写入

缓存内。计算机可以从 FIFO 缓存持续获取最新的测量数据。

FIFO 确保的内存容量因机型不同而不同。同时，FIFO 缓存内可容纳的数据数，根据通道数

和测量周期的不同而不同。FIFO 缓存内可容纳的数据数及数据长度，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数据数 =2000000÷{16+(12×[ 通道数 ])}　( 舍掉小数点以后 )
 数据长度 =[ 数据数 ]×[ 测量周期 ]
 示例 输入输出通道 10、运算通道 10、通信通道 10，测量周期为 100ms 时，

  数据数 =5319、数据长度 =531.9 秒 =8.865 分

FIFO 缓存的动作示例
表示测量周期为 1 秒、FIFO 内存容量为 8 个周期的示例。

最新的写入位置
(从“1”开始的连续号码)

块1

块2

块3

块4

块5

块6

块7

块8

写入 FIFO 缓存的测量数据
每个测量周期写入 FIFO 缓存。此时，若向块 8 写入测量数据，则在下一个测量周期向块 1 写

入最新值，删除以前写入的数据。这叫做 FIFO 的循环处理。

另一方面，通过从 1 开始的连续号码管理最新的写入位置，即使发生 FIFO 循环处理，连续号

码也不会返回到 1。

读取测量数据
通过“FFifoCur,0”命令读取测量数据。此时，读取的开始位置及结束位置都通过连续号码指定。

可以通过“FFifoCur,1”命令读取当前可读取的连续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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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校验和的计算方法

二进制数据校验和的算法如下。

int CalcSum(unsigned char *buf, int len)

{

 int  odd;

 unsigned long sum;

 unsigned char *p;

 sum = 0;

 odd = len & 1;

 len >>= 1;

 for (p = buf ; len ; len --, p += 2)

 {

  sum += (*p << 8) | *(p + 1);

 }

 if (odd)  sum += (*p << 8);

 sum = (sum & 0xffff) + ((sum >> 16) & 0xffff);

 if (sum > 0xffff)  sum = sum - 0xffff;

 return ((~sum) & 0xff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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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WT 通信的数据组名和数据名

命令 SWattData 的参数 p5( 数据组名 ) 和 p6( 数据名 ) 的值如下表所示。

命令 SWattData 的参数 p5( 数据组名 ) 和 p6( 数据名 )
WT1800
p5( 数据组名 ) p6( 数据名 ) 内容 WT 的符号标记

Off - 不分配数据。 -
ELEMENT1～ELEMENT6 URMS 电压RMS Urms

UMN 电压MEAN Umn
UDC 电压DC Udc
IRMS 电流RMS Irms
IMN 电流MEAN Imn
IDC 电流DC Idc
P 有功功率 P
S 视在功率 S
Q 无功功率 Q
LAMBda 功率因数 λ
PHI 相位差 Ø
FU 电压频率 fU
FI 电流频率 fI
TIME 积分时间 Time
WH 功率积分(正负) WP
WHP 功率积分(正) WP+
WHM 功率积分(负) WP-
AH 电流积分(正负) q
AHP 电流积分(正) q+
AHM 电流积分(负) q-

ElemHrm1～ElemHrm6 UK_1 基波电压 U(1)
UK_T 电压总谐波 U(Total)
IK_1 基波电流 I(1)
IK_T 电流总谐波 I(Total)
UTHD 电压总谐波失真 Uthd
ITHD 电流总谐波失真 Ithd

SigmaA～SigmaC URMS 电压RMS UrmsΣ*
UMN 电压MEAN UmnΣ
IRMS 电流RMS IrmsΣ
IMN 电流MEAN ImnΣ
P 有功功率 PΣ
S 视在功率 SΣ
LAMBda 功率因数 λΣ
PHI 相位差 ØΣ
WH 功率积分(正负) WPΣ
WHP 功率积分(正) WP+Σ
WHM 功率积分(负) WP-Σ
AH 电流积分(正负) qΣ
AHP 电流积分(正) q+Σ
AHM 电流积分(负) q-Σ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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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WT 通信的数据组名和数据名

p5( 数据组名 ) p6( 数据名 ) 内容 WT 的符号标记

Other ETA1 效率1 η1
ETA2 效率2 η2
ETA3 效率3 η3
ETA4 效率4 η4
F1 用户自定义运算1 F1
F2 用户自定义运算2 F2
F3 用户自定义运算3 F3
F4 用户自定义运算4 F4
F5 用户自定义运算5 F5
F6 用户自定义运算6 F6
F7 用户自定义运算7 F7
F8 用户自定义运算8 F8
F9 用户自定义运算9 F9
F10 用户自定义运算10 F10
F11 用户自定义运算11 F11
F12 用户自定义运算12 F12
F13 用户自定义运算13 F13
F14 用户自定义运算14 F14
F15 用户自定义运算15 F15
F16 用户自定义运算16 F16
F17 用户自定义运算17 F17
F18 用户自定义运算18 F18

DeltaA～DeltaC DU1 Delta运算电压1 ΔU1
DU2 Delta运算电压2 ΔU2
DU3 Delta运算电压3 ΔU3
DUS Delta运算接线电压 ΔUΣ
DI Delta运算电流 ΔI
DP1 Delta运算功率1 ΔP1
DP2 Delta运算功率2 ΔP2
DP3 Delta运算功率3 ΔP3
DPS Delta运算接线功率 ΔPΣ

Motor SPEED 转速 Speed
TORQUE 扭矩 Torque
SYNCSP 同步速度 SyncSp
SLIP 滑差 Slip
PM 电机输出 Pm

Aux Aux1 Aux1 Aux1
Aux2 Aux2 Aux2

* 根据 WT1800 的接线种类可为 ΣA、ΣB 或 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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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500
p5( 数据组名 ) p6( 数据名 ) 内容 WT 的符号标记

Off - 不分配数据。 -
ELEMENT～ELEMENT3 URMS 电压RMS Urms

UMN 电压MEAN Umn
UDC 电压DC Udc
URMN 电压RMEAN Urmn
UAC 电压AC Uac
IRMS 电流RMS Irms
IMN 电流MEAN Imn
IDC 电流DC Idc
IRMN 电流RMEAN Irmn
IAC 电流AC Iac
P 有功功率 P
S 视在功率 S
Q 无功功率 Q
LAMBda 功率因数 λ
PHI 相位差 Ø
FU 电压频率 fU
FI 电流频率 fI
UPPeak 电压最大值 U+pk
UMPeak 电压最小值 U-pk
IPPeak 电流最大值 I+pk
IMPeak 电流最小值 I-pk
CFU 电压峰值因数 CfU
CFI 电流峰值因数 CfI
TIME 积分时间 Time
WH 功率积分(正负) WP
WHP 功率积分(正) WP+
WHM 功率积分(负) WP-
AH 电流积分(正负) q
AHP 电流积分(正) q+
AHM 电流积分(负) q-
WS 视在功率积分 WS
WQ 无功功率积分 WQ

ElemHrm1～ElemHrm3 UK_0 0次谐波电压 U(0)
UK_1 基波电压 U(1)
UK_T 电压总谐波 U(Total)
IK_0 0次谐波电流 I(0)
IK_1 基波电流 I(1)
IK_T 电流总谐波 I(Total)
PK_0 0次谐波的有功功率 P(0)
PK_1 基波的有功功率 P(1)
PK_T 有功功率总谐波 P(Total)
SK_0 0次谐波的视在功率 S(0)
SK_1 基波的视在功率 S(1)
SK_T 视在功率总谐波 S(Total)
QK_0 0次谐波的无功功率 Q(0)
QK_1 基波的无功功率 Q(1)
QK_T 无功功率总谐波 Q(Total)
LAMBDA0 0次谐波的功率因数 λ(0)
LAMBDA1 基波的功率因数 λ(1)
LAMBDAT 功率因数总谐波 λ(Total)
PHIK_1 基波的相位差 Ø(1)
PHIK_T 相位差总谐波 Ø(Total)
PHIUk3 基波电压与3次谐波的相位差 ØU(3)
PHIIk3 基波电流与3次谐波的相位差 ØI(3)
UTHD 总谐波电压失真 Uthd
ITHD 总谐波电流失真 Ithd
PTHD 总谐波有功功率失真 Pthd

下页继续

附录 6　WT 通信的数据组名和数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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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WT 通信的数据组名和数据名

p5( 数据组名 ) p6( 数据名 ) 内容 WT 的符号标记

SigmaA URMS 电压RMS UrmsΣ
UMN 电压MEAN UmnΣ
UDC 电压DC UdcΣ
URMN 电压RMEAN UrmnΣ
UAC 电压AC UacΣ
IRMS 电流RMS IrmsΣ
IMN 电流MEAN ImnΣ
IDC 电流DC IdcΣ
IRMN 电流RMEAN IrmnΣ
IAC 电流AC IacΣ
P 有功功率 PΣ
S 视在功率 SΣ
Q 无功功率 QΣ
LAMBda 功率因数 λΣ
PHI 相位差 ØΣ
WH 功率积分(正负) WPΣ
WHP 功率积分(正) WP+Σ
WHM 功率积分(负) WP-Σ
AH 电流积分(正负) qΣ
AHP 电流积分(正) q+Σ
AHM 电流积分(负) q-Σ
WS 视在功率积分 WSΣ
WQ 无功功率积分 WQΣ

Other ETA1 效率1 η1
ETA2 效率2 η2
F1 用户自定义运算1 F1
F2 用户自定义运算2 F2
F3 用户自定义运算3 F3
F4 用户自定义运算4 F4
F5 用户自定义运算5 F5
F6 用户自定义运算6 F6
F7 用户自定义运算7 F7
F8 用户自定义运算8 F8

Delta DELTA1 Delta运算1 ΔF1
DELTA2 Delta运算2 ΔF2
DELTA3 Delta运算3 ΔF3
DELTA4 Delta运算4 ΔF4

Phase PHI_U1U2 相位差UIU2 ØU1-U2
PHI_U1U3 相位差UIU3 ØU1-U3
PHI_U1I1 相位差UII1 ØU1-I1
PHI_U1I2 相位差UII2 ØU1-I2
PHI_U1I3 相位差UII3 ØU1-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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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WT 通信的数据组名和数据名

WT300
p5( 数据组名 ) p6( 数据名 ) 内容 WT 的符号标记

Off - 不分配数据。 -
ELEMENT1～ELEMENT3 U 电压 U

I 电流 I
P 有功功率 P
S 视在功率 S
Q 无功功率 Q
LAMBda 功率因数 λ
PHI 相位差 Ø
FU 电压频率 fU
FI 电流频率 fI
UPPeak 电压最大值 U+pk
UMPeak 电压最小值 U-pk
IPPeak 电流最大值 I+pk
IMPeak 电流最小值 I-pk
PPPeak 功率最大值 P+pk
PMPeak 功率最小值 P-pk
TIME 积分时间 Time
WH 功率积分(正负) WP
WHP 功率积分(正) WP+
WHM 功率积分(负) WP-
AH 电流积分(正负) q
AHP 电流积分(正) q+
AHM 电流积分(负) q-

ElemHrm1～
ElemHrm3

UK_1 基波电压 U(1)
UK_T 电压总谐波 U(Total)
IK_1 基波电流 I(1)
IK_T 电流总谐波 I(Total)
PK_1 基波的有功功率 P(1)
PK_T 有功功率总谐波 P(Total)
LAMBDA1 基波的功率因数 λ(1)
PHIK_1 基波的相位差 Ø(1)
PHIUk3 基波电压与3次谐波的相位差 ØU(3)
PHIIk3 基波电流与3次谐波的相位差 ØI(3)
UTHD 总谐波电压失真 Uthd
ITHD 总谐波电流失真 Ithd
Uhdf_1 基波电压失真因数 Uhdf(1)
Ihdf_1 基波电流失真因数 Ihdf(1)
Phdf_1 基波功率失真因数 Phdf(1)
FPLL PLL的电流或电压频率 fPLL

SigmaA U 电压 UΣ
I 电流 IΣ
P 有功功率 PΣ
S 视在功率 SΣ
Q 无功功率 QΣ
LAMBda 功率因数 λΣ
PHI 相位差 ØΣ
WH 功率积分(正负) WPΣ
WHP 功率积分(正) WP+Σ
WHM 功率积分(负) WP-Σ
AH 电流积分(正负) qΣ
AHP 电流积分(正) q+Σ
AHM 电流积分(负) q-Σ

Other MATH 效率等运算值 Math
*1 “TIME”仅在数据组为“ELEMENT1”时有效。

*2 “FPLL”仅在数据组为“ElemHrm1”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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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Bluetooth 通信的连接流程

有登录功能时在附录 2 的“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无登录功能时在附录 2 的“不使用通信登

录功能时”的“通信连接”之后，追加以下 Bluetooth 通信连接流程。

E1, 401

Yes

No

追加结束*4

是否是CBTConnect命令?

验证一致？

结束

开始

判断

代码

本仪表的响应(信息省略)

追加开始

E1, 266*3

E1, 403 （要求输入密码）

接收命令 *2

通过CBTConnect命令发送密码

通信断开

需要密码? *1

*1 使用密码的设定且初次连接终端设备时，需要 Bluetooth 密码。

*2 在要求输入密码 (E403) 的状态下，如果两分钟以上不输入任何字符，Bluetooth 通信将断开。

*3 即使 CBTConnect 命令检查 ( 参数个数、是否查询等 ) 时如果出现错误，也和密码验证失败时一

样可以通过。

*4 上述“追加开始”到“追加结束”之间，不留在通用通信登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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