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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歡迎使用 i-Control System。透過本軟件您可以很輕易創建自己的控制系統，系統容許用戶設計自己的控制介面，並可結合系統提

供的一系列功能來實現監控功能。

系統包括下面幾部份，在後面的章節將作更詳細說明；

１． 主系統

２． 裝置管理員

３． 控制介面編輯器

４． 使用者管理

５． 工作安排

６． 系統索引

７． Ｗatchman 系統

８． 遠端服務(Internet 控制)

９． 事件檢視

系統架構簡圖

事件計數器

事件記錄

遠端服務

通訊介面控制事件檢視

Ｗatchman 系統

使用者管理

控制介面編輯器

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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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索引

系
統

系統設定

Internet/Intranet

各種輸入/輸出

印表機

聲音功能 聲音輸出

電子郵件服務

操作介面

Internet/Intranet

直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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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創建

本章會引導您如何安裝、介面操作及創建一個適合您要求的系統。

２．１ 軟件安裝

本軟件的安裝和一般應用軟件的安裝一樣沒有特別之處，對電腦資源要求取決您的系統功能。

系統要求:

作業系統 WINDOWS2000

語系 中文（繁體）

處理器 由根據實際系統要求決定

系統記憶體 256M（如果大量使用圖片，須根據實際需要增加記憶體）

可用硬碟空間 150M 或以上

注：電腦需有一個並行埠(印表機接口)用於安裝軟體保護鎖。

完成安裝以後，在第一次執行本軟件時，由於系統找不到完整的資料設定，因此會要求您安裝資料備份檔案，此時請安裝原始的

資料備份檔案“org.dbk”，這個檔案含有相關的使用授權資料。

選擇［否］將結束程式。

選擇［是］安裝資料復原檔案，按照指示開啟檔案“org.dbk”，系統會自動安裝資料。

當完成安裝資料檔案後，系統還會要求您做一些初始化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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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訊息］請填上終端用戶資料。

［系統安全］根據您的系統安全考慮設定最少的密碼字元數。

［預設的使用者］您必須為系統設定一個預設的使用者，這個使用者將在此系統永遠存在且擁有高級權限，只有這個使用者才能

第一次登入系統。

２．２ 登入系統畫面

執行本軟件，系統會顯示登入畫面，這個畫面及用戶主操作畫面的標題必須顯示終端用戶資訊，詳細資料請向您的軟體供應商查

詢。

登入系統前畫面

登入系統前的畫

面，必須在此畫

面顯示終端用戶

的用戶資訊

登入按鍵

狀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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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列說明

注意：狀態列的顯示內容取決於系統設定及系統功能。

特別小圖示說明

標註小圖示 的項目，表示該項目已停止使用。

標註小圖示 的項目，表示該項目不能正常工作。

２．３ 登入系統

按一下［登入］按鍵。

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只有較高級的使用者登入系統才能對系統進行各種設定。

現在您可能會問登入後會是甚麼畫面，我們只能告訴您系統會載入預設檔案“start.map”，除非您為不同使用者設定不同的登入

畫面即不同的 map 檔，請參閱使用者管理。您可以用監控面板編輯器來製作 map 檔，請參閱監控面板編輯器。

事件計數器 顯示的數字為系統未確認的事件數量，當該數字不為零時，用滑鼠雙擊該欄，系統會開啟未確認事件的索引

視窗以便事件確認。用滑鼠按一下這個欄位，系統會在主視窗開啟事件預覽視窗。系統允許您設定一個以上的事件計數器，

請參閱系統管理員。

通訊介面狀態 事件計數器 顯示的數字為系統未確認的事件數量，當該數字不為零時，用滑鼠雙擊該欄，系統會開

啟未確認事件的索引視窗以便事件確認。用滑鼠按一下這個欄位，系統會在主視窗開啟“_sys_device.map”。

當系統啟動工作安排後將會顯示該圖示。用滑鼠按一下這個欄位，系統會在主視窗開啟“_sys_schedule.map”。

最近發生的事件。

系統時間。

當事件記錄檔的記錄筆數超出警告值時，系統會顯示該圖示以提醒系統操作員。

當電郵服務啟動後將會顯示該圖示，當系統正在電郵時該圖示會較亮。

當遠端服務啟動後將會顯示該圖示。用滑鼠按一下這個欄位，系統會在主視窗開啟“_sys_net.map”。

當即時事件列印服務啟動後將會顯示該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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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後的畫面

在這個區域顯示的畫面都是建基於 map 檔案，包括事件檢視、裝置狀態、行程工作檢視、Watchman、系統索引等等。

您可以用監控面板編輯器來新增或修改 map 檔，您可以 map 上製作一些按鍵來連接到其他 map 這樣就會產生如瀏覽網頁的效

果，從而更有效地系統化您的系統。

關於如何制作 map 檔，請參閱第六章 － 監控面板編輯器。

２．４ 子視窗

單純的 map 畫面未必能滿足用戶的功能需求，因此系統定義了一系列的子視窗，讓有需要的用戶可將讓子視窗依附到 map 畫面

上，現在我們來看看如何將子視窗依附到 map 畫面上，對於每一個 map 檔只能作一次的依附設定。

先在主畫面顯示需要依附子視窗的 map 檔，然後開啟選擇系統功能表［工具］－［新增或移除子視窗］，開啟設定視窗，

預設邊界設定 用來限制子視窗的限制區域，僅當子視窗設成最大化時才有效。

主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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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正值表示相對最左邊，負值表示相對最右邊。

上：正值表示相對最上邊，負值表示相對最下邊。

右：正值表示相對最左邊，負值表示相對最右邊。

下：正值表示相對最上邊，負值表示相對最下邊。

選擇要依附的子視窗，設定好邊界，按一下［確認］，子視窗就會顯示出來，然後設定子視窗的窗體屬性，再選擇系統功能表［

工具］－［儲存目前的子視窗設定］，完成子視窗依附設定。當主視窗載入含有子視窗依附的 map 檔時將會顯示依附的子視窗。

２．４．１ 子視窗的窗體屬性

選擇系統功能表［工具］－［子視窗窗體屬性］，然後用滑鼠按一下要設定的子視窗來開啟屬性設定對話窗。

癮藏標題列 不顯示標題列

癮藏［關閉］按鍵 不在標題列顯示 按鍵。

癮藏［還原］按鍵 不在標題列顯示 或 按鍵。

癮藏［最小化］按鍵 不在標題列顯示 按鍵。

允許改變大小 允許使用者改變視窗大小，但範圍受系統限制。

固定 固定視窗，使用者無法用滑鼠按下標題列來移動視窗。

總是初始化 選取這個選項將令系統會在主畫面載入並顯示 map 檔案時要求該子視窗執行初始化，請參閱子視窗的“初始化執

行”。

邊框 選取這個選項來設定邊框類型，否則子視窗無邊框。

邊框類型 根據需要選取適當的類型。

標題列文字顏色 設定標題列文字的顯示顏色

標題列背景顏色 設定標題列背景的顯示顏色

大小

一般 子視窗不因顯示區域改變大小而改變。

最大化 子視窗會因顯示區域改變大小而改變。

自定邊界 限制子視窗在顯示區的顯示範圍，如不設定將由預設的邊界決定。

左 正值表示相對最左邊，負值表示相對最右邊。

上 正值表示相對最上邊，負值表示相對最下邊。

右 正值表示相對最左邊，負值表示相對最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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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正值表示相對最上邊，負值表示相對最下邊。

２．４．２ 子視窗 － Watchman

請參閱第十章 Watchman 系統。

２．４．３ 子視窗 － 工作安排

啟動工作排程後，該子視窗會顯示當日要執行的所有項目。

項目小圖示說明：

該項目不會被執行，因為工作時間在工作排程啟動之前。

該項目已執行。

該項目等待執行。

初始化執行：欄位寬度設定

２．４．４ 子視窗 － 遠端服務

這個子視窗會顯示遠端服務的啟用及各個連線的狀態，系統操作員可用左上角的按鍵啟動或停止遠端服務。

編號 系統連線編號，允許最大連線數量受系統限制，詳細資料請向您的軟件供應商查詢。

遠端電腦 遠端電腦的名稱或 IP。

使用者 遠端登入者的使用者名稱。

登入時間 登入系統時間。

連線時間 與系統連線的時間。

狀態 顯示該連線的最新狀態。

初始化執行：欄位寬度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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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５ 子視窗 － 系統索引

這是一個系統非必要子視窗，但可以用來制作一個樹狀的系統，很容易將系統的各部份分類。選擇系統功能表［工具］－［系統

索引］來開編輯，請參閱第十一章 － 系統索引。

２．４．６ 子視窗 － 裝置狀態

小圖示說明：

通信界面工作正常。

通信界面停止工作。

通信界面不能正常工作。

裝置正常工作。

裝置停止工作。

裝置不能正常工作。

初始化執行：欄位寬度設定

２．４．７ 子視窗 － 預設事件檢視、系統事件、遠端服務事件檢視、自定事件檢視

預設事件檢視：LOG0，顯示所有事件。

系統事件：LOG1，顯示所有系統事件。

遠端服務事件檢視：顯示所有來遠端用戶產生的事件。

自定事件檢視：LOG5－LOG15，可以通過閘道來設定顯示的事件， 但不能顯示系統事件，也可以自定顯示欄位，請參閱系統管

理員。

裝置說明

裝置的產品序號或編號

裝置型號

通信介面說明

Map 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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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發生時間

位置 事件發生的位置描述

事件 事件描述

來源 事件的來源描述，如果事件來源於通信介面，該欄會顯示該通信介面的描述。

使用者 發生該事件時已登入系統的使用者。如果事件的來源是遠端電腦，該欄會顯示遠端的使用者名稱。

確認時間 確認該事件的時間。

確認者 確認該事件的使用者名稱。

特殊功能操作

特殊功能操作只能通過功能表實現，在事件顯示區按下滑鼠右鍵，系統會顯示出功能表

確認事件 使用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以上的事件來執行［確認事件］。

確認全部事件 確認該子視窗所顯示未確認事件。

停止確認 如果有大量的事件確認中，可以選擇［停止確認］來中斷正在執行中的確認工作。

圖示位置 如果選擇的事件擁有者有自己的名稱（控制碼），在某 Map 檔中定義了該控制碼且設為可追蹤，則執行［圖示位置］

系統會顯示該 map 檔，以讓使用者直觀地查看事件位置。

初始化執行：欄位寬度設定

２．４．８ 子視窗 － Watchman 報告索引

請參閱第十章 Watchman 系統。

２．４．９ 子視窗 － Watchman 報告內容

請參閱第十章 Watchman 系統。

２．４．１０ 子視窗 － MAP

可利用這個子視窗實現顯示一或多個 map 檔案，子視窗的參數設定只能通過指令來設定，請參閱第十二章［指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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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執行：無

２．４．１１ 子視窗 － ＸMAP

子視窗ＸMAP 是子視窗ＭＡＰ的輔助視窗，就像放大鏡一樣，用滑鼠按下子視窗ＸMAP 上的小方塊然後移動，對應的子視窗Ｍ

ＡＰ就會顯示相應的部份，當 map 畫面很大時，可利用此功能來實現畫面檢視而不必用捲動軸。子視窗的參數設定只能通過指

令來設定，請參閱第十二章［指令集］。

２．５ 系統登出

登出系統不受使用者權限的限制，按一下主視窗標題列按鍵 或執行登出指令都會登出系統。在某些工具視窗關閉之前可能

無法登出。

２．６ 關閉系統

只有較高級使用者才能關閉系統，可在系統登出狀態下按一下主視窗標題列按鍵 或選擇系統功能表［關閉系統］，然後輸入

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２．７ 事件預覽視窗

當系統有事件需要使用者確認，用滑鼠按一下狀態列 ，系統會開啟事件預覽視窗。選擇類型來查看相應的事件列表。

可用滑鼠雙擊事件列表中的項目來開啟事件確認視窗來查看更詳細的事件及確認事件。

子視窗ＭＡＰ 子視窗 XMAP



第二章 系統創建 2 - 10

２．８ 事件確認視窗

該視窗會顯示某位置的未確認事件及狀態資料。

在事件顯示區按下滑鼠右鍵，系統會顯示出功能表

確認事件 使用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以上的事件來執行［確認事件］。

確認全部事件 確認該視窗所顯示未確認事件。

停止確認 如果有大量的事件確認中，可以選擇［停止確認］來中斷正在執行中的確認工作。

圖示位置 如果選擇的事件擁有者有自己的名稱（控制碼），在某 Map 檔中定義了該控制碼且設為可追蹤，則執行［圖示位置］

系統會開啟事件位置視窗來顯示該 map 檔，以讓使用者直觀地查看事件位置。

２．９ 位置視窗

這是系統預設視窗，用來完整顯示一個 MAP 檔，系統會在視窗上部顯示 Map 主畫面，而在左下邊顯示相應的說明檔，右下邊

則顯示縮圖，用滑鼠按下子視窗ＸMAP 上的小方塊然後移動，視窗上部就會顯示相應的部份。

MAP

XMAPMAP（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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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狀態模擬

這是一個調試工具，用來模擬控制碼所代表的對象的狀態值，直接輸入控制碼或選擇控制碼，然後按下代表狀態值的按鍵，最多

只能模擬０－３１共３２種狀態。選擇系統功能表［工具］－［狀態模擬］來開啟狀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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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裝置管理員

裝置管理員包括輸入/輸出、輸入/輸出類型、計數器、事件檢視視窗、群組觸發。

選擇系統功能表〔工具〕－〔裝置管理員〕，開啟裝置管理員。

功能表及工具列圖示功能說明

功能表〔執行〕 工具列圖示 功能說明

新增控制界面 新增控制界面

新增硬體 新增硬體裝置

新增輸入/輸出點 新增自定輸入/輸出點

新增輸入/輸出點類型 新增輸入/輸出點類型

內容 檢視或更改選擇項目的內容

刪除 刪除選擇項目

結束 關閉裝置管理員

請注意：有些功能可能不適於某些項目。

特別小圖示說明

標註小圖示 的項目，表示該項目已停止使用。

標註小圖示 的項目，表示該項目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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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輸出

輸入/輸出由自定義的輸入/輸出點及若干的通訊界面構

成。

自定義的輸入/輸出點

您可根據系統需要定義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自定義的輸入/

輸出點，它們並不一定要對應到實際硬體。

請參閱 第四章 輸入/輸出。

通訊界面

通訊界面由閘道及若干的控制板構成，控制板可能包含有

輸入或輸出部分，這取決控制板的型號，您可通過閘道設

定來限制某些輸入/輸出點在該通訊界面的權限。

請參閱 第四章 輸入/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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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輸出點類型

所有的輸入/輸出點都有自己的類型，如果沒有指定具體類

型，系統會視為預設類型，因此您可能對預設的類型作必

要的設定。系統通過類型來對輸入/輸出點進行狀態解釋。

請參閱 第四章 輸入/輸出。

計數器

除了系統主未確認事件計數器外，您最多還可自定 3個未

確認事件計數器，但不能對未確認的系統事件計數，通過

對計數器閘道設定來過濾要計數的輸入/輸出點。

計數器設定

選擇要設定的計數器，然後選擇功能表〔執行〕－〔內容〕

或按一下小圖示 來設定。

事件檢視視窗

事件檢視視窗是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共有 16 個。其

中 5 個由系統內定使用，其它可由用戶自定

名稱 說明

LOG0 所有需要記錄的事件檢視(預設)

LOG1 系統事件

LOG2 遠端服務事件檢視

LOG3 Watchman 報告索引

LOG4 Watchman 報告內容

LOG5

‧‧‧

LOG15

用戶自定

設定自定的檢視視窗 選擇要設定的項目，然後選擇功能

表〔執行〕－〔內容〕或按一下小圖示 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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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觸發

系統可以通過群組觸發來對若干的輸入/輸出點作狀態檢

測，當其中某點的狀態值滿足檢測條件則對應的虛擬點將

設為 1，否則為０，系統會將所有檢測對像的未確認事件

數之和設置到相應的虛擬點的內部未確認事件計數器。您

可以用該數據作為圖形界面顯示的數據來源。

您可以設定最多 50 個群組觸發，群組相對應的虛擬點名稱

為_tmp_gt1，_tmp_gt2，_tmp_gt3‧‧‧‧_tmp_gt50。

請停止使用不用的群組觸發，以節省系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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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輸入/輸出

本章會引導您如何安裝控製裝置的驅動程式，在這裡我們只說明如何安裝本公司供應的硬體，如果您是使用非本公

司的硬體產品，請和您的軟體供應商聯絡，以取得必要的技術支持。

由於裝置的輸入或輸出點的部分屬性由類型決定，因此在您安裝裝置之前或之後必須做好類型，同時也必需為各輸

入/輸出點設定屬性，否則完成安裝後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現以安裝 MC108-2 輸入/輸出控制板 為例。

４．１ 新增或設定輸入/輸出點類型

４．１．１ 選取系統功能表〔工具〕－〔裝置管理員〕，開啟裝置管理員。

４．１．２ 新增類型

請選擇功能表〔執行〕－〔新增輸入/輸出點類型〕或按一下小圖示 ，開啟類型的屬性視窗。

設定類型

選擇欲設定的類型，然後選擇功能表〔執行〕－〔內容〕或按一下小圖示 ，開啟類型的屬性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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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輸入適當的文字作為該類型的名稱。例如：Lamp

注意：您不能修改預設類型的名稱。

４．１．４ 有效屬性，如果該類型的輸入/輸出點的有效屬性由類型決定，那麼選取該選項將會激活該輸入/輸出

點的有效屬性。

４．１．５ Watchman 屬性 如果該類型的輸入/輸出點的 Watchman 屬性由類型決定，那麼選取該選項將會激活

該輸入/輸出點的 Watchman 屬性，系統會在該點的狀態改變送到 Watchman 系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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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 定義狀態或狀態範圍

您必須為輸入/輸出點類型定義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狀態或狀態範圍，系統對任何輸入輸出點的狀態解釋

都是由此而來，系統將不會接受未定義狀態或狀態範圍的輸入/輸出點的狀態改變。

按一下〔新增〕來增加一個狀態或狀態範圍。

或按一下〔刪除〕來刪除一個狀態或狀態範圍。

注意：您最多只能定義 32 個狀態或狀態範圍

４．１．７ 根據您的系統需要輸入狀態或狀態範圍。例如：０

狀態范圍用“-”隔開。

４．１．８ 為狀態或狀態範圍設定相關屬性，選擇欲設定狀態屬性的狀態或狀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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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 用適當的文字來描述該狀態或狀態範圍，系統會用該描述來描述該類型輸入/輸出點發生的事件。例

如：OFF

４．１．１０ 設定聲音

如欲使該類型輸入/輸出點的狀態值由其他狀態或狀態範圍轉變到該狀態或狀態範圍時發出聲鄉，請指

定聲音檔(wav)，否則無須設定。例如：lampoff.wav

按一下 從現有的聲音檔選取聲音檔。

按一下 測試聲音。

按一下 開啟開檔對話窗， 選擇欲設定的聲音檔。

４．１．１１ 色彩設定 設定事件檢視顯示該類型輸入/輸出點的該狀態或狀態範圍的確認前後顏色，如該該狀

態或狀態範圍無須確認則事件檢視會用確認後色彩顯示。

選擇欲設定的選項， 然後

按一下左邊的 選擇預設的色盤。

按一下中間的 選擇系統色盤

按一下右邊的 使用作業系統的色彩工具選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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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２ 要求事件確認 選取該選項將令系統要求用戶確認該類型輸入/輸出點的狀態值由其他狀態或狀態

範圍轉變到該狀態或狀態範圍的事件。

４．１．１３ 不記錄事件 選取該選項將令系統不會記錄該類型輸入/輸出點的狀態值由其他狀態或狀態範圍轉

變到該狀態或狀態範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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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４ 打印 選取該選項將令系統即時列印該類型輸入/輸出點的狀態值由其他狀態或狀態範圍轉變到該

狀態或狀態範圍的事件。

４．１．１５ Watchman 觸發 選取該選項令系統將該類型輸入/輸出點的狀態值由其他狀態或狀態範圍轉變

到該狀態或狀態範圍的事件送到 Watchman 系統。

４．１．１６ 重複步驟 6 至 15 來新增及設定其它狀態或狀態範圍。

４．１．１７ 按一下〔確定〕完成設定或按一下〔取消〕取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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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安裝介面驅動程式

４．２．１ 選取系統功能表〔工具〕－〔裝置管理員〕，開啟裝置管理員。

４．２．２ 選擇功能表〔執行〕－〔新增控制介面〕或按一下小圖示 ，開始安裝。

４．２．３ 按一下〔從磁片安裝〕，開啟驅動程式檔 MCS10.INF。我們建議您安裝最新的驅動程式，如何取得最新

驅動程式，請參閱裝置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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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按一下〔下一步〕繼續安裝，輸入適當的文字來描述該介面，系統會將用這個描述來表示通過該通信

界面所產生事件的來源，它會顯示在事件檢視視窗的“來源”欄位。

４．２．５ 按一下〔完成〕來完成安裝，現在已安裝了通信介面，系統會將剛安裝的通信界面預設成停止使用狀

態，相應的還會為該通信界面建立閘道，您可通過閘道來限製輸入/輸出。

４．２．６ 還需要對該介面的某些參數進行設定，選擇剛建立的通信介面，然後選取系統功能表〔執行〕－〔內

容〕或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開啟通信介面的內容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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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 按一下〔設定〕來進一步設定，選擇裝置所連接的通訊埠及通訊速率。

４．２．８ 按一下〔確認〕，回到內容對話窗，移除選擇〔停止使用〕。

４．２．９ 按一下〔確認〕完成介面安裝，現在該通信界面已完成安裝並開始工作。



第四章 輸入/輸出 4 - 10

４．３ 安裝硬體

在安裝控制裝置之前需為安裝控制裝置安裝驅動程式，現以安裝控制裝置 MC108-2 為例。

４．３．１ 選取系統功能表〔工具〕－〔裝置管理員〕，開啟裝置管理員。

４．３．２ 選擇控制板所依附的通信介面，然後選擇功能表〔執行〕－〔新增硬體〕或按一下小圖示 ，開始

安裝。

４．３．３ 按一下〔從磁片安裝〕，開啟驅動程式檔 MC108-2.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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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按一下〔下一步〕繼續安裝。賦於控制板一個獨一無二的名稱，系統用這個名稱為每個輸入/輸出點產

生相應的衍生名稱。在這個例子，系統會建立 24 個輸入點名稱(ddc1\I\1, ddc1\I\2, ddc1\I\3,… ddc1\I\24)

及 24 個輸出點名稱(ddc1\O\1, ddc1\O\2, ddc1\O\3,…ddc1\O\24)，系統通過該名稱來確認輸入/輸出點位置。

４．３．５ 按一下〔完成〕來完成安裝，系統將會建立控制板，系統會將剛安裝的硬體預設成停止使用狀態，並

定義輸入/輸出點名稱。

４．３．６ 現在還須對新建的裝置進一步設定，選擇剛建立的控制板，然後選取系統功能表〔執行〕－〔內容〕

或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開啟裝置的內容視窗。

「描述」輸入適當的文字來作輔助說明，在系統中並無特別

含義。

「產品序號或裝置編號」必須輸入，否則該裝置將不能工作，

您可以從裝置上找到產品序號或裝置編號，更詳細資料請參

閱裝置說明書。

「其他設定」如果該裝置有額外的設定值，可在該處指定。

「關閉輸入」如果沒有使用裝置的輸入部分，可選擇該選項。

「關閉輸出」如果沒有使用裝置的輸出部分，可選擇該選項。

「停止使用」選擇該選項將會使該裝置停止工作。



第四章 輸入/輸出 4 - 12

４．３．７ 按一下〔確認〕完成設定，現在該通信界面已完成安裝並開始工作。

４．４ 設定輸入/輸出點的屬性

４．４．１ 選取系統功能表〔工具〕－〔裝置管理員〕，開啟裝置管理員。

４．４．２ 選擇欲設定的自定或硬體上的輸入/輸出點，然後選擇功能表〔執行〕－〔內容〕或按一下小圖示 ，

開啟屬性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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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用適當的文字描述該輸入/輸出點，該描述會顯示在事件檢視的“位置”欄。

４．４．４ 選擇該該輸入/輸出點的類型，系統會通過類型來對輸入/輸出點的狀態解釋及相關功能。

４．４．５ 預設狀態值 系統啟動時，您可以把輸入/輸出點的狀態值初始化為預設狀態值。

直接輸入狀態值或按一下 選擇狀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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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 由類型決定 選擇該選項令該輸入/輸出點的的某些屬性(有效、須確認事件、不記錄事件、列印、

Watchman)將由類型決定。

４．４．７ 有效

４．４．８ 須確認事件選取該選項將令系統要求使用者確認該輸入/輸出點的狀態變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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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９ 不記錄事件選取該選項將令系統不會記錄該輸入/輸出點的狀態變化事件。

４．４．１０ 列印選取該選項將令系統不會即時列印該輸入/輸出點的狀態變化事件。

４．４．１１ Watchman 選取該選項將會激活該輸入/輸出點的 Watchman 屬性，系統會在該點的狀態改變送到

Watchman 系統處理

４．４．１２ 按一下〔確定〕完成設定或按一下〔取消〕取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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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設定

本章說明一些系統的設定，有些設定對整個系統相當重要的。選擇系統功能表［工具］－［系統設定］來開啟設定對話窗。

５．１ 一般

系統啟動時將未確認事件設為確認

選取這個選項可令系統下一次啟動時清除未確認事件標誌， 並將未確認事件計數器清零。

要求確認系統事件

選取這個選項可要求使用者確認系統事件， 未確認系統事件數量將納入主未確認事件計數器。 如無須確認系統事件請清除該選項。

注意: 系統會記錄系統事件， 並不受該選項影響。

系統啟動時將各監控對像的狀態值設成預設值

系統啟動時會初始化各監控對象的狀態值， 可初始化為預設值或恢復成上一次關閉系統時的狀態值， 不能正確恢復成上一次關閉

系統時的狀態值的監控對象將會初始化為預設值。

記錄未存在的代碼

讓系統記錄來自驅動界面或用戶界面未定義的控制代碼， 使用者須要確認相關事件。

狀態列顯示系統時間

選取這個選項可在狀態列顯示系統時間， 您可修改時間顯示格式輸入欄來改變時間的顯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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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顯示格式

時間顯示格式可由下表中的符號及空格分隔組成。

符號 敘述

: 時間分隔符號

/ 日期分隔符號

D 一個月中的日期，以 1 至 31 顯示

Dd 一個月中的日期，以 01 至 31 顯示

Ddd 顯示週日前三個字母 Sun 至 Sat

Dddd 顯示週日全稱 Sunday 至 Saturday

W 一週中的日期 1 至 7

M 月份，以 1 至 12 顯示

Mm 月份，以 01 至 12 顯示

Mmm 月份，以 Jan 至 Dec 顯示

Mmmm 月份，以 January 至 December 顯示

Yy 年，以 01 至 99 顯示

Yyyy 年，以 0100 至 9999 顯示

H 小時，以 0 至 23 顯示

Hh 小時，以 00 至 23 顯示

N 分鐘，以 0 至 59 顯示

Nn 分鐘，以 00 至 59 顯示

S 秒，以 0 至 59 顯示

Ss 秒，以 00 至 59 顯示

AM/PM 以大寫字母 AM 或 PM 適當顯示的 12 小時制時間

備註 如果時間顯示格式中新增一個逗點或是其它分隔符號，請將該分隔符號加雙引號。

關閉系統前儲存設定

選取這個選項可讓系統在關閉前儲存設定。

現在就儲存

按一下該按鍵， 系統會立即儲存目前的設定。

使用者閒置自動登出

選取這個選項可讓系統在使用者閒置一段時間後登出系統。

閒置時間

設定使用者閒置時間， 如設為 0 ， 自動登出將關閉。

功能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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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功能表的擺放位置， 以配合你的系統界面。

主視窗屬性

允許最小化

允許使用者將視窗最小化

視窗大小

根據你的系統要求設定視窗的大小， 可讓視窗視窗始終最大化， 或可讓使用者改變大小， 如欲直接設定視窗的大小， 請在高及

寬輸入欄輸入高度及寬度， 單位為像素。

注意: 不論你的設定如何也不能改變視窗大小的最小值。

５．２ 列印

印表機

選擇即時列印輸出的印表機， 該印表機必須支持行列印。

允許列印輸出

選取該選項將允許即時列印輸出， 如果打印不正確請關閉清除該選項， 然後請您向您的軟體供應商提供你使用的印表機型號。

支援中文列印

如果系統輸出文字含有中文字元， 請選取該選。 關閉此功能會提昇打印速度， 當只能打印英文字元。

壓縮寬度列印

只在打印英文字元有效， 選取該選項， 印表機可在一行打印更多字元， 但字元寬度將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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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最大打印字元

此選項只適合純英文字元列印。 請參閱你的印表說明書， 輸入每行可打印的字元數， 如使用壓縮寬度列印， 行可打印字元會較

多。

紙張寬度

此選項只適合支援中文列印， 請輸入您所使用紙張的寬度， 單位為毫米(mm)

列印格式

您最多可用 4 行來打印每筆事件記錄， 如不使用的列印行， 無須設定。

如何增加打印欄位?

請將鼠標移到該行要列印信息的位置， 按一下滑鼠左或右鍵， 然後選擇功能表[新增]， 再選擇要增加的欄位資料。

如何設定打印欄位的對齊方式?

將鼠標移到欲設定的欄位， 按一下滑鼠左或右鍵， 然後選擇功能表[對齊]， 再選擇對齊方式。

如何刪除打印欄位?

將鼠標移到欲刪除的欄位， 按一下滑鼠左或右鍵， 然後選擇功能表[刪除]即可刪除該欄位

選擇功能表[整行刪除]即可刪除整行的所有欄位。

選擇功能表[全部刪除]即可刪除所有欄位。

系統如何界定欄位的列印寬度?

首先， 您必須在此調整好各行每個欄位的寬度， 將鼠標移欄位邊界， 當鼠標變成如下圖所示， 按下滑鼠左鍵， 移動鼠標就可

改變欄位的寬度比例。 系統將按照該各欄位的寬度比例反映到實際紙張上， 資料超出欄位的范圍的資料將不會列印。



5 - 5第五章 系統設定

５．３ 聲音

開啟聲音功能

選取該選項允許聲音輸出， 清除該選項將關閉系統所有聲音輸出。

開啟系統警告事件聲響

選取該選項時， 當系統事件發生時會發出聲音警告， 請設定相應的聲音檔。

在系統確認所有事件之前持續聲響

選取該選項時， 當還有事件未確認， 系統會持續發出聲響， 直至使用者確認所有事件， 請設定相應的聲音檔。

如何設定聲音檔?

按一下 開啟開檔對話窗， 選擇欲設定的聲音檔。

按一下 從現有的聲音檔選取聲音檔。

按一下 測試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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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色彩

如何設定色彩?

選擇所要設定選項， 然後

按一下左邊的 選擇預設的色盤。

按一下中間的 選擇系統色盤

按一下右邊的 使用作業系統的色彩工具選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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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字型

通過該字型設定來改變控制面板的顯示字型。

如何改變字型?

選擇字型編號， 然後按一下[變更]， 開啟作業系統的字型工具來設定字型的相關屬性。

如欲刪除某一字型， 請按一下[刪除]， 刪除後該字型編號的字型將被系統字型取代， 但在此並不會顯示出來。

測試文字

您可以自行更改字型測試文字以即時顯示文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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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遠端服務

連接埠

選擇［隨機］， 系統將會隨機開啟連接埠。

選擇［自訂］， 您必須指定連接埠

起始狀態

選擇系統啟動時是否啟動遠端服務。

網絡安全

連線時間上限

設定遠端用戶的每次連線時間限制， 設為 0 則關閉此功能。

一小時內的連線次數警告

如果在過去一小時內來自遠端的連線次超過警告值， 將會產生要求使用者確認的系統事件。

閘道

設定輸入輸出的閘道， 遠端用戶檢視受輸出閘道限制， 而控制輸入受輸入閘道控制。

只能檢視(不能控制)

只允許遠端用戶檢視， 但來自遠端的控制將被略過。

IP 過濾

過濾方式可為封鎖或通過， 選擇封鎖， 符合條件的 IP 將被封鎖， 選擇通過， 符合條件的 IP 將允許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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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 IP 過濾條件?

按一下[增加]然後輸入 IP 或 IP 范圍， 您可以使用萬用字元來定義一個 IP 范圍。

例如: 169‧254‧1‧1

例如: 169‧254‧*‧*

例如: 169‧254‧50‧*

 公佈 IP/PORT

如果您使用動態 IP 來提供遠端服務且不能為遠端用戶提供 IP 解析，那麼您可通過選取本功能實現 IP 解析，本

系統提供的 IP 解析是通過第三方來實現， 系統成功啟動遠端服務後將本機 IP 及連接埠儲存成檔案通過 FTP

傳送到指定的伺服器， 遠端的用戶登入之前會先連線到指定的伺服器取得 IP 及連接埠資料， 從而實現遠端控

制。

連線

選取系統提供遠端服務的界面， 系統會公佈該界面的 IP。

只公佈 IP

當您使用隨機連接埠， 必須選擇該選項， 否則您必須使用指定連接埠。

FTP 伺服器

FTP 伺服器名稱。

使用者名稱

登入 FTP 伺服器的使用者名稱

密碼

登入 FTP 伺服器的密碼， 更改密碼請按更改。

檔案位置

儲存 IP 及 PORT 資料在 FTP 的資料夾位置及檔案名稱。 例如: www/dns/myip.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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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工作安排

啟動行程安排

選取該選項將啟動系統工作安排， 更多資料請參照工作安排設定。



5 - 11第五章 系統設定

５．８ Watchman 設定

印表機

選擇 Watchman 專用的印表機， 同時也請你設定紙張大小， 按一下 來設定印表機。

路線完成時自動列印報告

選取該選項令系統會在 Watchman 路線完成時將路線執行報告輸出到指定的印表機

路線完成時自動電郵報告

選取該選項令系統會在 Watchman 路線完成時將路線執行報告輸出到指定的電郵地址。

主旨

郵件主旨， 您可在此使用特別的可取代字串，系統會將相關字串轉換成實際數據。關於可取代字串， 請參閱 Watchman 系統一章。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收取報告的電子郵件地址， 如超過一個請用逗號隔開。

回覆地址

請指定該郵件的回覆地址

SMTP 伺服器

指定外寄郵件的 SMTP 伺服器

將報告儲存到指定的資料夾

選取該選項令系統會在 Watchman 路線完成時將路線執行報告以 html 檔儲存到指定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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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儲存報告的資料夾位置， 按一下 來改變資料夾位置。

自動啟動路線

允許 Watchman 路線自動啟動， 更多資料請參閱 Watchman 系統。

５．９ 系統維護

下次啟動系統時顯示資料復原提示

選取該選項令系統在下一次啟動時詢問您是否要進行資料還原。

系統啟動時顯示資料設定檔位置選擇對話窗

當系統主數據資料夾(db)含一個以上的子資料夾， 此選項才會生效。

假設該選項選上， 且主數據資料夾(db)包含子資料夾 MySystemA 及 MySystemB， 那麼系統啟動時將出現選擇對話窗， 您可以

選擇啟動的資料夾位置。

下次系統啟動時開啟新的事件記錄檔

選取該選項將令系統在下一次啟動時開啟新的記錄檔， 並將舊的記錄檔改名， 您可以通過事件檢視來檢視舊的檔案。

自動建立新的事件記錄檔

您可以指定一個數值， 如果記錄檔筆數在系統下一次啟動時會超出指定值就開啟新的事件記錄檔。 如果將此值設為 0， 系統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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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值重設為最大值。 不論如何， 系統啟動時都會檢查記錄檔筆數。

事件記錄檔記錄筆數警告

您可以指定一個數值， 當系統的記錄檔筆數超出此值就會在狀態欄顯示警告值小圖示， 小圖示會不停閃動。

資料備份

你可以對現在的系統資料進行備份， 以便在有需要的時候可進行資料還原。

按一下［現在就備份］， 系統會開啟 [另存新檔] 對話窗， 輸入備份檔檔名即開始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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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監控面板編輯器

本章會教您如何使用監控面板編輯來建立自己的監控操作界面，系統的操作畫面是由若干的面板組成，您可以按自

己的需要通過監控面板編輯器來建立及編輯。

選擇系統主功能表〔工具〕－〔監控面板編輯〕，開啟監控面板編輯，監控面板編輯的操作畫面(下圖所示)和一般的

程式視窗一樣，只要熟悉一下各種工具，一定會覺得相當易用，下圖是操作界面簡介。

監控面板編輯程式視窗說明

一般工具列 組件工具列

開啟舊檔

開啟新檔
儲存檔案

剪下

複製
貼上

移到上層

移到底層
組件內容

主內容

狀態模擬
顯示組件工具列

控制碼索引

功能表列
檔名

一般工具列

組件工具列

組件索引
組件控制碼

組件顯示狀態值

組件位置

由不同組件組成的一個監控對象

選取工具

圖文組件

按鍵組件

數字組件

表針組件

狀態條組件

方形組件

圓形組件

線條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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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控面板的公共屬性
選擇功能表〔檔案〕－〔內容〕或按一下工具列，開啟公共屬

性視窗。

「標題」輸入適當的文字來描述該監控面板。可以不設定。

「背景圖片」指定背景圖片以配合您的監控項目需要，當然

可以不輸入。可以不設定。

「縮圖」如果該監控面板太大，視窗不能完整顯示的時候，

您可以使用系統的輔助小視窗來控制主視窗的顯示范圍，就

像放大比例固定不變的放大鏡功能，而這張縮圖將會在輔助

小視窗顯示出來。可以不設定。

「附加說明檔」指定一個說明檔用的監控面板檔案，讓系統在必要的時候顯示該檔案。可以不設定。

「背景顏色」設定監控面板的背景顏色。

「背景大小」可以由背景圖片決定，或指定具體大小。

「相關載入」在此輸入若干的監控面板檔名(每行一個)，系統在顯示該監控面板的同時也顯示這些監控面板。該

設定的效果不會在編輯器顯示出來。

「可供遠端用戶使用」選擇該選項將允許遠端用戶使用該監控面板。

「顯示在開啟視窗」選擇該選項將允許該監控面板檔顯示在開啟監控面板檔的對話窗。這個設定不適於系統的建

設階段。

「顯示選擇邊」選擇該選項將令系統在被選中的組件畫上邊框，請設定邊框「顏色」。該設定的效果不會在編輯器

顯示出來。



第六章 監控面板編輯器 6 - 3

６.２ 控面板的組件
系統提供了功能延展性高的組件，您可根具體須要組合成自己的監控對像。

６.２.１新增組件到面板中

以圓形組件為例。

第一步：用滑鼠按一下欲加入的組件。 第二步：將鼠標移到工作區，確認好要擺放的位置按下

滑鼠按鍵並移動鼠標來確定組件大小。

第三步：放開滑鼠按鍵，完成組件擺放。組件的邊界會

顯示 9個定位小方塊。

６.２.２ 調整組件的大小和位置

先用滑鼠選擇要設定大小或位置的組件；

改變大小

將鼠標移到定位小方塊上，按住滑鼠按鍵並移動鼠標來改變大小。

或按下 ｓｈｉｆｔ＋ 方向鍵 來改變大小。

使用滑鼠改變位置

將鼠標移到組件上，按住滑鼠按鍵並移動鼠標改變位置。

按下 ｃｔｒｌ＋ 方向鍵 來改變位置

６.２.３ 設定組件的屬性

用滑鼠按兩下要設定的組件，開啟屬性對話窗。下面將會詳細說明系統提供的各種組件的屬性。

定位小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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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組件屬性 － 圖文組件

這是個用途很廣的組件，可用來顯示文字和圖片，顯示效果可由數據源控制，並可設定指令讓使用者滑鼠按鍵按下

或按了一下時執行。下面是組件的一些樣圖。

圖文組件－樣圖

圖文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可選擇」是否讓用戶可以選擇該組件。

「園角」是否顯示圓角邊。

「圖片位置」設定圖片顯示的位置。

「外框寬度」設定外框寬度。設為 0時不顯示外框。

「多行顯示文字」決定組件以多行還是單行來顯示文字。

「字型」選擇系統定義的字型編號，組件會用編號對應的字型來顯

示文字。

「按鍵效果」決定該組件是否顯示具按鍵效果的外邊。

「文字位置」選擇文字的對齊方式。

「文字來源」選擇要顯示文字的來源，選項說明如下表所示；

選項 說明

不顯示 不顯示文字

各狀態自定 顯示各種狀態自定的文字

控制碼 顯示該組件控制碼

狀態值 顯示該組件控制碼的狀態值

狀態值百分比 顯示該組件控制碼的狀態值相對於狀態最大值的百分比，必須設定

「狀態值最大值」。

圖文組件[一般屬性][數據]

「可追蹤」讓系統可以通過控制碼來追蹤該組件。

「狀態最大值」當顯示「文字來源」為狀態百分比時必須輸入控制碼的狀態最大值且不能為 0。

「控制碼」決定組件顯示狀態的控制碼，它可以是系統中某個輸入/輸出點的名稱。

圖文組件[狀態屬性]

當控制碼的狀態值改變時，組件會自動顯示相應的狀態設定，這樣就可以通過組件很直觀地表示控制碼代表的對象

圖文組件[一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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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例如，有個燈光控制，0表示關，1表示開，那麼您必須為組件設定兩種狀態〈0和 1〉，當燈為關時控制碼

狀態為 0，組件將會以狀態設定 0來顯示，當燈為開時控制碼狀態為 1，組件將會以狀態設定 1來顯示，這樣就很直

觀地顯示燈的開關狀態。

在下列情況下組件將以狀態設定(-1)顯示，因此您可能須要對狀態設定(-1)作適當的設定；

沒有指定控制碼。

無效的控制碼或控制碼所代表的對象不存在。

無法為控制碼狀態值找到相應的狀態設定，即狀態設定不完整。

圖文組件[狀態屬性][狀態]

「新增」新增狀態設定，最多可達 32 個狀態設定。

選擇新增，然後按一下 ，輸入欲新增的狀態範圍。

圖文組件[狀態屬性][狀態設定]

不同的狀態值都有相同的屬性設定，您可根據控制碼狀態值需要來作

相應的設定。

「圖片」圖片名稱。如要實現動畫效果請使用動態鼠標。

「圖片」選擇圖片大小。如使用原圖大小請選擇〔預設〕。

「外框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外邊效果」選擇外框效果。可以利用此功能來制作按鍵效果。

「文字」顯示的文字或顯示格式。

當「文字來源」的選項是〔狀態值〕或〔狀態值百分比〕時，這是個顯示格式。

「文字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背景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透明」選擇組件相對背景否透明。

「閃動」選擇閃動模式，選項說明如下表所示；

選項 說明

無 不閃動

全部 全部閃動

文字 只是文字閃動

圖片 只是圖片閃動

文字 + 圖片 文字+圖片閃動(不包括外框)

全部(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全部閃動

文字(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閃動文字

圖片(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閃動圖片

文字+圖片(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閃動文字+圖片(不包括外框)

圖文組件[狀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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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組件[動作]

您可以設定一些指令，讓使用者滑鼠按鍵按下或按了一下時執行。

請參閱系統指令集。

圖文組件[動作][執行]

「滑鼠按鍵按一下」設定一些指令，讓使用者滑鼠按鍵按了一下時

執行，不同指令用分號隔開(；)。

「滑鼠按鍵按下」設定一些指令，讓使用者滑鼠按鍵按了一下時執

行，不同指令用分號隔開(；)。

６.２.４ 組件屬性 － 按鍵組件

使用該組件可以容易建立按鍵並設定使用者滑鼠按鍵按下或按了一下時要執行的指令。下面是組件的一些樣圖。

按鍵組件－樣圖

按鍵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可選擇」是否讓用戶可以選擇該組件。

「園角」是否顯示圓角邊。

「圖片位置」設定圖片顯示的位置。

「外框寬度」設定外框寬度。設為 0時不顯示外框。

「多行顯示文字」決定組件以多行還是單行來顯示文字。

「字型」選擇系統定義的字型編號，組件會用編號對應的字型來

顯示文字。

「按鍵效果」決定該組件是否顯示具按鍵效果的外邊。

「文字位置」選擇文字的對齊方式。

「鼠標跟蹤效果」開啟後，當鼠標移到該按鍵上，組件會用鼠標

狀態的設定來顯示。

按鍵組件[狀態屬性]

設定按鍵未按下、按下、鼠標跟蹤三種狀態。

圖片」圖片名稱。如要實現動畫效果請使用動態鼠標。

「圖片」選擇圖片大小。如使用原圖大小請選擇〔預設〕。

「外框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圖文組件[動作屬性]

按鍵組件[一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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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顯示的文字。

「文字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背景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透明」選擇組件相對背景否透明。

「閃動」選擇閃動模式，選項說明如下表所示；

閃動模式

按鍵組件[動作][執行]

「滑鼠按鍵按一下」設定一些指令，讓使用者滑鼠按鍵按了一下時

執行，不同指令用分號隔開(；)。

「滑鼠按鍵按下」設定一些指令，讓使用者滑鼠按鍵按了一下時執

行，不同指令用分號隔開(；)。

６.２.５ 組件屬性 － 數字組件

使用該組件可以輕易建立一各 1至 8位的數字顯示。下面是組件的一些樣圖。

數字組件－樣圖

按鍵組件[狀態屬性]

選項 說明

無 不閃動

全部 全部閃動

文字 只是文字閃動

圖片 只是圖片閃動

文字 + 圖片 文字+圖片閃動(不包括外框)

全部(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全部閃動

文字(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閃動文字

圖片(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閃動圖片

文字+圖片(由數據源決定) 當控制碼代表的對象的未確認事件不為 0 時閃動文字+圖片(不包括外框)

按鍵組件[動作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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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可選擇」是否讓用戶可以選擇該組件。

「園角」是否顯示圓角邊。

「圖片位置」設定圖片顯示的位置。

「外框寬度」設定外框寬度。設為 0時不顯示外框。

「外框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字數」選擇要顯示的字數。

「數字邊顏色」選擇數字邊顏色。

「數字顏色」選擇數字顏色。

「背景顏色」選擇數字背景顏色。

「透明」選擇組件相對背景否透明。

數字組件[一般屬性][數據]

「可追蹤」讓系統可以通過控制碼來追蹤該組件。

「控制碼」決定組件顯示狀態的控制碼，它可以是系統中某個輸入/輸出點的名稱。

６.２.６ 組件屬性 － 狀態條組件

使用該組件可以輕易建立狀態條來顯示某監控對象的狀態。可用於量程顯示，如：水位等。

下面是組件的一些樣圖。

狀態條－樣圖

狀態條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可選擇」是否讓用戶可以選擇該組件。。

「外框寬度」設定外框寬度。設為 0時不顯示外框。

「外框顏色」選擇外框顯示顏色。

「狀態條位置」選擇狀態條位置。

「狀態條顏色」選擇狀態條顏色。

「背景顏色」選擇數字背景顏色。

「透明」選擇組件相對背景否透明。

數字組件[一般屬性][數據]

「可追蹤」讓系統可以通過控制碼來追蹤該組件。

「控制碼」決定組件顯示狀態的控制碼，它可以是系統中某個輸

入/輸出點的名稱。

「狀態最大值」必須輸入控制碼的狀態最大值且不能為 0。

數字組件[一般屬性]

數字組件[一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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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組件屬性 － 表針組件

這個組件可以讓您的控制界面模擬表針裝置，例如：電壓、電流表等。您可以用其他

組件來裝飾表針的背景以配合您的實際需要。

右邊是組件的一些樣圖。

表針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可選擇」是否讓用戶可以選擇該組件。。

「指針寬度」選擇指針寬度。

「指針邊顏色」選擇指針邊顯示顏色。

「指針顏色」選擇指針顏色。

「起始角度」指針轉動範圍的起始位置，取值 0至 360。

「終止角度」指針轉動範圍的終止位置，取值 0至 360。

「背景顏色」選擇數字背景顏色。

「遮罩半徑」不顯示指針的範圍。

表針組件[一般屬性][數據]

「可追蹤」讓系統可以通過控制碼來追蹤該組件。

「控制碼」決定組件顯示狀態的控制碼，它可以是系統中某個輸

入/輸出點的名稱。

「狀態最大值」必須輸入控制碼的狀態最大值且不能為 0，此值決定表針的偏轉幅度。

６.２.８ 組件屬性 － 方形組件

這個組件可以讓您用來畫方形。當然也可以用圖文組件來實現本組

件功能。右邊是組件的一些樣圖。

表針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透明」選擇組件相對背景否透明。

「填滿顏色」選擇填滿方形範圍內的顏色。

「顏色」選擇邊顏色。

「線條寬度」設定外框寬度。

「園角」是否顯示圓角邊。

６.２.９ 組件屬性 － 方形組件

這個組件可以讓您用來圓形或橢圓形。

右邊是組件的一些樣圖。

表針組件[一般屬性]

方形組件[一般屬性]

表針條－樣圖

方形組件－樣圖

圓形組件－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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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填滿顏色」選擇填滿圓形範圍內的顏色。

「顏色」選擇邊顏色。

「線條寬度」設定外框寬度。

「透明」選擇組件相對背景否透明。

６.２.１０ 組件屬性 － 線條組件

這個組件可以讓您用來畫方形。當然也可以用圖文組件來實現本組件

功能。

線條組件[一般屬性] [外觀]

「位置坐標」組件的位置及大小。

「線條方向」選擇線條方向。

「線條顏色」選擇線條顏色。

「線邊顏色」選擇線邊顏色。

「線條寬度」設定外框寬度。

「線邊」選擇是否畫線邊。

６.２.１０ 組件的群體操作

您可以同時對若干的組件進行移動、改變大小、屬性設定等操作，可大大提高系統的創建效率。

選擇欲群體操作的組件，按一下組件工具列小圖示 ，然後選取若干的組件，被選中的組件將會變暗，這樣只要

對選中其中一個組件進行移動就會全部移動，只能通過健盤操〈Shift + 方向鍵〉來改變大小，也可以使用功能表〔編

輯〕的功能來對群體組進行各種設定。

功能表[編輯]功能說明

「剪下」剪下選項。

「複製」複製選項。

「貼上」貼上選項。

「取代」開啟文字取代對話窗。

「屬性」設定組件屬性，這些設定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組件，對沒有相關屬性的組

件無效。

注意 : 如果有組件以群體方式選中(即有組件變暗)，這些功能的操作對象是這些選

中的組件，否則將以帶定位標誌的組件為操作對象。

「全部選擇」選擇所有組件。

「取消選擇」取消選擇。

「對齊」選擇被選項組件的對齊方式。

注意 : 該功能的操作對象是以群體方式選中(即有組件變暗)的組件。

「移到前面」將選擇的組件移到前面。

圓形組件[一般屬性]

線條組件[一般屬性]

功能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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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後面」將選擇的組件移動後面。

「狀態模擬」模擬控制碼的狀態以檢視相應狀態的顯示設定。

注意 : 這些功能的操作對象是帶定位標誌的組件。

「狀態重置」將模擬控制碼的狀態設為 0。

６.４ 設計實例

了解了如何操作編輯器後，我們來做個實際應用的例子。假設系統已經設定了以下輸入/輸出點作監控，如下表所示；

控制碼(輸入/輸出點名稱) 用途 狀態說明

ddc1\I\1 干接點輸入 ０ 表示開路

１ 表示短路

ddc1\I\2 電機狀態輸入 ０ 表示停止

１ 表示運行

ddc1\O\1 電機控制輸出 ０ 表示停止運行

１ 表示起動運行

下面是創建這個監控界面的步驟:

1. 開啟監控面板編輯器。

2. 選擇功能表〔檔案〕－〔內容〕，開啟公共屬性視窗，設定主題為“控制

界面測試”，同時設定好您喜歡的背景顏色及背景圖片，在這裡我們只

設定主題，其它保持不變。如右圖所示。

按一下〔確認〕完成設定。

3. 設定干接點輸入狀態顯示〈控制碼：ddc1\I\1〉，設定流程如下所示。

新增一個圖文組件到工作區，然後用滑鼠雙擊該組

件，開啟屬性對話窗。

設定組件的一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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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狀態新增來新增狀態設定。 新增狀態設定 0和 1。

設定狀態設定 0屬性。 設定狀態設定 1屬性。

再新增一個圖文組件來描述該組件。 設定組件一般屬性。

設定狀態屬性。完成設定。

組件將會根據干接點狀態來顯示這兩種圖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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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機的狀態顯示。這個設定和干接點設定大致一樣，只是文字和圖示不一樣。現在我們用剪貼功能來制作。

選擇干接點組件並按一下〔複製〕小圖示。 按一下〔貼上〕小圖示，並將新組件移到適當位置。

修該一般屬性。 修該狀態屬性。完成設定。

5. 設定電機輸出控制按鍵，為了有按下和未按下兩種狀態，我選擇用兩個圖文組件。

新增一個圖文組件作“開”按鍵並設定一般屬性。 新增狀態 0並設定屬性。

新增狀態 1並設定屬性。 設定按鍵執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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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一個圖文組件作“關”按鍵並設定一般屬性。 新增狀態 0並設定屬性。

新增狀態 1並設定屬性。 設定按鍵執行指令。

新增一方形組件為按鍵作框，將方形組件移到最

後。

再新增一個圖文組件來作標題。

設定標題狀態屬性。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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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在我們已經完成這個簡單設計，選擇功能表〔檔案〕－〔儲存〕，輸入檔案名稱儲存檔案。

當然您可根據需要創建適合自己的系統，插入更多組件去裝飾。

。

６.４ 控制碼索引

檢視目前所有組件使用的控制碼，用來系統調試和除錯。 選擇功

能〔檔案〕－〔控制碼索引〕，開啟控制碼索引檢視視窗，如右圖所

示。

選擇控制碼，編輯器將會選擇擁用該控制碼的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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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使用者管理員

本章會教您如何建立使用者及設定操作權限。為不同使用者設定相應的使用權限，對維護系統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系統，我們稱系統第一次建立的使用者為系統預設的使用者，該使用者不能被刪除也不會過期，且部分屬性不能被修改。

７．１ 操作界面說明

選擇系統主功能表〔工具〕－〔使用者管理員〕，開啟使用者管理員對話窗，下圖是操作界面。

使用者管理員 － 主視窗

「使用者」系統所有使用者及其使用期限、權限列表。

顯示字型比較粗的是系統預設的使用者。

「新增」新增使用者。

「刪除」刪除使用者。

「內容」顯示所選擇使用者的設定對話窗。

「設定密碼」重置所選擇使用者的密碼。

７．２ 新增使用者

按一下〔新增〕，開啟屬性視窗，設定使用者名稱及其它屬性。請參閱【７.３ 使用者屬性設定】。

７．２ 刪除使用者

選擇欲刪除的使用者，然後按一下〔刪除〕。您不能刪除系統預設的使用者。

７．３ 重置密碼

選擇欲重置的使用者，然後按一下〔設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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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使用者屬性設定

選擇欲設定屬性的使用者，然後按一下〔內容〕，開啟屬性設定對話視窗。

使用者管理員 － 屬性視窗

「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只能在建立使用者時輸入，建立使用者後不能修改。

「全稱」使用者全稱。

「有效」使用者有效。不適於系統預設的使用者。

「強迫使用者下次登入時更改密碼」強迫使用者下次登入時更改密碼，以提高系統安全。不適於系統預設的使用者。

「允許使用者更改密碼」允許使用者更改密碼。不適於系統預設的使用者。

「遠端登入」允許使用者從遠端電腦登入本系統。

「使用期限」設定使用者的使用期限。不適於系統預設的使用者。

「起始頁面」設定使用者登入時顯示的畫面，按一下 來選擇畫面。

「閘道」設定閘道以限制或允許用戶的介面控制輸入。

「權限」選擇使用者的使用權限範圍。不適於系統預設的使用者。

「密碼」設定使用者密碼。只適於新增使用者。

「確認密碼」重復輸入使用者密碼。只適於新增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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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作排程

所謂工作排程就是安排系統在某個日期執行某些工作。本章會教您如何利用工作排程進行系統控制的自動化。

８．１ 工作排程操作界面說明

選擇系統主功能表〔工具〕－〔工作排程〕，開啟工作排程設定話窗，下圖是操作界面。

工作排程 － 主視窗

工具列說明

工具列

工作日期

某日工作內

容列表

新增工作日期

剪下

貼上
刪除

複製
插入工作項目

工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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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新增工作日期

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開啟日期設定對話窗〈如右圖所示〉，選擇工作日期，如果您指定某年、某月、某日，那麼請輸入相應

的具體的年、月、日。

新增工作日期對話窗

８.２ 刪除工作日期

選擇欲刪除的工作日期，然後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

８．３ 新增工作項目

選擇新增項目的工作日期，如果不存在則先建立工作日期，然後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這時系統會詢問新增工作項目的類型，

確認以後系統會開啟相應的工作設定對話窗。

「變更數入/輸出點屬性」改變數入/輸出點屬性，如狀態值等屬性。

「系統操作」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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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工作安排 － 變更數入/輸出點屬性

該屬性設定對話窗如下圖所示。

工作安排 －變更數入/輸出點屬性

「描述」用適當的文字來描述工作項目。

「時間」執行時間。

「輸入/輸入點」執行工作的對象，選擇要變更屬性的輸入/輸出點。

「套用群組」選擇一個群組並套用到工作對象。

「只顯示選擇部分」只顯示已被選上的項目。

「顯示名稱」選擇是否顯示輸入/輸出點名稱。

「狀態值」不改變輸入/輸出點的狀態值或設定新的狀態值，可直接輸入或按一下 來選擇新的狀態。

「顯示事件」選擇是否記錄事件或保持原來設定。

「列印」選擇是否列印事件或保持原來設定。

「事件確認」選擇是否確認事件或保持原來設定。

「有效」改變輸入/輸出點的有效屬性或保持原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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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工作安排 － 系統操作

工作安排 － 系統操作

「描述」用適當的文字來描述工作項目。

「時間」執行時間。

「系統指令」設選擇所要執行的系統操作，可使用 或 來調整指令的執行順序，系統會按自上而下執行所選擇的

項目。

「只顯示選擇部分」只顯示已被選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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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事件檢視

事件檢視來用來對使用中或備份的事件記錄檔案進行查看、統計及列印等操作。

９．１ 事件檢視操作界面說明

選擇系統主功能表〔工具〕－〔事件檢視〕，開啟事件檢視，下圖是操作界面。

事件排程 － 主視窗

工具列說明

９．２ 開啟事件記錄檔

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或選擇功能表示〔檔案〕－〔開啟舊檔〕，開啟所要查看的事件記錄檔，如果要開啟系統使用中的事

件記錄檔可直接選擇功能表〔檔案〕－〔開啟預設檔案〕。

工具列

事件列表

資料筆數

開啟舊檔

列印

事件檢視

事件統計

預覽列印
事件檢視或統計選項

重新整理

功能表

訊息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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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事件檢視

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或選擇功能表〔檢視〕－〔事件

查詢〕來切換到事件查詢模式，再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或

選擇功能表〔檔案〕－〔查詢/統計條件〕來開啟查詢條件對

話窗。

「時間」設定查詢的時間范圍。

「控制碼、描述、事件、類型、來源、使用者」設定查詢的

相關欄位，先選擇欄位，然後選擇查詢條件，查詢條件可以

是等於、不等於、相似於，接著輸入或選擇查詢字串，如使

用模糊查詢“相似於”，須用“％”作萬用字元。

例如：查詢以 A 為開頭的描述，先選擇“描述，再選擇“相

似於”，然後輸入“A％”, 按一下〔套用〕或〔確定〕完成

查詢，

「排序」設定查詢結果的排序，如不設定該選項時，系統會以時間排序。

９．４ 事件統計

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或選擇功能表〔檢視〕－〔事件統計〕來

切換到事件統計模式，再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或選擇功能表〔檔

案〕－〔查詢/統計條件〕來開啟統計設定對話窗。

「時間」設定查詢的時間范圍。

「欄位」選擇所要統計的欄位控制碼、描述、事件、類型、來源、使用

者。

「排序」設定統計結果的排序方式。

９．５ 列印

當執行列印或預覽列印時，系統都會開啟列印對話窗來確認要列印的欄

位。系統會將欄位寬度轉換成實際的列印輸出，因此列印前您可能有必

要調整要列印欄位的寬度。

查詢條件對話窗

事件統計對話窗

列印對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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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Watchman 系統

本章說明如何設定 Watchman 系統，Watchman 系統由系統定義的子視窗構成，使用之前需將其依附到 Map 畫面。下面只作簡單

的界面說明。

１０．１ 子視窗 － Watchman

視窗說明

Watchman 主視窗

１０．２ 子視窗 － Watchman 報告索引

這個子視窗會列示所有Watchman 報告索引並摘要，當選擇某一記錄時，就會在子視窗Watchman 報告內

容顯示詳細資料。

路線選擇

狀態說明

路線詳細資料

開始執行

路線設定

中止執行

列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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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子視窗 － Watchman 報告內容

這個子視窗是用來顯示某次執行 Watchman 的詳細資料，只能配合子視窗Watchman 報告索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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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系統索引

系統索引用來制作一個簡明的樹狀分類系統，很容易將系統的各部份分類。

11．１ 系統索引介面說明

選擇系統主功能表〔工具〕－〔系統索引〕，開啟系統索引設定程式，下圖是介面說明。

系統索引設定視窗

工具列說明

工具列

系統索引的分支

及分支成員

系統索引的分支

及分支成員對應

的 MAP 檔名

儲存設定
新增或移除小圖示

刪除分支或分支成員

新增分支或分支成員

移除分支或分支成員的 MAP 檔案連結

設定分支或分支成員的 MAP 檔案連結

選擇是否用粗體來顯示分支或分支成員的文字

顯示分支或分支成員的文字顏色

顯示分支或分支成員的文字底色

選擇分支閉合圖示
選擇分支展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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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新增小圖示

先按一下工具列小圖示 來新增或移除小圖示。

利用新增按鍵來加入多個小圖示(ICON)以供樹狀索引使用，至少要建立兩個以上。

１１．３ 建立樹狀索引

按一下小圖示 來建立分支或分支成員，輸入適當的文字來描述，同時設定好小圖示及顯示顏色。

按一下小圖示 來設定相應要顯示的 MAP 檔案連結，也可以按一下小圖示 來移除已設定的 MAP 檔案連結。

按一下小圖示 來刪除一個分支或分支成員。

若要修改分支或分支成員的顯示文字，可用滑鼠擊一下要修改的文字，然後輸入新的文字即可。

您可反覆使用工具列小圖示 來建立更多的分支或分支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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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按一下 來儲存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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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指令集

為了達到更強大功能，系統提供了一些指令，這些指令可在某些條件下運行。

顯示 Map 檔案

指令格式 SHOW MapFilename /H /X=XPos /Y=YPos /W=MAPx /F=N /L=MAPx /G=XMAPx /S＝CODE /I=Index

參數說明（帶/的參數為非必要）

MapFilename Map 檔名。例如：mycontrol.map

/H 不顯示捲動軸

/X=Xpos 顯示畫面時水平移位 Xpos 個像素，例如：X=100。

/Ｙ=Ypos 顯示畫面時水平移位 Xpos 個像素，例如：Y=100。

/W= MAPx 顯示畫面的目標視窗 MAPx，x 為 0－20。例如：W= MAP0 即在子視窗 MAP0 顯示

注意：如顯示在主視窗指令為：/W=BACK

/F=N N 大於 1時，被選上的對象畫選擇框。

N 等於 0時，不畫選擇框。

/L=MAPx 同時在目標視窗 MAPx 顯示附加說明檔，x為 0－20。例如：W= MAP1 即在子視窗 MAP1 顯示。

注意：如顯示在主視窗指令為：/Ｌ=BACK

/G= XMAPx 設定縮圖顯示在 XMAPx 上，用 XMAPx 的小方塊來控制Ｍap 的顯示位置，x 為 0。

/S=CODE 將畫面移至可完全顯示控制碼 CODE 的 MAP 組件的位置，並將該組件設為選擇狀態。使用此

參數時/X/Y 參數將無效。

/I=Index 將畫面移至可完全顯示內部索引為 Index 的 MAP 組件的位置，並將該組件設為選擇狀態。使用

此參數時/X/Y 參數將無效。

設定輸入/輸出點狀態

指令格式：SETSTATUS CODE=STATUS

參數說明

CODE 輸入/輸出點控制碼

STATUS 新的狀態值。

例如：SETSTATUS ddc1\O\1=1

登出系統

指令格式：LOGOUT

令某輸入/輸出點暫時失效若干秒

參數說明

指令格式：BYPASS CODE=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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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說明

CODE 輸入/輸出點控制碼

SECONDS 失效秒數。

若為 0，則取消暫時失效功能

例如：BYPASS ddc1\I\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