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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ξ子本手冊的説明
本手冊描述了用子(乏00HX畑G舟E和CV系列PC的ControllerLink単元C200HW-CLK21和
CVMI-CLK23的安装;没直和操作,包括下述的各介章市。C㎝trollerLink単元用来特区些
PC達人Contro‖erLink同格。下列是三本与α)ntrollerLink岡染直接有美釣手冊。
名称    内容    日章編号(省前綴)
Controller団k支持十操作手冊(英文版)     美rFControllerLink支持十的安装,汲置和操作的泣程。Controllerむink支持一ド用来将IBMPC/AT或其兼容机連接至Contro‖erLink岡絡。      W307
CmtrollerLink支持軟件操作手冊(英文版)   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的安装,汲置和操作泣程。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可用来人工汲置i数据鍵接以及用干ControllerLink連接的其官位程。        W308
ControllerLink単元操作手冊(本手冊)      美『FControllerLink単元的表装,設置,和操作道程。GontrollerLink単元用来将G200HX!倒G/HE和CV系列PG達人ControllerLink岡染。  ZCC97404A
根据祢的系統,可能逐需要SYSMAC或CV支持軟件,或者編程器,細辛参兄本手冊的内
容。在准各安装和操作ControllerLink単元前清仔鍋囲逮本手研和相美的資料井魂信巳
理解了提供的信息。
第一章提供了美『FControllerLink図絡射芸本信息,井向陸着提供美子ControlierLink
岡染可以倣什広及岳樺更好地使用官伯的一介概述。
第二章描述了使用Controllerしink単元的基本述程。筒略解鋒了使用各介功能所必須
的設置。更洋細的解粋,参先后継章市中的各功能説明。
第三章描述了悠祥在CPU机架上安装ControllerLink単元,以及如何方ControllerLink
岡烙配践。
第四章描述了自助通訳所需的汲置。迭些基本汲置是数据縫接功能和信息服寿都需要
的。在接遇ControllerLink単元的屯源之前要完成遠里描述的汲置。
第五草摘述在一介ControllerLink阿絡中如何使用数据接接。数据鍵接泣用的概述参
見第二章基本迂程。
第六章説明了如何使用由ControllerLink単元提供的信忌服秀。同吋也説明了由Con-
trollerLink単元支持的FINS命令利駒庄,以及由C200HX/HG/HE和CV系列PC
支持的RNS命令和B向疵。
第七章描述了通iscv系列PC連接多ノト阿婚約方法。本章逐描述了用編程装置遊行
近距高輪程相盗控的方法。
第八童形経了ControllerLink通訳的細布。当需要阿緒通汎遇i行精碗的通汎汁肘付可
参考本章。
第九章提供了検査ControllerLink単元遂行期同友生的故障所需的信息,以及日常検
査,清除和其官報i抄迂程。
附泉A提供了与ControllerLink岡烙有美的OMRON宇品。
附泉B提供了ControilerLink同格在PC存儲区中使用的字的簡単参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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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特点和系統配置
本章提供美子ControllerLink岡絡的基本信息,井向渡者提供業干ControllerLink同格可
以倣什4及缶祥夏仔地使用官伯的概述。
1
2
一
1
1
1-3
1-一・4
1-5
概述
1-1-1
1-1--2特点
規格和配置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逸捧通汎功能
基本辻程
什久是ControllerLjnk?
ControllerLink単元模挟与PG
系統配置
一般規格
通風規格
連接没各
編程没各
有美庇用的注意事項
22455667781望2
1d」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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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継
第]-1市
1-1概述
1-1-1{」卜■A是Controllerしink?
⊂Z)ntrollerLink是一秒FA(工「自助化)岡絡,官可以往OMRON(200HZ/
HX/HG/HE可編程控制器(筒称力PC),CV系列再編程控制器,和1BM
PC/AT或其兼容机之同方便地,爽活地表送和鞍牧大容量数揚句。
ControllerLink支持能共享数据的i数据縫接種在需要財友送和接枚数据
的信息服各。数据鍵接区域可以自由汲置以建立災活的数据縫i接系統
以便有敷地使用i数据区域。
本阿絡乗用屏蔽双絞銭屯纏連接,大容量高速度的数据侍送使其者能
力杓成弘低級到高級的箔周内的各神岡狢。
旧MPC/AT或
C200HW-CLK21C200HW.CLK21CVMI.CLK21
厳容机
C。ntr。11erLink単元C。ntr。11erLink単元ControllerLink単元
C200HZ/HX/HGIC200HZ/HX∫HG/CV系i列PC
HEPCHEPC
3G8F5-CLK21'E
ControllerLink支持十
下面介紹Gontrol!erLink岡狢的功能
数据鮭接
数据縫接使公共数据能移桂岡路上的PC和汁算机之同共享,而不需要
PC的CPU単元或小人汁算机内的通汎程序。当数据被時人本地市点
的皮送区域吋,数据会自助侍送割返種下点的接牧区域中。
可以用人王将IR、SR、CIO、LR、DM或打展DM区域中的任何部1分汲置成
友送区或接牧区。用数据鑓i接功能建立釣友送区和接収区被称力数据
鑓接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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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1-1常
数据縫接区可以自助設置也可以人工没置。
自動没畳
人工汲置
信忌服努
ControllerLink単元
PC
鍵譲
迩躾的数据徒遣至公共区域
在PC的DM区中用筒単設置数据縫接参数的方法可以自助没置数据
燵接。所有的常々会捌有相同大小的友送/接収区域井井享完全相同
的数据。
対毎一介辛点可以使用Controllerしink支持軟件分別汲置其i数据燵接
区。毎辛辛点的皮送的字数可以人工汲置。窄点也可以被没豊成伎促
接収或仮板笈送致据。也可以建立一介数据燵接使一・↑'筆点仮接収其
宮竿点炭送的部分数据。
信息服努是一項必要吋在指定羊点之阿侍送数据的功能,述可以用来
演/写状志信息,改変操作方式,及執行其他任努。信忌服芽出在用戸
程序中抜行通汎指令来遊人。迭些通風指令包括SEND和REGV執令,
官何用来待送数据,述有CMND指令,官用来報行各秒命令。
ContrellerLhk単元
PC
当指定的条件存在吋笈送数据
遺品指令
用戸程序
SEND和RECV指令SEND和RECV指令用来違和写指定市点中指定区域的内容。SEND指
令杁源市点中皮送字的内容井写人指定市点的指定手中。RECV指令
杁指定市点友送字的数据,井将数据写人源市点的指定字中。
CMND指令
RAS功能
注
CMND指令用来執行命令,如向其市点如凌/写数据,控制操作,及写出
繕う日乗。CMND指令用来報1行FNS・命・令,是一ノトOMRON方正ダ自明
化系統升友的命令系統。
C200HZ/HX/HG/HEPC不支持CMND指令,因此不能用子C200HZ/
HX/HG!督E射程序中。
阿烙的状志赴rF実吋盟控之下,当図洛中出現一イト嶺俣吋,宅扱写人出
錯己泉,↓己乗出錯的吋同和錯俣的葉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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継
状杏区
出惜妃暴
1-1-2特点
数据鮭接
信息服努
・4・
第1-1常
数揺篭接状杏
当使用数据縫接吋可以見PC存緒器中懐出数据縫接的状志。
其官同格状恣
共営珂絡状杏,類同烙中有多少工作的廿点,也儲存在PC的存儲器中。
ControllerLink単元ControllerLhk単元
CPU単元
状志
・数揺篭接状志
・其他同格状茶
出借妃乗存枚岡烙中麦生的錯俣(用錯渓代碍)和錯俣麦生的対向。在
RAM或EEPROM中可存放最多39介出錯1竜泉。用干存放此i数据的
EEPROM位干α)ntrollerLink単元内。可以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或信忌服各来逮出惜氾乗。
ControllerLink単元ControllerLink単元
C2eOHZIHX/HG/HE
CPU単元
出惜竜泉表
C200HZ∫HX∫HG/HE
cpuee元
Contro‖erUnk岡烙有以下持点以符合FA始点的各秒需求。
可以内大容量的数据建立寅活和布敷的数据鍵接,如下所列。
項目    規格
毎分苓点可友送的通道数  最多r,000
毎命令点可皮速瀬接牧的通道数    ControllerLink支持辛:最多32,000ControllerLink単元:最多8,000
数据縫接可以自動没置,或者由用戸人工設置自由改変使用的数据区
域的大小。也可以建立～小芋点只接収多男一介令点炭送的部分数据
的数据縫接的効率。此功能使用戸只接収需要的数据,八而堤高数据
縫接的敷率。
宿患服各可以友送和接収多迭2,012字市的数据(包括FINS字典),允
許大量数据一次友送和接収而不必将其分解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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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和配置
第1-2辛
双絞銭亀縄
用双絞銭亀纏配銭容易舷理和雄炉。迭稗屯鏡比同軸屯銃或光纏容易
妙理得多,杁而減少了没各的費用。
在ControllerLink単元上通近端子板連接,在ControllerUnk支持k上
用寺用描件連接,遠使得系統配置彼方便利易手傷改。
在単元上内置了終端砲艦,通辻簡単的升美裁可以配各岡絡西端所需
的同格終端屯阻。
兼容不同的錆点配置
ControllerLink同格可以包括用ControllerLink支持十連接的IBMPC/
AT及其兼容机,如同朋Contro‖erLink単元連接的C200HZ/HX/HG/HE
再編程按制器及CV系列可編程控制器一祥。
寅活的互達岡錯迷接
ControllerLink稠絡可以(通道CV系列F℃)達i接至其1≧同格(SYSMAC
NE'「,SYSMACLINK,以及男一介ControllerLink阿狢)。在安装Controller
Link単元的re-一台CV系列PC上安装SySMACNa或SYSMAC〕NK通
汎単元,作方ContbllerLink単元,通辻此CV系列,PG可以建立互達岡路
上市点同的信,自、服各。可以建立多迭三級的岡染。
弘達接在PC的CPU単元上酌婦程装置可以完成対図路上其官PC的
編程和盟控。萢園包括多迭三級的互達岡烙。
改i遊的措渓1弛理
由予↓自乗了錯俣笈生的時間和出惜的細布,出惜記章使得快速赴理錯
幌成方可能。与i数据縫接和阿絡的状志一祥,当前約Controller〕nk単
元和支持十状志也可用干出惜地理。
当擦制着ContrdlerUnk岡狢的令牌弔点炭生錯俣吋,男一介弔意自助
変成令牌廿点。迭就防止了回路中単ノト市点的出惜会決及岡絡中的其
官市点,駄面杓造了高度可霊的系統。
1--2規格弄日酉己置
1-2-1
系統配置
ε…1=離塁元εll=雅量元劉齢講元霧霧島PCIAT或
C200}・IZtHXiHGIC200HZIH)〈tHG/
HEPCHEPC
CV系列PC
3G8F5-CLK21-E
ControllerLink支持辛
最大後輪距寓:1㎞(500Kbps}～500m(2Mbps}
最大弔点数1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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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初配置
1-2-2一般規格
1-・2-3通汎規格
・6・
第1-2布
一般規格与C200HZ/伯X/HG/1-IE和CV系列PC相同。
項目    規格
通汎方式        N:N令牌悪銭
錨碍    曼御斯特縮禍(Ma㏄hesterCode)
凋制解洞        基帯編石弓(BaseBoudCode)
同歩方式        椋志同歩(符合HDLC頓)
侍輸通道方式    多姑息銭式
波特車和最大伶輸距寓    最大侍輸距寓鹿波特率面変,如下所難:2Mbps1500mlMbps:BOOm500Kbps=1km
媒介    指定的併載双段銭竜燈,信号銭数=2,屏蔽銭数:1
合点連接方式    PG:連接至端子振幅MF℃/AT或来春机:通迂寺用播件連接(附件)
最大廿点数      32介芋点.
通訳功能        数据粧接和倍息服奇
数据縫接字数    毎企零点的特選区域:最多1000字(2000字廿),一台PC中的数据鑓接区(G200HZ!HX/HG/HE或CV系タ‖PC)(炭送/接収〉:最多8000字(16000字布),一台IBMPC/AT或兼容机中的数据縫接区(笈送/接舷)=最多32000字(640CO字廿).一介岡路中数据連接的字数(侍遺恩i数):最多32000字く64000宇市)
数据縫接区域    位Bit区(IR,AR,LR,GIO),数据存儲器(DM),和診L展数据存儲器(EM),
信息長度        最多2012字市(包括字失)
RAS功能 友牌うぎ点后各功能自診断功能(摺訪問的硬件検査)回送測試和　播測試(使用RNS命令)股概定吋器出錯杞乗功能
錯俣控制        里腹日折特X宿碩(ManchesterCode)検査CRCオ金壷(CCITTX16+X12+X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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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掃初配置
第1-2市
1-・2・-4ControllerLinksp元模投与PC
有爾稗ControllerLink単元:一秒用子CV系列PC,男一秒用干
C2COMZ/HX/HG/HEPC。
項目
型号
外型
蛍袋投各
PC
毎会PC上最多
的単元安装数
量
安装位置
重量
屯流消耗
規格
C200HW-CLK21
C200HW-COMOlfO4
通訊十戒
C200HW-CEOOI/002/012、悪銭
連接単元
C200HZ/HX/HG/HEiPC
最多2台
CPU底板
最多2台
CPU単元
表装在CPU底板(分業力通汎
用的特殊1!o単元)
400克
300mA
CVMI-CLK21
不需
CV系列PC
最多4台
CPU机架
}
3/5/10槽
打展CPU
机架
一_ノ
11槽
CPU
単元
在迭所有
14,16,或
21小樽口
中,最多蛍
袋4台e
安装在CPU底版或ザ展CPU底
板上(分業力CPU忌銭単元)
550克
300mA
注ControilerLink支持R可以安装在IBMPC/AT或其兼容机上,連接計算机至
同格中,参児ControllerLink支持N操作手冊。
1-2-5連接没蓄
妾建立一介ControllerLink阿烙,除了ControllerLink単元和PC外,迩
需要以下的配件。
通汎亀銃在ControlierLink溺狢連接中位使用下列的屏・蔽双変域屯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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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和配置
第1-2令
型号    制造商
Li2Y-FCY2×0,56qmm      Krom㎏rg&Schubert,K㎝tecDepartment
1×2×AWG-20PE+Tr.CUSN+PVC      DrakaCableslndus‡rial
#9207   Be{den
ESVCO.5×2C     BandoDensenα).
注各
没
程
縮
6
.・
2
一
1
用子PC酌婦程没各
連接ControllerLink支持十至岡烙対座使用随ki提供的寺用連接器。
使用ControllerUnk同格吋需要一台用干PC和ControllerLink支持軟
件的編程没各。
当使用自助没置数据縫接和信忌服芳醇必須使用下列一・秒編程改稿。
縮程器
絃
魍魎
旧MPC/AT或
兼容机
SSS支持
軟件
軟件升共{DM区)
目
Controlle「Link
可以避行下列操作:
・造捧対数据髄接遊行人工或自助汲置。
・没置数据縫接方式力"自劫"(軟件升美汲置)。
・自劫/停止数据髄接(自助位:ON/OFF>。
・力信息願書編程。
・漢取阿烙状杏。
編福渡各        外型    型号    可用的PC
SSS支持軟件(用干PC)     巴      C500-ZL3AT1-C   C200HZ/HX剤G!HE和CVMIPC
CV支持軟件(用干PC)              CV500-ZS3Aτ1-E>2       CV系列PC
編程器  ◎覇`   CQM1-PRCO〕-EC200H-PRO27-E      C200HZ/HX刑G/HE,C200H/C200HS和CQMIPC
                CVM1-PRS21-EV1  CV系列PC
ControllerL,ink
支持軟件
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可以用来人工没置数据縫接,設定Controller
Link的参数和盟控ControllerLi畝間狢。可以遊行下列操作。
・没置数据縫躾方武力"人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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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rr移相配置
第1--21S
・建立井存儲数据焼接表。
・肩劫/停止数据鍵接。
・逮取岡絡状杏。
・懐取出錯氾乗。
・汲置路径表。
・測試岡4}。
・惨敗同格参数。
使用一台独立的計算机
一一台不是岡染組成部扮射光算机可以用来投縄ControllerLink同番。
縫
竃
IBMPCIAT或
兼容机
C200HZ∫HXIHG/H[…PC
日
輪_誌9麟「
ControllerLinkRS-232CCPU単元
支離件z⇒〉
倍速
CV系列PC
鯖__.㌫麟「
CPU単元
'、
没置数据縫接表
目
注ContrellerLink支持軟件可以作方SSS支持軟件的一部分来使用。洋
細資料参児Gontrol{erLink支持軟件操作手冊。
使用一小汁算机常点
作方在図絡中一介市点的計算机也可以用来控制Contro‖erUnk阿絡。
ControllerLink
支持軟件
巴
IBMPC/AT或兼容坑
口
捨～sw、
曲目
=
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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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和配置
第1-2『?i
軟件    '外型   型号    名称
ControllerLink支持歓件  閲      C200HW-ZW3AT2-E 用干旧MPC/AT或来春机
                3G8F5-CLK21-E   用干(㎞tro‖erU叱支持督包括在十中)
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也可用干ControllerLink支持十。
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菜、単概述
菜単項目1
数据髄接
没置同格参
路径表
回送測試
r"播測試
皿控同格
呈示出惜状志
霊示市点状杏
提示十設置
維炉
幸島輯PC‡示枳看守
系統設置
・編輯表
・夏制表
・初婚表
・検査表
・単元各扮
・十各{分
・初婚化同格参数
・保存表
・取出表
・倍速表
・捌除去
・打印表
・肩幼∫停止
・盗控状志
・没各信息没置
注詳細操作辻程参兄ControilerLink支持軟件i操作手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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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泡燈
第1-.4S5
1・-3進捧通汎功能
希望在PC之間或PC与18MPC
AT或其兼容計算机之1司建立公共
的用干位数据的数据区喝?
希望在PC之1旬或PC均IBMPC
AT或其兼容卦算机之回建立公共
舶用干字数据(当館値或没定値)
的数据区喝?
是「　
使用数据縫接
希望杁一台PC向男一台PC或杁
一台PC向男一ノト18MPC/AT或
其兼容汁算机在指定的条件下笈
送或接牧字数据喝?
使用信息服升(即SEND/RECV或
CMND指令。)
1-4基本辻程
准各
1,2,3・t－
1,2,3…
C200HZ/HX/HG/HE
],用面板上的旋紐升美汲置芋点号。
・01至32
2.用面板上的DIP升美設置波特奉和操作級別。
・2M,1M,或500Kbps
・系統0或系統1
3,用底板上的升失投豊路端屯阻。
・ON或OFF({又終端辛点置力ON)
4.整う己路径i表。
CV系列PC
3.用面板上的旋旬外美汲置単元号
・OO至15
2.用面板上的旋紐升美『汲置芋点地斑
・01至32
3.用面板上射目P升美設置波特率和操作紋別
・2M,1M,或500Kbps
4.用面板上的滑動升美設置終端屯阻
・ON或OFF(仮終端市点置力ON)
5,登↓己路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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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産月的往事事項
第1-5布
数据鮭接逆程
1,2,3…1.連接屯源至所有的令点
2,連接編程没各到PC
3.建立1/O表(仮GV系列PC需要)
4,用編程没各将店劫市点的DM区内建立数据縫接参数中数据縫接方
式没力自助或人工建立数据鑓接。
人工没定数据縫接
1,2,3…1,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登i己所有市点的数据縫接表。
2.使用C。ntr。llerLink支持軟件,或杁編程没答酬劫位投力ON来店
劫数据縫接。
自助没置数据縫接
1,2,3…1,杁編程没各将店幼位投力ON来自助数据縫接。
信息服書道程
1,2,3…1,打iiFF屯源
2,建立1/O表({又CV系列PC>
3.在程序中執行通汎指令。
1-5有美泣用的注意事項
・仮将岡染西端市点的終端屯阻接通,将其宮所有弔意的南限井美置力
OFF。
・在連接屯幾或折下竜銃前座切断所有弔点的屯源。
・伎使用指定的屯鏡。
・対在同一同格中的所有苓点没置相同的波特率。
・対CV系列PC碗弘毅直路径表。当CV系列PC連接至回路吋,在所
有布点上段直路径表。
師部ξ輪姦麟都
KU}くUKU
CLK:ControllerLink単元
C200HZ/HX/HG∫HEC200HZ/HXIHG/HECV系列PC
PCPC
注如果ControllerLink園路中所有CV系列CPU単元都是1996年五月或
基層生干的,則不審要路径表。
独立的ControllerLink同格
CV系列PCCV系列PC
不需要鑓接表
CPU
CLK
CLK
C200HZI
ξ
HX/HG/
u
HEPC
CLK
CPU
1996年五月以后産生1996年五月以眉宇生
注生声日期苗印在CPU単元迫上的四位分組号決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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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産月的往事事項
第1-5市
分組号:口口56....制遣口期力1996年5月
巴里覧驚∴
十二月分副用X、y、Z来表示,此
例中蘭月扮力5月
・多重岡染連接吋,在所有同格中的所有市意中汲置路径表。
ControllerLink園4}f
Cor[trロllerLink回路2
CPU
CLK
CLK
CPU
CL阿n
CLK
CPU
(〕L.・K
CPU
CLK
CPU
C1三K
CV系列PCC200HZ∫HX/HG/HECV系i列PCC200HZ∫HX/HG/HECV系i列PC
元沿如何所有釣竿点都要有路径表。
・当SEND/RECV或CMND指令用干一台已鋒没置了路程表的PC吋,清
碗臥指明了在路径表中段量的岡烙地趾。
・当使用人工没置数据縫接吋,捌除所有不参与数据鍵接的苗点中的数
据縫接表。
・当数据縫接已激活(即己自助)吋,不要樟送(写)路程表。当路径表校
債送付CPU息銭単元和通汎単元都会被夏位。
・当数据焼接已激活吋,不可重眉劫或夏位令牌市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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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本道程
本章描述使用C◎ntrollerLink単元的基本迂程,筒略解秤使用各ノi功能所必須的没量。更
詳細的説明,参見肩鎧章市中的各介功能説明。
2-1数据継接的N程
2-1-1
2-1-2
2-・2信,e、月日4}辻程
人工設置的数据縫接
目劫没置的数据燵接
ハ◎倉UΩU∩)
論1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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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継接的泣程
第2-1廿
2-1数据雛接的辻程
2-1一ユ
人工設置的数据縫接
当i数据焼接方式被没豊成人工建立i数据焼接表付,可以用Controller
LMk支持軟件来翰人数据縫接表。清使用下列泣程。
1,2,3…1,表装単元及配銭
内容    方法    常点    頁次
a.将単元安装在PC上      一      所有常点        29
b.絵図堵配銭    一      所有輩点        31
2,通汎的准各工作
内容    方法    零点    颪次
a,汲置単元号    使用面板上旋包井美      煤CV系列的PC    41
b,汲置廿点描祉  使用面板上旋細評美      所有寸言点      39.42
c,汲置波特率    使用DIP汗共     所有宇点        39.43
d,設置操作紋別  使用Dlpi汗美    仮PG    39
e.没置終端屯阻  CV系列PC使用面板上的升美,C200HZノ←{X/HG/HEPC使用廊板上釣升美   所有廿点間緒終端廿点:ON所有其官寸亨点:OFF       40.43
3,i接遇至PC的屯源
内容    方法    枯点    貢次
接遺筆PC的電流  一      所有弔点        }
4.連接編程没各
内容    方法    弔意    寅次
連接編程器或者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使用指定的連接屯雛      数据錘接店司令点和CV系列PC      、8
5,建立1/O表
内容    方法    市点    更改
輸入1/O表       使用SSS支持欣件或鏑程器 仮CV系列PC      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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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継接的泣程
第2-]辛
6,没置数据鍵接模式
内容    方法    弔点    責次
将数据鮭接模式没        使用SSS支持歓件或       但対数据髄i接的自助辛煮。       50
鷺成"人工"      銅程器  用来店功数据縫接的常点  
                称力肩幼廿点,在此操作之 
                前必須決定卿一介芋点作  
                力店功業点。    
注当使用人工没置数据鍵接目寸,清碗杁DM区中的数据鍵接。
参数中的数据縫接方式被造成00。
7.力毎一介常点倣下列的汲置,登記至数据縫接表
内容            方法    市点    頁次
第一千数摘縫接状志字            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岡染中的所有苗点。弘数据健接嚢中瑚除不在数据縫接中的所有市点。  52
数据継接市点                            
第1区   第一分数据接接状添字                    
        数据縫接的字数                  
        数据継接的偏移量                        
第2区   第一命数鋸縫接状悉字                    
        数据髄接的字数                  
        数据継接的偏移量                        
注偏移量用来控制在接収区中存数数据的位置。
8.自助数据縫接
内容    方法    ¶点    真吹
宿劫数据縫接    使用編程没書,用戸整序或者       数据鑓接店功芋点(可以   68
        α拍trollerUnk支持軟件,將下列   将多介市点的眉劫位置    
        字中的自助位由OFF切換到《⊃N    ON,以便即位虐封事点     
        C200HZ方{X/HG/HE言ARO7  故障吋切能碗保数据鍵    
        CV系列:DM2000+100×N    接被息幼)。     
        (N力草元号)             
注如果店幼帝点的数据縫接表中有故障,数据燵接不能眉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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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揚餅接的迂穆
第2-1輩
9.停止数据縫接
内容    方法    常点    更換
        使用編程没各,用戸程序或者               
停止数据縫接            所有加人数据鑓接的市    68
        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桁下列           
                点。    
        字中的自助位由ON切換到          
        OFF,            
        C200HZ/HX/HG/Hε:ARO7           
        CV系列:DM2000+100XN             
        (N釣革元号)             
2-1-2自助設置的数据縫接
1,2,3・
可以通泣将数据縫接方式設置成自動声生数据鍵接表来日劫地建立数据
楢i接表,娃程如下。
・・1,安装単元及配銭
内容    方法    羊点    頁次
a.将単元安装在㏄上      一      所有市点        29
b.蛤阿烙配践    一      所有常点        31
2,通汎催告工作
内容    方法    市点    1頁次
a,設置単元号    使用面板上助炭翻弄美    但C>系列的PC    41
b.投置市点地祉  使用面板上的旋粗升美    所有蒲魚        39.42
c,設置波特車    使用DP升X       所有市点        39.43
d.設置操作紋別  使用Dlp升美     {又C20CHZ/HX/}{…/ト{EPC        39
e.没饗終端毛脛  CV系列陀使用面板上的升美,C200HZ由X/HE/HEPC使用底板上的升美      所有噺点間烙的終端市点ρN所有其官辛煮:OFF       40.43
3.接遇至PC的屯源
内賓    方法    常点    頁次
接遇至PC的屯源  一      所有雫r点       一
4,連接編程役畜
内容    方法    市点    更換
連接縮程器或者Con.trollerUnk支持軟件    使用指定的連接屯纏      数据縫接肩劫弔意和CV系列F℃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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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継接助産程
第2・-1=ei
5,建立1/O表
内容    方法    ‡r点   頁次
建立{の表       使用SSS支持軟件或編程器 仮CV系列PC      一
6.力自助建立数据継接設置参数
内容            方法    弔点    貫次
a.特赦据焼接方式設置成自助              使用SSS支持軟件或弟程器 仮数据縫接肩功争点。用来店劫数据縫接的市点被株先自動合点,在此操作之前必須先決定郷一一介廿点作方宿坊廿点。       50
第1区   b.汲置区域                      
        c.没置数据縫接窟助字                    
        d、没置数据縫接的字数                   62
        e,設置区域                      
        f,没置数据縫接店魂字            仮数据縫棲息切下点。{又在使用第2区的情況下。    
        9、没畳数据縫据的字数                   
h.設置第一小数据縫接状書字                      仮数据縫接溶功常点(此設置可能被忽略)。  
i.設置参与数据絶技的市点                                
                        仮数据接接自助常点。    
7.眉劫数据縫接
内容    方法    常点    瓦次
宿坊数据縫接    使用綿種没各,用方程序或 数据縫接店劫干r点(可融  68
        者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將多介市点的宿明位置    
        将下列手中的店劫位由OFF ON,以便即使自助市点     
        切換到ON、      故障,碗能磯係数据縫接   
        C200HZ/HX/HGノ距tARO7   被虐劫) 
        CV系列oDM2000+10C×N            
        (N力車元号)             
注如黒眉同市点中的数据縫接装荷故障数据縫接不能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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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感服牙的泣程
第2-2市
8.停止数据縫接
内容    方法    苓点    頁次
停止数据縫接    使用縮程没書,用戸程序或 所有加人数鋸燵接的市    68
        者ControllerUnk支持軟件,        点      
        将下列手中的自助位由ON          
        切換到OFF.              
        G200HZ/HX/HG/HE;AFX)7           
        CV系列:DM2000÷100XN            
        (N力草元号)             
2・-2情思服書的道程
下列歩畷描述使用情意服各館基本道程。
1,2,3…1.安装単元及配銭
内容    各注    颪次
a,將単元安装在PC上      一      29
b.蛤阿烙配践    一      31
2.通汎的准各工作
内容    蚤注    更衣
a.設置単元号    伎CV系列PC      41
b.没畳枯点地批  一      39.42
c.没置波特車    一      39.43
d,投遣操作紋別  {又C200HZ/HX/HG!犠…PC  39
e.設置i寒端屯阻 一      40.43
3,接遇至PC的屯源
内容    蚤注    頁次
接遇至PC的屯源  一      一
4,建立1/O表
内容    缶注    責次
建立1/O表       奴CV系列PC      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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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富脳務的遅程
第2-2廿
5.如果使用互違図烙連接,則登泥路径表
内容    缶注    寅次
a.汲置本地回路表        一      130
b.設置中継同格表        一      130
注只異同絡中有一介CV系列的CPU単元是在1996年四月或之前生声
的測一定需要路径衰
分9fi号1口口46
1996年4月調進
芒i繋㌘、
十二月分副用x、Y、z来表示,比
例中餉月借方四月
6.建立用戸程序
内容    1各注   買次
a.在存儲中准蕎麦送和接枚数据    存在源芋点的存儲区中    ア7
b.力通汎指令准各控制数据                
c.栓査執行S日UD/RECV或CMND指令的条件    祢准的輸入条件是源和国振帯点的工作苦点椋志及端口布敬称志        89
d.執行SEND〆RECV或CMND指令      一      
e,執行力了通汎指令的幼某所需的其官指令,(如麦生故障吋,重試或故障赴理。)  椋准愉人条件是端口出錯綜志。C200HZノ↑→X/HG/HEPC毎ノト操W三級有一介通風口.当2介以上的通釈指令回附友出射,必須有独占控制。CV系列PC有8介通江口.当同貯炭出了9介以上的通訳指令吋.必須要有独占控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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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安装和配銭
本章描述缶祥在CPU底板上安装ControllerLink単元,以及如何力c◎ntro11erLink同格配
銭。
3--1部件名称和功能
3-1・-1
3-1-2
3-2表装
C200HZ/HX侶G/HEControllerLink単元
CV系列ControllerLink単元
3--2-1
3-2-2
3-3配銭
C200HZ/HX/HG/HEPC
GV系列PC
3-3-1'通}札屯白鷺
3-3-2
連接通訳竜郷
446890112
2223333
う乙つ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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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秣切功能
第3-1市
3-1部件名称和功能
3m・1-1
本章描述ControllerLink単元的組成部件名称和功能,本申述描述指示
灯的操作。
C200HZ/HX/宜G/HEControllerLink単元
畑⑳團紺
一
指示灯(参見第27頁和第162頁)
LED指示灯展示単元和河格艶状杏
睡1]「_
波特率和系統操作紋別設置(参兄弟39瓦)
◎1
四位DIPJI共.用手下列世置:
位{.2:披特車
位3:不用(置OFF)
位4:操作級別
意銭連接単元播磨{参蒐集29頁)
描座用来連接CPU単元
用子通領屯投釣端子板(参見第3†頁)
端子用来連接Controllerしlnk岡路的
通訳電離
零点地雄弁共(参見第39瓦)
丙午旋観升栄,Contro‖erLink困舞}中単元的常点地趾
由二位十遊制数来世豊
終端屯阻升共(在単元的底部}
(参凡策40〕茸}
滑動弁共.使用此i汗共将ContpolbrLink
囲路面端的葵端屯阻置力O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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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劣和功能
指示灯
第3-11S
名称    顔色    状杏    説明    
RUN(遺行)       緑      亮      単元正常道行    
                暗      単元出鈷        
TER(終端屯阻)   黄      亮      終端屯阻升美ON  
                暗      終端屯阻升美OFF 
ERC(通汲出錯)   紅      亮      通訳出錯.市点地壮設置錯(没責了相同的地趾)或硬件錯。     
                暗      三E常送行       
ERH(PG出錯)     紅      亮      PG出錯,PC接口出錯,EEPROM出錯,或PC模訣設置出惜。 
                暗      正常    
1NS個絡加人)    黄      亮      単元加人(描人)阿烙      
                暗      単元未知人(播人)同格    
M瓜(数据縫接方式)       黄      亮      人工(見注)      注:当阿務上的数据鍵接未灘酒吋,M/A－直力暗
                暗      自助    
UNK(数据鑓接)   黄      亮      加人了数据縫接  
                囚蠕    数据縫接表有措  
                暗      未加人数据鑓接或数据縫接不工作  
SD(友送)        黄      亮      数据友送中      
                暗      元数据在友送    
RD〈接牧)       黄      亮      数据接牧中      
                暗      光数据在接収    
注即使本地輩点没有参与数据縫接,如果阿路上有人工設置的数据縫接
在工作,指示灯侃然会意亮。
細布参見"9-1使用指示灯故障検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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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秣切功能
第3-1市
尺寸(単位:㎜}
声r
酔国
璽圃
細蟹
1
◎
3-1-2CV系統ControllerLink単元
指示灯{参児第27頁和第f65頁}
LED指示灯艮示単元和囲烙的壮志
単元号外共(参兄弟4f頁}
爾小旋観井井,単元号由二位十逆詞数来世置,
表示PC所連接駒岡路
面小旋観升共,ControllerLink闇路中単元的
枯点地仕出二位十遊制数来設置
激特率升共(参見第43頁)
一介四位DIPJFiXi,用手下列設置=
位1、2:激特率
位3、4=不用(常eFF)
終端屯阻升iXi(参兄弟43頁)
消魂井井.使用此升失格Cont耐lerLink
同格丙端的終端竜眼置力ON
用干通報屯塊的端子板(参兄弟3f頁}
端子用来連接ControllerLink同格的
通韻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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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卯功能
指示灯
第3-1辛
名称    顔色    献茶    説明    
RUN(送行)       緑      亮      単元送行正常    
                暗      単元出聲        
正R(終端竜胆)   黄      亮      終端屯阻升美ON  
                暗      　終端屯阻升美OFF       
ERC〈通訳出錯)  紅      亮      通汎出惜,黄点地趾没量錯(汲置了相同的地吐)或硬件錯。     
                暗      正常追行        
田H(PC魅昔)     紅      亮      PC出錯,PC接口出錯,EEPROM出錯,単元号出錯,或1/o表末段置   
                1暗     正常    
lNS(同格加人)   黄      亮      単元加人(挿人)岡絡      
                暗      単元未知人(揺人〉岡絡   
M/A(数据縫接方式)       黄      亮      人工(見注)      注:当同絡上的数据縫接朱殿活吋,WA－宜力暗
                暗      自助    
LINK(数据縫接)  黄      亮      加人了数据縫接  
                囚焙    数据燵接表有錯  
                暗      米加人数据健接,或数据燵接木工作 
SD(笈送)        黄      亮      教授友送中      
                暗      元数据在投遣    
RD(接牧)        黄      亮      数据接収中      
                暗      元数据在接牧    
注即値本地輩点没有参与数据縫接,如果図烙上有人工設置的数据縫接
在工作,指示灯伍然会点亮。
細布参見"9-1使用指示灯故障検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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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第3-2弔
尺寸{単位:㎜}
{
駄駄劉
翻翻悩幽
欝峻酷酬
劃
N胃
‥
[二10
15
3-2安装
注意
要使用ControllerLink単元庇安装在CPU底板或打展CPU底板上,美
子PC安装辻程的洋細信息。可参児PC的安装手冊。
1,在将ControllerLink単元安装到底板上或連接忌銭連接単元之前一
定要業間PC的屯源。
2,碗仏所存在底板忌銭連接単元、端子板和毛鏡上的標望都已牢固地
持緊。如果有螺廷松劫,可能会国振劫而引起故障。
3,在ControllerLink単元的上部覆蓋了一張貼紙,以防配銭吋的砕屑遊
人単元。連接早残及安装吋不要斯去此貼紙。如果有寺銭砕屑遊
人単元,可能会引起故障。
4.在安装好ControllerLink単元井完成配銭后,清擶去此貼紙以防単元
遣熱。迂熱也会引起単元不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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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第3-2令
3・-2-1C200HZ/HX/HG/HEPC
在CPU底板上最多可安装西介C200HZ/HX/HG/HEControllerLink単
元,ControllerLink単元不能安装在打展1/○底版或夙机底板上。
安装一介ControllerLink単元
将単元安装在CPU単元左辺的槽口上。
ControllerLink単元
CPU単元
}
C200HW・CLK2i
ControllerLink単元
CPU単元
(C200HE否CPU32/42・(Z)E
C200HG・CPU33∬43/53/63・(Z}E
C200HX-CPU34/44/54∫64・(Z}E
C200HZ・CPU63∫64∫65・Ei}
C200HW-COMO1104
通訊板
C200HW・CEOO1忠銭連接単元
(用干一介単元)
安装菌↑ControllerLink単元
洛南介単元安装在GPU単元左面的丙ノi槽口上。
Contro‖erLink単元
ControllerLlnk単元
CPU単元
C200HW-CLK21
CentrollerLink単元
C20eHW・CEOO2,eeklr'接単元
(用子二十単元)
CPU単元
(C200HE・CPU32142.{Z)E
C200HG-CPU33143/53/63-(Z)E
C20eHX・CPU34/44/54∫6牛(Z)E
C200HZ-CPU63∫64∫65-E)
C20eHW・COMO1/04
通派披
見男一秒過汎単元表装在・一起
当ControllerLink単元与男一秒通訳単元一起安装吋,如一ノトSYSMAC
燵接単元或一ノトSYSMAC阿絡縫接単元,将遠爾今単元一起安装在
CPU単元左側的二介槽口上。
「
CPU庭坂{
        |lerLink単元装入一男一介通訳単元,而男一ノト単元C200HW・CLK2f－介槽口ControllerUnk単元CPU単元コ__L                               
                '                       
一      [`'‖管概E匿置  冨1巨■[コ              〆'〆/  百重
                                        
C200HW・CEOO2日銭連接単元
(用干二介単元)
CPU単元
(C200HE・CPU32/42・(Z)E
C200HG-CPU33/43/53/63-(Z)E
C2eOHX・CPU34/44/54164-(Z)E
C200HZ-CPU63/64/65-E)
C200HW-COMOf/04
通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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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装
第3-2市
有PC十単元一起安装
当ControllerLink単元与PC十単元一起安装吋,将ControllerLink単元
安装在CPUk左側的第1イ'槽口上。使用C200HW-CEO12忌銭連接
単元。
PC十単元
ControllerLink単元
CPU単元
剛
C200HW・CEOt2
日銭連接単元
C200HW・PCUOl
PC辛単元
C2DOHW-CLK2t
ControllerLink単元
CPU単元
(C200HE-CPU32/42・{Z)E
C200HG・CPU33/43/53/63・(Z)E
C200HXCPU34144/54/64-(Z)Ei
C200卜{Z-CPU63/64/65-E)
C2eOHW・COMO1/04
通禰板
3-2--2CV系列PC
在一介CPU、底版或一一・一・AlV展GPU底板上可以変装多至四小CV系列
PG用的Gontro11erLink単元。ControllerLink単元不能安装往古展=i/O
底板,SYSMAO息浅見机底板,或SYSMACBUS/2夙机底板上。
CV系列的ControllerLink単元旧業力CPU息銭単元,而且必須表装在
CPU竃よ鎖iホ曹口上　
CPU底板
CV500-BCtO1、CVM1・BCIO3∫CV50e-BCO51,CVM1-BCO53/CV500-BCO31
lOC
－
315110槽
抄展CPU庭坂
CV500/BllK
PS
CPU
                        ◆3ノ                   F.'ス〉㍊、,一◆、、こ☆一'灘、。、                                                     
                                                                                                        
                11槽                                                                                    
        ーOlF                                                                                           PS
CPU底板(CV500tCVIOOOiCV2000/CVMf)
単元可以表装在左国所示的3!5/IO棚上(即使
不用ザ展CPU底板也不能交遊在最左面的檀
上.)
抄展CPU蔵板
閤中所示的MAItwt口中的任何
'…'Alas可使用,最左面的槽口
不能用。
薪展1/O庭坂
ControHerLink・e1元不能
安装在書展r∫O底板上
PS:
CPU:
IOC:
IOIF=
供iE単元
CPU単元
1/O控制単元
1/O接目単元
安装在f4,15,21Al
槽口中的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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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凝
集3-3辛
3-3配銭
使用指定的双絞銭亀鏡,用多端点方式連接所有的市点。
ControllerLink単元
                言                      喜              
        (               //      ハ              /l      
蚕⑧    双川    w               XX{             ({〉◇〈)       亙⑧
        )       ⑧⑭    )       /ノ     ⑧㊦    l/      
董              一                      …              璽
BDH■
BDL口
SHLD
終端砲眼≦多端竜眼
チ1:ee(ON)ヲ予美(ON}
3-3一ユ通音1電離
在連接ControllerLink伺絡吋必須使用下列屏蔽的双絞銭亀雛。
型号    劇道商
Li2Y-FCY2×0,56qmm      Kr㎝berg&Schubeπ,KomtecDepartment
1×2×AWG-20PE+Tr,CUSN+PVC      DrakaCableslndustrial
#9207   Belden
εSVCO,5x2C     BandoDensenCo,
連接屏蔽銭
注1.収使用指定的屯幾。
2,保持通汎屯纏持功力裟或高圧銭分外,以防電環声干抗。
3.左図婚約一端普通訊亀鑑的屏蔽銭接地。屏蔽残不要西端都接地。
4,不要将通汎亀鑑的屏蔽残接在已経用子助力系統没書如換流器接地
的地方。
5,打升阿狢両端市点的終端屯阻升美以接遇終端屯阻,美田所有其宮
争点的終端屯阻升美。
6.不要在戸外配残。如果戸外配残是必要H寸,要争取防止光照的方法,
如月地下配銭或穿管配銭。
7.争点之同通汎屯纏的最短距寓力1米,因此預各的通汎屯班長度必
須大子等干1米。
8,使用多始点方式連接市点。如使用T型分支方式則不能正常通汎。
9.在ControllerLink単元上面有一張貼紙,用来防止配浅聞砕屑遊人単
元,配残和安装吋清保留此貼紙,如果屯銭砕屑遊人単元,可能会造
成故障(仮C200HW-CLK2])。
10,配銭結束后,擶去貼紙以防迂熱,違熱会造成単元的故障(仮
C200HW-CLK21)。
将屏蔽銭的南端都接到端子板上,而将同狢一端的端子板接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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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残
第3-3市
                                                        一
一ず    /]      一                                      
        1当、           1       双      1       1撤1    
                                                        
BDH■
BDL口
SHLD
端子板違接
C200HW-CLK21
{終端令点}
終端屯阻
(ON)
CVM1-CLK2i
CVM1・CLK21
{終端常点)
大地
注特電地中的信号銭或屏蔽践接到端子板上吋,清使用推春駒圧接端子。
短路会旗塚単元。
3-3-2這i…接通¶干t日巨裟
連接通汎屯笏至ControllerLink単元対座使用圧接端子,按下L列歩藤在
端子板上連接通汎亀鑑。
1,2,3…1,剥去屯魏一・蛸釣50mm的炉套,当心不要別杯屏蔽銭。不要剥去這
多的炉套已免引起短路。
大約50rnm
>
2,将屏蔽居絞成一根銭。
3,用熱塑套管套住絞緊的屏蔽践,留一部分SI端暴露在外。
/絞緊屏蔽倣成曲見銭
一
↓　_
1<一留出5至7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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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鋪
第3-3廿
4,剥去信号銭外的足磐長度的套管以便可以接上圧接端子,当心不要
損杯信号銭。損杯信号残会引起屯纏断裂。
5.将信号残暴露在外的部分絞累。
6,用絶縁体肢帯或熱塑套管包往往第1歩中剥去的炉套的底部。
用塑肢帯或
熟塑套管
t
7、給信号銭相孫蔽銭安上圧接到端子。清使用M3圧接端子。
8.按照端子板上的杯妃将信号銭箱屏蔽銭接到端子板上。
弘前一介市点来
前通訊亀鑑
屏蔽銭          ⑧■⑧ロ⑧
                
                
                
蚕下一拍点的
通氾屯魏
通涼数鋸商信号通概数据低信号
注a)可以鞍下圏改変信号銭的長度以使接残更加力便。
===コ=謹鱗窓
劃
大老40mm
司
大鐘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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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裟
第3-3市
b)下国表示了当亀鑑沿革元正面接到端子板上財産当保持酌人致距
冑。
L
最多25mm
注1、在連接通訳屯纏之前一定要切断PC的屯源。
2,配銭吋一定要使用圧接端子。如果仮仮特恵銭絞在一起宜接接在端
子板上,会麦生短路,故障和韻杯。
3.在連接圧接端子吋,対毎一秒圧接端子要使用遥当的工具和遵循遥
蛮的安装歩藤。清与圧接端子的生声高朕系以薮蚊有美工具和歩
藤的細布。使用鰭俣的工具和歩蝶可能会引起屯幾的断裂。
4,根掘使用的圧接端子来決定剥取屯銃的長度以碗保不会剥芸大投釣
屯纏炉套。用絶縁肢帯或熱塑套管包裏住圧接端子的持圧部分和亀
鑑。
5,碗弘在連接吋投宿混靖信号銭和解蔽践。
6,狩緊端子板上的螺些,正磯釣狩緊掘矩力0,5N。
7,如果信号銭夙端子上勝萬,此単元将会元法与同格中的其官羊点通
汎,或辻部分圃烙会与其官弔点隔萬,碗荻不要拉祉信号銭。
ControllerLink単元
←_不能借選
－i-→
隔寓(不能付送)
8,不要用力拉祉通汎丸鏡,可能会使屯纏断裂。
9,当奇曲通汎屯銃吋,允許寧曲半径(R)力大子警手60mm,大子核曲
率可能使亀鑑断裂。
》
10.不要左通汎屯錆土放置重物,那会使屯纏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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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劣
第3-3市
11,具有在完全検査好接残后,方可接遇屯源。
12.端子板上提供了信号残的椋↓己,根掘椋妃連接信号銭。下表列出了
椋杞及其対座的信号銭。
椋妃    信号名称        亀銭顔色
図      BDH(通訳数鋸商) 黒
[コ     BDL〈通識数据低〉       白
兎、    SHU)(屏蔽)      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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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通流的准蚤工作
本章描述溶功通徹所需要遊行的設置。遠些基本汲置是数据縫i接功能和信息服各功能都
需要的,在接遇ControllerLmk単元的屯源之前要完成遠里描述的汲置工作。
4-1C200HZ/卜IX/HG/MEControllerLink.eP元38
4・-1-1概述
4-1-2芋点地蛙
4-1-3
4-1-4終端屯阻
4--2
4-2-1概述
4-2-2単元号
4三2-3'?'`意地ま止
4-2-4波特率
4-2-5終端屯阻
披特率和操作紋別
CV系列Contro‖erLink単元
ΩU◎∵0)
(」⇔」3
⑳4141剤Ω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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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0HZM)〈ZHG・任Contro//θrLink・1"兄
弟4-lSS
4・-1C200HZ/HX/HG/HEContro且1erLi磁単元
C200HZ/HX/HG剤E所用的ControllerLink単元需要遊行下列設置。
項目    井美    頁次
廿点地趾        市意地批升美    39
波特車  波特奉和操作級別冊美,位1和位2   39
操作級別        波特奉和操作級別升美,位4        39
終端屯阻        終端屯阻升美    40
4-1-1概述
零点地位
羅
1
◎
■ロ撒「
團
H」
開田搬
＼
                                                                        
x1ぴ劃劃×1ぴ/                          設置萢園                        宿意            
                        /       0倒32(映省力oi)                 園路申的所有廿点                
                                波特率和操作級別`                                       
`噂葡143:遷1    ㈹.恒                   ㊧波特車                                        
        R8V                                                             
        ..塾些                                                          
                                位              波特車          最大梼輸距高    消点
                                                                        
                                位1     位2                             
                                OFF     OFF     2Mbps           500m    将岡路中的所有常点設置相同激特率
                                ON      OFF     1Mbps           800m    
                                OFF     ON      500Kbps         寸㎞    
                                ON      ON      不可設置                        
注:担体字是工r的扶、省《莫定値。
●操作級男嘩
位4     操作紋別        市点
OFF(工「峡省値) 鋤      同格申的所有噴点一台PC上的毎小通訳単元必須没置相同的操作扱別
ON      級o     
終端竜胆
底部升共        終端屯阻        消点
OFF(工r敏省句   不連接  同格中的所有弔意将河烙南端弔意的終端屯阻置ON,将岡路中所有冥官中点的終端屯組置OFF。
ON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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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0HZ/1-fX2JP"iC〔ヨ/1tECt)nt「o"e「L1ηk単元
第4-1廿
4-1-2弔点地±th
用単元面板上的旋紐井美給附梁上的毎一介単元汲置令点地趾。令意
地批用来枳別例烙中的毎－Alts点,取値萢国見01到32。
市点地趾
畑團底
L上篇
項目    規格
設置方式        2一位十遊制数
段置苑国        0ス到32(敏省偉力01)
苗点    同格中随所有布点
使用小的早口螺錐刀来世置市点地祉,清当心不要損杯旋紐升美。
注f.汲置芋点地社前一定要切断PC的電源。
2.在同一十岡絡中不要』没豊相同釣竿点地祉。当菌介不同弔意』没置了
相同的地斑吋会友生錯俣。単元面板上的ERC指示灯会点亮面通
『照会停止。或者1NS指示灯不売而合点不能加人間烙。
3.対自劫設立的数据鍵来説,数据鍵接区釣友送順序是根掘肝点地杭
的順序来決定的。
4,只要有可能就見01井婚儀次分配『育意地祉,以減少岡絡杓造的吋1旬。
4-1-3波特率和操作級副
用下列的位来設置波特率和操作紋別(DIP升美〉
注
波特率{位1和位2)
ご閨§…熱
沙三:上面呈示的是正「鉄省汲定値
1.在汲置波特率或操作級男前一定要切断PC的屯源
2,保持位3カOFF,如果官蛮力ON,内部的i数据会被擦除。
使用単元面板的DlpiFF美上位1和位2将岡狢上的所有有点改選有相
同的波特率。波特率的設置如下所示。根掘此段置,最大侍輸距寓也
会銀着改変。
位              波特率  最大告諭距高
位1     位2             
OFF     OFF     2Mbps   500m
ON      OFF     1Mbps   800m
OFF     ON      500Kbps 1km
ON      ON      不能用  
注粗体字是工r－鉄省没定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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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OHZ/7-fXZI-fGZI-fECiontro〃θrLjηκ単元
第4-1辛
法例路上所有的中点要役置相同髄液特率,除非給所有館下点没定一祥
設置操作紋別{位4}
的波特率,否則不能執行正常通汎。
使用(互00HZ/HX/HG/HEF℃,可以往一台F℃上安装多迭爾ノト通汎単元来
杓成同格,如COntrollerLink単元,SYSMACLINK単元和SYSMACN弍縫接
単元。在園一台PC上的通汎単元必須有不同的操作紋別。
使用単元面板的DIP升美上位4来没置ControllerLink単元的操作紋別
力1或0。
操作級0
操作銀
作級1
注同一一岡絡中的所有辛点不必使用相同的操作紋別
位4     操作級  苓点
OFF(工、r絞省値)        操作級1 船岡烙中的所有市点設置両全操作紋別申一介。
ON      操作級0 
注1.不要拾同－PC上一!Nl以上的単元,使用相同的操作紋別,如県西次
4-1・-4i終端竜胆
使同相同的i操作紋別会引起籍没。
2、操作級別用手使CPU単元能区別不同的通筑単元,毎分廿点可以有
不同的操作教則,即左回一同絡中的所有廿点不必使用相同的i操作
級別。
対手在阿烙丙端的単元,用単元底部的弄実接通終端屯阻。在図烙的
西端需要有終端屯阻来吸収不必要的信号和裁少嘆声。
ControllerLink単元有内置的終端屯阻,可以将滑劫升美技到ON来方
便地接遇官。
亘一三回
底部井i美       終端屯阻
OFF(工r訣省値)  不連接
ON      連接
注意1,在汲置終端屯阻之前一定要切断PC的屯源。
2、仮同格両端市点的終端屯阻升美童ON,而其官」宵点的終端屯阻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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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し!si]UOontra〃θrLink」単元
第4-2枯
都要置OFF,除非所有的苧点汲置正碗,否則不能執行正常的通汎。
3,当終端屯阻升美置力ON吋TERLED指示灯会意亮。
4-2CV系列ControllerLink単元
下表列出了在使用CV系列PC吋需要対ControllerLink単元遊行的汲
置。
項目    升美    寅次
単元号  単元号外美      41
芋点地祉        廿意地祉升美    42
波特率  波特率升美,位1和位2     43
終端屯阻        終端屯阻升美    43
4-2-1概述
単元号
設置遊園
ot至t5(峡省力00)
弔意
同格中的所有廿点
茶点地斑
設置遊園
01至32(鋏省力el)
市点
図鰯中的所有市点
設置激特率
升共            波特車  最大借諭距高    噴点
位1     位2                     
OFF     OFF     2Mbps   500m    将阿錯中的所有市点没賢有相周波特率
ON      OFF     1Mbps   800m    
OFF     ON      500Kbps 1km     
ON      ON      不可設置                
注:黒体字是正「的峡省没定値。
終端竜胆
底部i序共       終端竜眼        弔点
OFF(工「訣省働  不連接  同格中的所有弔点将同格南端辛点的終端屯組置ON,将園路中所有其官弔意的終端屯組置OFF。
ON      連接    
4-・2-・2単元号
用単元面板上的旋紐肝美汲置毎一ノト単元釣革元号,単元号用来誤別
PC的CPU忌銭単元。可以va置OO到15的任何単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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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系列Contro/1erLinkPt元
第4-2市
慧團
L
鳳㌍
L介位数
十位数
項目    規格
設置方式        二位十遊部数
設置萢困        OO到15(訣省値力00)
市点    回路中的所有‡r点
使用小的早来綴銘刀来汲置単元号,当心不要損杯旋佃野美。
注1,在没貴単元号之前一定要切断PC的屯源
2.当第一次汲置単元或修改已有的没定値吋,在PC的CPU中建立一
寸・1/O表。
3.在同一台PC上,不要両次使用同一全車元号,如栗拾不同的単元没
畳了相同的単元号会声生錯俣,而CPU将会元法線別注些単元、
4,当PG上的CPU単元規則了没置的単元,SSS支持軟件湿矛的l/O
表中会呈示"NS"。
5.単元号決定了ControllerLink単元在PC存傭・器中使用的宇。
4-2-3常点地祉
使用単元面板上的旋鉦升美姶同絡中的毎分単元没置合意地趾。
守r点地祉潮来源別間絡中的毎一十争点。
市意地趾可以没置IAOI到32間的任何値。
欝團膠
L]=隠
項目    規格
設置方式        二位十逃制数
設置苗圃        01到32(敏省他力01)
争点    回路中的所有♀r点
使用小的平共擦五刀来没賢宰点地杭,当心不要損杯旋紐升美。
注1.在役置市意地趾前一定要切断PC的電源。
2.在同一介同格中不要汲置相同的市意地趾,如果丙介不同的芋点使
用了相同的地批将会引起出惜,単元面板上的ERC指示灯会意亮,
而見通汎会停止,或者INS指示灯会鳴沢而市点不能加人阿烙。
3,対手自助汲置的数据鑓接而吉,数据縫接区域釣友送順序是根掘苓
点地斑的順序来決定的。
4,只要有可能就杁01井始依次分配合点地趾以減少図狢杓造的日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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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レ系一列Ooηf力o〃θrム倣単元
第4-2市
4-2-4波特率
力汲置波特率.清設置下列各位(DIP升美)
禦」二、
脚ごご
以上刀工「敏省1置
注3,在汲置波特率之前一定要切断PC的屯源。
2.保持位3和位4カOFF,如果官佃置力ON,内部数据会被擦除。
使用単元面板的Dlp完美上位1和位2,特例絡中的所有廿点設置成相
同的波特率。波特率的設置如下所示。
根掘設定,最大侍輸距禽也会相庇改変。
1升美           激特率  最大佳輸距禽
位1     位2             
OFF     OFF     2Mbps   500m
ON      OFF     1Mbps   800m
OFF     ON      500Kbps 1km
ON      ON      不可使用        
注粗体学力出「鋏省没定値。
注絵図絡中的所有辛煮設置相同的波特率。除非所有的市点汲置了相同
的波特率,否則不能執行正常的通ぷ。
4-2-5終端亀阻
将回路西端単元的単元底部上終端屯阻升美披裂ON。丙路的南端需
要有終端屯阻来吸収不必要的信号和減少嘆声。
ControllerLink単元有内量的終端屯阻,可以將滑劫升美技到ON以便
接遇官。
昏
昏面板上的升美  終端屯阻
OFF(工∫一敏省他)       不連接
ON      連接
注1.在設置終端屯阻之前一定切断PC的電源。
2.同格南端市点的終端屯阻升美置ON,而其官市点的終端南限弄美都
置OFF,除非所有的市点没貴正陥,否則不能執行正常的通訳。
3.当終端屯阻的升美置力ON吋,TERLED指示灯会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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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草薮据縫接
本章描述如何在一イ'ControllerLink同格中使月数据髄接,庇用数鋸鎌接的概述参兄弟二
章基本泣程。
5-1什会是数据鑓接?
5-1-1
5-1-2
数据鑑接規格
人工和白劫設置之何的区別
撒造人人自止使使使ぎ数
据12345停123据123
数一一一一一和一一一数一一一
過日日日日日韻日日日髄日日四
つ
5
弓
5
司
5
持人工或自助汲置
工没置
工汲置挙例
劫設置挙例
自助設置"SeleGtAll(全迭),,
数据縫接
馬偏程没各或用戸程序
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用FINS命令
接状志
D指示灯
据縫接状杏区
用控制位/字状志来検査
69900162889001113
44455556666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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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z是数揚錨接2
第5パ辛
5・-1什ム是数据鮭接?
数据縫接在一十岡染的廿点(PC和城井算机)之同自助地交換在顕貴
区域内的数据,i数据縫接可以自由地在C200HZ/HX/HG/HEPC,CV系
列PC和IBMPC/AT或其兼容机上建立。
毎AIef点可以設置丙小数据縫接区域,第1区和第2区。数据縫接可
以馬下列的任一・秒方式来没貴。
・数据縫接区可以通柱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輸入i数据焼接表来遊
行人工汲置。建立数据縫接表層来定文数据縫接。迭些表可以自由
定文数据縫接区的位置。
・数据鍵接可以用編程没各自劫没置。当日助役置数据縫接吋所有餉
笥i接区域同具有相同的尺寸。
自助汲置和人工設置在同一ノト同格中不能同時使用。下列規則通用子
迭両神汲置数据縫接的方式。
・第1区和第2区的数据縫接回付生敷。
・第1区和第2区的没貴(数据縫接卉始宇和炭送区尺寸)可以分別遊
行,第1区和第2区的皮送和接牧学的順序是相同的。
・不是所有的辛煮都必須加人数据鍵接。
人工没置数据縫接
例1友送和接牧羊点的次序是例2
第1区
自由的。
#1
#2
槻曇霞鋼
一些弔意可以只笈送而添
接枚数据
第1区#1
鍵.撚鷲撚
只友送
第2区#1
#2
#2
#t
第2区#t
#2
#t
#2
#1
第1区
例3一些市点可以只接収而不
友送数据
#1
#2
#2
只接収
第2区#1
#2
#2
只接収
例4一介合点可以只接収杁区
域起点升始指定数量的字
第枢
第2区
#1#2
惑#1
嚢杁区域起点蕪慧
升始的若干
学
人工没置数据燵接用来建立艮活的数据鍵接以符合イ'別系統的需要。
・数据錨i接是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在毎ノト市点上的ControllerLink
単元和下上設置的。
・第3区和第2区可以在PC的存緒・語中迭捧,包括DM区和EM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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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z是数据鍾接2
第5-1S
人工設置的逸項
・対毎一介市点可以自由地汲置真友送区及其尺寸。
・接収芋点順序是可以改変的。
・市点可以没置成但仮友送或仮仮接枚数据。
・可以通泣指定所需部分的偏移量来仮収接板笈送致据的某一部分。
当人工没置数据縫接吋可以汲置下列迭項。
offsetS{偏移量}
能鍍只接収杁指定的字位置升始的指定宇数的数据。弄始牢破設置成
一介見没送致据起始独弄始的偏移量。下面是一介初子。
第1区
第2区
与引写宇相美的指定位置
#t#2
欝㌫雛
与引寺手相美的指定位置
#t
難繧≡…麓
指定的字数
EasySetting{簡単設置)
所有市点的皮送数据区可以被設置成相同尺寸(与下面要描述的自助
設置相同)。
自助没書数据縫接
初
市点#f市点#2}S点#3
一
第4区
(位区)
糎嘉
剤
掬
網
#2
灘纏嚥
第2区
(数据存借器)
                        #1
        －i繊㌶一一一→#1、》   一      
#2      漣滋谷≡                #2
        司盤鴫#3        レ      
#3              一一一難        
自助汲置可以月来建立簡単的数据縫接
・使用編程没各(如編程器),在宿劫市点的DM参数区中段置自助数据
鍵接模式。
・第1区可以八位区点迭拝(如IR,CIO和LR区);而第2区可以杁数据
存儲藩中迭捧。
・毎一介市点的第1区及第2区都有相同的尺寸。
・友送手点采用与弔点号一致的上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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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4是数揚錨接7
第5-1市
使用偏移量
・不能只接政友送数据的一部分。
・所有辛点都可以被指定力加人或不加人数据鍵接。
・対手所有加人数据鍵接的苓点画言,数据縫接区是完全相同的和英享的。
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包含了一全称力"EasySetting(簡単汲置)"的
功能,宮可以往人工数据鑓i接方式下使用,登紀与自助設置相同的i数据
縫接。可以先使用"∈asySetting(簡単汲置)",燃眉毎分市点的送数多
少和英官汲置可以根掘需要来復改。
対手自助没畳数据縫接,所有由一介弔意後送的字在被共電的羊点接
紋付没有尺寸上的改変。而丸干人工没置数据縫接,接牧区的尺寸可
以用指定杁別的市点炭送的宇中起始字升始的字数来限制。
自助没置数据
的縫接
人工設置数据
的鑓接
#1
#2
#3
                ←      #i
警i織ヌ1怜・培wπ1　.#2 ●      #1      
                ヘへ`蛤▲       #2
        一司    廿∠　-、#3     
#3                      甘L㌔
                一鳩rじ㌔端喰   
粥
#2
網
一ノト羊点可以指定接政見笈送
起始字算起的字数
然而,上述的系統井不能保証只接収需要的字串,因此接牧弔意可能会
接収不必要的数据。
偏移量同指明字数和弘区域起始起算起的升始字位置来夏明晩指定接
収数据。偏移量指定的是及区域的起始姓汁算的野始字位置。
杁起点升始的偏移量
接収的字数
#1#2
-'二三'二灘縫
繊
#3
一羅
由指定偏移萱所限由指定偏移量所服
制廿点1的接収制苓点2的接収
使用偏移量的庄用挙例
在下面的初子中,合点1釣友送数裾分成了三介部分,且毎一部分由一
介不同的市点接収,即毎一・↑・別的市点取接収杁常点1友送的数据的
一部分。用此方法,可以便数据縫接存儲区域布敷使用而不浪費空洞。
迭祥,可以用数据縫接来杓造一秒信忌服秀(即指定的数据送至一介指
定的市点)。
・48・
---------------------[End of Page 899]---------------------



斤z是数据継接7
第5-1辛
一一{
#1
槻
#3
糾
5-1-1数据縫接規格
項目    拙速    
数据髄接的廿点数        最大32,最小2    
数据縫接的字数  毎小芋点的皮送/接舷的字数(第1区和第2区忌汁);C200HZ/←{X/HG/HE,CV=最多8,0CO,lBM或兼容机=人工没置:最多32,000}自助設置:最多8,000,毎千苦点友送的字数‡(第1区和第2区的息汁):最多1000 
数据縫接区的分配        人工設置        第1,2区客位区(IR,CIO,和IR区)数据存傭器(DM区和EM区)然而,第1区和第2区不能没置在同一介在儲器区域中。
        自切汲置        第1区‡IR,CIO或LR区第2区1数据存儲器(DM和EM区)
5・-1-2人工和白劫設置之洵的区別
項目    人工没置        自助没置
決定数据縫嚢中的古点    出没置数据鑓接表決定    歯数据鑓接自助争点(用子息功数据縫接的常点)中汲置的数据縫接参数決定。
数据縫接設置    没置数据縫接表,遮些表被官干加人数据縫接的常点之中。     自敬据縫接眉司令点(用干自助数据鍵接的合点)中世量的数据縫按参数来決定。
数据縫接第1区和第2区    在毎一介常意中,第1区和第2区可以及位区(IR,Cゆ,和ur区)和数据存儲器(DM和EM区)中逃持.然而,第1区和第2区不能被設置在相同的存儲区域中。        第1区及位区中逃拝(1凡C口和LR区),而第2区駄数据存儲器(酬和EM区)中迭捧。
刷新店幼学      可以在毎分合点中自由設置(見注a) 可以自由汲置(見注a)
数据娃接状杏区  在毎一介市点中杁位区(旧,ClO和LR区)和敬揺々儲器(DM和EM区)中逸弾  杁位区(IR或CIO区)中途拝。
刷新順序        可以在毎一介辛煮中自由設置      根掘市点地祉順序避術
数醗妾牧        可以夜毎一介苓点中波置足接牧来自男一イ'常点的全部数据迷走部分数据。也可以下接収来自某小指定市点的数据。(見注b)) 接収加人数据娃接的毎一介芋点的全部数据
数振作送        可自由設置毎牛市点釣友送字串尺寸。某イト市点也可以不炭送致据。  毎イト合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尺寸是相同的
注の対干if算机羊点(即挿入ControllerLink支持十駒井算机),下列各条
秀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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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量殼揚錨接
第5-2市
・数据燵接的升始位置是固定的。
・因力投有象位区和DM遠洋的区域,必須使汁算机中的区域可以用手
鑓接。
・自助没量的数据縫接不能杁ControilerLink支持十眉劫。
・ControllerLink支持f可以加人自劫設置的数据縫接。
b)如乗数据縫接是人工汲置的,可以往毎今市点中迭]孝友送/接収区域,
允件在第1区和第2区的同格中建立成組的皮送/接牧,如下劉所示。
#1#2#3#4
第1区."r-"#1#"一一"#3
#2熟#4--Jge
、一一∨一＼一一∨一一〔
組紐
5-2没置数据鍵接
5-2-・1遥拝人工或自劫設置
使用一台PC編程没各,在作方息劫輩点的PC的CPU中下列DM参数
区指定人工和自励数据縫接方式。
縮程器
IBMPCtAT
㊨
或莱容机
誤璽ご
ControllerLink軟件ヲ干共
支持軟件(DM区〉
間
ControllerLink
C200HZ/HX/HG/HE店幼帝点
N:0級=DM6400
1級=DM6420
15141312M1098765432fO
宇N。-0・00。0懸鑛§0。。9.
o:息是o
-1其官葛～i置
L数幽妾方式
00:人工没豊
田,自助汲置
CV系列PC店劫常点
N:DM2000+100×ControllerLink単元約単元号
15141312M109876543210
字NOOOOOOOO難S慈OO、O－
霞書羅LLmama方式
00:人工設置
OG:自助没置
注1.訣省的数据縫接方式是人工汲置(00),不道伍要用編程没各来検査
一一下段定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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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畳数据鍾接
第5-2令
2.数据縫接方式只能在数据縫接的眉幼帝点中段置。即使加人数据鑓
i接的廿点的数据縫接方式設置与自助市点的汲置不同。阿烙的数据
縫接方式佃由眉幼帝点的数据鍵躾方式汲置来決定。
3,在人工設置下,i数据縫接的自助市点中必須設置一張数据縫i接表;而
在日劫没貴下,数据縫接眉劫中点中必須設置自助数据鑓接没定参
数。除非役貴正碗,否則数据鍵接不能自動。
5-2-2人工汲置
特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建立的数据鍵接表皮送至PC。対干
C200HZ/H×/HG/HEPC,数据縫接表存子ControllerLink単元内。対予
CV系列PC,存干PC的CPU中,而対手IBMPC或其兼容机,則存干
ControllerLink支持k中。
i数据縫接表来日道行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的汁算机,此汁算机可以
是同格中的一介廿点,也可以是一台作力編程没各面連接的汁算机。
来室一台編程没各的侍送
轟轟,
旧MPC/AT或兼容計算机
C200H:Z∫HXIHGtHEPCCV系i列pC
+慕㌔唾竃麗筆罐
佳送
致据縫接表
Eヨ
注1,当向一台CV系列PC友送数据燵接表町,将CPU単元上的系統保
炉縫外美波力"NORMAL",否興‖,数据縫接表不能被正常地箸入。
2,ControllerLink支持歓件可以集成到SSS支持軟仲之中。綱常参見
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i操作手冊。
来自一介計算机市点射倖送
IBMPCIAT或兼容計算机
轡壇一－
Contro趾erLink～＼、
支持辛ノ＼
数据縫接表
白
・51・
---------------------[End of Page 902]---------------------



茂置数据膳接
第5-2辛
注
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給毎一介合点建立一雅致据縫接表。数据
縫接表中包含了建立数据縫接所需要的所有没定。
1,下列三秒方法可以用来肩劫数据縫接(兄弟68頁)
・使用一介軟件升美
・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使用一条FINS命令。
2.力了使用C◎ntrollerLink支持軟件来建立数据健接表,同格必須已鍾
正碗杓造完成。如需要吋左舞牛市点設置路径表。
数据鮭接表規格
C200HZ/HX/HG/HEPC
投足項目                没置苑囲
PC的型号                設置PC的CPU.単元型号
                1至32
辛煮            設置刷新廿点的地批
                設置用干存緒数据縫接状志的第一介字。使用一介16分字的区
                域。
                lR区:IROO1至1R220,IR300至旧聞96(骨)
                1」ヨ区:田00至LR48
数据縫接蘭鋳一介                DM区膓DMOOOO至DM5984
状志学          EM区1挟GO至15,EMOOOO至EM6128
                (必須安装了酬)
                弐当IROOO被指定吋或不改変映省没置(一)吋,将使用故省的第
                一介状書字
                掘下多見5-4枚沓敷据縫接状志
                1R区:1㎜至IR235,IR300至IR511
                1」r区=LROO至し月63
        数据縫接        DM区;OMOOOO至DM5999
        升始字  EM区1快00至15レEMOOOO至EM6143
                (必須安装了EM)
                第1区和第2区不能設置在同一区域内,庇設置在不伺区域中
                返程¶点=0至源的字数
第1区           設置要接収的字数
                本地常点=0至1000
        字数    設置要笈送的字数
                毎分苓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之和不要超辻1000,
                毎分■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不能都畳力0。
                近程芋点;0至比源字数小1的値(源字数一1)
                設置要接収字的偏移量
        偏移量  
                本地常点=不能汲置
                如果不使用偏移量刑不要遠填役定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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銭置数据膳接
CV系列PC
第5-2市
設定項目                没置花困
                {R区21㎜至IR235,1臼00至{R511
                LR区=LROO至LR63
        数据縫接        DM区‡OMOOOO至DM59999
        弄拍手  芒M区=快00至15,融0000至EM6143
                (必須安装了EM)
                第1区和第2区不能設置左回一介区域,清設置在不同区域
                近程市点tO至源的字数
第2区           汲置要接牧的字数
                本地情意=0至1000
        字数    
                設置裏皮送的字数
                毎千苦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之和不要超辻1000,
                毎牛市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不能都貴方0
                近程市点:0至比源字小1的疽(源字数一1)
        偏移量  設置要接収的字数本地廿点言不能設置
                如果不使用偏移量刑不要使用迭項設定
注a)毎分廿点的数据縫接的29送区和接収区的怠的字数不要超NseCO。
b)毎ノト弔意的数据縫按舞1区和第2区必須満足下列偵,以便数据縫
接中酌量眉宇不会超iSPC存儲器区酌量眉宇。
(数据縫接iil始字一1)+区域中的皮送和i接収学的忌和
〈×235(首字IROOO至旧235)
511(首字IR300至IR511)
63(ua区)
5999(DM区)
6143(EM区>
c)夫子C㎝trdler□nk支持十的資料参児C㎝trdlerUnk支持十操作手冊。
設置項目        没置花圃
PC的型号        没置PC的CPU単元型号
‡r点   1至32没置刷新市点的地趾
        没置用干存儒教据燵接状悉的第一介字,使用一介16介字的区
        域。
        CIO区:CICOOO1至CIO2540C1)
        田区:LROO至LR184C2)
        DM区:DMOOOO至DM8176(CV500!CVM1-CPUO1)
数据鍵接的第一小        DMOOOO至DM24560(其官CPU)
状志学  EM区膓挟00至07,EMOOOO至EM32750
        (必須実装了EM)
        刈:当CICOOO被指定吋,或不改変幼者者設置(一)吋,将使用
        映省約第一介状杏字,綱常参見5-4検査数据鮭接状悉
        苦2=当指定字在LFCOO至LR184之1旬吋,数据縫接区分配在
        CIO1000和CIO1184之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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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置数据毎接
・54・
第5-2市
汲置項目                設置靖国
                CIO区ICIOOOOO至CIO2555
                田区:LROOO至LR199(苦)
                DM区lD㎜至D鳩191(CV500ψCVM1-CPUO1)
                DMOOOO至DM24575(共営CPU)
        数据縫接        EM区:]央00至07,EMOOOO至εM32765
        升始字  ●(必須安装了酬)
                第1区和第2区不能汲置在同一4、区域,清設置在不伺区域。
                ㍉当指定了一介在]ROOO和LR199之同的字,数据縫接区分配
                在CIO1000和CIO1199之間
第1区           返程華点:0至源的字数
                設置要接収的字数
                本地市点;0至1000
        字数    設置要笈送的字数
                毎分帯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之和不要超辻1000。
                毎分辛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不能都賀方0。
                近程廿点=0重出源字数小1的債(源字数一1)
                設置要接収的字数。
        偏移号  本地芋点‡不能設置
                如果不使用偏移号則不要使用適所設定
                CIO区ICICCOOO至GIO2555
                LR区IL月000至U弔99(刈
                DM区=DMOOOO至DM8]91(CV500/CVM1-CPU〕1)
                DMOOOO至DM24575(共電CPU)
        数据縫接        
                EM区:快00至07,EMOOOO至EM32765
        升始字  〈必須安装了田)
                第1区和第2区不能設置在同一介区域,清汲置在不同的区域。
                芥:当指定了一介在urOOO和1」引99之1司的字,数据縫接区分配
                在CIOIOOO和CIO1199之1司。
第2区           近程情意:o至源的字数
                設置要接収的字数
                本地廿点80至1000
        字数    汲置要投遣的字数
                毎牛市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之和不要超辻1000。
                毎分市点的第1区和第2区的字数不能都置力0。
                返程市点:0至比源字数小1的値(源字数一1)
                設置要接収的字数
        偏移量  
                本地廿点:不能設置
                如果不使用偏移量刑不要使用遠填役定
注a)毎分辛点的数据鍵接釣友送区和接収区的忌的字数不要超辻8000。
b)毎牛市点的数揺籠接第1区和第2区必須満足下列伍,以便数据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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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置数据{継接
第5-2布
接中的最后字不会超迂PC存楮区的最活字。
(数据鍵接升始字一1)+区域中的接収和友送字的息利
く×2555(CIO区)
199(LR区二)
8193(DM区,CV500/tCVMI-CPVOI)
245フ5(DM区,其官PC)
32765(EM区)
c)美干Ck,ntrollerLink支持十的資料参兄ControllerLink支持十操作手
瑚・。
注1.星然C200HZ侶X/HG/HE和CV系列PC掘有不同大小的存情語区
域,侃可以人工汲置CV系列PC之阿的数揺籠接,使其使用那些不
包括在C200HZ/HX/HG/HE中的字。只要碗定不在C200HZ/IH×/
HG/HE和CV系列PC之河内C200HZ/HX/HG/HE中不存在約手『没
畳数据鍵接。
例
C200HZ/HX/HG/HEPCCV系i列PC
O'…『'イ0百
霊
鑑籍斑
336
一…乞6σ
5(0
33
4,4
2.如果C200HZ/K×MG/HE,P的LRIX被人工汲置成与CV系列PCtW
数据焼接区,此LR字会被連接到GV系列PC中的CIO3000至
CIOle63中。CIOIO64至CIOI199不能用遮秤方法与C200HZ/H×/
HG/HE連接。
C200HZ/HX/HG/HEPCCV系列PC
l:i目::i
饗麟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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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置数据紬婆
第5-2市
5・-2-3人工汲置挙例
本令展示了用α)ntrdlerUnk支持軟件建立i数据縫接表的几介例子。包含
的数据縫接表的例文件在CmtrollerUnk支持軟件的表装盆中提供。
実隊的操作IS程参児Controller〕nk支持軟件操作手研。
SAMPLE1.CLK:対所有市点遊行相同的分配
数据鮭接区結杓
C200HX
数据髄接区
第1区
LROOO
LROIO
LRO20
LRO30
一
－
LRO49
#t
#2
≡幽
第2区
DOOOOO
DOO200
－
DOO300
DOO400
DOO599
一
#t
#2
÷荊
没音信恵投置:
・・'・・一■
Node    Modelname               Node    Modeiname
01      C200HX          17      
02      C200HX          18      
03      C200卜{X                19      
砲      C200HX          20      
05                      21      
06                      22      
数据縫接表
Node[Ol]PCtype[C200HX]NumofNd[4]
圃頂■■■■■■...・・
StatUSWord[……]
陶de    <Area1>LinkStartWork[L㎜]       <Area2>LmkStartWork[D㎜]
        LinkwdNumWdSourceWd     LinkwdNumWdSourceWd
01      ㎜10飴ndArea    DOOOOO200SendArea
02      LOOO1010LOOO10  DOO200100DOO200
03      |_0002010]00020 抑300100㎜300
㊤      LOOO3020LOOO30  D〔X)400200DOO40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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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置数揚錨接
第5-2下
給芋点2,3和4汲置完全相同的表。刃此,可以使用夏制功能楽寝令
点1的数据縫接表更制到辛点2,3和4。
栓査数据縫接表
面■■■■■■{量目■
Node[]DataLinktable
CheckOK
1置置緬2緬3■■■■14■■■■匡5■■■‖■■161■■■■■7■■■■181■1■■■91■■■■■0[ヨ‖1■■
債法数据縫接表
[CCWttrollerLink中Computer]
WilltrartsterDataLinktable.
Sρecitynetworkaddress,rodeaddress
totransfer,
Networkaddress:OOO
NodeDsgnModeDsgnN◎de[}sgnN◎deEsgn
-
02YES
O3YES
O4YES
保存数据鮭接表
[SaveDataLinktable]
lnputiilenametosave,
C=＼CLK＼SAMPLEI,CLK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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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置数据継接
第5-2『5
SAMPLE2.C】LK=毎分常点不同的分配
数据縫接区結約
可以建立某些数据縫接以使一介市点不接収其宮所有的廿点,或音使
1.5-'一些黄点不友送或接受任御数据。在下働申,市点2不接牧市点3
的数据,而市点3不接収市点3的数据。市点4不友送任句数据,1≧只
接牧来自其官市点的数据。
C200HXC200HXCVM1-CVM1・
CPV2tCPU21
常点1辛点2市点3廿点4
数据縫接区
数据鑓接区
第寸区
LROOO
LRO10
LRO30
茎霞
Lgiggz
OO15
LRO49
0035
第2区
DOOOOO
Ota64
華響il
DOOO10
DOOO30
DOOO49
#1
#3
#2
具有那些建立了数据鑓棲家的弔意可以加人数据鑓接。巻数据鑓接義
甲,可以自由改変合点的順序;然而,数据鑓接区部必須依次建立。
没音信息設置
・。'・置{壇
Node    Modelname               Node    Modelname
圃      C200HX          17      
02      C200HX          18      
03      CVM1-CPU21              19      
04      CVM1-CPU21              20      
05                      21      
06                      2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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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置数揚錨接
第5-2常
数据縫接表
Node[01ユPCtype[C200HX]NしmofNd[3ユ
置一圃塞頚綱置目司問翻
StatusWord〔……〕
Node    <Area1>LinkStartWork[し画㎜     <Area2>LinkStartWork[D㎜
        山nkwdMmWdSourceWd      L}nkwdNumWdSOurceWd
01      LOOOOO10SendArea        DOOOOO10Se「1dArea
02      LOOO1020{_00020 DOOO1020εO-00030
03      LOOO302001020   DOOO3020DOOO20
Node[02]PCtype[C200HX
－
]NumofNd[2]StatusWord[……]
Node    <Area1>LinkStartWork[L唖LinkWdNumWdSourceWd     <Area2>LlnkStartWork[EO-00020]LinkWdNumWdSourceWd
-り己()(U       ]00C1010LOOOOOLOOO2020・SendArea        EO_0002010D⊂}0000E≡0_0003020SendArea
Node[03]PCtype[CVMI-CPU21]NumofNd[2]
－
StatusWord[……コ
Node    <Area1>LinkStartWork[L圃L}nkwdNumWdSourceWd     <Area2>LinkStartWαk[eoOOOO]LinkwdNumWdSourceWd
0203    0100020し000200102020SendArea   D〔}000020[≡iO-00030DCOO2020SendArea
Node[04ユ.PCtype[C>Ml-CPU21]NumofNd[3]
－
StatusWord[一・・〕
Node    <Area1>LinkStartWork[L唖        <Area2>LmkStartWork[E]-OOOOO]
        UnkwdNumWdSourceWd      LinkwdNumWdSOUrceWd
01      O]00510LOOOOO   E1-00000]ODOOOOO
03      010152001020    E1-0001020DOOO20
02      0103520LOOO20   E1-0003020EO-00030
SAMPLE3.CLK:在一一'Alpmig申建立数据縫接組
用建立数据焼接表可以在一介岡絡中建立由多イト姐杓成的数据縫接。
建立只力同一全銀内的市点遊行友送和接収的区域,如下所示
数据髄接区結約
C200HX
C200HX
CVM1・
CPU21
CVM1-
CPU21
市点1
狙1
弔'点2
廿点3
組2
弔意4
数据鮭接区
数据雛接区
第f区
liii棚曇
#
01000
01020
OfO39
糾
OIOOO
-
Oto20
-
01039
#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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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置数揚錨接
第5-2市
第2区
DOOOOO
DOOIeo
LOO299
DO1000
-
DOtAeo
-
DOI299
EOOOOOO
EOOO300
EOOO599
ElOOOOO
-－
EtOO300
一
厨00599
没各信恵投置
Node    Modelname               Node    Modelname
陶      C200HX          17      
02      C200HX          18      
03      CVM1-CPU21              19      
04      CV辮－CPU21             20      
05                      21      
06                      22      
数据縫接表
Node[01]PGtyρe[CllOOHX]NumofNd[2]
層賭
StatusWord[…・・弓
Node    <Area1>LinkStartWork[L㎞lLinkWdNumWdSourceWd    <Area2>UnkStartWork[DOOOOO]LinkwdNumWdSourceWd
-西∠hUh)       LOOCOO10SendAreaLOOO1020LOOO10  DOOOOO†OOSendAreaDOO100200DO"00
圃
DE,1」,●・
Node[02]Pαype[C200HX]N姻olNd[2]StatusWαd[……]                
泣)de   <Area1>LinkStartWork[L唖LinkwdNumWdSourceWd     <Area2>LinkStartWork[DO1000コLlnkWdNumWdSourceWd
-(∠(UO LOOOOO10LOOOOOLOOO1020SendArea  DO了000100DOOOOO,DO1]00200SendArea
鰯e[03]PCtype[CVM1--CPU21]NumofNd[2]
StatusWord[……]
Node    <Area]>LinkStartWαk[㎜LinkwdNurnWdi弐刈rceWd   <Area2>LinkStartWork[EO-00000]しinkwdNumWdSourceWd
0304    0100020S∈ndAreaOIO202001020    {ヨ〔}-00000300SendAreaEO-DO300300Eて一〇〇300
Node[04コF℃type[C200HX]NumofNd[2]
StatusWord[……]
NOde    <Area1>LinkStartWork[⑩LinkwdNumWdSourceWd      <Area2>LinkStartWork[E1・00000]LinkwdNumWdSoじrceWd
03碑    0100020010000102020SendArea     E1-0000030CEO-OOOOOE1-OO300300SendArea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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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置数据継接
第5-21S
SAMPLE4.CLK=只接収2Si送曲部分数据和偏移量
比例中使用了第2区
注此例中使用了・-AIControllerLink支持k,支持十段宿存儲区域,遠里
略去区域'没畳井使用字下地趾,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十的eN?f参ynL
ControllerLink支持十i操作手冊。
数据鮭接区結杓
lBMPCJAT或
兼容祝
事点1
C200HX
廿点2
C200HX
辛煮3
C200HX
市点4
数据娃接区
第2区
00000__
00020
00040
00060
00080
00100
00119
(字下地趾)
　                              
        －DOOO巴荊clDOOO10荊BDOOO10　'DOOO10_　　δ1A                   
                                
　・i#1A　　ニ　　　■　■　三　#個■                           DOOOOO●DOOO佃
　　    _'`ウ{　π』－DOOO19-● 廿o`　DOOO19            DOOO19
　　　南G　　　　　…　#2                               
#3                              
        司                      
糊                              
        司                      
自
慢各信恩波置
●・=●▲●..,■●
Node    M◎delname
聞      CLKBoard
02      C200HX
03      C200HX
04      C200HX
05      
06      
Node
－/口U◎∨01(∠
11て2〔ノ」(∠
Modelnam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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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置鼓据瑳綾
錦5-2華
数据鮭接表
Node[Ol]PCtype[CLKBoard
－
]NumofNd[4]StatusWord[……]
Node    <Area1>LinkStartWork[魎ユ       <Area2>LinkStartWork[DOOOOOユ
        LinkwdNumWdSourceWd     LinkwdNumWdSourceWd
01      000000SendArea  DOOOOO30SendArea
02      00000000000     DOOO30]ODOOO10
03      00000000000     DOOO4010DOOO10
04      00000000000     DOOO5010DOOO10
曽E,:●:
Node[02]PCtype[C200HX]NurnofNd〔2]StatusWord[……]
Node    <Area1>LinkStartWork[魎]LinkwdNumWdSourceWdoffset       <Area2>LinkStartWork[DOOOOO]LinkwdNumWdSourceWdoflest
0102    000000000000000000SendArea一    DOOOOOIOD3002020DOOO1010SendArea－
Node[03]PCtyce[C200HX]NumofNd[2]StatusWord[・d■…]
Node    <Area1>UnkStartWork[匝匝薗]杣kwdNumWdSourceWdolfset     <Area2>LinkStartWork[DOOOOO]LinkwdNumWdSourceWdo〔est
0703    OOOOOOOOOOOOOOOOOOSendArea一    DOOOOO10DOOO↑010DOOO1010SendArea－
BE.胴=
Node[04]PCtype〔C200HX〕NurnofNd〔2]StatusWord[……]
Node    <Area1>LinkStartWork[剛]UnkwdNumWdSourceWd      <Area2>LinkStartWork〔DOOOOO]UnkwdNumWdSourceWd
0104    00000000000000000SendAl'ea      DOOOOO10D〔}〔〕020D〔〕OO1010SendArea
5-2-4自助没各:"SeRectARI(全迭ド,
　可以通達在宿功芋点的PC的CPUDM参数区中波定償来島功建立数
据継接。没定可以用編程器或SSS支持軟件来作。眉司令点足搦以激
活i数据縫接的芋点。当自劫没置数据鍵i接吋,数据縫接是根掘汲置夜
店功市点中的償来送行的。
注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的信息屏上,自司設置昼示N"SelectAII"
ヂ'
旧MPC/A「或
兼容帆
綱程器
ControllerLink
支持軟件
軟件ii千美(DM区)
目
注数据縫接不可以用下列方法之一乗宿明(見第68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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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置数据瑳、凝
集5-2常
・使用軟件井美
・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使用FINS命令
C20佃【Z/HX/H[G/HE店劫常点
設置宿司零点PC駒下列DM参数区。
N:紋別O=DM6400
級別1=DM6420
N+]
N+2
N+3
N+4
N+5
N+6
N+ア
N+8
N+9
字N
15τ413121fτ0987       6       L4      3       210
H-1・日・1・川・1・1・疑竃・                            
0:保持方0               1}十            数据継接方式
                                
一:用干其官設鳶
15870   
第1区数据縫接升始宇(BCD)        
舶区麹1・・     
毎分常点的第1区炭送字数(BCD>    
第2区(DM区)的数鋸継接ヲ干始字酌量右4位数(BCD)   
第2区業型       第2区的数据健接升始学的最左2位数(BCD)
毎分苓庶弟2区的皮送字数(8CD)    
第一命数据縫接状志学    
]51413121110987654321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BCDI設定的値%J二選制編碍的十遊制値。
渡殿01力自助汲置
(00力人工設置,其官僚力非法)
←一如人数据継接的寸ケ点
数假表示亨点号
分配的値表示咳」肯点燈否加人了数
据鍵接。
加人:1
未知人:o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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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置数据継接
第5-2㊦
没置
項目    設置苑国
教据縫接方式    指定力自助(01)
        用8CD碍没置字地批
第1区的数据     1R区=IROCO至iR235,1陥00至IR511
縫接升始字      
        LR区2LROC至LR63
        設置第1区使用的数据区,用BCD碍
        旧区:80
第1区業型       
        LR区=86
        不使用第1区言00
毎分芋点第1     月日CD掴投置0至1000之間的字数。
区中皮送射手    第1区和第2区投送字数之和不能超辻1000。
数      如果不使用第1区.投力0。
        用8CD碍没置字地批
第2区数据縫     
        DM区‡DMOOOO至DM5999
接弄始字        EM区=快00至15,EM〔〕000至EM6143
        設置第2区使用的数据区業型,用BCD碍
        DM区182
第2区業型       EM区:挟OC至07:90至97
        快08至15:A8至AF
        不使用第2区:00
毎牛市点第2     用BCD掴投置O至1000之同的字数
区中世送的字    第1区和第2区投遣字数志和不能超迂1000。
数      如果不使用第2区,投力0
        用BCD碍没置用干存倍数据縫鞍状志的第一介字。
        整介存儲状悉的区要用16分字。
第一命数据縫    0(鮪),IROO1至要R220,IR300至IR496
接状志字        状志只能存在IR区中
        ぺ当設置力0吋,対紋別0的弓点1至6的壮志存干IR239至
        lR241,而対級男‖1的存『FIR243至IR245
加人的数据縫    將対座常点的位置ON臼)表示咳芋点加人数据鑓接。
接的争点。      只有将眉劫争点設置力加入数据鮭接的皆点数据縫接才能移肩幼。
注a)数据鍵接中傷今市点炭送和接収区的字数之和不能超igtSOOO。
b)毎分『β点的数据縫接第1区和第2区必須満足下列値,以便数据鍵
接中酌量眉宇不会超迂PC存儲区中酌量后字。
(数据縫接升始字一1)+区域中的皮還相接収字的忌和
く×235(首字IROOO至IR235)
511(首字IR300至IR511)
63(um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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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置数据膳接
第5-2芋
5999(DM区)
6143(EM区)
c)当只使用第1区吋,杵築2区的数据焼接升始字,美型和友送区字数
都技量力0。
d)当只使用第2区吋,杵築1区的数据縫接升始字,美型和友送区字数
都設置力0。
e)宿司令点必須没畳成加人数据縫接的合点,否則数据継接不会眉劫。
CV系列∫自動芋点
設置自励市点的PC的下列DM参数区
N:DM2000+100×(ControllerUnk単元的単元号)
N:DM2000+100×(控制焼接単元的単元号)
字N
-:用干葉官設置設置01力自助没置
(00方人工設置,其官設置力非法}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1514131211109876543     210
L卜川・1・1・川・i・1・1繍馴・1・ト1    
o操持加L[i      数据縫接方式
15870   
第1区数据縫接升始字(B㏄})       
第1区業型1      
毎小憤点的第1区中的皮送字数(BCD)        
第2区数据縫接升始字酌量右4位数(BCD)     
第2区業型       第2区数据縫接升始字的最左2位数(BCD)
短小黄点的第2区釣友送字数(B㏄り 
第一分数据縫接状志学(BCD)       
151413121110987654321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フ      6       5       4       3       2       1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て8     17
BCD;設定的値力二遊鋼癩碍的十避制値。
・←加人数据縫接的市点
数値表示市点号
分配的値表示法市点是否加人了数
据縫接。
加人;1
未知人;O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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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置数据毎度
設置
・66・
第5-2市
項目    過量苑園        
数据縫接方式    指定力自助く01) 
        用魯CD碍没置字地量      
        CIO区:CIC◎000至CIO2555。       
第1区数据縫     LR区:口菊OO至LR199(升)  
接升始字        ㌔当指定了刷OC至LR199之阿蘭学.則数据髄接区分配在        
        CIO1000和CIO1199之1司。 
        投遣第1区使用的数据区,用BCD碍   
        CIO区:80        
第1区癸型               
        LR区言86        
        不使用第1区:00  
毎分市点第1     用BCD掴投鷺0至10CO之同的字数    
区中世遊駒字    第1区和第2区炭送字数之和不能組違1000。  
数      如果不使用第1区,没労0   
        用BGD掴投量地趾 臣
        DM区TDMOOOO至DM8191(CV5α)/CVM1-CPUO1)  
第2区数据提     DMO〔X〕0至DM24575〈興宮CPU)    
接升始字                
        EM区:快OO至07,EMooog至EM32765   
        (必須安装了EM)  
        設置第2区使用的数据区,用BCD硝   
        DM区}82 
第2区美型               
        EM区:快OC至07;90至97    
        不使用第2区:OO  
毎牛市点.第2    用BGD碍汲置0至1㎜之1旬的字数    
区中表送的宇    第1区和第2区友送字数之和不能超違]OCO    
数      如果不使用第1区,投力o。 
        用8CD碍汲置用干存倍数据縫接状志的第一介字。     
        整介存借状忍駒区要用]6小字。    
第一小数据縫            
        0(昔)或CICOOO1至CIO2540,        
鞍状杏字        状杏只能春子Cゆ区中     
        祈;当設置力0吋,状志存干C沿1500+単元繍号祈25(+7至+22>。  
加人的数据縫    対座下点的位置ON(1)表示蕨市点加人数据縫接。只者将眉劫廿点       
接的竿r点       渡殿力加人数据縫接的市点,数据枝接オ能移肩功。   
注a)数据縫接中海ノト市点笈送和接収的字数之和不能超泣8000。
b)毎イ'芋点的数据縫接第1区和第2区必須満足下列億.,以便数据縫
接中的最眉宇不会超辻PC存儲区申酌量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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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置数括紐接
第5-2令
(数据鍵接iFi始字一1)+区域中的皮送和接牧字的忌和
≦2555(ClO区)
199(LR区>
8191(DM区,CV500/CVM1-CPUO2)
24575(DM区,其1≧CPU)
32765(EM区)
c)当只使用第1区吋,将第2区的数据縫i接升始字,業型和友送区字数
都汲置刃0。
d)当只使用第2区吋,特集1区的数据縫接井始字,美型和友送区字数
都設置刃0。
e)宿劫辛点必須設置成加人数据縫接的市点,否則数据鑓接不会自助。
注1.当対一介既包含C200HZ/H×/HG/tHEPC又包含CV系列PC的同格
自助建立数据縫接吋,可縫接的区域被限割干那些C200HZ/軒X/
NG/HE的区域上,国力宮比CV系列PC的数据区小。
例:IR/CIO区
例:DM区
C200HZ/HX/HG/HEPCCV系≡列Pc
鯉_
2555
C200HZ∫HX!卜{G旧EpCCV系列pC
:狙』き
至
DM24575
一一〇至35、至55        
        
        
ヨ
!可蹴鞠接
1
1
・不可用手数提篭接
T
{
!可用干繊接
1
ミ不可用手数据縫接
f
ノ
2.如果C200HZ・M×/HG/HE的LR区被人工汲置力与一台CV系列PC
的数据縫接,LR字会被縫接到CV系列PC的CIOIOOO至CIO1063
中。CIO1064至CIOI199不能用返科1方法与C200HZNX/HG/HE
pcew接。
C200HZIHX∫HG/HEPCCV系列pC
1:紅一翼
::i
CV系列的PC的C{O宇
(C200HWHXIHG/HE的LRfla)+1000
}
不能宜接写
C200HZ∫HX/HGIHE
的手鑓接
e67・
---------------------[End of Page 918]---------------------



后劫初停並数揚錨接
第5-3市
5-2-5自助仮葺挙{列
DM参数区没置
本筆展示了一介実例,其中汲置了DM参数,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数据鍵
接区。
在席劫芋点遊行如下的汲置
N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00fO
0000
8600
0010
1000
一ー一一ー一一一一82iOO
0200
0310
0007
0000
一数据健接方式:自助
}数撒第枢≡LR・・
字数:10
■数撒第2区綱DM1。。。
司字数=200
一数据縫接状恣第一小字:LR310
}一加入綿繭=
建立的数据縫接区
LRO
第t区LR10
LR20
廿点#1
・一椙　
#2
#3
枯点#2
一欝
一箱毅一一
#3・
消点#3
#1
2
#
　
熟]
罵
㌫
第2区
DMiOOO
DMt200
DMl40e
一                      已
憎      一「「.いT　　　　　ヤζ、,一～^"漣.エ∴」一    　・=　「       3#
一                      一
5-3店劫和停止数据縫接
数据縫接必須在数据縫接区建立完成之后后功。在宿司令点上使用下
面描述的方法之一乗眉劫和停止数据縫接。ヌ寸干人工没量的和白劫設
置的数据縫接,遠些方法都是一致的。
注数据鍵接的方式(人工設置或自助設置)和数据鍵接的方法是根掘眉幼
芋点中的設置而決定的。在宿劫廿点中,在人工設置的情況下没置数
据縫接i表,在島劫設置的情況下役畳数据縫接自助没直参数。如果設
置不正碗,数据縫接不能眉劫。
警告在宿劫数据縫接前清検査下列項目,如果汲置了不正碗的数据縫接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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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功相律」ε数揚錨按
舞5-3市
或参数,虫干系統元法預測的操作后果,可能会帯来損杯。即使汲置了
正碗的数据縫接志和参数,在碗杁不会対系統造成不利影哨之前不要
膚劫或停止数据縫接。
・人工没置数据縫接
検査毎分加人数据鍵接的合点的数据縫接表,碗仏典正碗性
陥弘所有不加人数据縫接的廿点上的数据縫接表已被胴除。
・自助没置数裾継接
晩秋在数据縫棲息劫廿点上巳設置的DM参数正碗元浜。
5-3-1使用縮程没書或用戸程序
使用編程没各或用戸程序tSPC中的軟件井美(AR或DM自動位)置力
ON
編輯部鍵、ζコ㊨
た」}こで互
、、s.粥
C200HZ/HX/HGIHEPC
将ARO7的自助位置力ON
CV系列PC
将DM2000+100×N中的自助位置力ON
(N,単元号)
・当店劫位夙OFF蛮力ON吋,或電源接遇吋自助位已方ON,余白劫数
据接接,当店劫位杁ON蛮力OFF対数据縫接会停止。
注AR区和DM区中的数据在屯源切断時切然保持。因此,通辻預先設置
AR和DM可以倣到接通電源后立刻自功数据縫接。
推着采用在多十加人数据縫接的弓点中将眉劫位置ON的方法,以使即
使眉幼帝点故障対数据接接伍能農功。自助没置数据縫接吋必須給返
些辛点避行相同的数据接接設置。
C200HZ/HX/HG/HE自助市点
1514131211109876543210
ARO7
lllllllIlll騰llI
`L級店借級
L紋別0的数据鍵接肩功位(AROフGO)
自動;杁OFF変成ON,或接遇屯源
付置力ON
停th言」.人ON変成OFF
班別1的数据縫接摺切位(ARO704)
自助:及OFF変成ON,或接遇屯源
付置力ON
停止:弘ON変成OFF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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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訪劾停止数据瑳接
第5-3『宵
CV系列店劫亨点
15141312111098765432・10
字N目{
|
{
|
川
N:DM2000+100×(埠元号>L数据縫接自助値
増劫1夙OFF変成eN,或接遇屯源
付置力ON
停止:拭ON変成OFF
5-3-2使用CentrolEerLink支持軟件
数据鍵接可以用Contro‖erLink支持軟件的数据鑓接菜単中命令来店
幼和停止。被指定帰来投出膚劫/停止命令的廿点必須是加人数据縫
接的弓点。
使用一台連接至PC常点的鑛程仮借
蹴　纏
ContrellerLink
支持軟件
巴こ;-oep,数据麟撚
宿劫1停止数提篭接
使用一介汁真祝合点
旧MPC/A「「或
兼容机
Cont.roiierLink
支持十
ControllerLink
支持軟件
巴匝i数幽網点
一
可以及本地辛煮的ControlierLink支持下上眉功或停止数i据鍵接。
5-3-3使用FINS命令
可以八一ノトControBerLink的市点向一一...Ail数据鍵接申的市点炭送RUN
和STOPFINS命令来店劫和停止数据縫接。
双・一・小汁算祝電点表出FINS命令
顯ご〔二F|NS命令、
㌫枠一据縫接中撚
杁一一台CV系列PC表出FINS命令
CV
里
FINS命令言
RUIWSTOP
＼___
里
数据縫接中的辛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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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基数据斑接状恣
第5-4『庁
5-4栓査数据鮭接状杏
有二神方法来検査工作数据鍵接醜状志。
・検査単元面板上的LED指示灯。
・検査数据縫鞍状杏区。
5・-4・-1LED指示灯
検査単元面板上的LINK和M/A指示灯。
C200HZ/H×∫HG/MEPCCV系列PC
碗弘加人己激活数据
縫接的市点上LNK-一
指示打点亮
CLK21
只要垣行正常,所有加人数据鑓接常点的LNK指示灯都会亮。数据縫
接方式(人工/自助)可以用M/A指示灯来栓査,細辛兄"9-1使用指示
灯来検査錯俣"。
5-4-2数据縫接状恣区
当数据縫接不能正常送行吋即使PC的OPU単元和ControllerLink単元
没能検査出鼻常,逐可以用数据縫接状悉鳳来検査錯渓。数据燵接状
杏区包含了下列i数据鑓接状恣信息。在C200HZ/HX/HGME和CV系
列PC中此状杏信息存子相同的手中:第一介状志学+0至+1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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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基数据!錨接状悉
第5-4市
PC壮志〈見注1)
O:不工作(用戸程序未追行)
1:工作(用戸程序道行>
PC的CPU単元出錯(兄注2)
o言正常
1=出惜
通訳由緒(数据縫接接牧)
0　正常
■出替
数据縫接加人
O:未加人数据縫接或数据
縫接未灘酒
1:加人数据縫接
偏移重出結(見注3)出錯:偏移量超出
0=正常笈送的字数
1=出精
接牧区域不足(短訣)(見注4)不足:接攻区域小『F
O=満足投遣区域。超出的数
㌔不足据被裁除,其宣教据
佃接収到。
接収区域剰余(見注5)剰余:接牧区域大子役
0娘宿剰余
1;有剰余
注1.対Contro‖erLink支持十始終是1。
2,ヌ寸ControllerLink支二持十女台終是0。
送区域,数掘抜接収,
而剰余的字被清零。
3.即使麦生了偏移量出惜,数据鍵接価然迄行,且辛点伍旧加人i数据縫
接。然而,笈生偏移量出婚約令点上所有接受的学都会破潰0。
4,下面是一介i接収区域不足(短峡)接牧区和初子。
満足的
中点3
[
ー
…反送区
=一一　
常点2
∠-r]撒区
用置ニコ代表的数据
被布点2接枚
不足的(短鉄的)
常点1
⇒團→
市点2
團
一[]徽区
用騒翻代表的数据
不能被布点2接収
用〔=コ代表的数据被接収了,
而其余的数据被裁除了
5,下面是一・↑・接収区域剰余顛倒子。
元剰余
市点f苓点2
ぱ区[薩図一圏一團]接駆
用r代表的数据
被布点2接牧
剰余
辛点1芋点2
撲区[睡一ー三三－Eヨ]徽区
用匹コ代表的数据
被辛点2接収,而剰
余射手被清零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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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査数据錘接状寄
集5-4芋
注1,対手一介没有加入隅烙的市点会友生通訳錯俣。当通汎錯俣友生
日寸,会保留以前的状恣以便反映其官廿点的状恣。
2、対手加人了岡絡,但没有加人数据縫接的市点,只能刷新其PC状志
和PC的CPU単元出借状志。
3.当数据縫接状杏区被没直往IR,CIO和LR区吋,在PC的CPU単元
道行方式改変吋,数据縫接状悉会被解同置力0。
数据鍵接状悉存儲区按以下没置
数据縫  PC和操作紋別    第一十数据      設置花圃        鱗省没置
接方式          織機状添字              
自助    C200HZ/HX/HG/HE,紋別0   在DM6407中指定  在IROOO和IR220或        lR239至iR241(見注b)
                        1田00至IR496之間的16    
        C200H乙4→X/HG/ 在DM6427中指定  介字    lR234至IR245(見注b)
        HE細別1                 
                在DM2000+100XN+7        CICOOO和250之1可約16    
        GV系列PG        中指定  十字    αα500+25×N+7～+22
        C200HZ/HX/HG/           在下列遊園内的16分字    
人工    HE,級別0        在数据鍵接表中指定      旧=0至220       lR239至IR241〈見注b)
        C200HZ刑X用G/           lR言300至496    
        HE,紋別1                LR:0至48        
                        DM:0至5984      lR243至IR245(児注b)
        CV系列PG                EM:0至6128      
                        在下列萢圃内的16介字    
                                GIO1500+25×N+7～+22
                        CIO:0至2540     
                        LR=0至184       
                        DM言O至24560    
                        EM:0至32750     
注a)N:単元号
b>仮保存廿点3至6的状志
5-4-3用控制位/学的状杏来検査
員然数据縫接功能本身的這行可能根正常,恒数据燵接区内可能会有
不正碗的輸入。
在日晩秋数据鍵i接功能這行正常之后,泣検査一下数据縫接是否如期
望的那祥遠行,即検査一下朔望的位/字是否被侍送到了其官弔点中期
望的手中。
使用編程没各或用戸程序改変数据継接友送区中的某介位或字,井検
査此改変是否如預汁的那祥在其官竿点的数据焼接区中反映出来。
注在数据鍵接被激活吋不要重新宿劫数据縫接阿狢的皮牌市点,否則,数
据焼接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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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信息服書
本章説明如何使用由ControllerLink単元提供的信息服努。同時也説明由ControllerLink
単元支持的FINS命令和鳴泣,以及由C200HZ/HX/'HG/HE和CV系列PC支持的自NS命令和
ロ向座。
6--1引言
6-1-1
6-1-2
6-1-3
6-2逸持通汎指令
6-2--1
6-2-2
6-3使用信息服努
6-4
SEND和RECV
CMND(194)(4又CV系i列PC)
友送/接枚数据風
信息服努操作
信息服努規格
㎜
和
合123
命…一【
鴎メゴ司
円666
自NS通訳舞艮努
友送和接収目NS命令和晦疲
FINS命令可泣用的単元
6-5用干ControllerUnk単元的命令和P向座
6-5-1命令代碍
6-5-2自助数i据鑓i接(DATALINKSTART)
6-5-3停止数据縫接(DAiTUNKSTOP)
6-5-4
6--5--5
6-5-6
6-5-7
6--5-一一8回送測試(ECHOBACKTEST)
6-5-9
6-5・-10
6-5-11懐取出錯記※(ERRORLOGREAD>
6-5-12清除出惜↓己乗(ERRORLOGCLEAR)
接取控制器数据(CONTROしLERDATAREAD)
演取控制器状悉(CONTROLLERSTATUSREAD>
漢取岡絡状杏(NETWORKSTATUSREAD>
旗取数据鍵接状志(DATAUNKSTATUSREAD>
渓取　播測試結=果(BROADCASTTESTRESULTSREAD)
友送　播測試数据(BROADCASTTESTDATASEND)
6-6用『iFC200HZ/HX/HG/NEPC的命令和n鬼蓮Z
6-一一6-3
6-6-2
6-6--3
6-6-4
6-6-5
命令代碍
存鰭区域分配
懐取存儲区域(MEMORYAREAREAD)
写人存儲区域(MEMORYAREAWRITE>
凌取多Al存倍区域(MUL刊PLEMEMORYAREAREAD)
777882餌868788899797979898989999990001030405050506070707091011
11111]11↑≠I114t◆パ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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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6-6
6-6-7
6-6-8遠行(RUN)
6-6--9停止(STOP)
6--6-10
6--6--11
6-6-12
6--6-13
6-6-14
6--6--15
6-6-16
6--6--17
0向座編碍
6-7-1掬成
6-7-2岡絡中断出鰭
6一アー3
旗収穫序区(PROGRAMAREAREAD)
写人程序区(PROGRAMAREAWRITE)
漢取i控制器数据(CONTROLLERDATAREAD)
逮取控制器状志(CONTROLLERSTATUSREAD)
違目寸紳(CLOCKREAD)
写日寸帥(CLOCKWRITEi)
出錯7青除(ERRORCLE…AR)
強制置位/及位(FORCEDSET/1『ESET)
取消強制置位復位(FORCEDSET/R∈SEＴCANGEL)
漬取多介強制状志(MULTIPLEFORCEDSTATUSREAD)
胸座錦岡和故障栓査
1233446677880002
111111111]1奄2222
ーイー-寸11111-1ー「1111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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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6-1芋
6-1引言
信息服努是一秒命令/嫡庶系統,用来往一介岡絡中的市点之同作輸数
据,(即PC至PC,PC至計算机,和汁算机至PC)。信息服努也可以用
来控制操作,如方式切換。信忌服各通泣在用戸程序中投出命令来実
現。使用下列的通汎指令。
SEND和RECゾ:用来衰退和接枚数据的指令。
注在CV系列PC中,対泣SEND和RECV的功能代碍分別刃192和193;在
C200HZ/HXAIG/HEPC中,官∬]是90和98。当本文中渉及指定一秒
型号的PC吋,功能代碍会包括在指令名称一起,而渉及爾秤型号PC
吋,会略去其功能代碍。
CMND(194):一条用干支送FINS命令的指令。一坐FINS命令由Con-
trollerLink単元支持,而男一些FINS命令則由PC的CPU単元支持。
CMNDC1943不能在C200HZ/H×/HG/'HEPC中使用。
信息服各
源辛煮
裏目椋
芳意
PC至PC
PC至
計算粗
汁算机
至PC
顕弔意1
目椋情意
SEND∫RECVi}旨・令
C200HZ/HX/HG/HEC200HZ/HXIHG'HE
或CV系列PC或CV系列PC
用戸程序
当PCbl行SEND(192)和
蕊耀ぽ不離接
対CPU
単元的
命令
CMND指令
(FINS命令)
CV系列PC(C200HZIC200HZ∫HX旧G/HE
HXtHGIHE不支持)或CV系列PC
(対Co
llerLink単
1嘔西1元的命令)
XSCPU
用戸程序単元的
命令
当PC執行命令費寸,
不需要接収桐泣的程序。
C200HZ/HX/HG/HE
或CV系列PC
計算机
        列PC            
        rI      才      口lr竺「11〈
        /ご一一         メ命令1一
        i⑭1《          
計算秘中需要有接収和友
送致据的程序
当PC執行命令肘,不需要
有接放駒庇的程序
計算机程序声生方SENDl
RECV或CMND{194)相当
的指令
計算机
C200HZIHX/HG/HE
或CV系列PC
用子Controller
Lhk単元或
CPU単元的命令
計算机中需要有接収砲座射程序
SEND=
1:1或1:N(　播)
　播没有嘘泣
RECV=11
最1,980(990)
1=1或t:N(　播)
声播波布(不需要)痢泣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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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6-1市
6-.9-・亙SEND和REcv
可以往C200HZ/NX/1-IG/i{E或CV系列PC的CPU単元的用戸程
序中,簡単地執行SEND和RECV来対其官寺r点的}/○存儲i数据遊
行写或漢。
C20{}HZ/ax/HG/HEPC
SENP(ge)
SEND(90)将杁s(源令点上数据侍送的源起始字)無始的"n"小字
佳送到D(日赤弔意N上i数据接収的自称起始字)升始的"n"↑宰
中。
◎SEND
「
S
D
C
Sl源市点炭送起始宇
D:目‡示丁丁点]妾牧1起始宇
C:源廿点第一介抱韻致据宇
sst4
C
o
　
``n"ノト笈送字数
0000至03DE(十六逆剃}:0至999字
0=未指定目椋同路地」止(本地問)
恒指定丁目赤岡路地批
151413|2弱8アO
C柏f
-一・」
源『声点
同称辛点N
已)〉           150     
        D→     　　　　　　　　　      }・
                」■    
                        
                        
重質次数
0至F(・十六遺制):0至15次
直接相接
α直接;1:間接
Gl要求明庇
1=不要求刺麻
0:操作級)勺1
1:操作扱ラ勺0
刷鹿防控舞寸河
eo(十六避制):2秒(用干2Mbps}
4秒(用子1Mbps)
8秒(用子500きくbps)
Ol至FE(十六逃制):0.1至25.4秒
(単位:o.t秒)
FF(十六法制):元剛腹盟控
対i}=ControllerLink阿察忌違」カ`v1,'
15870
・・2〔工==工=コ
{L-一一目榊点油土ii(M)
目椋単元地割:
00什六法制):
01(十六遺制):
PC的CPU単元
計算机(用戸程序)
10至fF(十六避制):単元号0至侍
FE〈十六遊制):
C+3F'
一
図⊥連接的単元
o
－
OO.5き120(十六逃儒‖):0至32
周目椋市点地批投力FF〈十六避制)的方法
可将相同的数据　播至同格所有的苦慮
ヌ才子ヨFContrdlerLinkpm多各的其'ピ附き各,
㌣r点地趾的萢霞会有変化
自称阿路地鮭
00(十六避制)=本地珂
01至7F(十六週圭儒‖)=1黒127
此段置只有在字C中波置字`'指定目板i園培地批"吋オ布敷,
当指定一介轡椋阿路地批吋往路径東中没置所有的市点,美
子路径表曲部1弔,参見tt第七章同格互違"
注1,当時同一同格中的1996年4月之前生声的CV系列PC通流吋,本
地的岡給地批不能没置力"00"。在路径i表中iSt置一ーーー－Ai除"00"以外的数
作方本地岡染地趾。燃眉指定遠小数。
2.在住息服努中,元法碗保送往日椋廿点的信息会到迭目的地。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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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6-]背
RECV(98)
有可能国力嘆声或一些其官情況,使信息在笈送途中妄失。当使用宿
意服秀吋,建双在支出指令的市点執行重友違程来防止迭紳情況的皮
生。使用S∈ND,RECV和CMND(194)ま旨今時,当汲置了重試次i数后重
友泣程会自助執行,因此要碗杁指定了非"0"酌量笈次数。
RECV(98)接収S(窪目祢市点M中数据侍送的起始宇)升始的"m"ノト
字,存至D(在源合点中数据接牧的起始字)升始的字中。
◎RECV
$
D
C
s;開示市点炭送起始学
D:源零点接収起始字
c:源辛煮第…分担韻致i据亭
源市点
15
D-lli'"'"
m　r
　回
目稀書8点M
1514
C
o
へ
"m"企及送字
。、鶏0麟蹴聾製織999字
11指定了源囲路地封:
{51412i1870
C+t寸
C+2
}～二==二
重笈次数
0至F(十六避制)10烈5次
直接1面接
0=宜接;f;1旬va:
o=要求桐庇
求内戚
。耀醐
1:操作i波力0
醜瞳踏控吋間
00(十六遊制);2秒(用干2Mbps)
4秒(用干tMbps)
8秒(用子500Kbps)
Of.$FE(十六辻制):O.1至25.4抄
く単位:o.i秒)
FF(十六遺制):兎刺1童蓮宮
ヌ,S子ControllerLink周妻各,Ki是うξ7"1,,
t5870
目椋(笈送源)単元地趾
00(十六逆i制):PC的CPU単元
01(十六遊制):汁算机(用戸程序)
10至5F(十六避制}:単元号0至岱
FE(十六遊制):同上連接的単元
白楊弔点(笈送源)地批(M)
00至20(十六逆i惰‖):0至32
対干非Co鱒o||erUnkwtZ;}的其富岡紹・,
市点地量的萢園会有変化
「「
自称剛蛮地批
00(十六逃剛=本地阿
田至7F(十六避制:1至イ27
此設置県有在学C中波置了'`指定目椋同格地塊"別才布敷,
当指定一分目椋河路地祉吋、往路径家中設置所有的辛点,共
千路径表的細廿,参児"第七葦囲狢互違"
注1.当時岡絡中的1996年4月之前生戸的CV系列PC通汎吋,本地的
岡築地祉不能設置力"00"。往路径表中波畳一ノト除"00"之外的i数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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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6-1市
井始学的河接椋志
SEND(90)
RECV(98)
力本地岡狢的地祉。然后指定遠ノト数。
2.在宿忌服舟中,不能碗保送往日椋苗点的信息会到辻目的地。忌是
有可能国力躁声或一些共営情況使信息在笈送途中芸失。当使用信息
服努吋,建汲在投出指令的市点執行重友辻程来防止違和情況的麦生。
使用SEND,RECV和CMND(194)指令吋,当役置了重斌次i数后重友道
程会自劫執行,因此要碗荻指定了非``O"的重友次数。
CV系列PC的区域比C200HZ/HX/HG/HEee大,因此在日栃i美点的皮
送和接牧的升始字井不是忌能用SEND(192)和RECV(193)宜接指定。
更何況有可能希望能根掘条件改変在日椋噺点上駒井始字。
在此情況下,将"宜i接/河接"控制数据椋志量``1"(河接),且按以下描述
来指定友送和接牧的i汗始宇。
接収起始宇曲目椋市点的D和D÷1字的内容来決定
⑪SEND
S
D
C
s:源筆意笈送起始字
D:n椋『5点接収起女}一
α源十怒第一・Al控制i数据字
D
D+1
宇地Iiiヒ{㌔1イ並数)
字強仕{第2位数)
宇地力{二(第3位数)
字地力ヒ(第4位数)
友送起始字由日赤合点的S和S+1字的内容来決定
⑰RECV
S
D
C
S=源噴点炭送起始字
D:国椋弔点接牧起始字
C:源市点第一介控制数据宇
S
S+1
字地批{第5位数)
亨ζ地」止(第5{立数)
字地批(第1位数)
字地坦:(第2位数)
宝地㌫麟3醐
注根掘下表来指定区編碍。
自伝弔点lC2001犯棚畑G債EPC              自伝合点=CV系列PC       
区域    代硯    区域    代硯
lR(内部地毛器)  00      αO     00
田(鍵接釦幌器〉 06      CPU悪銭継接     01
HR(保持継屯器)  07      輔助    02
AR(輔助継1∪器) 08      定吋器  03
TC(定吋器/汁数器)       03      計数器  04
DM(数据存㈱諄)  05      DM(数据存儲器)  05
EMげ展DM>挟0～7攻8～15当前映    10至η28至2F18  EM(打展DM)快0～7当前功  1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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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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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系列PC
SEND(192}
SEND(192)将杁S(源市点的数据僑輸的起始字〉升始的"n"イト学債送到
D(日赤市点N的数据接収的自称起始字)升始的"n"小字中。
海芋焦目柄合点N
(t)SEND
s
D
S:源常点友送起始字
D=目椋廿点接収起始字
C=源争点第一千社制数据字
　む
cll::「C・3
"fiJp介笈送字i数
eoOO至03DE(十六避制):1至999字
f51i870
c・110101:1
目椋剛各地趾
00{十六遊観):本地阿
Ol至7F(十六遊制}11至127
c+2E♀『7ro
150雪濁違       ゆ      耳50肝翻・
                
15108730
00
　　
L
」重拭次数
0至F(十六法制):0至15次
通訳号
0至7
0:要求痢庖
1:不要求鴫座
c・s{1::1
　
L胸底皿控吋聞
0000(十六遊制):2秒
PC的CPU単元
|十算机(用戸程序)
10至1F(十六美星惰‖):」羊ラ日号0至15
図上連接的単元
目振甫点N
oe至20{十六逃制):0至32
周目椋廿点地祉投力(十六遊制)的方法,
相同的数据可以被　播至所有的桂岡路上釘付点
000]至FFFF(十六逆剃):0.f至6,553.5秒
(単位:α1秒)
如果波特率低,再設置一介小的値会
引起出路,椋准穴釣是1Mbps財用
4秒,500Kbps吋用8秒
対手非ControllerUnk碑銘釣具宮岡磐,
市点地批的蒲団会有変化
RE(rv(98)
注1.当使用1996年4月之前生声的CV系列PC吋,本地阿路地地蛙不
能投力"00"。往路径表中波置戸!卜除"00"以外的数作方本地阿鍋的地
祉,然后指定迭ノト数。
2.在信忌服努中,元法備保送往目椋中点的信息会到迭目的地。忌是
有可能因力嘆声或一些興宮情況使僧息在友道途中芸失。当使用信息
服努吋,建似左表出指令的辛点執行重友泣程来院止違和情況的麦生。
使用S∈ND(192),RECV(193)i和CMND(194)指・令吋,当汲置了重斌次i数
后重笈辻程会自明執行,因此要碗杁指定了非"0"酌量拭次数。
R∈CV(193)接牧S(在日祢市点M中数据侍送的起始字)升始的"m"小
字,存至D(在源合点中数据接収的起始字)升始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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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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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哨点
目縁弔意M
(りRECV
S
D
C
S:源弔点炭送起始字
D:目杯辛点接収起始字
C:源古点第一介控制数据字
t50
c「
"m"牛皮送字数
OOOOM.03DE(十六遊制)=1至999介宇
15M870
C…tlOO
目都岡給地祉
00(十六遊制)二本地図
O寸至7F(十六避制):f至127
1511870
c・21:1:1
丁糠_
自称常点M
OO至20(十六避制):0至32
C+30
15io8730
0
　ギ　
L
L重試次数
通Mrr1号o至F(+六法制):o至15次
0至7
0:要求胸座
1:不要求嘘泣
c・41
PC的CPU単元
計算机(用方程序)
O王15
図上連接的単元
　
L鴫越盟控剛司
0000{十六遺制):2秒
eOOt至FFFF{十六遺制):0.1至6,553.5秒
(単位=o.f秒)
如果激特率イ氏,而設置一十小的値合
引起出錯,椋准大釣是]Mbps付庸
4秒,500Kbps対用8秒
対干非ControllerLink同格的共営回路,
市点地祉的蒲田会有変化
注1,当使用]996年4月之前生声的GV系列PG吋,本地岡染的地批不
能投力"00"。往路径表中ift置・一一ノトヨド"00"的数作方本地阿狢的地堤,
然后指定遠ノト数。
2,往信息服各中,元法碗保送窪目椋辛煮的信息会到辻目的地。急呈
有可能国力嘆声或一些其官情況使僧息在友送途中芸失。当使用信忌
服努吋,建双在投出指令的市点執行重友辻程来防止遠称情況釣友生。
使用SEND(192),RECV(193)和CNMD(194)指令吋,当設置了重斌次数
后重友是程会自助執行,因此要碗杁指定了非"O"的重試次数。
6-1-2CMND(194)(仮CV系列PC}
CMND(194>指令可以往CV系列pcas用戸程序中執行,用来執行渚如
向男一介弔意懐和与存儲数据,漢状志信息和改変操作方式。
CMND(194)友送的S(在源='Sis'点保存命令数据的起始字)井始的"n"宇
廿命令数据。作方返固,"m"字竿釣晦庇数据被存儲在D(保存明応数
据的起始字)升始的源争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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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6-1r肯
CMND
S
D
C
$:源賛意友i送起始宇
D:目縁常点接収起始宇
C:源下点第一介抱制数据字
C
　
``バ宇弔r命令数据
0000至07C6(ヨ→六遊$‖}:0至1990≒字
450
C+i
源合点
目縁弔意N
"n,,(…鐘竺竃L右''～置馨}蕪     命令⇒靭位⇔    分析執行
一
〇〇〇〇至07C6(十六避制}:0蚕1990字
{51is70
c・・匝工亘工=工=コ
白柄阿路地吐
00{十六遊制):
本地岡
Of至7F(十六遊制):f至127
でぢ　ロ
c"3一
目椋単元地祉
00(十六遊制}=PC的CPU単元
Ol(十六避制}:計算机(用戸程序)
io至1F(十六遊制)1単元号◎至ts
FE(十六遊制):連接在悶路上的単元
目標「声点N
OO至20(十六遺制)=0至32
用日柄常点地批投力FF(十六
遊制)的方法,可将相同的数据　
播至阿終止的所有常点
射干非ControllerLinktwza的其宮
阿路争点地祇荘園会有所i変化
15108730
C+400
　　
L通、領口ごi璽悪遊制)le至15次
O至7
6=要求胸底
1:不要求嫡座
おキ　ロアヨむ
…〔=工==工=コ
ー
L嫡庶此控対面
0000(十六遡i馨譜)=2秒
00剖至FFFF(十六遊制)=O.1至6,553.5秒
{単位=0.i秒)
如果激特率低,再設置一介小的債会
引起出婚,椋准大釣是1Mbps耐用
4秒,500Kbps討用8秒
注1,当使用1996年4月之前生芦間CV系列PC吋,本地阿絡的地批不
能設置力"00"。在銘径表中段置一－Al4ξ"oo"的数作方本地回路的他
地,然后使用遠イ・数。
2.往信忌服努中,元法陥保送往日称靖点的情意余剰辻目的地。怠是
有可能国力嘆声或一坐其宮情況使僧息在友送途中芸失。当使用信息
服努吋,建双在投出指令的常点執行重笈迂程来防止迭秒情況的皮生。
使用SEND(192),REiCV(193)和CMND(194>指令吋,当汲置了重試次数
后重友是程余白劫執行,因此要碗杖指定了非"0"的重斌次i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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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6-1弔
挙例=用『FCV系列PC的命令
命令神業                代鶴
用干存儲区(CIO、DM、EM、TC,任送,歩遊,強制ON/OFF)        旗存儒医        0101
        写存儲区        0102
        填充存儒医      0103
        遠敷多介存儲区  0104
        存儒医倍速      0105
用干参教区(PC系統設置」/0表登記,路径表等等)     違参教区        020]
        写参数区        0202
        消除参教区      0203
PC方式  道行    0401
        停止    0402
PC型号数据      闇主制器数据    0501
        渡』接数据      0502
PC状悲歎据      償控制器状志    0601
        逮循碑寸間      0602
PC内部吋紳      逮吋紳  0701
        耳付紳  0702
宿意    憐情息  0920
        清除宿患        
        逮FAL/FALS      
出錨数据        消除出錯        2]01
        遠出織日乗      2]02
        消除出路己※    2103
文件存儲器      漢文件名        2201
        懐単千丈件      2202
        写単介文件      2203
強制殿位復位    強制置位復位    2301
        強制殿位/及位剛除       230A
用干CV系列PC的命令組下,参兄《FINS命令参考手冊》。用干
C200HZ/H×/HG/HEPC的命令綱常,参兄"6-6用子C200HZ/H×/
HG/HEPC的命令和回向泣"。用干ControllerUnk単元的命令細令,参
児"6-5用干ControllerLink単元的命令和胸座。"
6--1-3麦送/接枚数据区
可以作方SEND和RECV指令i操作数的数据区是依PC而定的,如下表
所示。清明臥没量的操作数以便数据不要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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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6-1市
C200正IZ/HX/RG/HEPC
区域    苑園
内部継屯器区1   lROOO至IR235(兄注1)
特殊継電器区1   SR236至SR255(児注1>
特殊蜘包器区2   SR256至SR299(見渡1)
内部雑毛区2     lR300至IR511(児注])
鑓接継屯器      UROO至LR63
保持継電器      HROO至HR99
紗1寸器/汁数器  TCOOO至TC511
輔助継電器      AROO至AR27
数据存儲器      DMOOOO至DM6655
甘歴数据存儲器  EMOOOO至EM6143(見注2)
注t内部継電器区1(IROOO至IR235)和特殊継電器区1(SR236至
SR255)中的宇在内存中足連接的,在迭些区域内任何1萢圃的字可以用
一次操作来待送。同村,特殊継屯器区2(SR256至SR299)和内部継
丸鋸区2(IR300歪IR511)也是連接的。燃眉,不能在踏越特殊継電器
区1(SR236至SR255)和特殊継屯器区2(SR256至SR299)之河辺界
的萢園内倍輸数据。
在源常点上的SR253至SR255不能被写,即使被源常点上的RECV指
令指定力接収起始字也不行。
2.美干打展数据存傭器和快錦号的説明,参兄所造型号的PC的i操作
季肋。
cV系列PC
        苑閨    
        CV500,CVM1-CPUOICV]OOO/2000,CVM]-CPU11/2]       
αO区   0000至2555      
CPU忌銭縫接区   GOOO至G255(見注1)       
縮助区  AOOO至A51](児注2)       
定府器区        「000至T511     TOOO至T1023
計数器区        COOO至C5]1      COOO至C1023
DM区    DMOOOO至DM81引  DMOOOO至DM24575
箏レ展DM区      ■■'■.        £MOOOO至EM32765(兄注3)
注1.不能対CPU忠裁縫接区中GOOO至GOO7的字遊行写。
2,不能対補助風車A256至A511的字遊行写。
3.可以用在CVIOOO/2000或CVMI--CPUI3/21PC上安装釘展DM単
元来使用打展DM。根掘打展DM的i美型,最多可以使用人快。細辛参
児CV系列PCi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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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揮通規指令
第6-2市
6-2
旨く
迭捧通滞
日マ
弥只想方便麹漬取成寄人
1/o存儲区域喝?
一1使用S酬蹄R∈CV
弥想断建地渓取一介
内存区域匹}?
弥想写人除存儲区以外的下列
各秒数据明?
PC内部吋神
文仲春傭器
祢想旗取下列各秒数据喝?
PC型号
PC状志
循杯吋回
信息
出措
強制置位/宴位献茶
1弥想改変PC的退行方式喝?
是
是
擁㌶三二コ
是
是
一
1使用CMND〈194),〈免注)
注CMND(194>不能用予G200HZ用X!ilKG/H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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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捧通罷指令
第6-2市
6-2-1信息、服舅・操作
        源合点          目棒下点                                                
指令                                                                    
        C200HZ/HX/HG/   CV系列  C200HZ/HX/HG/   CV系列  汁算机  通汎内容        数据長度        子播    図絡連接
        田              1弼                                             
SEND    是              是                      瓜所有的1/o存錆鼠       1980宇  是(元   是(可辻包括
和      是                      是              遊行違和写      廿      日向庇〉        本地阿的三
RECV                                                                    扱同格),通
        是                              是(見注2)                               遣CV系列。
                是      是                                              
                是              是                                      
                是                      是(見性2)                               
CMND                                            数据速写:       最i多   是(光   
(見注1>                                         杁所有的1沿存傭区       2012字  内座)   
                是      是                      逃打撲和与      苗              
                                                撰PC型号                        
                                                漬状恋数据                      
                                                懐日寸間数据                    
                                                漢和時文件存倍数据                      
                                                写DM区尺寸                      
                是              是              漬PC方式                        
                                                PC鮎捌:                 
                                                改変PG方式                      
                                                強制殿位/気位                   
                                                消除PC錯俣                      
                是                      是(児注2)                               
注1,CMNO(194)不能用子C200HZ!乍H×/XG/刊EPC。
2.如果一台汁算机接敗命令,在汁算机上要有能送回晦庇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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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捧通罷猪舎
弟6-2市
6-2-2イ吉息R艮穿}規格
項目    規格
輸送格式        C200HZ!唱X/HGノト1∈PC1:『SεND(90)或RECV(98)撰SEND(90)σ』播)CV系列PC1:1SEND(192),RECV(193),或CMND(194)11NSEND(192)或CMND(「94),(　播〉
包射法度        SEND/RECV:最多900学(1980字雫〉。CMND(194):最多「990宇7∫1丁
数据内容        SEND:佳送要求没送致据的命令和蘭疵RECVI侍送要求接収数据的命令和胸座CMND(194)1能鰺投送萢掴　法的命令/痢底数据。
ヲ椴命令的数量  C200HZ/HX/HG/HEPC:毎次下町ノト操イ年報男8中白勺…ノトCV系列PG毎次8介通風端口中的一介(ぷLI:10至7)。
吻立塩控時間    C200HZ/HX/HG/HEPC:00:鋏省設置2秒(2Mbps)4秒(1Mbps)8秒(500Kbps)FF:不盟控01至FE:用戸設置(増量100ms,100至25400ms)CV系列PG:0000:峡省没鴛(2秒)000]至FFFF:用戸没鷲(増量0.1秒,0.1至6553,5秒)
重友次数        0至F:0至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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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畠服努
第6-3市
6-3使用倍息服努
使用SEND,REOV和CMND(394)吋,在程序中通常宮人SEND/RECV使
能]示志和SEND/RECV出錯綜志作方輸入条件,如下所示。対手任何指
定的通汎端口,一一一次只能執行一条指令。使用C200HZ!伯×/HG/HEPC
吋毎分i操作級男IJ必須配合独占控制以執行2介以上的指令,而使用cv
系列PC吋配合独占控制以執行九・↑'以上的指令(因力CV系列PC有
八介端ロ)。
SEND∫RECV
執行条件使能椋志KEEPA
トー一一…→将A置ON力起点,升始完成通汎指令
及位B
目縁満点的工
A作辛点椋志
一ー一一1■d-H卜一一叫
源廿点的工
作弔意杯志
用@MOV
和@XFER
建立操作数
和柱制数据
通紺号令
@SEND
@RECV
@CMND
－,A・一一麟整
ASENDIRECV出錯椋志
一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按此方法鯉鋤
KEEPC
保持指令
在拾足的区域建立操作数和控割鐘据
執行蓮田指令
建立夏位輸入(執行了通洞指令之后,
将文使B置ON)
笈生皮送出錯梅忠吋,可以執行重友
冠根
↑
↓
独立控制以防井友執行:
建立独立控制,以便宜前一ノト通瑞
指令執行完成之前,不肩劫新的遺
品指令。
SEND/RECV禄志
C200HZ/HX/HG/蚕'阻PC
名称    操作級別        地珪    内容
SEND/RECV使能椋志       1       SR25204 0:不能執行(已経在執行中)1=可塑執行(没存在{丸有中)
        0       SR25201 
S∈ND/RECV出錯綜志      1       SR25203 0:正常結束1:不正常結束
        0       SR25200 
CV系列PC
名称    地趾            内容
        字      位      
SEND枳ECV使能椋志       A502    端口号方位号対応,即:端口O:位00,端口1:位01,等等。        0:不能執行(已往執行申)1:可以]丸行(波布在執行申)
SEND/RECVdi錯綜志       A502    鞘口呼時位号加8対位,即:端1口o・位08,端【二日遅09薄等・  0=正常結束1=不正常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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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借慈腋芽
第6-3下
間i洛状吉
岡染上的廿点鞍下国所示。
C200HZ/HX/HG/HEPC
操作級別0操作紋別1
ARO8
ARO9
AR12
AR13
151413141110987654321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
32      31      30      29      28      2フ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方格中的数字表示苦点的地趾
対庇的苗点的加人状志如下所示:
0:未知人同格
1:加人了同格
CV系列PC
CIO1500+25×N+2
CIO1500+25×N+3
N:単元号
151413ス41110987654321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      20      19      「8     η
方格中的数字表示苦点的地祉
対泣争点的加人状志如下所示=
0:米加人間路
1=加人了簡緒
SEND/RECV椋志操惟
・SEND/llECV使能椋志在侍送或接収期i司精力OFF,在i数i据侍送或接
収完成之后(元玲是否有措俣友生)貴方ON。
・SEND/RECV出錯綜志保留具状志葺到下一次数据倍速或接収。
・郵便有一介非正常結束,当下一条通訳指令被執行吋SEND/RECV出
惜椋志也会精力OFF。
例:
SEiND/RECV使能‡示志
通訳指◇
(SE…ND!RECV/CMND)
SEND/RECV珪IC昔‡示志
通訳指◇哨座隅
結束
通汎指令駒位代硯
一条通汎指令執行后,状志会反映在下表所示的字中,在指令執行期
間,字会変成"00"或"0000",只有当執行被完成后オ会反映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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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創R服」多
第6-3'憤
㏄      字      位      内容
C200HZ/HX/HG/Hε        SR237   08至15  操作班別11胸座代硝
                00至07  操作紋別00向座代碍
CV系列  A503    ●●♪  鞘口0晦位代碍
        A504    ●4●   端口1碗泣代碍
        A505    直●●  端口2内位代碍
        A506    喧●●  端口3哨庖代硝
        A507    ◆■●  端口4明応代硲
        A508    ●直◆  端口5胸泣代掲
        A509    ■●,   端口6刺庇代碍
        A510    ●●■  端口7　向座代硯
C200HZ/HX/HG/HE駒泣代娼
執行SEND(90>和RECV(98)指令的結果反映在哨泣代碍中,如下表所
示
代剛十六遡i制}  内容    脱硝
oo      1E常詰東        数据借送成功地完成。
01      参数出惜        SEND(90)ノREC>(98)的操作数不在指定的龍田之内。
02      不能侍送        源争点不在園錯中,或者在執行指令期間単元被宴位了
03      口伝苗点出錯    目綜覧点不在同格中
04      同称市点忙故障  員極手点娃干忙中,不能接収命令。
05      ロ向座日寸間超h 在付間隙制之内渡有牧到咽虚
06      　向庶出錯      見目椋吊舟点接収到的1|向座不正碗。
07      通汎掠制器出惜  通風拉制器中皮生了一介錯涙。
08      設置由緒        日柄争点的地斑洗鯉不正碗。
09      CPU出惜 震椋苗点的PC友生了一/卜CPU錯涙。
10      路径出錯        国力聞役不正陥,命令不能被投遣。
11      中継出錯        国力申継姑友生借涙,命令不能到辻日赤苗点。
12      源苗点忙故障    源輩点姓干忙中,不能接牧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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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偉息服方
策6-3布
CV系列胸座代掲
執行SEND(192>,RECV(393>和CMND(194>指令的結果反映在一介字
(二Al字市)的数据中。CV系列通派指令痢泣代碍与F困S命令碗痘代
碍相同,碗泣代碍的08至15位対泣哨泣碍的第一・↑・字市,悔泣代碍的
00至07位対泣嫡庖商的第二Ai字噺。姻市参兄"6-7噛位代碍。"
適評L指令的共鏡執行
G200HZ/乍{X/HG/HEPC
ControllerLink単元
                        CPU単元         
操作紋別#0＼/操作酬キー什ソ#1ノノノ/            端口＼                  /i
                                        
                        出一汁          
                        圭              
        一一一/〆//ノ/ノ        一一弔/端口     づ咋            
手一〆二く〆    〈_                             
指令f
指令2
CV系列PC
CentroilerLink』導元CPU単元
12345678
命令令牛舎命令令
指指摘指指指指指
毎分操作扱別只有一介通風端口,因此毎
イ・操作紋別一次技能執行一条通訳指令,
当丙ノト操作班別都使用吋,可以同吋執行
爾ノト指令。
有八十通眠端口,因此可以両肘執行八・↑～
通IK,在毎ノトCPU,懲銭那乏発日寸1田中只f指届ij
新一イ・杁CPU単元到ControUerLink単元
和一十杁ContrdlerLink単元到CPU単元
的消息。
pc端程挙例
C200HZ/HX/HG/HEPG
肩鎧萸中提供了一ノト梯形圏編程的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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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危富綴方
00000   2520412802♪            KEEP(11)12800
「lll12801--ll  ナ}     S       
12800                   R
                        @MOV(2"
一「1   h               
                        #000A
                        DMOOGO
                        
                        @MOV(2†)
        」              
                        #8500
                        DMOOO1
                        
                        ◎MOV(21)
                        
                        #0003
                        DMOOO2
                        
                        @XFER(70)
                        
                        #00犯
                        000
                        DMOO10
                        
                        ◎SEND(90)
1280025204                      
                        DMOO10
                        DMOO20
                        DMOGOO
                        
H--IDIFUill1280ii]
t28eo25203
トヨ
0000f2520412800
山ト斗
12803
00200
EEiP
(イ⇔
SI280
一「12802一目           R
                @MOV(21)
                
                #00{0
                DMOOO3
                
                @MOV(21)
                
                #8500
                DMOOO4
                
                @MOV(21)
                
                #0004
                DMOOO5
                
                @RECV(98)
280225204               
                HR10
                LR10
                DMOOO3
                
H
1280225203ンSEND/RECV出端示志
H
DIFU(13}12803
128021280325203
00201
H+一ー一@XFER(70)
第6-3市
当IROOOOO特約ON対聯這石作迷想
序,只要SEND/RECV使能祢志力ON
且RECV(98)i指令・逐投宿it丸ZT。
IR12800在S臼ND(90)指令被i参tZ下直寸保
持方ON,当指令執行完成后蛮力OFF。
准各控制数据
DMOOOOOOOA10企及送字'
DMOOOI8500操作班別IM
DMOOO20003就点3,単元0(一台PC)
管元指定的目椋阿路地批
‥要求11蛎立,5次重試,直接寺社,
盟控目寸1'酊:峡省。
将杁IROOOA始的10!↑'芋侍送到
DMOOOヲ干始自分10ノト≒界中。
杁源=k,点中DMOO10升始10介芋侍送
倒掌点地批3中DMOO20升始曲学中。
建立変位愉人
置ON以表示借送出錯。
当iROOOOIカON吋運行接11k程序,只
要SENDMECV使能椋志力ON,及述
没有執行SEND(90)指令。
lR12802当RECV(98)指令在i併行吋保
持力O礼当指令執行完成后精力OFF。
准各控制数据
DMooe3001016Al接牧字x
DMOOO48500操作級別戸"
DMOOO50004市点4,単元o(一台F℃)
首元指定的日赤同錆地批
"要求内痘,5次雄武,宜接写蛙,
盗控時間=敏省。
建立匁位輸人
置ON以表示接収出惜。
侍送数据(来自LRIO的]6小字)移至
以DMOO30力起点的学用干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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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偉富麗秀
C200HZ/阻(/HG漉EPC=i汁飴学的周接写」止
00025204        12802γ         EP臼の12800
Hl80f   鋼      S       
}                       
12800
R
                ⑥MOV(21)
1''`目.         
                詳000A
                DMOOOO
                
                ⑪MOV(21)
                
                #9500
                DMOOO1
                
                ⑪MOV(21}
        」      
                #0003
                DMOOO2
                
                @MOV(21)
                
                #0500
                DMOO20
                
                ⑪MOV{21)
        '       
                #4000
                DMOO2f
                
                XFER(70)
                
                #00佃
                000
                DMOO10
                
                @SEND(90)
0025204         
                DMOO]0
                DMOO20
                DMOOOO
                
H
1280025203』/SEND/RECV出齢志
一
(下頁継鎮)
DIFU{13)12801
・94・
第6-3市
当IROOOOO蛮力ONB寸,イ予選程序将会
退行,只要SEND/RECV使能椋志方
ON且RECV(98)指令運般有送行。
当SEND(90)指令被執行吋IR12800保
持力ON,当指令執行完成吋官変力
OFF。
准各控制謹厚
DMOOOOOOOA10牛皮送字膏
DMOOOI9500操作銀鍔」1"t
DMOOO20003・↑ら点3,単元0(…台RO)
㌧氾指定的同培地祉
‥要求砲座,5次霊域,間接寺趾,
腔控吋陶:幼省。
口振争点河接接牧起始字
DMOO200500ヲ干始宇窪目葡ミ起点:
DMOO214000DM4000。
将起点力IROOO的10イ'字送到起点方
DeVK〕010的十分手中去。
将起点力DMOO10的10!Ni字侍送至1常
点地堤3,自DM4000升始llりi序存放
(由DM()020和DMOO2]指定)
建立変位楡大
鷺ON以表示侍送出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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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危急服秀
傑士衷}
001Hl8031       2520412800♪    εP(12)
        1↓1    Sf2802
|802}           R
                @MOV{21)
ト「    ,」     
                毒0010
                DMOOO3
                
                @MOV(2↑)
        -.      
                #9500
                DMOOO4
                
                @MOV(21)
        L       
                #0004
                DMOOO5
                
                @MOV{21)
        】      
                #G500
                HR10
                
                @MOV(2望)
                
                #5GOO
                LR11
                
                @RECV(98)
80225204                
                HRで0
                LRfO
                DMOOO3
                
－
f280225203/SEND∫RECV出惜椋志
H
D]FU{13)12803
1280212803
H
25203
eo201
        XFεR(γ0)
}卦     
        #00f6
        LRて0
        DMOO30
第6-3市
当lm㎜Ol蛮力ON吋*8這ZT接itl51i程
序,只要距ND/RECV使能梅忠力ON
和RECV(90)指令没有被執行。
当RECV(98)指令被i仇ZラLH寸lR12802保
持力ON,当指令執行完成吋官変力
OFF。
権者控制数据
DMOOO3001016ノト接戦字鯖
DMOOO49500操作紋別1‥
DM◎0050004蒲魚4,」単元0(一台陪)
・元指定的同格地祉
‥要求絢庇,5次重斌,間接号泣,
」盗控吋同:峡省。
目椋市点図接接牧起始字
HRIOO500接収字在日椋芳点
HRI15000的DM5000
N,DM5000i汗始侍送]6分字至市点地
祉4的DM4000升始順序存放(由
HRIO和HR11指定)。
建立宴位輸入
畳ON表i添接放出錯
如果波寄出錯,特待輸数据(杁t只10
ヲ干始16/Ni学)移至DMOO30ヲ干始的字
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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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偉自服多
第6-3令
CV系列PC
1200
00H
↑200A502
0007
1200A502
0007
H
(030)
tMOV#00{》ADOOOOO
(030)
tMOV#OOO2DODOO1
(030)
↑MOV#0400DOOOO2
(030),
†MOV#0705DDOOO3
(030)
↑MOV#0064DOOOIO
(040)
tXFER#0010tOOOODOOOIO
(040)
†Sii…NDDOOO20DOOO20DOOOOO
1200
02H
1200A502
02HO7
A502
15
1200
eOH
(030)
↑MOV#oelODOOOO5
(030)
↑MOV#OOO3DOOOO6
(030)
tMeV#2000DOOOO7
(030)
tMOV#0705DOOOO8
(030)
tMOV#OOOODOOOO9
1200
01H
当1000000カON吋将道行倍速程序,只要増
田7的SEND/RECV{g1能梅忠力ON.且RECV
(193)指令没有在執行。'
当SEND(192)指令被執行吋,ClO120000H保持
力ON,当指令執行完成吋其蛮力OFF。
字      内容            説明
DOOOOO  000A            友送字数:10H
DOOOO1  oo      02      目振國路地蛙:2
DOOOO2  04      00      目板廿点地能4自称単元地趾:0
口OOOO3 iO7105}`                要求胸座,通訳端白銑7重拭次数
000004  0064            内位控柱細田:沿秒
10介学的数据杁10000升始,被春子DOOOIO
及其后継手中。
侍送10イ'学的数据,夙源古点至在阿鍋地批
2,消点地批4,単元『『点OPC的DMOOO20冊始
的区域中。
建立夏位輸入。
呈示侍送出儲。
当1000001カON対格追行接収程序,只異端
口7的SEND拍ECV使能椋志%JON,且SEND
(192)指令不在透行中。
当RECV(193)指令被謬k(テft寸,CIO120002H保持
戊rON,当指令圭丸行L完成日寸其蛮力OFF。
字      内容    説明
DOOOO5  100110  接収字数:16H
DOOOO6  {00り3  口振阿鰭地力ヒ:3
DOOOO7  120{・・1       刷示輩点地趾=32目椋単元地批:0
DOOOO8  1・71・5|       要求駒庇,通汎端四号:7重斌次数:5
DOOOO9  0000    哨座盟控吋阿:峡省
侍送16介学的数据(杁A100升始),夙在図路
地鍍3,辛煮号32,単元地批o的PC,至学2000
升始順序存放。
並示接牧出惜。
接枚数据牡理。
当数据接収正碗肘,在CIO2000中的16十字的
接枚数据被存平岡一台PC的DOOO40及其后
継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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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S命くト劾碗泣
第6-4静
6-4PtENS命令和蘭泣
6・・-4-k
6・-4-2
蕗NS通説服努
FINS通汎服努是一項由OMRONi汗友的用子FA(工「自動化)控制没
各的通汎扮双。宮町以用来ヌ寸PC的存儲遺行漢/写,或控制書林操作
而不必在PC上建立用戸程序。FINS通風服発掘有其自己的独立地批
系統,而不依頼干実隊的同格地祉体系,因此官可以以向拝的方式完成
通風雨不治本地キぎ点的PC是在ControllerLink刺絡上述是一些其宕的
FA岡狢(如SYSMACNET或SYSMAC〕NK)上。美子F}NS命令的鋼
市,清参兄FiNS命令参考手冊。
友送相接牧FINS命令和呵庇
可以往CV系列PC上用CMND(194)指令来友送FINS命令。以下国表
衰承了用干笈送FiNS命令和接収晴座的数槍格式。除非男猫説明,友
送和接収的数据均方十六避$‖数。
惇辛1字市
一一
自助地准各和加上
ト
@CMNA
S
D
C
命令
胸座
19‥
S+十
SS
字
D
D+f
D+2
f5      
①      2
③      ④
5       ⑥
o
0
飾[
ひ
⑥⑥
cI
ef
1
捨
2字市
最多2,000字当書
－
FINS異①②③④⑤⑥コ
翻懸命嚇一一三ー一/
一
⊂
Contre]ler
Unkee元
計算机
㌶副
⇒
一
一
コ」
Cor)t「ol{er
Link支持十
FINS宇美⑥⑤◎④◎⑦
↑一ノー・
自動加上的命令代田嘘泣代碍
正文
命令代硯
命令代掲出2字令的i数据麹成,用来表明命令的内容。一一・一一■↑・FINS命令必
須以2字市的命令代砂肝失,任何参数都必須散在命令代碍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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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ヲヂGoη舵)〃erLiηk・単フ看助命くi卜宥1胸ノ立
第6-5市
ロ向疵代碍
哨痘代腸曲2字市的数据杓成,月来表明命令執行的結果。第一分字
市是MRES(玉繭泣代碍),官表明了執行結果的概括分業。第二.Al字市
是SRES(次哨庇代碍),官給出了遊一歩的分美。
下表列出了主哨疲代砂利執行結果,遊一歩的包括次桐庇代商的桐泣
代碍列表,参児``6-7胸腹代碍。"
㎜      抗行詰果        ㎜      執行結果
00      正常完成        21      不能翁人
01      本地芋点出錯    22      在当前方式下不能執行
02      目振古点出借    23      元単元
03      通風控制器出惜  24      不能膚幼/停止
04      不能執行(銀券不支持)    25      単元出錯
05      路径出錯        26      命令出錯
10      命令格式出錯    30      逃人出錯
11      参数出錯        4C      因失敗而中断服秀
20      不能旗出                
6-4-3FENS命令百座用的単元
FINS命令和哨庇使用的参数取決rF命令友送的対象単元。本手冊中説明
針対ControllerLink単元和G200HZA-IX/HG/MEPC的FINS命令和砲座。
対共電単元的円NS命令的説明,参見目NS命令参考手冊。
C200HZ/H×/HG/HEPC不支持FINS命令,但是OontrollerLink単元能
自励特換命令的格式,以使C200HZ/la×/HG/HEPC能{移娃理官伽。単
元述能自助特操物産格式,以使内座能諺近回命令的皮生地。
当通辻GV系列PC的上位枕経接(HostLink)系統友送FINS命令吋,清
碗荻使用了柱間絡之1可約中継命令格式。
6-5用干C⑪ntrollerL量nkta元的命令和明泣
6-5-・1命令代硯
禽舎代硯                数据縫接操作方式                名称    真吹
                工作    不工作          
04      01      不合法  合法    店功数据縫接    99
        02      合法    不合法  停止数据継接    99
05      01      合法    合法    渓取控制器数据  99
06      01      合法    合法    漢取控制帯状志  100
        02      合法    合法    逮取同格状恋    101
        03      合法    合法    逮取数据縫接状杏        103
08      01      合法    合法    回送測試        104
        02      合法    合法    横取　播測試結果        105
        03      合法    合法    投送　播測試数据        105
21      02      合法    合法    旗取出錯氾乗    106
        03      合法    合法    消除出錯記章    10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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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ヲニContro〃θr〃ηκ単元助命舎利明放
第6-5市
6-・5--2
自助数据縫接(DATALINKSTART}
肩劫ControllerLink隅絡的数据鑓i接
命令映
画
〕
命令代瑠
璃座挟
ぺ　
0401
　　
－Lノ
命令代硯哨庫代洞
癌劫数据鑓接(DATALINKSTART)命令能接接収用干自助或人工汲置
的数据鑓i接。如果指定人工没置数据縫接而数揺籠接表又不存在付則
会声生一介出惜。
接収此命令井眉劫数据縫接的廿点将成力i数据鍵接息幼芋点。対手自
助没量的数据鑓接,数据縫接将棋据自切廿点的汲置来執行。
6-5-3停止数纏縫接{DATALINKSTOP)
停止ControllerLink岡絡的i数据縫接
命令挟
回
〕
命令代碍
ロ向疵挟
0402
〕＼_ノ
命令代碍内皮代碍
停止数据鍵接(DATAUNKSTOP)命令只有当数据縫接工作吋才能被
接収。如果此命令在任何其官吋同友送都会声生一ノト出惜。
此命令可以被低徊加人数据縫接的市点接収。
6-5-4模取控制器数mN(CON"i'ROLLERDATAREAI)}
懐取ControllerLink単元的型号,版本和市点的地趾数据
命令快[三]
一
命今代砲
口庫主訣
0501
20字市
20字常
00
命令代碍鴨庇代碍
型号
版本
力系統保留
零点地批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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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子Ooη/π)〃θrLノ旅単元的命令柳砺波
第6-5苦
参数
6・一§-5
型号,版本(繭』立):近回α)ntrollerLink単元的型号和版本格武和下,毎分
各方20'↑'字符的ASCII代碍。如果少子20・↑'手持,剰余部扮用杢格符
(十六遊制:20M)填充。下面列出射版本号中,室格用方格(口)表示。
型号:
用i=C2eOHZ用X/WG/HErc的単元:C2∞HW-Cli〈21[コ[コ口口[■コ口口
用i=CV系列的単元:CVM3-CLK21[コ[コ[コ口口[コ〔]口口口
版本:V1,00口V3,00[コ口口ロ[コ[=]口口口
第一介V1.OO代i表単元的版本号,第二十代表通訊i控制・器的版本号・
常点地趾(n向座):近回ControllerLlnk単元釣竿点地趾在Ol至20Hex
(十六逃制)之河(1至32)。
懐取按制器状志〔CONXTRO肌ERSTATUSREAD}
逮取ControllerLink単元的控制器状杏。
命金塊
画
一
命令代硯
鴫産額
参数
胸座代碍
操作状悉
芯共6小字市
平
息共8Al字=Yi
操作状志(日向庇):数据接接的操作状志刻下:
00(十六遊{01):数据鑓接不コニ作。
01(十六遊制):数据鑓接在工作。
02(十六遊制):本地数据鑓接不工作(阿路上的数据鑓i接在工作,但本
地市点没有加人)。
状杏1,状志2,状恣4,状悉6(内座):ControllerLink単元不使用,恵是
置力00(十六遊制)。
状志3(胸座):出惜信息,杓成和下:
位
1:存在出惜竜景
寸=数据燵接出惜停止
1:控制器イ音送出措
市点地批設置出惜
1
辛煮地力五重笈設置出錯
f
同烙参数出錯
1
控制器破砕出錯
1
注当接遇屯源吋,如果登己駒岡狢参数内容写実除的同勢参数内容不符,
会声嚢一介阿烙参数出錯。然而,系統不会停止。当麦生了岡烙参数
儲俣吋,実除的岡絡参i数内容会自明地登己到単元中。
状悉5(嘘泣);有美単元和PC的出・措信息,杓成如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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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チOoηわ〃θr仇κ単元助命從初明放
第6-5市
イ立76543210
位
字二1」1
字廿2
字辛'3
字廿4
字丁5
¥t"6
字■7
宰廿8
fi:EEPROIVI出錯1:回路参数出惜
1:PC型号IU錯1=数据髄接表出錯
(収C200HZ/H×/HG/HE)1、路径表1踏
1:PC系統設置出惜
(仮CV系列PC)
当上屯吋検査参数和衷吋如笈現出錯,会声生岡絡参数,数据鑓i接表,
或路程表的出惜。
如果一台CV系列PC不能正碗玖別ControllerLink単元,会声生PC系
統没鐙出惜。
如果一介C200HZ/H×/HG/HEControllerLink単元被安装在其官業型
PC上,会声生PG型号出錯。
汁数1至汁数8(哨庇):下面毎一項的息計数以一字竿釣十六遊制数返
回。汁i数的箔国見O至255(即十六避制的O至FF)
汁数1:CRC出惜的次数。
汁数2=令牌重笈的次数。
計数3:金牌退陣的次数。
計数4=令jl卑超日寸前勺次数。
う†数5:炭牌超日寸的次数。
汁数61控制器改変的次数。
計数7:ユニ作常点改変的次数。
汁数8:保留力系統使用。
阿烙加人状志(日向泣):下闇表示了在GontrollerLink岡染申釣竿点地祉
対座的位。当往返国力"{"吋,官表示対泣弔点加人了園路中。
76543210                                                        
8       7       6       5       4       3       2       1
]6      15      14      13      12      11      10      9
24      23      22      21      20      『9     18      17
32      3]      30      29      28      27      26      2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6-5-6使奴陶X各状杏(NETWORKSTATUSREAD)
古格内的数表示箔点地批.特定市点的粒状
志表示了{亥'iy点是否加人了岡染
0:未加人間路
1↓加人了阿絡
(所示椋田力"一"的方格保留力系統使用,
井固定力"0")
撲敷盤介Contro‖erLink阿狢白勺操作状志。
命令挟
0602
一ノ
命令代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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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チα)ntrc)1/erLink,41元、的命令和鳩座
第6-5市
町泣壊
…
32宇下
一
一___ノ'一ーへ」______/
命令代碍砲座代碍加入数据実廊通徹
周期剛旬
]
笈牌芋点地鉦
数据雛接操作
しノしノ
晶群
8字{]三酬
数据縫接数掲
出錯計数器
参数
加人数据(砲座):此参数表示了各介『声点夫子此間絡(即官倍加人波圃
絡)的工作状恣。如下国所示,此状志依照典令点地斑由4介位(b旧来
表示。
‥立123
イ市廿市
字字学
        76543210                
        ¶廿点#1        保留(0) 
        IlI廿点#311;羊「点#4    1`消点毅lll市点#4`      
                        
        ～≒            
宇市17
字辛18
莱留(o)
苗点#32
だ
剖32亡=ニ工二二ゴ
各今市点的加入状杏
〔
霜藻∵
実麻遺沢周期肘間(ロ向座):返回約文麻通汎周期時間是以300微砂
(μs>力単位的十六迷闇数。
笈牌市点地趾;用十六遊制数返回当前的皮牌市点地趾。
数据焼接操作(日向庇〉:表明了岡烙中数据鍵接操作的状志。
位76543210
10ioiO10[ololol]
L数据縫接操作壮志
0:不工作
1:工作
数据縫接炎型(日向庇):表明了本地市点的数据縫接的数据侍送状恣。
其梅成如下国。此参数只有在数据縫接吋オ合法,当数据縫接操作不
工作吋将保露髄一次操作的値。
位76543210
0}o回01010}o川
L本地芋点数据侍送状恣
0=倍速
1:iた倍速
数据縫接重夏出借状杏(桐庇);表明了当数据縫接的数据i接収到吋是
否在一ノト輩点上地袋出現錯俣。如果在数据接収吋左回一介市点上継
接出繕,迭介令点的対座位就是"1"(即置ON)。拘成兄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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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合
字廿
        76543210                                                        
位雫「1廿'2†ぎ3‡下市5弟'6市7ギr8      8       7       6       5       4       3       2       1
        1624    1523    1422    1321    1220    1119    1018    917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方格内的致方輩点地趾,特定芋点地批的位
状志表示了i亥t'一点是否荷重文数揺篭按出
錯。
0:況孟夏由緒
1:重夏出惜
数据縫接数据出錯汁数器(呵泣〉:返国所有布点(合点地批3至32)上
杁屯源接遇升始麦生泣的数据鑓i接数据接収錯渓的忌数,作方忌音数。
官用十六遊制数来表示,毎牛市点心ノト字市。汁i数的萢園及0至255
(即十六遊制的0至FF)。
イ立76543210
字制
字弔2
字辛3
字千古32
字市33
静621
6-5--7
命令挟
ロ向座挟
漢頭数据縫接状恣{DATALINKSTATUSREAI)}
逮取数据縫接的操作状志。
雨
一
命令代碍
匡巨[二[[==[=[2字{]
蕪繍▲/繍i旛1一≡
数据篭接方式
参数
状杏椋志(日向立):忌体上的数据鑓接状恣,以～分字市的数据近回,如
下蟹所示。
位765432fO
-
1:数据健i接設置出惜
1:元数据縫接
線作中的数据焼接方式
数据燵接操作状志0:人工汲置
0:不工作1=自助設置
t=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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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噺
数据鍵接方式(日向庇)操作期間的数据鑓接模式用一十字苦的数据近
回,如下:
01(十六近制):自助
03(十六透徹〉:人工
刷新周期吋同当前値,刷新周期樹間最大値(日向泣):刷新i数据鍵i接区的
周期射向的湯前偵知最大値,返回復的単位均力1毫秒(ms),用十六逃
制表示,遊園力0000至00FF(十遊制:O至255>
状杏(内座):下国表示了近回的毎分市点的数据薙接状悉,官与PC中
的数据鑓接状杏是一祥的。(参兄弟71頁)
位制培鞠
亭亭字
辛辛32
76543210
帯薫軽=ゴ
A_PC状杏
0:不工作(没有道行用戸程序)
t:工作(別戸系』序在這打中)
PC的CPU出鮭}
0=正常
1:出惜
凧出惜(数択輪接接牧)
0=正常
G:出惜
数据鑓i接加入
0;不加入数据燵接或数据至3』接不コニ作
ゴ:加入数据娃接
イ1笥移±息出仁
e:正常
1:H{伴
接収区域不足(短鉄)
Ol満足
1=不足
接枚区域剰余
0:i泥剰余
1:剰余
措涙:備移量超出子笈送的字数
不足:接教区出投送区小,超出的数据
被裁除,興宮数摺切接収到
剰余=接収区大子政友送区,数据牧到,
弼剰余的字消零
注1.当数据鑓]妾不工作吋,不刷新数据鑓接状杏。
2,那些左回烙中的不文作的或未加人数据縫接的廿点去声生通汎出惜。
3,任何在阿狢中的不工作的噺点,将保留共在麦生通汲出錯之前的状杏。
4.対－T-X9些没有加入隅絡中正在工作的数据鑓接的争点,仮能刷新其
PC的i操作状i志和PC釣出錯状悉。
6-・5-8回送測試{ECHOBACKTEST}
在指定的芋点之何執行一イ＼回送通淑測試。
命全壊
0801
最多1,998
字輩
一一
命令代屑測試数据
ロ向座快
0801
最多1,998
字」宙
一ノー_ノー
命令代碍胸座代碍測i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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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6-5--9
測試数据(命令,日向1立):作方命令,可以指定左往指定廿点的多重1998
字令的数据。用作陶泣,寝返回由命令衰退的数鋸南不倣任何惨敗。
当嘘泣近回的数据与命令笈送的数据不同吋将声生一介出惜。
慎取　播測試結果{BROAM)CASTTESTRESUI∫鵬READ)
逮取毎ノト市点的皮送　播測試数据命令的結果(接収到的次数〉,笈送
　播測減数据命令友給指定岡染上的所有廿点,(参兄"6-5-10友送
　播測試命令")。
命令快
0802
一
命令代碍
哨庖映
一コ
＼_一＼一一
命令代洞洞庇代碍接収次数
参数
6・-5・-10
接収次数(晴庇〉:返固以上一次漢取∫一播測試結果命令笈送后棄本命
令被笈送期1司在命令目梼i廿点上接牧到的　播]興1拭数据的次数。
如果在団一期同的接政次数句友送　播測試数据命令的次数不符,去
声生一介出錯。
当憤激　播測試結果的命令被執行財,保留在日椋苓点上的接収次数
値会被清零。
麦送　播測減数据(BROADCASTTESTD鯉ASEND}
将測試数据　播到指定岡築上的所有市点。
命令挟
0803
舞2司
＼__－L____...一ノ
命令代碍測試数据
迷児一介没有胸座的命令。
在友送此命令吋,控制数据必須按以下汲置。
目椋市点地趾:FF(十六遊制)(用干　播数据)
日赤単元地ilヒ:FE(十六遊制)(用干ControllerLink単元),
侍送和接収状悉用比較此命令的皮送次数与攻取　播測試結果命令的
接牧次数参数来検査,(鋼市参兄"6-5-9逮取　播測試結果")
6-5-11漢取出錯▲己豪
渓取PG剖出錯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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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常
命合決
に
一ー一
命令代掲升始湿竜泉数量
景序号
砲1立壊
参数
6-5-12
巨[[[=[[[工亘工
命令代碍
内位代碍最大竜泉竜泉存迫乗数重出錯氾乗
数据
存緒数量倍数走
井胎児最序号(命令):指定要渡的第一・↑・↓己景,十六逃制二字市(四位
数)。(按十六逃制表示的第一金泥乗号是0000)
記章数量(命令和ロ向座):指定要撲出的妃景数量,取値萢国力十六遊制
的OOO3至0027(十逃制的3至39)。
最大氾乗存儲数量(砲座):指定最大的可氾量的己乗数,取値苑国力十
六遊制的0001至0027(十遊制的1至39)。
掲示存緒数量(回向泣):在命令執行吋已経紀※的↓己乗数。
出錯妃景i数据(嫡座):返国見升始記章序号外始按順序指定的出惜↓己
最中的正員。需要忌的字手数按以下計算:
↓己景数量×10字弔
出惜記章中海一ノト竜泉的杓成如下
一ーコ
第'等字市
'嚇=!
第{0字芋
ほ顯
]三三]
一
出儲口乗数据
注
L
出錯代碍細「向辻些参数表示了出錯的内容,洋鋼参児"9-3-2出継代
碍。"
日潮時対向:迭些参数表示了秒,分,吋(O至23),日期,月,年(最右的2
位数),以BCD格式表明了錯俣友生的対向。
1.如果PC中没有指定数量的掲示,寝返回至命令執行吋PC存傭的全
部配乗。
2.如果没有景人出結党景,会返同町庇代碍1103(十六遊制〉。
清除出錯L妃景(ERRORLOGCLEAR}
清除出惜↓i3最中所有的i己景井特出錯氾乗指針置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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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快
雨
〕
命令格式
胸座訣
2103
L－
命令格式胸座代碍
6--6用干C200HZ/HX/HG/HEPC的命令和晴蔵
6-・6-一・1命令代碍
命舎代硯                PC方式                  名称    菰次
                送行    此按    編程            
01      01      合法    合法    合法    籏取存傭区域(MEMORY頗EAREAD)    109
        02      合法    合法    合法    寄人存儲区域(MEMORYAREAWRITE)   110
        04      合法    合法    合法    逮取多小春儲区域(MULTIPI£MEMORYAREAR巳AD)      11]
03      06      合法    合法    合法    撰歌程序区(PROGRAMAR巨AREAD)    刊1
        07      非法    非法    合法    ■人程序区(PROGRAMAREAWRIＴE)   112
04      01      合法    合法    合法    道行(RUN)       113
        02      合法    合法    合法    停止(SＴOP)     力3
05      0ス     合法    合法    合法    旗取控制器数据(CONTROLLEヨRDATAREAD)    ]14
06      01      合法    合法    合法    逮奴隷制器状恣(CONTROL庄RSTA下USREA{〕) 114
0フ     01      合法    合法    合法    灘寸劇1(CLOCKREAD)      116
        02      非法    合法    合法    富村制1(CLOCKWRITE)     1{6
21      01      合法    合法    合法    出錯清除く[iiRRORCLEAR) 117
23      01      非法    合法    合法    強制置位/変位(FORCεDSET/質ES巨T)       117
        02      非法    合法    合法    取消強制置拉/夏位くFORCEDSET/RESEτCANCED       1]8
        OA      合法    合法    合法    旗取多イ'強制状恣(MULTIPLEFORCEDSTATUSREAD)     ]18
6-6・-Z存儲区域分配
下面的列表給出了在違和写PG的数据所使用的地蛙。在数据区地祉
列中給出了通常在PC的程序中使用的地斑。在用予通汎的地堤列中
是用干CV方式的命令和ロ向座的地趾。辻些地地利存傭区代碍一起指
定PC存儲器的位置。迭袋地鍍時数据的宰除存備器地雄是不同的。
字辛数列表明杁核区漬或写数据射手常数。根据存緒区域代碍,相同
的区域宇菅i数会有変化。美麻的数据区域的尺寸依使用的PC而変化。
参兄PC的操作手冊中的有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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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市
存傭区域        数据    数据底地祉      用子通説釣地趾          存備区域代硯    字常数
                        第一和第二字常  第三字市                
lR区1,2SR区1,2  位状杏  OOOOO至5川5     0000至01FF      00至OF  00      1
        字内容  000至5]]                00至00  80      2
LR区    位状悉  LROOOO至LR6315  03E8至0427      00至OF  00      1
        字内容  LROO至LR63              00至00  80      2
HR区    位状志  HROOOO至HR9915  0428至048B      00至OF  00      1
        字内容  HROO至HR99              00至00  80      2
AR区    位状恋  AROOOO至AR2715  048C至04A7      00至OF  oo      1
        字状恣  AROOO至AR27             00至00  80      2
定肘器/計数器区 状志    TSOOO至TC51↑   0000至mFF       00至00  01      1
        PV(当前偵)                              81      2
DM区    字内容  DMOOOO至DM6655  0000至19FF      00至OQ  82      2
打展DM  字内容  EMOOOO至EM6143  OOOO至17FF      00至OO  90至97,98及A8至AF(見注) 2
注打展DM区的存緒区代腐合又如下表所示。
吉備区代弱      音叉
90至97  挟O至ア
98      当節壊
A8至AF  訣8至15
存儲器的容量diPC的型号面変詳見所使用的PG的操作手跡。
字/位地批
毎一・分字/位的地趾指定一イ'特定的宇或位。地蛙最右面的二位数指
定位00至15(或如不要求時用00),而最左四位数指定字的地tth。
l
l
L指定。。至。F(+端脳司的位(-1-・att制、。。至15),
投力00(十六遡i制)表示通道或杯志数据
指定字或椋志的地祉
力了荻得時期望的字或位相底地趾,在数据区字地趾(十六避制)上再
加上欲通iR的数据区所用的地趾池園中的着地批,例如,字AR13的地
斑按如下汁算:
AR区的着地祉;048C(十六遺制)
048C+OD(BCD碍的13);0499(十六遊i制>
AR13的字地坦力0499(十六遊制)(存儲区域代碍将指明其カー小字〉,
而AR13中肘位12(十六遊制:OC)地趾将力04990C(十六遊制)。
存取的単位(位或字)和数据代碍旗下圏申的方法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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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胸底
位76543210
1■■■■
　ロオ
{1
存儲単位数据代碍
00:位00:CIO,LR,HR或AR区域
10:宇10:定吋雑載汁数2S区域
00:数据拝借区域
00=至17,18,及27至F;VLneDM
各秒可以漢或写的数据杓成和下所示。同吋也給出了各利1数据所需的
字守r数。
椋志或位状志(一宇市)
00:位力OFF(0>
01=位力ON(3)
字内容或PV(当前疽)(二字市)
Ei欝
6-6-3懐取存儲区域(MEMORYAREAREAD}
杁指定的字升始撰歌存儲区中指定数量的達鎮字的内容。所有的字必
須位干同一全存緒区中。(遠里,所有使用相同的存儲区域代碍的存儲
区被祝カーイト存儲区)。
命令映
・1・11
00
ご司一元一
存儒医代砲
口向座快
OlOf
コ
一
命舎代碍鴫座代碍数据
参数
存儲区域代碍(命令)=褄取的数据区。
汁飴地批(命令):見存儲器中演出的第～十字/位/椋志的地趾,第三十
字下指定tSOO(十六避制〉。
項目数量(命令):欲漬的項目数,允i4EEOOOO至03E7(十六遊制)之同(十
遊制力0至999>指定。即値指定的項目数量方案,命令也会正常完成。
数据(ロ向座):杁指定的野始地趾升始按順序返同字的数据。対空吋器
和計数器返国用BCD硯表示的当前値(PV)。所需的忌字芋i数按以下
方法汁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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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6-6苦
海十項目尻需的字常数×項目数量。
存儲区域
可以演取下列区域(美子PC字/位地蛙分配参児"6-6-2存儲区分配")
存傭区域        数据    存儲区域代碑    字幸「数
lR,SR,LR,HR或AR 字内容  80      2
定府器/計数器   完成椋志状志    01      1
        当前借(PV)      81      2
DM      宇内容  82      2
カL展DM 字内容  90至97,98汲A8至A7       2
6-・6-4寄人存儲区域〔MEMORYAREAWRITE)
将数据按順序写人指定学外始的指定i数量的手中,所有的字必須在園
一介存儲区域中,(遠里,所有使用相同的存借区域代碍的存儲区被仏
力是在同一イ・区中)。
注当数据被写人定吋器/汁数器的当前値(PV)区域吋,完成椋志会校量力
OFF(0)。
命令挟
・]r・2【11・・一==
こ〃/〕蹄一ー一
存儲区域代碍
駒泣峡
OlO2
一ーノ
命令代碍痢1立代碍
参数
存儲区域代碍(命令):写人的数据区。
汗始地祉(命令〉:写人的ag・一ーー－AI字/値,第三分字辛労00(十六避制〉。
項目数量(命令)1被写人項目的i数量,在0000至03E5(十六遊制)(土遊
制0至997)之同指定。即使指定力零介項目,命令也能正常地完成。
数据(命令〉:被写人的数据。定吋器/汁数器的当前値(PV)要求力BCD
格式,忌共需要的字常数按以下計算:
2字市×項目数量
可以寄人下列数据(栗芋字/位地趾的分配,参児"6-6-2存儲区域分配")
存儲1区域       数据    存儲区域代硯    字常数
IR,SR,田,HR或AR 字内容  80      2
定時器ノ汁数器  当前値(PV)      81      2
DM      字内容  82      2
打壊DM  字内容  90至97,98,及A8至A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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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6-6市
6-6-5漢取多Ai存儲区域{MULTIPLEMEMORYAREAREAD)
旗取杁指定宇升始的,指定数量的不連接的存緒区中手的内容。
法類果命令代碍或一介地吐出錯,則不能横取数据。
命令挟
一
ぷ1一㎡
存儲区域代碍
一
最多f28ノト地]止
■-ll
↑L蒜一
存儲区域代碍
ロ向疵快
参数
1
　　
、・1・4_⊥]]二]
一↑＼疏1τ
存儲区域代田存儲区域代宿
存儲区域代碍(命令)=要逮的数据区域:
地趾(命令〉:要慎的字/位/梅i志。可以旗多趣128分地批的内容。
数据(明応):駄弁始地趾順序近回,指定存楮区域的数据。
存儲区域:
下列数据可以写人(夫子存儲区域的分配,参児6-6-2存緒区域分配):
存儲区域        数据    春情区域代廻    字常数
lR,SR,LR,HR或AR 位状杏  00      1
        宇内容  80      2
定吋器/汁数器   状志    o↑     1
        当前値(PV)      81      2
DM      字内容  82      2
打展DM  字内容  90至97,98,及A8至A7      2
6-6-6漢取程序区(PROGRAMAREAREAD}
杁指定蘭学野始順序漢取指定数量前程序区字的内容。棲取的程序是
一"一一*IT祝祷清音(目椋代碍〉,毎一介命令最多可以漢取3990字市。
命令挟
03060000
一
命令代碍程序号外始地趾字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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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e"
駒泣快
参数
匡正工工逼==]]]工聖画亙工]
命令代碍呵1立代碍程序号
井始地祉
字弔数
数据
程序号(命令和内座〉:没YJOOOO(十六遊制〉
起始地趾(命令和ロ向座):00000000(十六透徹)加上相美的字布地蛙作
芳井始地趾。升始学的地斑必須是偶数。命令中段量的地趾会在ロ向座
中退回。
字常数(命令和鳴座):等干小子07C6(十六遊制)(土遊制YJ1990)的偶
数的字手数。実除上陸出射字市数在口回立中近回。当近回了程序中酌
量后的字i数据付,胸座中位15将校置ON(1>。
±譲
位fsOFF(0):不是母后的字数据
位150N(1):是最后的字数据
位0至14:穣人的字消
浅知果摺沢的字廿数大子程序区,程序将一・直披懐出到最終地蛙,而返固
的胸座碍会指示一介地斑出錯或者嫡座長度出惜。
6--6-7写入程序区(PROGRAMAREAWRITE}
将数据杁指定的宇升始順序写人指定数量的程序区宇内,毎条命令最
多可以写1990字令的数据,裏写大量的数据付,使用多条此命令,井姶
毎条命令指定弄始宇和字数。写人程序区的数据是机器級培言(目椋
代碍)。
命令快
一
最多1,ggos・?TS－
画
命令代碍程序号
弄始亭
亭令数
数振
駒座快
一
命令代碍鴫庇代碍程序号
外始宇
字常数
参数
種序(命令和ロ向座)=没置力0000(十六遡i制)
ヲF始字(命令和胸座)=00000000(十六遊制)加上相美的字芋地趾作均
斉始地斑。井始字的地趾必須是偶数。命令中没量的地趾会夜回向座中
退回。
字市i数(命令和痢庇):命令指定的要写的数据的字常数。遠必須是－
AI小子等]070S(十六遊制)的偶数(十遊観力1990)。実隊寄人蘭学
手数将会被近回。最左面的位(位15)用来指明命令的完成情況,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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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程序区中的結束地社財官必須投力ON(1),以便PC可以建立一介索
引㌔如只要写一ノト索引椋泥,将字辛数汲置成8000(十六遊制)。
建立索引是一/卜赴理泣程,官使得一・↑'程序在其身人屑可以被PC使
用。効果没有建立索引,程序就不能正碗地迄行。
口
L::量蕊、
数据(命令):要写人的数据。
位150FF(0):不足母后字数据
位450N(1):是最后字数据
位0至14:要写釣手辛数
6-6-8這そテ(RUN}
改変PC重盗控或退行方式,以使PC執行其内部的程序。
命令攻
口ニー;・・、
』ン方L
胸座映
一
〇401
…
－L/
命令代碍刑泣代碍
参教
程序号(命令和砲座):汲置力OOOO(十六遊制)
方式(命令):如下:
02(十六遊制):盟控方式
04(十六遊制)=退行方式
注如果没有指定方式,PC将遊人盟控方式。
6-6-9停止(STOP}
将PC改至編程方式,停止執行程序。
命令挟
間
一
命今代碍
晦皮快
ll
O402
il
-Lノ
命令代碍靭重代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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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0漢取控制語数据(CONTROLLERDATAREAD}
逮取下列数据:
・投縄審理号和版本
・区域数据
・PC状杏
命令快
雨
LJ
命令代洞
洞座繰
声'・G
＼_二_∧____ノ
命今代褐前腹代屑
参数
・…i三工三工三工三工i三;
程序号挽割器型号投縄器版本空元1区域数据空元1PC状杏
控制器型号和控制器版本(n向座):二者均以ASCII掴返固,K度20字
芋(即20・↑ASCII字符)。如果型号或版本的借息少子20字常的数据,
剰余約手下用空格符(十六遥i制20H>填充。
室元3和室元2(哨座):均近回(十六遊制)零。
区域i数据(噛庖〉:如下:
}τ字竹鋸10分字辛
00
00
00
00
0000
1_1
程序区尺寸DM区的字数]　展DM区的攻鼓
項目    説明    単位(十六避制}
程序区尺寸      PC的汲置区和程序区的尺寸        K字(てK字=1024分字;1介字=2分字苓)
DM区的字数      DM区的息字数    字(1ノト字=2/tlY字市)
就展DM区的快数  在∂」展DM区中的挟数    訣
PC状悉(胸座):近回連接工具的状杏。
00(十六避制):没有連接能枳別的工具。
80(十六遊制):連接可涙別的工具。
6・一・6・-ll懐取控制器状恣(CONTROLLERSTATUSREAD}
演取控制器的状悉
命令快
同
一
命令代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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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向座訣
0601
一
命令代褐輌1立代宿
継
参数
状悉(日向1立):PC的操作状恋知下,
00(十六遊制):停止(程序没有被執行)
01(十六遊観):退行(程序正被執行)
80(十六透織〉:CPU単元得用。
方式(ロ向疵):下述PC方式之一:
OO(十六遊制):編程(PROGRAM)
02(十六iL#制)t盟i控(MONITOR)
04(十六避制)=道行(RUN)。
声重織俣数据(ロ向疵〉:来日PG醜声重錯俣信息的内容,(洋幼惨見所用
的PC的操作手斑)
第一宇窄
第二字市
イ立15f4131211109876543210
ooioO
』1
000000
k川
い
1
一
ー
ムー1
系統出惜(FALS)
没有EiND‡旨令
1
1/O汲置出措
1
1/O点溢出
1
CPU忌銭出惜
1
存儲器出惜
†
非声重出錯数据(刑庇):来自PC的非声量錯俣信息的内容。(詳細参
児所用的PG的操作手冊)
首字辛第二字¶
位15f4131211寸09876543210
000000000
▲ム4ム
寸時ー-づ8パーーイー
～一一一・.一一
ー一一ーー一巳
▲L－}……}…
一一∨⑭一～
一一'一一".
ムー-:一'一一錫
PC毎垂垂妾出$苔
上位縫接出錯
竜池故障
近程1/0出惜
特殊1/O単元出惜
110栓毅出錯
系統出織FAL)
FAL/FALS代碍(明応)1在籍二字市中近回00和99(十遊制)之同的
BCD碍,代蓑最高仇先級FAL布ALS出錯的数量。第～字下思是00(十
六避制)。如果元錯渓麦生,近回0000(十六遊制)。
出錯信息(噛庇):返回当前FAL/FALS代碍射出錯億息,返回方小子等干16小
的ASCII字符(小手等干16ノト的字市)。如果没有職員,投宿内容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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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
命令快
漢吋紳(CLOCKREAD}
逮取付紳
画
＼_一
命今代碍
‖向泣挟
参数
－L月吋分秒日期
年,月,H,吋,分,秒,日期(ロ向座):毎一介値均用BCD褐表示。
年:年扮的最右二位数
Bt:OO至23
日期如下‡
債      oo      01      02      03      04      05      06
日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6-6-13,…;日寸‡中{CL《=}CKVVRX'm}
汲置吋帥
注必須同町没置所有的数据。
命令攻
口向疵訣
参数
一
繍晶晶雰∴L
ll
O702
11
〕〕
命令代碍哨庇代碍
年,月,日,吋,分,秒,日期(命令):毎分指定値均用BCD碍表示。迭些
項目的汲置植園如下表所示。
参数    苑周
年      00至99(最右的二位数)
月      01至12
日      00至31
吋      00至23
分      00至59
秒      00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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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命令):如下
値      00      01      02      03      04      05      06
日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6--6一エ4出惜清除(ERRORCILEAR}
清除来日PC射出借,即使没有友生出錯也会近回正常的吻泣。
注在執行出惜清除命令之前必須先消除引起出錯的原因,否則執行出惜
清除毒令之后,会再次声生相同釣出錯。
命令快
2101
FFFF
〕〕
命令代碑出錨皇位代碍
呵泣挟
2101
L〕
・命令代碍前廊代硯
参数出籍夏位代碍(命令):没畳力FFFF(十六遊制)
6-6-15強制星位/皇位〔FORCEDSET/RESET}
対位ノ椋志遊行強制置位(ON)或痘位(OFF>,或者粋放強制貴位/夏位
状悉。被強直力ON或OFF的位/椋志将保持其ON或OFF的状志,直
到i降旗了強迫状志。
注此命令不能用子粋放定吋器或汁数器的完成椋志,如果強制状志被粋
放且完成赤志蛮力ON,官便成力強制畳位;如果強制状志被特赦且完
成祢志力OFF,官便成力強制星位。
命令挟
L－
位/]示志
＼二二二竺鰹二_一ノ
強制置位ノ夏位数据
-一
瀬1L騙」
～
強制置位ノ及位数振
駒泣快
参数
口
一〕
命令代碍内座代碍
位/椋志的数量(命令):要赴理的位/祢志的数量。
注多介的位/椋志可以被強制萱位/変位,具状茶会保持至宜到強制置位/
夏位波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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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位/夏位規格(命令):河海介位/綜志声生的作用如下:
値      功能
0000(十六遊制)  強$順位(OFF)
0001(十六遊制)  強制畳位(ON)
8000(十六遊制〉 経放強制状志且位/状恣力OFF(0)
8001(十六遊制)  秤放強制状志皇位/状志方ON臼)
FFFF〈十六遊制) 特放強制状杏
注"強制状悉"是位/椋志的ON/OFF状志,官以写保控的方式強制保持。
存儲区代碍(命令〉:被控制的位或椋志所在的存儲区域。
位/称念(命令〉:被i控制的位或椋志。
存緒区域
存儲区的分配参ynL"6--6--2存儲区域分配"。
存儲区域        数据    代硯
lR,SR,Uヨ,HR和AR区域    位状志  oo
定晴曇苦/汁数器 完成椋志状志    01
6-・6-i6取制強迫置位/皇位(FORCEDSET!RESETCANCEL}
取消所在被強制方ON或強制方OFF的位/称念的強制状恋。("強制
状恋"是位嚇志的ON/OFF状志,官以写保昔的方式強制保持〉。
命令壊
唖
一
命今代碍
咄皮快
2302
L-一
命今代碍鴫庇代碍
注左下列存儲区中的位(杯志)能移被強制豊位或強制変位。
存傭区域        数据
lR,舗⊥R,HR和AR区域     位状恋
宝町器/計数器   完成椋志状杏
6--6-17
漢取多ノト強制状杏{MULTIPLEFORCEDSTATUSREAI)}
渡取指定池園的字或宝町器/汁数霧中的強制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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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訣
鴫庇快
参数
=コ
紬1-＼詰
存傭区域代碍
＼一/一__ノー
命令代碍廟庇代碍弄始地鮭単元数数据
存緒区域代碍
存儲区域代碍,升始地趾,単元数(命令,日向庇):指定要旗取的存儲区域
代碍,在区域中的iil始地祉和字或定吋器/汁i数器的数量。単元的数量
可以汲置弘0001至0040(十六遊制)(十遊制的1至64)。〉
真麻漢取的区域,升始地批,和単元数量左胸座中近回。
数据区域
可以杁下列区域中渡取強制状杏,存儲区域的分配参見"6-6-2存緒
区域分配"。
区域    数据葉理        存賭区域代碍    字常数
lR,SR,ur,HR和AR区       学的当前債(PV)  80      2
定吋器/針数器   完成椋志壮志    01      1
注在IR,SR,LR,HR或AR区中按字慎取強制状志,在定時・器/汁i数器中按
位/椋志漢取。
数据(‖向座)言返回的強制状志杁指定字或定吋器/汁数器井始。近回的
宇常数力(単元数)x(毎分単元射手常数)。
IR,SR,UR,HR矛日AR区:
イ立1514131211tO9876543210
A卒4▲4▲十4▲4▲444ヰ4
1位1⊇位1,i位tf。描81d61邑41邑2辻。
位15
位t3位11位9位7位5位3位t
－
毎一位的状志和下ξ
OFF(0)、没有畜敷的強制状杏
ON(1):強制ON或強制OFF
定吋器/汁数器:完成祢志的状杏将如下近回。
00(十六遊制):没有布敷的強制状杏。
Ol(十六遊制):強制ON或強制OFF。
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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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胸座代稿
本令描述悔泣RNS命令近回的腕泣代碍。内位代碍可以用来碗定命
令]丸行的正常完成,或当命令失敗吋検査出現的内題。故障栓蛮的近
一歩侍息,参見本手冊的第九章故障検査和錐炉,以及指定単元或系統
的操作手冊。
6-7-1杓成
FINS命令的悔泣代碍由二Ai字=?i£9成,官表示了執行命令的結果。明
応代岡釣詰杓如下国所示。
第一字窄第二字弔
一
位765432iO765432fO
主明度代硯{MRES)次胸座代碍(SRES>
㌔網綱…t－聯難璽志
第一宇市中的主胸座代碍(MRES)対内庇分業,而第二字竿中的次回向痘
代碍(SRES)指明在MRES分業下的£『竹。
如果第一字下的位7方ON,則友生了同格中継出錯。栗芋検査此錯俣
的細辛参兄6-7-2同絡中継出錯。
如果第二字芋的位6或位7カON,則近回哨庇的PG或汁算机麦生了
錯俣。検査此故障吋清参見返回駒庇的没各館操作手冊。
6-7-2闘整中継出惜
任何吋候一条命令不能到辻其目的地吋就声生了一全図烙中継出惜。
友生麸美錯俣可能有几・↑'原因:1)丙イト縫接単元之同不能成功地待遠
数据。2)不能成功地在一ノト焼接単元与男一ー一・・↑'単元,如pctwCPU単
元之1旬待遇数据。3)一一・Al同点的目的地不存在,在此情況下,元法友送
数据的単元会近回一介内座,指出一介阿烙中継出惜。
如果麦生了一介岡染中継出錯,嘘泣代得策一字市的位7会力ON。当
此事麦生吋,夜回向座代碍后会多眼丙ノト字竿的数据月来指明出錯的位
置。此項信息,烏口向疵代碍一起,使休能鯵銀踪錯俣。
第一字㌣第二字羊
位7654321076543210
第与⊂こ====工=二==コ
第二字
命令代屑
7654321076543210
主噛庇代碍(MRES)次繭歴代硯(SRES)
一一1.中継出惜杯志
第三字
7654321
出錯函銀地祉
lL蜘巨題獺縮
L-一一1;PC声重機俣椋志
076543210
出錯美点地姫
出惜岡路地±th=OO至7F(十六遊制)(十遊制:0至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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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継出掛
例1
出惜市点地iiL:ControllerLink:03至20(十六避制)(十遊制:1至32)
SYSMACNET:01至7E(十六遡i制)(十返制:1至126)
SYSMACLINK:01至3E(十六遊制)(十遊制:]至62)
一介中継出錯意味着命令投資到法官要被送往的単元。有几秒可以声
生此出惜的情形。例](以下)表示了一秒情況,当来自一介通汎単元的
数据送往一一'-Al互達岡狢中男－Al単元吋麦生了中継出惜。例2是一介
美似的情況,只是目祢単元不足一介通汎単元。左側3中,中継出惜的
麦生是国方指定射目椋廿点或下一介中継辛点不存在。
在辻三ノト圏中,数字的含又如下:
(1)侍送的数据接収失敗。
(2)中継出錯和哨泣代碍被返回至命令源。
在此側車,i数据不能在ControlierLink単元之回持送,原因是路径表出
錯之美的原因。
②川MRES川・ISRESl
齪
醗ざ
ー
___侍送
_一ーロ[自画
憂
PS=鬼瀬供応単元
C戸U=CPU単元
CLK:Control}erLlnk単元
SNでSYSMACNET鮭接単元
例2
例3
在此例中,数据不能在ControilerLink単元和CPU単元之「尚侍送。
〔:
①
PS:電源供庇単元
CPU=CPU単元
←一一倍速CLK:ControllerLink単元
_一・一・日向庇
在此例中,指定的目椋市点或下一介中継うタ点不存在。
[:
        一                      
                                
        1                       
        CCLPKU'一       ii,②1MRES…SRESPS一    illll   FS
                        ～～∨  
lIr>×1…②1M・・S…SR・・川～Ll:織1
|
「～～T晶百
ト　しコバ　　　コ
:～～1砲ulＬ
PS:電源供庇単元
CPU:CPU.単元
e-一一佗送CLK:ControllerLink単元
一…-Il向庖SNτSYSMACNET焼接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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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駒庄代碍和故障検査
下表列出了在執行円NS命令之后近回的明応代硝(主代碍和次代碍),
可能引起借俣的原因,以及建汲改正的方法。
依照収到的一些命令,目椋市点向男一ノト市点提出清求;遠男一・↑'市点
就被称力第三市点
王代硯  次代硯  可能的原因      改正方法
00:正常完成     oo      ●■■  ●●●
        01      服缶被中断      検査第三廿点的口振侍送区的内容
                        検査数据縫接状恣
01:本地市点出錯 01      本地廿点没有加人間烙    加人至同格
        02      令牌吋問題出,苗点地赴大大       将本地辛点的市点地祉汲置力小干最大廿点地祉
        03      侍送的重域次数遅出      用回送測試検査通訳,如測試失敗,検査岡絡
        04      横的最大数値遅出        或者検査阿絡中事件的執行和減少在・一介周期中衆生的事件数量,或著増加槙的最大数値。
        05      廿点地趾設置出錨(苗圃)  工E碗汲置C㎝trollerUnkBIOS/N迭項。η角秋‡「,意地社是在指定的池固定内,且没有一介苛点地批被汲置了彌次。
        06      芋点地地霊夏出錯        碗畝没有毒夏汲置的廿点地趾
02漏椋芋点出錯  田      目椋輩点没有加人同格    使之加人刺絡
        02      技有使用指定地祉的中点  栓i査同称常点的争点地力1:
        03      第三ギr点没有加人間絡   栓塞第三市点的苗内地蛙
                遊行指定目録的戊一括    検査控韻致据,収指定一介1∫点作方第三市点
        04      忙出錯,目椋ギr点忙      増加侍送的重斌次数。重斬調整系統使自称苗点不再一直忙着接収数据
        05      駒位付間超出,信息包被曝声破杯   増加接遇的重試次数
                吻庖吋岡遅出,‖向疵的盗視定吋器的1遠隔大姫。    増加在控制数据申刑位的監視定時器的間隔時間値。
                佳送中書失了赦  検査山踏妃乗,且到正赴理迂程
03適訳控制器出錯        01      通泳i挫創器中笈生惜俣,ERC指示灯亮       采数刻正措施,参見本背景后的通流控制器出錯反共改正方法表
        02      目椋芋点上PC的CPじ単元出惜      消除CPU単元的錯俣(参見核PC的操作手冊)
        03      一介挽割器出錯妨碍了追回正常日向座      栓査問緒通汎状志且変位控制器楓如果錯涙田田存在,更換控制器板
        04      単元地批没置錯俣        碗弘.単元地批是在指定的薄闇之内,井且没有枝垂変改量的寸言点地趾。
04;不能執行     01      使用了没有定叉的命令    栓査命令代碍井価臥具被単元支持
        02      不能赴理命令,1きじ勺指定的単元型号或版本不正碗  検査単元型号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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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放代碍
第6-7市
主代碍  次代廻  可能的原因      改正方法
05:路程出錯     01      目板令意地趾不在路程表中,       在銘径表中段置目振合点地趾
        02      路径表没有登記  在路径表中波置源合点,目垢i黄点和中継市点。
        03      路程表出借      正明地設置路径表
        04      在命令中起泣下中縫帯点的最大数量        重斬投首刺絡,或重新考庶路径表以減少命令中中継市点的数量。
10:命令格式出錯 0]      命令的長度大子允許的最大長度    検査命令的命令格式且正価汲置之
        02      命令的長度小子允許酌量短長度    検査命令的命令格式且正税汲置之
        03      分配的数据項目数量与笑陪的数量不符      栓査項目数量和数据,碗弘其相互符合
        04      使用丁不正碗的命令格式  検査命令的命令格式且正碗貴重之
        05      使用了不正商的学芸(本地市点的中継衰残中継廿点的本地同格表錯俣)  正陥没直路径表
11:参数歯錯     01      投宿使用正価的存楮区域代碍,或書展数据存儒医不能使用     検査命令的存傭区域代碍,井没置合遥的代碍
        02      在命令中指定的存取容量出惜,或i仔始地批是介奇数  力命令設置遅明的存収容量
        03      汗始地祉在一介不可存取的区域中。        特昇始地祉没量在一介可以存取的区域中。
        04      指定字的萢固終点超出子流汗的龍田        検査数据区域允許的辺界,且在此辺界之内渡置字萢圃
                        検査数据鍵接表,以碗就役有超這々縫接学的迦界
        06      指定了一介不存在的程序号        検査程序号井碗駄其被正陥没置
        09      在命令訪中的数招魂的数量出惜    検査命令数据,井碗荻数据項目的数量正積
                        栓査数据鑓接表以碗畝在刷新歩数中的所有昔点都窪共享絶技参数老中
        OA      不能執行IOM断升功能,因力官巳在執行中    或是政弄当前的IOM断升功能赴理,或是等其結束后再執行命令。
                        検査数据縫接表中設置了両次的芋点地趾
        o日     胸座快火干允許的最大長度        検査命令格式井正碗設置項目数量
        oc      指定了不正碗的参数代碍  栓査命令数据井重新正碗地輸入
                        検査数据健投表文件,看是否被破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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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五彦代碍
第6-7市
主代硯  次代璃  可能的原因      改正方法
20;元法凄       02      数据被保炉      失対PC炭田消除程序区保炉命令,無届再一次執行指令。
                企田下載一介正雀被装載約文件    検査此文件名,在重斬執行命令之前要文中断服各要文等待服各完成。
        03      巳登記的表不存在或不正碗        設置或重斬没置登記表
                打野了辻多的文件        共ぽ打升的文件,重新執行命令
        04      対座的捜索萢圃不存在    ●●●
        05      指定了一介不存在的程序号        栓蚕種序号井碗払其正陥
        06      指定了一介不存在的文件  樟蚕是否使用了正碗約文件名
        07      置生了一イト検詮錯俣    検査存倍的内容是否正繊如不正前側替換之
                        柏森文件的内容,可能会投生一介渓出錯
21=元抜写       01      指定的区力"只漢"或是写保抄的    如果指定的区長見渡的,則不能執行写。如果宮是耳標炉的,美田写像炉升美,無届再次執行指令
        02      数据是彼採択的  失対PC投出清除程序区保炉命令,然后再一次執行指令
                企困対一介文件同1{寸避行下載和装載。    検査此丈件名,在重斬執行命令之前,異教中断服各,要広等特販各完成
                因力単元被段波自劫生成枚数据縫接表不可人工時人  時数据鑓接方式改力人工
        03      文件的数量超出了允許的上限      捌去不用約文件后再次写文件,或使用有空余空回的不同磁盈或存傭十
                打弄的文件泣多  共田文件,然后重斬執行命令
        05      指定了一介不存在的程舟場        ]金査程序号井碗駄真正碗
        06      指定了一介不存的文件    ■,■
        07      指定約文件已綾存在      改変文件名,然后再次執行指令
        08      数据不能改変    検査被写人的存傭区域的内容
22:在当前約方式下不能執行       01      方式有措(執行)  検査操作方式
                数据縫接在工作中        在執行前検査数据鍵接的状杏
        02      方式有錯(不工作)        検査操作方式
                数据縫接在工作中        在執行前検査数据縫接的状杏
        03      PC在縮程方式下  検査PC的方式
        04      PC在排除錯涙方式下      検査PC的方式
        05      PC在溢控方式下  検査㏄的方式
        06      PC在送行方式下、        検査PO的方式
        07      指定的帯点不是控制苗点  検査邸一介苓点是控制市点
        08      方式有錯,歩避不能被執行 検査歩避是否赴干這行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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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放伐弱
弟6-7市
主代硯  次代硯  可能的原因      改正方法
23:光単元       01      被指定約文併設各不存在  安装存儲十或磁盆
        02      被指定的存儲器不存在    検査安装約文件存傭器規格
        03      没有吋鮪o       検査業型号
24:不能逃行自助/停止    01      数据縫接表要4不存在,妄念是不正碗。      正菰殿置数据縫接表
25;単元出惜     02      虫干数据不正陥没生奇偶校脆/校註和出惜   向存儲器中侍送正腕前数据
        03      MD没置出精(登記的1ψO拘蔵司i実1尿不符)  要4S改変実陪杓成使其符合已登竜的,要4重新生成1/O表。
        04      1/O焦泣多       重斬没汁系統使保持在允許的限制i宣国内
        05      CPU怠総出錯(在CPU単元和CPU忌銭単元之同侍送致据討伐生錯撮)       検査単元,服各種,屯銃連接,井投出清除錯誤(日r-RORC迂AR命令)
        06      1/O重匁出惜(机架号,単元号,或1/o字分配被重笈汲置)        検査系統的設置井捌除任何二次設置
        07      1/O怠銭出錯(在CPU単元和1/O単元之間借送数据貯炭生錯淡)   検査単元,服舟板,屯親達接井投出清膝鎧操的命令
        09      SYSMACBUS/2出措く在SYS-MACBUS/2数据樟送期同友生儲俣)    栓査単元,服舟板,屯纏連接」卜投出清除錯誤的命令
        OA      特殊1ψO単元出結(在CPU忌践単元数拙作送期友生釦罠)       検査単元,服努板,屯地連接井投出清険嶺俣的命令。
        OD      SYSMAG日US字分配重変    検査井重新生成1ね表
        OF      出惜栓査期間,在内部存儲器,存儲十,或打展DM中麦生…介存儲器山踏   如果是内部存儲器或EM埠元出惜,到正命命中的数据井重斬執行之。如果是存痛苦或用作文件存倍的EM単元出惜,則文件数据被破杯了。対RO執行存備辛格式化命令。効果上述措施不能去除錯涙,更換損杯的存儲器。
        10      在SYSMACBUS系統中投宿遠接終端器 正碗地連接終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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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舳允屑
第6-7市
主代硯  次代硯  可能的原因      改正方法
26:命令出錯●   01      指定的区域没有被保炉如果対一介没有保炉的区企図清陰保炉,則会返回此内座代碍       此程序区没有被保炉,因此也不用掃除其侭炉了
        02      指定了一・介不正碗的口令        指定一介已登記泣曲目令
        04      指定的区域被保炉        左封PC執行了消除程序区保炉命令后再次執行命令
                対自椋投了太多的命令    目縁已経接収到了5介以上的命令。要4中断服巻,要ゑ等特販各完成。燃眉再次執行命令
        05      服各正在執行中  在服弁完成或被中止之局量新執行命令
        06      服各没有在執行  如必要就執行服各
        07      虫干本地廿点没有加人数据縫接,服各不能駄本地市点執行     杁一介加人数据縫接的菅点執行服各
                一・全壊沖区出惜,阻碍了一介正常胸座的返固       匁位板寸㍉如乗出錯借存在,更接極十
        08      国方没有避行必要的設置,所以服秀不能執行 避行必要的汲置
        09      国力在命令数据中段有必要的設置,所以服努不能執行 栓査命令格式,井遊行必要的没置
        OA      指定的動作和佳輸号己経被登竜遊了        使用一介没有登記迂曲同作相待輸号再次執行命令
        田      由宇引起出惜的原因依然存在,所以不能清除籍俣     消除出惜的原因1井執行消除措俣的命令
30:存取枚出惜   01      存取収被男一介弔意所掘有(可能在男一下点上的外回波寄在執行SFG在銭編輯,或者共官廿点在執行存取収清求或存取枚強迫清求命令)  在存取枚特赦后再次執行命令。(可融在存取板囲制清求或存取収縛放命令完成后執行命令。特赦存取枚可能会彩陶壷掘宿存取枚的苛点上正在遡i行的赴理辻程)
40倣奔  01      命令被ABORT(放奔)命令所中止放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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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岡烙互違
本章描述通道CV系列PC連接多・↑'岡染的方法。本章迩描述通柱編程没各遊行近距寓
編程和盟控。
7--1什念足回娼互違?
7-1-1
7-1--2
7-2逸距高輪程和盟控
7・-2-一.1本地図絡
7-2-2
7-2-3
7-3路往来
フ一-4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互iili…Controller〕nk岡多各
互違不同秒美的岡染
透i程()ontrollertＬnk岡多各・
真言的逸程岡烙
没賢路径袋
路径i表汲置述程
編輯本地溺烙表
編揖中継國烙表
保存路径表
逆接至PC
侍送路径表
路程義侠能位(仮C200HZ/HX/HG/HE)
路程表汲置挙例
282828292930303132323233田部田田35
11'■1'■「」■1丙I11111虎邑「]1ーイ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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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4是々努互違
第7一奪」宵
7-1什ム是図烙互違?
図絡互違使僧忌服努的命令和砲座能鰺跨道多・↑'岡烙遊行笈送和接
収。下列三秒同格可以遊行互違。
・SYSMACNET縄烙
・SYSMACLINKl刺絡
・ControllerLink岡狢
7-1-1互道…ControllerLink同格
ControllerLink同格可以通道CV系列PC避行互違。
Contro[lerLink岡絡
ControllerLinkl珂路
C200HztHX/卜{G/HE
或CV系列PC
CV系列PC
(見住)
注在同一台CV系列PG上安装的二・↑'ControllerLink単元之同建立了一
ノト数据岡持。
7・-1-2互違不同神業的岡錯
一台CV系列PG可以被用来連接一介Contro‖erLink回路和一ノ1sys..
MACNET或SYSMAGLINKl珂絡。
口
C200HZ/MX/MG/HE
或CV系列PC
CV系列PC
(見注)
注在同一台CV系列PC上安装的一介Control;erしink単元与一介SYS-
MACNET或SYSMACUNK単元之伺建立了一全数据和通訳1亦改的阿
美、
注],在通訳単元之同使用図析用来連接同美的同格
2,在通訳単元1司使用途径用来遊接不同秒美的同格
Con{rollerLink
PC
図柄
繊鍾
Control|erCentro【lerLink
LlnkPC
同業
ControllerLink
灘鍾
数i据1和通泳坊汲阿美
・尽管一台C200HZ/HX/HG/HEPC支持多介(最多二介)通汎単元,復
古没有作カー小数据阿栃或一介数据和通汎坊波間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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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飯南偏窟和」監控
第7-2」賓
C200HZ/HX/HG/HECV系i列PC
ののの　アや　　ロベアロレ
'う
w
・踏越同美或癩梼的通訳可以包括多至三ノト阿烙,其中包括本地図烙
(数据生成岡染)左内。
A、
㌔一一"一ーー一・'一ーーーーーー－v'"一ーー!'一一一一…一－v-・一・一・一ーー一丁一一一一
面謝(本地阿格}岡染2阿銘3
員然ControllerLink可以友送和接収2σ12字市的数据(包括宇失),恒
数据量的上限述受数据所鋒違的共営岡染釣眼制,即容量最小的同格
決定了i数据量的上限。
例如,如乗数据的侍輸経泣了一介如前一一頁的蟹中所示SYSMAG〕NK
岡烙,則Contro‖erLink可以友送和接収的数据量被限制力552字弔
(包括宇美〉,国力SYSMACUNK阿烙只能赴理違名多的宇市。
看一下弥正使用的阿狢手冊以便決定毎ノト岡絡数据量的上限。
7-2逸星団萬多爵董呈$口蓋控
八－AIL$接在一台PC上的編程没書可以道辻阿婚対一台返程的PG遊
行編穏和盟控。
7-・2-1本地岡絡
一台連接在C200HZ/H×/HG/HE或GV系列CPU単元上酌婦程没各,
可以対在同一阿路上的C200HZ/HX/HG/HE或CV系列PC遊行編程和
盟控。燃眉,只能対－lilieCm程没各所連接的CPU単元同美的PC遊行綿
種相盗控。例如,如果編程没各連接在CV系列PC上,祢就只能対岡
狢中的CV系列pcme行編程和1塩i控。
SSS支持軟件
SSS支持軟イ牛
(仮CVM1)或
CV支持軟件
編程没各
編程投各
C200HZIHX/HG/HE
編程和盟控
C200HZ/HX/HGIHE
CV系列PC
CV系列PC
編穏和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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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庸偏窟初」臨摸
第7-2辛
注一台工、「自勧化市煮汁算机不能逸距高輪穏和1監控,核市点只能1盗控
ControllerLink岡烙的状杏。
ロレ                            ＼
/ンlntro阯erLink                霧              騰
支持軟件
7-2-2i切…$呈ControllerLink岡i≧各
一台迷接在一ノトCV系列CPU単元上的編程没各可以通igcv系列PC
対男一ーーーー－AlControllerLink岡絡中tS-一台CV系列PC遊行編程和盟控。
左近程同格上的共営秤美的PC不能被編穏和盟控。
㌶竃笥各一⌒⌒
編穏和此控
CV系列PC
CV系列pcCV系列PC
注不能弘汁算机下点遊行違距寓編程和盤控。汁算机市点只能盟i控Con－
叱rollerLink同格的状恣。
ContrellerControlter
Llnkl図圭各Link函路
〔〕
ControllerLihk
支持軟件CV系列PC
注連接在C200HZ/HX/HGPG上的編程没書不能対近程岡路上的一・介常
点送行編穏和盟控。
7-2-3其官的遮程園路
－Alma在CV系列PC上酌婦程没各可以通i立一台CV系列PC対在
不同秒美的図烙(SYSMACNET或SYSMACLINK>上的CV系列PC遊
行編穏和盟控。在近程岡絡上的其官秒美的PC不能枝輪程和盟控。
編程神曲控
CV系列PC
CV系列pcCV系列PC
注杁汁算机下点不能遊行近距南端程和塩佼。汁算机弔点只能盟控Con-
trollerLink同格的状悉。
SYSMACNET
ControlferI_Enk図§舞}
口
ControllerLink
支持軟件CV系列PC
注連接在CX2eOHZ/HX/HG/H∈PC上酌婦程没各不能対近経岡路上的拍
点遊行逸距商的編程和盟控。
・130・
---------------------[End of Page 981]---------------------



路径衰i
第7-3SS
7-3路径表
建立路籏表
本地同格表
路径表定叉了見本地PC上的ControllerLink単元至達接目栃iPC的岡染
的通訳路径,跨同勢的皮送和i接枚数据付必須建立路径表。毎AICPU単
元根掘路径表剰丸行対合遥的単元遊行信忌服努或近距高輪程鑑控。
」路後i表由本地図絡衰相中継同格表組成。
本地阿絡表提供了対泣子安装在PC単元的単元号和同染地祉。
単元号04
単元号05
単元号06
例:単元号07
本地岡絡表
本地同格地祉    単元号
f       04
2       05
3       06
4       07
中継岡絡表
注
._____竺竺些____」
PC1中継同格表
1,在CV系列PC用的ControllerLink単元的面板上用旋観升実在00
至15之間汲置単元号,和C200HZ/HX/HG/HEPC上操作級別段置
足相同的。
2.阿路地社是連接至単元的関路的地雄白和127之間)。此地趾在建
立本地岡烙表吋汲置。
中継國烙表提供了初始中継点(数据必須送至的第一小点)相対位的市
貞和岡染地祉以及至巧本地PC不相違接射目椋隅狢(婆点間絡)所経
泣的路程,此表顕踪了拭中継点至終点岡絡的路程。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見本地弔意PC1(岡路地te1,=}S点地堤1)至PC4(阿
路地趾3,中点地祉2)的路程賄賂径表。
弔点地祉2
単元号0
中継市点PC3廿点地批1目椋弔点PC4
単元地祉1
中継常点PC2
市点
麟1離2地趾3目的地廿鰻2
地祉1
.竺些」L竺些ノ
勺
終点閥烙
PC2中継同格表PC3本地岡銘表
方了到岡路地祉3.数
据首先送到園路地吐
1上的消点地」止3
ζ
終点同格        中継常点        中継黄点                本地同格地祉    単元号
3       2       2               2       0
                                3       1
然病数錯迷副詞路地
娃2上的廿点地批2,
以接近同格地批3
口
我伯杁本地困烙表上了解数据送到同格地祉3,
到数据遁避本地単元号1
以遊入阿路地祉3
即本地阿路上的常点
地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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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路径表
第7-4市
7-4没賢路径表
本手描迷路径表的汲置
路径義足通迂SYSMACLINK或ControllerUnk支持軟件表設置的。本
手描述汲置的歩螺和細布。
特殊的汲置道程見所使用的編程没各的操作手冊。
注1.路程表不能通遺編程器楽汲置
2.未汲置路程表付編程没各不能踏越阿絡作並。因此只能対連接在編
程投錨上釣竿点或属干同一岡絡的其官市点汲置路径表。当対多介
岡絡汲置路径表付要卸下井重i新連接編程没書至海千同格。
3.要碗杁対岡路上的所有『育点都正陥没畳了路径表。如果一条信恩波
送到没有正晩酌路径表的争点,侍送梅不能正常工作井且可能不退
卿向痘。
4.当使用的是1996年四月之前生声的CV系列CPU肘,元槍PC是否連
接了多ノト岡絡都要碗弘登氾了路径表。生声日期可以在如下国所示
約分組号中萱出。(分祖母是一介四位数,写在(別単元的側面。)
注在岡狢上任何一台1996年4月或之前』生声聞CV系列GPU単元均需
要路径表。
分組号言口口46
1996年4月制造
芒璽難二二
十二月分副用x、Y、z来表添,比
例中的月借方四月
5.在C2eOHZ/HX剤G/HEPC,ヌす1立干ControllerLink和SYSMACNET
溺烙所使用的路程表是不同的。当回付述安装了SYSMACNET髄i
接単元吋,必須保証回付登記了Controllerしink和SYSMACNE「賄
賂径表。洋8田清参児SYSMACNET燵接単元i操作手冊。
7--4-1路径表汲置辻程
没賢路径表的歩螺如下描述。
1,2,3,.
i:灘:黍]欝‡竺醜
4,将編程没告達接至PC
5.ヌ寸C200HZ/HX/HG/HEPC要置路程表'炭量位力ON
6,侍送路径表
7-4-・2編輯本地岡銘豪
使用編程没各上的路径表編揖功能来編輯本地岡染表,屏幕上湿示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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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萱路径表
第7-4市
[LocalNetworktable]
No.     LOCNetwk        S℃UUnit#               No.     LocNetwk        SIOUmit#
1                               9               
2                               10              
3                               11              
4                               12              
5                               13              
6                               14              
7                               15              
8                               16              
本地岡絡(LocalNetwork):
連接夜通汎単元上駒岡路地地力1至127
S|OU単元号(SIOUunitNo.):
通訳単元釣革元号(対干C200HZ/HX/HG/HEPC衆説是操作紋別)。
没置所有通汎単元(SYSMAGNET鑓接単元,SYSMAC〕NK縫接単元和
ControllerLink単元)的単元号和与其連接釣同勢地趾。
在絵多介PC汲置路径表(本地和中継阿略表)吋要保証給毎一介阿絡
設置了相同的地祉。
7-4-3編輯中継岡路表
使用編程没書上的路径表編輯功能来編輯中継阿略表,屏幕上呈示如
下所示:
[RelayNetWαktable]
        End     Relay                                   End     Relay           
No,                                             No,                             
        Netwk   PCIDNetwknode                                   Netwk   PCIDNetwknode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フ                             
8                                               18                              
9                                               19                              
10                                              20                              
終点岡烙(EndNetwork):
≦寒点同格的図路地趾(1至327)。
中継図多書(RelayNetwork):
通柱終点同格的路径上的第一介中継点的図路地ltl(3至127)
中継雫r点(Relaynode):
通柱終点同格的路径上的第一介中継点的市点地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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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置路蕎麦
第7-4市
7-4-4
7-4-5
7-4-6
(SYSMACNET:1至326,SYSMAC〕NK:1至62,ControllerLink:1至32)
汲置所有没有直接i連接在PC上的岡烙。
在多・↑'PC上汲置路径表(本地和中継岡烙表)吋,保正対毎一介図烙設
置了相同的地趾。
注1.在C200HZ/HX/HG/rlEPC上不要対相同的終点岡染多次没貴,否則
尋我路後会失敗。
2.PCID是職給指定宇点的一・AI唯一名字。
当汲置PCIDHt,只要輸入1D同格和市点地社会自助輸入。鋼今津見
SYSMAC,GV或ControllerLi[k支持軟件的操作季肋。
保存路径表
在縮程没番上編輯完本地租中継岡絡表后,保存逮些表。
注在多台PC上設置路径表付,編輯井保存所有前路径表,無届,力了使工
作更有数率可以将官伯一起倍送。
連接至PC
将縮程没各連接到岡絡中的PC上以侍送路径表。力了侍送,所有要接
牧路径表設置的PC必須日経接通了電源。
注編程没各必須分別(逐次)連接到bl-""Alpm絡的PG上。
路程表使能位(伎C200HZ/HX/HG/HEPC}
在C200HZ/MX/HG/H∈PC中路径表是写在DM6450至DM6499的区域
中。当使用路往来吋不要在銘区域中耳人任何共営i数据。
碗荻下列的DM字中的位12被置力(ON),以便允坪'没置井使用路径
表。
操作紋別0:DM6400
操作紋別1=DM6420
15120
L_昂騰繊
;:渠豊能
DM6450至DM6499可以在路径表使能位置力0吋,用作其他用途。
7・-4-7使送路径表
保存在編程没各中的路径表可以見存僧籍中渡出井侍送到阿烙上的
PC中。首先将路径表装載井佳送到達接在編程没各上的PC中。辻使
得在連接了多介通汎単元吋能将各介阿烙区分外来,井能将路程表作
送至阿絡上的其官市点中。
在路程表被倍速至弓偏程没各相達的PC以及其官在同一ノト阿絡中的
市点后,卸下編程没各,重新連接至男一介岡路上的一台PC上,然后重
夏上面的迂程。
注意当杁一台編程没冬向一一・ftPCfe送路程表吋,CPU忌残単元会被夏位以
便允許陸送路径表。在任送路程表前清碗杁対CPU怠銭単元的夏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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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葺路径衰
第7-4市
7-4-8
例1
会引起没各損杯或系統的危険功作。
路程表設置挙例
本市展示几千路径表汲置的例子
下面的初子是在一介CV系列PC上安装了多・↑'CPU忌銭単元吋,本地
阿略表的没置。
SYSMACNET縫接単元
岡路地1glB
Contr◎11erLink系統SYSMACBUS∬2系統
国葬}地祉A
PC
作方岡新
口:
CLK
SNT
RM
BSC
CPU
PS
単元号d
単元号c
単元号b
単元号a
PS:電源供泣単元
CPU:CPU単元
SN王SYSMACNET縫接単元
CLK=ControllerLink単元
RM:SYSMACBus∫2近程1/O主机
BSC:BASIC単元
LocalNetWo「kTable
No,     LocNetwk        SIOUunit#
4`う」  AB      {d){c)
例2
不要在本地回路表中登↓己SYSMACBUS/2主机単元和|3ASIG単元,因
方違些単元井不連接在園路上。
下面的捌手展示了対一介連接三十図烙的申継園路表的没豊
岡路地趾A
阿路地趾B
同格地斑C
        PC1
一      弔点地趾a
        
一一    PC2
        芋点地批b
        市点地祉c
        
        PC3
        一千意地蛙d
        
        PC4
        十r点地堤e
        市意地批f
        
一      PC5
        市点地批9
RelayNetwo本丁白bles                            
No,     EndNetwk        RelayPC10NetwkNode              
-`う』  BC              AA      bb
                                
No,     EndNetwk        RelayPC†ONetwkNode             
1       C               B       e
No.     EndNetwk        RelayPC10NetwkNode              
12      AC              BB      Ce
                                
No,     EndNetwk        RelayPC10NetwkNode              
1       A               B       c
No、    EndNetwk        RelayPC10NetwkNode              
'1り一  AB              CC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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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直路経義
第7-4廿
例3
在仔細栓強PC3的中継同格表付,可以友現当岡絡A是目的地吋中継
岡絡是B而中継廿点是c,而当限烙C是目的地吋,中継阿幼児B而中
継市点是e。
下国中隔終結杓国側,展示了所有辛点的路程表。
単元0
中点1
単元2
市点3
㏄ω
単元5
弔点6
単元3
廿点4
単元1
零点2
㏄ω
㏄⑤
20ω
単元4
'W点5
器認,
単元5
市点5
障⑥
単元6
中点10
㏄m
PG]上的路程表
LocalNetworkTable
RelayNetworkTable
        しoc    Slou                    End     Relay           
No,                             No,                             
        Netwk   unit#                   Netwk   PC{DNetwknode           
1       010     05              1       020             010     004
2                               2       030             010     005
3                               3                               
PC2上的路程表
LocalNetworkTable
RelayNetworkTable
        しOC    SIOU                    End     Rday            
No.                             No.                             
        Netwk   unit#                   Netwk   F℃IDNetwknode          
1       010     03              1       030             010     005
2       020     0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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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直路径表
PC3上的路程表
L㏄alNetworkTable
        ㎞      SIOU
No,             
        Netwk   unit#
1       010     04
2       030     07
3               
PC4上的路径i表
LocalNetworkTabie
        LOC     SlOU
N◎.            
        Netwk   unit#
1       020     00
2               
3               
PC5上的路径表
LocalNetworkTable
        LOC     Slou
No.             
        Netwk   unit#
]       020     01
2               
3               
PC6上的路径表
Loca{NetworkTable
        Loc     SIOU
No.             
        Netwk   unit#
1       030     05
2               
3               
PC7上的路径表
LocalNetworkTable
        Loc     SIOU
No.             
        Netwk   unit#
1       030     06
2               
,3              
第7-4噺
RelayNetworkTablθ
No,     End     R旬ay           
        Netwk   PC旧Netwknode           
1       020             010     004
2                               
3                               
RelayNetworkTable
No、    End     Relay           
        Netwk   POlDNetWknode           
1       010             020     003
2       030             020     003
3                               
RelayNetworkTable
lEndNo,         】Relay         
        Netwk   PCIDNetwknode           
1       010             020     OO3
2       030             020     003
3                               
RelayNetworkＴable
No,     End     Relay           
        Netwk   PCIDNetwknode           
1       010             030     015
2       020             030     015
3                               
RelayNetworkTable
No,     End     Relay           
        Netwk   PC旧Ne{wk∩ode          
1       010             030     015
2       020             030     015
3                               
・137・
---------------------[End of Page 988]---------------------



---------------------[End of Page 989]---------------------



第八章通汎汁吋
本章解粋Controller〕nk同格通訳的aSYr。対手需要精碗通汎汁吋的岡染通風成参見本
章。
8-1通訊机制
8-1-3通道岡絡的数据侍送
8-1--2没置炭牌和接牌市点
8-1-3岡X各参i数
8-一・1-4指定岡絡参数
8-2通凧周期日寸間
8-2-1工作的数据髄接
8-2--2不工作的数据鍵接
8--3数据縫接的l/Oロ向1立付河
8-3-1数据交換汁吋
8-3-2数据夕bg理日寸1同
調
ロ
3退12
一延一一
3息44
壮眉宇+
司
8
汁算挙例
GV系列PG
G200HZ/HX/HG/1-IEPC
404041414243臼餌4鋼晶46醐舅口
付1414114{414}41111寸8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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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琉机制
第8-1市
8-1通汎机制
8-1-1通泣陶烙的数携持送
ControlierLink
㌻
在一4Control|erLink彫各中,通近侍逓金牌来控制同格的存取。友送
枚被称力"令牌",在周絡中循琢。一介接到会解釣竿点被允許有紋友
送数据。如果核辛煮有数撮要友送,官会符数据附在金牌上一起衰退。
如果核市点没有数据要炭送,官符令牌俊遠至下一介常点。
{
誌
当有数撮
要笈送附
当役有数据
要笈送付
ユボ
将数据附在令解止然宿将他伯一起技送
迎巴
特命脇侍逆理下一辛点
一ノト金牌可以被想象成一ノト循杯使用的信封,辻ノト信封一宜通辻図略
帽ヨ不,而牧到信封的人可以往信封中波人目的地和信息,井将他或地的
信急送到其他人赴。遠称方法称力"令牌待遠"。Controller〕nk岡絡是
一秒使用令牌待遠的忌銭函絡。
下面説明整企図絡的通風辻程。
1,2,3…1,管理図絡的市点,被称力"友牌苛点",該争点上的単元友送令牌。令
牌按照市点地祉的升序次序通違例絡循杯。令牌在同格中的所有常
点循杯一周被称力"令牌循ヨ不周期"。
2.在一介令牌循ヨ不周期完成后,笈牌甘煮要栓査同絡的連接状杏,-Al
用来栓査問狢中所育苗点連接状杏的周期被称力"友牌周期"。
3.一ノト没牌周期完成后,笈牌芋点再次笈送令牌。
此位程将再次重夏。在一・↑～ControllerLink岡多各中,一介令牌循杯周期
和一牛皮牌周期所需的忌時間被称力"通汎周期対向。"通汎妙理即是
由不断重裏通汎周期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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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疏祝制
第8-1常
一
る
る
友牌市点
」一一一一一一→
笈牌周期
令牌循琢周期友牌周期令牌循杯周期
→
」一
通識周期酎陶
→
遊泳周期}吋阿
毎一一・-AlControllerLink岡烙,慈有一ノ↑s控制同格中通汎的単元。此単元
被称力"友牌宰点"。通常,是由阿鍋中辛煮地批最小的辛煮担任笈牌
竿点(見注)。所有在友牌市点之外的廿点上的単元称力"接牌市点"
(或接牌単元)。友牌輩点在制令牌,検査岡絡,和執行其宮相美的低
劣。如果皮牌甘煮出現故障,下…介最小弔点地祉的辛煮会自助被逸
力投牌章魚以防止整冷・図絡的崩潰。
注最小合点地趾的廿点井不息是友牌竿点,逮取決手単元蘭島劫順序、型
号、汲置和単元状悲。
当笈牌市点故障吋,下一一小炭牌竿点会暫吋八隅番上脱簡,重新柄造岡
烙,然后重」新連接到岡路上。友牌辛点保留連接左図染上。
8-1-Z汲置友牌和接牌廿点
使用PG上的編程斑声在DM参数区中将単元没置成友牌或接牌合点。
C20eHZ/HX/tHG/HEControllerMnkga元
操作き及男唾G1514131211109876543210
DM6400-0-000000--GOOO-:其'白波鷺
酬紋別1L_友岬点/接酬点位
DM6420
0:妥牌市点
1;接牌苦塩
CV系列ControllerLink単元
DM2000十100×N15141312111098
N:単元号000000000
76543210
000-:共電没置
・炭肺弔意/接牌苦点位
0=犬稗苗点
{:接牌芋点
如果当電源接遇吋核芋点忌是作方接牌市点連接的,將其段置力接牌
市点。如果当屯源接遇吋核争点能移成力投牌市点,将其汲置力投牌
市点。被汲置成友繰合点中的一一小会成力菜隊釣友牌市点。除」力了在
更換単元后的鎗i炉外(見"9-5作止須知"),設置所有的市点力友牌市
点(汲置笈牌弔点/接牌市点位力"0")。
8--1-3岡錯参数
回狢参数也用来校制河烙的i操作。当Contro#erLmk阿狢自助口才,杁笈
牌争点演出図狢参数井分配姶所有其官争点。用遠/卜方法,桂岡梁上
所有市点忌是掘有相同的河狢参数没蟹。如果辛煮是程隅絡操作期間
中途連接至同絡中的,在官佃連接之后阿狢参数也会分配到迭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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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研祝制
第8-1Vf
最大常点地地
中。可以指定下列三企図烙参数。
此参数指定由犬稗市点検査的千点中最大射幸点地趾。訣省債是32。
減少此参数的設置将減少由友牌廿点検査的令点数,因既裁能減少不
必要的検査操作。然而,如果圃絡包含的合点地祉大子此参敷設量的
廿点,遠些廿点将不連接在同格中。
毎分通汎周期的接牌令点数
此参数指定了夜毎/卜友牌周期中由友牌廿点検査(接牌)合点的数量。
幼省偉力4。此参数設置カーAlSt商的償就増加了通汎周期吋間,但減
少了在例烙中添加和移去『声点的吋同。減少此参数的汲置縮短了通訳
周期町回担当一介「青点杁同格中退出或連接至岡染申付会延退同絡的
嘲立。
毎分通訳周期的事件頓的数量
此参数指定了在一介通汎用期中可以被侍送的事件頓(是通汎而非数
据縫接,如宿患服各的侍送)的最大数量。指定一ノト数其単位力128字
嘩「。峡省偉力35(艮P128>く35=a480字‡r)。
増加此参数的没定値会増加通汎用期日寸間,但能允許如信息服各達拝
更多的事件通汎。太小的参数値将限制事件通汎,結果・声生一・↑'出錯。
岡烙参数対通汎周期吋河駒形哨参見"8-2通訊周期日引田"。
8'・1-4指定阿烙参数・
刺絡参数可以遠迂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来指定。本窄伎説明毎一
十岡絡参数允杵的没置遊園。設置道程参見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
操作季肋。
下表表示阿狢参数的没置萢掴和訣省値。
岡路参勤        設置苑圃        鋏背徳
最大合点地趾    2至32   32
毎小通汎周期的接牌辛煮数        1至31   4
毎分通汎周期的事件頓的最大数量  6至238  35
図烙参数在設置后立即生敷
注1,在改変岡絡参数之前一定要停止数据鍵接。
2,指定的最大廿意地地位等干或大子在ControllerLink岡絡中最大的
廿点地批。
3.対手CV系列PC,要将CPU単元上的系統保炉健升美投力NOR-
MAL,否則同格参数的汲置不能被正常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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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汎周期助旬
第8-2市
8-2通汎周期対面
本望説明如何汁算通訳周期吋同
8・-2・-1工作的数据縫接
以下公式用来汁算数据縫接在工作吋的通汎用期日寸河
波特車  公式
2Mbps   10xA+600x8+290×C+320xD+4xE+3290(PS)
1Mbps   1BxA+"50x8+370×C+360xD+8×E+3770(μs)
500Kbps 34xA+2260xB十530×C+440×D÷16xE十4730(侮)
注A:同格中的数据鍵接的忌字数
(所有市点中釣友送区釣忍字数)
B:毎分通汎用期中的接牌『庁点数
(岡狢参数中指定値)
C:縫接桂岡絡上的市点数
D:在通汎用期中友送信息的令点数
E:在通汎用期中侍送的信息按字廿汁算駒鳥薮
苺条信忌中的宇常数依据其炭送指令而有所不同
指令    麦送付  接収吋
SEND    友送的字数x2+18 14
RECV    18      接収的字数×2+14
CMND    命令数据中的字市数+10   内座数据中的字常数
汁算挙例
通訳条件如下:
波特率:
図烙参数:
最大拍意地趾:
2Mbps
訣省債
32
毎イ'通風周期的接牌弔点数:4
毎分通訳周期的事件頓数:
岡染杓成:
数据縫接忌字数:
友送信息的市点=
所有友送信息的忌字市数:
35
8・卜合点
8000分字
2小市点
2012×2字令
在此例中,公式中的A至E有如下値
A=8000
B:4
C=8
D:2
E:4024
則汁算通汎周期吋同如下=10×8000+600×4+290×8+320×2+4×
4024+3290=104746(μs)≡≧≡10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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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継接的1ノて)碗泣β力旬
第8-3ff
8-2--2
不工作的数据縫接
当数裾継接不工作財用下列公式汁算通汎周期吋阿
波特率  公式
2Mbps   600×B+110×C+320×D+4×E+2290(PS)
1Mbps   1150×B+150×C+360×D+8×ε+2690(μs)
500Kbps 2260×B+230xC+440×D+16×E+3490(As)
注B:毎分通汎周期的接牌芋点数
(岡絡参数中指定的値)
C:鍵接在岡絡上的中点数
D:在通訳周期中皮送信息的令点数
E:左通汎周期中侍送信息的怠学常数
毎条宿患中的字ギri数根据其所用指令而有所不同
指令    友送酎  接収酎
SEND    没送字数×2+18  14
RECV    18      接収字数×2+14
CMND    命令数据中学常数+10     内座数据中字常数
計算挙例
通汎条件如下:
波特率:
岡烙参数
最大市点地壮言
2Mbps
峡省値
32
毎Al通訳周期的接牌肯点数:4
毎分通汎周期的事件帳数:35
溺X各‡勾成:8小市,点
炭送信息的弓点:2ノト合点
所有29i送信息的字布数:2012×2字常
在比例中,公式中的B至E有以下債
B=4
C:8
D:2
E:4024
由比得到的通風周期対向如下:
600×4+130×8+320×2+4×4024+2290=22306(μs)≡≡22(ms>
8-3数据縫接的1/○胸座吋向
当要求精陥的通訳汁肘付,需要理解数据交換汁吋和通道数据鍵接的
数掴投送和接収所需要的吋1司。使用本辛錯迷的宿患作方杓造系統吋
的参考信息。
8-3-・1数据交換汁吋
本市描述在ControllerLink単元和PC的CPU単元之何的数据縫接所用
・144・
---------------------[End of Page 995]---------------------



数据継接的/疋)物産句々
第8-3W
的数据交換汁吋。数据交換是作方中断処理執行的,是在GPU単元執
行CPU忌残単元或編程没各/上位鑓接眼冬期同執行。逮介中断赴現
在毎次本地廿点与通道数据鍵接連接的其官市点之伺的数据交換完成
后執行。
根掘CPU単元型号和在PC没直中指定的執行泣程(昇歩或伺歩),数
据交換汁付会有不同,如下所述。
昇歩操作下的CV系列PC
当CV系列PC的CPU単元在昇歩方式下道行財,与ControllerLink単
元的数据交換作方外没処理期間的中断姓理来執行,而与執行PC指令
的指摘対向元美。数据交換汁吋如下:
PC"理
指令執行
外投牡理
PC指摘吋陶
一
執行
〃O刷新
工糎__司
執行
〃O刷新
執行
1/0刷新
理一1   cpu怠銭単元服各 編程投各∫上位祝捷接眼舟                        CPU浪銭単元服各 綿種没書ノ上位机燵接服各                        CPU息銭単元服各 編程没各上位机鑓接服各
        ＼ノ                            ＼/                             ＼ノ    
        基本祉理用手数据交換的中断娃理                          用手数据交換的中断地理                          用手数据交換的中断赴理  
基本赴理
基本赴理
在一介PC指摘周期中可以執行多介数据交換,迭取決手数据交換汁
吋。如果執行了用干数据交換的中断性理,外役妙理間隔会延長中断
妓理彦斤需的日寸間(児　8-3-2数揺曳ヒ理日寸1'可　〉
同歯方式下的CV系列PC和C200HZ/HX/HG/HEPC
当一台CV系列PG夜回歩方式下道行或是一台C200HZ/HX/HG/HE
PC道行吋,与ControllerLink単元的i数据交換是作方PCtS描周期中外
没処理期間的中断性理来執行的。数据交換的汁吋如下=
一___
蹴当⊥≡攣墨き鮪
基本泣程1!0刷新
用手数据交換基本泣程
机的中断赴理
如果執行了数据交換的中断赴理,PC拍描吋同会延長中断妙理所需的
吋同(見下面的"8-3-2数据処理貝引田")。
8-3-2数据地理対面
用手数据交換的中断麺理所需要的日寸間(数据妙理日寸何)可以按下表遊
行粗略的枯算。数据妙理日寸間包括丁数据交換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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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錘接的//ζ)胸座βプ1田
舞8-3手
数据雛桜的規模  債算数据牡理対向的公式
同村雀第1区和第2区建立了数据縫接        数据鰭i接手忌数×0.0025+4.7(ms)
仮在第1区或第2区建立了数据縫接  数据縫接宇忌数×0.0025+3.7(ms)
在単分数据交換中大釣可処理4000・↑'宇。如果i数据縫i接学的数量超
泣4000,数据交換将会作方阿分分升的赴理来執行。
注1.具有当一介ControllerLink単元安装在PC上吋才能用上述公式。
如果PC上逐有真言的CPU忌銭単元,加上下列公式的結果=其官
CPU悪銭単元的刷新時間+1,5ms。
2,某些項目執行的伐先級要高手数据縫接区域刷新。例如,在執行
SEND(192),RECV(193>,或FAL(006)指令類同不能遊行i数据縫接
区刷新。
8-3-3計算挙例
杁一介廿点的数据縫接区修改后到此修改在男一・今市点的数据縫接区
中反映出来,ControllerLink単元的i数据縫接需要一点吋河上的延退。
迭全問間延退校所労数据縫接的1/O砲座時間。下困是財田示系統絢
成酌量大和最小1/Oロ向座吋間的汁算実例。
岬
輸入
PC
CLK剖
ピ㍉出
通流周期吋面
輸入ON廻附
輸出ON延吋
担描対向
CLK;ControllerLink単元
系統杓蔵
渡特率=2Mbps
最大市意地吐‡32
毎分通洞周期的接牌市点数‡4
毎分通洞周期的事件蚊数:
同格中的市点:
数据燵接中的常点・
第1区的笈送字数;
第2区的字蜘
不払行信息通洞
35
8ノト市点
8介常点
笹杢荊点8字
毎ノト市点6字
毎分CPU机架上安装一小ControllerLink単元
数据縫接的哨座付河依頼子通訳周期吋1司,輸入ON延吋,輸出ON建
付,及所使用的PC的拍描吋1司。下面具体i寸槍各値。
通汎周期吋間=
30×(8+16)×8+600×4+290×8+320×0+4xO+3290
=9930μs≡≧9.9ms
輸入ON延吋是指一介輸入没各杁牧到～介職人信号后至将一ノトPC
輸入蛮力ON所用的和田。本系統中輸入ON延聞方1.5ms。
輸出ON延日寸是指一介輸出役畜牧到PC的一－AI輸出信号后将一介輸
出蛮力ON所用的吋同,本系統中輸出ON延財力15ms。
在合点#1的PC的拍描吋何方15ms或8ms。
在市点#7的PC的指摘吋何20ms或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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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据継接的/ノ0喧波β抑留
第8-3常
在同歩操作下的CV系列PC和C200HZ/HX!宜G/HEPC
最大1/0匪向座吋同
最大的数据燵接レO碗庇吋間接四秒情況汁算
情況1
下蟹介招当市点1itIS点7的PC拍描時間要比通汎周期吋河矢叫,将
声生最大数据鑓接レ℃陶磁吋河的数掴洗程。
輸入
↓'勧酪
t輸入ON廷尉
　りぷ　ロココ
きm;」『
　程序
在宿点#1的PC
圏1ノ。綱
■繍鎌
卜h'・■一－P-一一1
文②{
+－C。nt,。11。曲k単磁灘理
:
★
一←一－r-一一戸一一■卜ーー－r-一一+一致i踏篭接待送
　　　
　　
通綱期綱L.一,f㈲]L→C。・知日・・L噸元継繊
　じ
{上一次通訳周期数据1
「一一「
　　
氷(4)T
在営点#7的PC
〔
竃程序
1蹴剛者□
輸出ON延肘
1,2,3・口
数据縫接|∫O胸座対向輸出
上関中指出了在処理迂程常会声生麺遅延吋,増加数据縫接1/O駒泣
財団的四分点。
1.輸入在1,io刷新之后口上到辻PC,在被旗人PC之前声生至多一介
拍描周期的延吋。
2.在市点#1的PC送出使真成力投牌芋点的令牌后島上置生数据交
換,数据在数据鑓i接処理中侍送之前声生至多一一－Al通汎周期吋同的
延吋。
3,在令点#7,来目前一介数据交換的数据倍旧在付送中,在輸入被漢
人PC之前声生至多一介拍描周期的延吋。
4.数据交換処理中侍送的数据在数据交換之后到迭弔意#7的PC,因
此数据只有到下一次数据交換吋才能漢人PC,声生至多一・一・Alts描周
期的延吋。
在単次数据交換中可以交換的最大字数射干CV系列PC至多力2000
字,対手C200HZ/HX/HG/HEPC至多力4000Sz。
最大数据縫接1/0駒1立時間的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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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継接的//o喧ノ立付何
第8-3市
輸入ON延吋      1.5ms
市点#1的PC白描日鋼×2   15ms×2
通凧周期1相可×3        9,9msx3
θ古点#7的PC拍揃吋岡×3(見注)   20ms×3(兄注〉
輸出ON延吋      15ms
忌汁(数据髄接1/Oη引立対向)     136,2ms
注類聚数据鍵接的忌字数火干毎次数据交換可以交換的最大字数,最大
i数据縫接1/O哨鹿討河内市点#7的PCお推問何×4喚声会増加1/O
延吋。
情況2
当市点#1的PC的打描吋伺≧遺沢周期吋何両市点#7的PC的担描
吋聞く通汎周期時潮吋,会声生最大数据鍵接レOl何位時間的数据流
程如下国所示。
輸入
1一齢鈴口li。賭
巴竺竺康据交換
幸i三
　程序　
　寵幸点#t的PC
素
ePt'■,C加tr・lterLinkSP.元種巡
:
・・ト一一トk－千・数据髄接倍送
ト　
　
通訳周期吋同ts_÷ContrellerLink単元
1侍送赴理
|
r'…"「
*(3)i
樽鯖7的pc….離r:1
トーー一→
一村ヨ描周期
輸出投各各
輸出ON廷尉
3,2,3…
数据縫接1/O嫡座付同
輸出
上田中有三Ai地方会延ms5L5理,増加数据縫接1/O駒泣付図。
1.輸入在1/O届9,lj后吊上到迭PC,在PC漢人輸入之前方生苦多－Al
打揚周期的死因。
2.夜市点#1的PO送出使真成釣友牌廿点的令牌后隅上表生麩据交換,数
据在数据縫接妙理中倍速之前声生至多一介通韻周期日寸間的死時。
3.数据交換処理中侍送的数据在数据交換之后製法辛点#7的PC,園
地数据只有到下一次数据交換吋オ能旗人PC,声生至多一介]ヨ描周
期的延吋。
在単次数据交換中可以交換的最大字数,対手CV系列PC至多力2000
字,対C200HZ剤X/HG/HEPC至多力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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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毎接的/刀つ吻砿財/旬
第8-3芋
飯大数据縫接1/Oロ向座日寸河的汁算如下
輸入ON延吋      15ms
干r点中的PC拍描対向×2  15ms×2
通訊周期…吋1司×3      9.9ms×3
芋点#7的PC抱描日寸同×2(見注)   8ms×2(児注)
輸出ON延吋      15ms
忌計(数据髄接1/O日向庇対向)     92,2ms
注如果数据燵接的忌字数大子毎次数据交換可以交換的最大字数,最大
i数据縫接1/OP向座吋間力廿点#7的PC担描』時間×3。
喚声会増加1/O延吋。
情況3
当千点#1的PC的拍描吋周く遺沢周期吋河南廿点#7的PC的才ヨi描
時間〉通訳周期吋間吋,将会声生長大数据鍵接ロ向座吋1旬的数据流程
如下闇所示。
輸入
1'酬入酪
輸入ON延肘
i…「ご
「
ー↓v〈舌
A
序
程
「
「在苓点#1的PC
口v・刷新
幽教鞭換
(2)i
オ
←一一→ControllerLink単元倍速批理
II
‡l
Y-一←一一→一一酬←-r－致据焼接倍送
ト　　パ
通繊麗㌶三i"-rt－徹騨元佳綱
的数据・1
　ドロ　コゴ
ミ　
lx(4)1
在辛点#7的PC「「
一1
輸出没各・
輸出ON延吋
1,2,3…
数据娃接ヨノO胸座村岡輸出
上恩中有四介地方会延返赴理,増加数据縫接的1/oa向座吋1旬。
1,輸入在1・℃刷新后島上到込PC,在PO撲人輸入之前声生至多一介
拍描周期的延吋。
2.在A点,前一次交換的数据伍然在貨送,因此不能遊行新的数据交
換,声生一介通訳周期時間的延吋,男外,在辛点#1的PC送出使其
成力投牌弔点的令牌后弓上麦生数据交換,数据在数据縫接牡理中
侍送之前声生男外的一介通汎周期吋伺的延吋。
3,在争点#7,来自前一ノト数据交換的数据仰旧在任送,在輸入被漢人
PC之前声生至多一介招猫周期的延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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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瑳接的1∠つ脚注肘何
第8-3市
4,数据交換6L5理中侍送的数据,在数据交換之后郵送市点#7的PC,
因此数据只着到下一次数据交換吋才能旗人PC,声生至多一介]ヨ描
周期的延吋。
在単次i数据交換中可以交i換最大字数射干CV系列PC至多力2000字,
対手C200HZ/H×/HG/H∈PC至多>g4000Si。
最大数据縫接1/O明応吋同射流算如下:
輸入ON延吋      1.5ms
黄点#1的PC拍描吋1司x2   8ms×2
通汎周期対向x3  9,9msx3
芋点#7的PC拍描吋1司x3(見注〉    20msx3(見住)
輸出ON延吋      15ms
息汁(数据髄接{/O的痢庇町河)     122.2ms
注如果数据健接的息字数火干毎次数据交換可以交換的最大字数,最大
i数据縫接胸座対向力‡r点#1的PC指摘射向×4。
燥声会増加1/O延吋。
情況4
当r片点#1的PC的白描吋同く通汎周期吋間,而市点#7的PC的拍描
贈周く通汎周期時間,将会声生長大数据燵接桐泣吋同的数据流程如
下国所示。
㌣_;-1購
‖
　ココロココヨ
よ(・1『
程序
在営点#1的PC
IFl×▼
A
・・‖
　
通訳周期吋阿
(2)Lc。nt,。|1,,Li,k単元tg送鯉
ウ.数据笹掻侍送
在苓点#7的PC・一
…
』ControllerLink単元特選赴理
i(3}
前一十通慨」一一一
周期数据↓{
寺
一
1イ・拍描周期
輸出没書'
輸出ON延吋
1,2,3…
数据娃接〃O吻血対向輸出
上国中有三分地方会延退赴理,増加数鋸鎌接的1/O明応対向。
1,輸入在1/0刷新后吊上到iSPC,在PC漢人輸入之前声生至多一イ'
拍描周期的延吋。
2.在A点,前一次交換的数据伍然在貨送中,因此不能遊行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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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裾麓接磁1イ)opZI?fior/旬
第8-3芳
交換,声生一介通訳周期吋何的延吋。男外,在市点#1的PC送出
使其成釣友牌市点的令牌后吊上麦生数据交換,数据在数据鍵i接処
理中侍送之前去声生男一介一介通汎周期目引旬的延吋。
3,在数据鍵接赴理中侍送的数据到迷在方点#フ的PC吋,PC正在送
行数据交換,因此数据在下一次数据交換之前元法旗人PC中,声生
至多一ノト摘播周期的延吋,
在単全数据交換中可以交換的最大字数射干CV系列PC至多力2000
字,射干C200HZ/HX瀦G/HEPC至多〕勺4000字。
最大数据鑓i接肋0哨鹿討同的計算如下:
論人ON延吋      1,51ws
通訳周期吋1司x4 9,9ms×4
中点#7的PC担描吋;司x2(見注)     8ms×2(見注〉
輸出ON延吋      15ms
忌汁(数据縫接1/O的111句歳時1司) 88,1ms
注如果数据燵的忌字数大子毎次数据交換可以交換酌量大字数,最大数
据鑓接嫡鹿討回方市点#7的PG]弓描吋河×3。
曝声会増力Rl/O延吋。
最小皿向座吋筒
輸入
一輸入没各
輸入ON延BJ
lご壁巴,
　
■憂=鴎[=工[櫛点#抽pc
lC。nt,。ll。,L騨酷巡廻
←「
▼数据縫接後送
・一トー十一ー一1-・
トー－f小拍描周期
通訳周期村岡↓ト一一ー一一→1
「程彫
目1/o届噺
回数撤換
　在葡点#7的PC
－揃出没各
輸出ON延対
数据縫接〃O刺虚時間
輸出
最小数据縫接1/O内座時間的汁算如下=
輸入ON延対      1.5ms
㌣点#1的PC打描剛司      15ms
通派周期吋同    9,9ms
市点#7的PC拍描時間      20ms
輸出ON延吋      15ms
息汁(数据縫接110的前座時間)     61.4ms
注如乗数据燵接的息字数大子毎次交換可以性理的最大字数,最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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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据継接的ノ%)碗左腕プノ旬
第8-3市
燵i接n向1立付同力布点#7的PC拍描吋洞×3。
嘆声会増加1/○死時。
在昇歩操作下的CV系列PC
最大‖向座吋周
=
輸入没書
納入ON延対
自)
幽
1,2,3…
↓
(2)
,.'・・.
←一－IControllerLin単元借送赴理
"「ニゴー滋据継継
通識周期日帽1.1
ト■一■】Cont「ollerLin単元イき送身上理
・前一十通識
1周期数据
外没服各回隔
ト←一ーー一
1分担描周期
輸出投各・・
数据鑓接1∫o物部寸間輸出
上圏中有五ノト地方会使赴理延退,増加数据描i接IAOロ向座吋間
'1,輸入在vo刷新后島上到迭PC,在PC漢人輸入之河戸生至多一介
指摘周期的延日寸。
2.在fF点#1的PC送出使真成力笈牌市点的令牌后吊上麦生数据交
i換,数据在数据縫接妙理中倍速之前声生至多一ー一・AI通汎周期吋間的
延日寸。
3,在営点#7,来自前一ノト数据交換的数据伍旧在倍速中,輸入被旗人
PC之蔀戸生至多…ノト指摘周期的延吋。
4,数据交換赴理中侍送的数据在数据交換之后到迭合点#7的PC,因
此数据只有到下一次的数据交換吋才能旗人PC,声生至多一介外没
月艮努i旬隔白勺延日寸,
一次数据交換中可以倍速至多2000字,因此如果佳送字数多子2000,
将会戸生男一・↑汐卜没服努河隔的延吋。
5,在づ青煮#7的PC執行了指令后牧到i数据,将会声嚢多至一ノ↑']ヨi描周
期的延吋。
假定=皆点#1和㌣点#7的PC的外没腋芽間隔力10ms,最大数据縫接
1/O日向庇吋同的汁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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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瑳接的//0吻血刀ぱ周
第8-3市
輸入ON延退      1.5ms
在荷点#]的PC打描ll梱×2 15ms×2
在市点#1的F℃的外役服釣旬隔     ]Oms
通測吊棚寸向×4 9,9ms×4
在廿点#7白和PC的タト没月艮努ll司P筒×2  10ms×2
在「声点#7的PC打掃射向×2(見注) 20ms×2(見注)
輸出ON延退      15πrs
息汁(数据雛接1/○|1向疵|1寸簡)  156,1ms
注如乗数据燵接的忌字数大汗毎次数据交換可以交換的最大字数,最大
数据髄i接n向5重日r打田撲日宇、点#7的PCまEl[tta"H{Si'Gj×3。
嘆声余土曽力01/O延日寸D
最小噛庄吋筒
輸'・
上
一輸入没各
t弁才a描周期
口
囲〃O届噺
:]蛭蟹二=====護=====麗=在寸古点#i的PC
㌦
一夕卜没避艮{勢1旬隔
数据処理1博'回
数据焼接付送
数据姓理博同
一・病身ト投力[乏各「日]隔
程序=二匿在櫟#7的PC
・一緬蹴
輸出ON延月寸
数据娃接〃o内応対向
在此情況下,数据交換所需的数据姓理財同和数据侍送付同是不能忽
略井必須包括寝汗真中的。
毎分副司可以按如下衆破産。
数据赴理吋伺(兄弟145寅)
0,0025×(8+16)×8+4.7=5.18…≧≡5.2ms
数据侍送付湖
数据佳送付河依波特率的不同而変化。
波特車  数据佳送附洵
2Mbps   数据雛桜字数×O.008ms
]Mbps   数据ξ連接字数×0.016ms
500Kbps 数皇居鎖i圭妾字数×0,032ms
在此例中,数据縫接手i数力(8+16)×8・192,函此数据侍逃口寸間可以
白下式決定
0.008×(8+16)×8=1.536i≡≧小5rhs
佃定在芳意#1和芋点#7的PC的指令執行吋同和1/O刷新吋同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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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苺延辺吋1旬
第8-4芋
汁力1ms。最小数鋸鎌i接1/O胸座日寸岡釣計算如下:
輸入ON延吋      1.5ms
憤点#7的PC指令執行吋1司+1/O刷新日針口   1ms
数据赴理吋1旬   5,2ms
数据縫接待送時間        1,5ms
数据娃理財阿    5,2ms
廿点#7的PC的指令執行H寸間+1/0刷新吋何   細s
輸出ON延肘      15ms
息汁(数据髄接i/O砲座日寸間〉    30.7ms
喚声会増加1/O延吋。
8-4信息延返討間
8-4-1
SEND(192)
CV系列PC
下文中的丙張圏i表用来指示処理的順序,使得用飛龍膿汁算SEND(192)
或RECV(393)被執行和数据被存人目椋或源市点的存緒区之間預汁会声
生的最大退廷吋同,存傭后的数据可供程序中的真言指令使用。
下面的團表表示夙用戸程序]丸行SEND(192)到ControllerLink単元将
数据存人目赤革元的存緒器中之筒声生酌量天延返討同的数据流程。
注要碗杁考慮到了数据縫接和程序執行所需的吋1旬,在下列車没有包括
逮些吋河。
SEND(192)
担桁
最大楼送延肘
焼接服各赴理
(源市点)
数据存入
縫接服各女上理(目椋弔意)
最大倍速延退=鍵接単元服タ}間隔(源争点)+縫接服秀処理(源市点)
+侍送赴理+通汎周期吋同+侍送延退+接収性理+鍵接単元服各回
隔(副示干r点)÷縫接服努赴理(目桁i市点)。
髄i接服努同隔(源市点和日柄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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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延辺吋1旬
第8-4下
縫接服努取決手PC的執行方式,在源市点和自称辛点的執行方式不必
相同。
在園歩執行吋,毎分PC執行周期遊行一次縫接服各。在昇歩執行吋,
按外役服各間隔逃行鍵接服各。鋼令参児CV系列PC操作季肋:梯形
圏部分。
燵接服書処理(源常点和目伝令点}
鍵接服書起理有戸C的外没服秀相同,対(㎞trdlerUnk単元来説文釣需1ms。
借送処理
侍送的字数×0.OOO75ms+2ms
通汎周期対向{当数据縫接不工作吋}
見"8-2通汎周期的1旬"
侍送延返付淘
佳送延追討河依波特率爾変化
波牌i鶴醍醐     
2Mbps   侍送的字数×0.008+0.112ms
1Mbps   付送的字数×0、016+0,224ms
500Kbps イ寺送的字数×0、032+0,448ms
接収地理
侍送的字数×0,00075+1,3ms
注1/○ロ向虚日引旬可能会由rF燥声或当数据鑓接遠行肘能磐侍送核的数量
限制而増加。
例:
在本例中,系統有32・↑'弔意,要汁算一条笈送256介学的指令酌量犬
侍送延退。図烙規格的綱常如下:
波特率12Mbps
最大羊点地til:32
d口,点数量:32
毎分通訳周期的接牌市点数:4
源市点執行方式:同歩
目椋市点執行方式:昇歩
字数:256
数据縫接=不工作
縫接服各間隔(源市点)    PC拍描吋何(源市点)
鑓接眼各赴理(頓智点)    1ms
佳送赴理        0.00075×256+2=2、192…≧2.2ms
通風周期吋伺(見注)      600×4÷110×32+320×0+4×0+2.290=8210μs≡8.2rns
侍送遅退        0,008×256+0.112=2.16三≡2.2ms
接収性理        0.00075×256+1.13==1,492≡≡…≡1.5ms
髄接服副司隔(自称常点)  根掘編程没各的要求
健接服各赴理(自称苓点〉 1ms
,懲汁(最大侍送延退)     F℃指摘対向(源廿点)+外没服各河開く臼杵市点)+16.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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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廷辺β寸/旬
第8-4令
注汁算通iK周期吋間吋假定在SEND命令之前没有布点友送事件岐。
RISCV(193}指令最大延返討洞
見用戸程序執行RECV(193)指令到ControllerLink単元将数据存人本
地単元的存儲区之濁声生最大侍送河隔的数据流程描述如下。
注要碗沃考慮到了数据縫接和程序執行所需要的吋間,左下例中波有包
括逮些吋河。
R|……CV(193}
被執行
数据存傭
L.一,.,.縫接服各館理(源市点)
Lr楼送地理(命令)
－
jC-一'縫i接服各処理(源辛煮)
'　一「一斑接服各阿隔(源市点)
r－接収処理o胸座)
事一一佳遊処返(内座)
一
作送延退(命令)L
接収赴理(命令)『
－
s'一一'・・一一…,・,佳送赴理(内位)
健接眼各間隔(目椋零点)
一挺i接服拓処理(目椋辛点)
通搬周期
最大梼送延迫
最大侍送延退=縫接願書間隔(源市点)+縫接眼努性理(源筆意)+後
送娃理(命令)+通汎周期÷侍送延退(命令)+接収赴理(命令)+欝i接
服努間隔(日柄i市点)+燵接服努姑理(日赤市点)+侍送姑理(哨泣)+
通訳周期+侍送延退(明応)+接収赴理(桐泣)+縫i接服努間隔(源市
点〉+縫接眼努赴理(源市点〉。
鎧i接服努間隔{源常点和副示常点)
鍵接眼秀取決手PC的執行方式。源市点利目椋市点的PC執行方式不
必相同。
在同歩執行吋,毎分PC執行周期遊行一次鑓接眼各。在昇歩執行吋,
按外改版努間隔遊行縫接服各,鋼市参見CV系列PC操作手冊:梯形
圏。
縫接服多処理(源常点和白都下点}
縫接眼努{娃理与PC的外役服努相同,対CiontrollerLlnk単元来説大約
諾1ms。
使送赴理
命令:2ms
噛位:侍送字数×O.OOO75ms+2ms
通汎周期吋剛数据縫接不工作肘}
児"8-2通訊周期吋何"。
侍送延返討河
侍送延返討何依波特率而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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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息延辺吋周
第8-4苛
波特率  侍送延迫町画
2Mbps   侍送的字数×0.008+0,112ms
1Mbρs  侍送的字数×0.016+0.224ms
500Kbps 倍速的字数×0.032+O.448ms
注命令:計算侍送付同時假定侍送的字数力零。
胴庇:根掘被倍速的字数来汁算侍送延返討間
接牧処理
命令=1,3ms
胸座:侍送的字数×0.00075ms+2ms
ぱ〕痢座付何可能会白干嘆声或当数据髄接這行吋能纏持送頓的数量
限制茄『±曽力a。
例:
在本初中,系統有32イト辛煮,要汁算一条接牧256分字的指令的最大
侍送延退。同格規格的鋼市如下:
波特…率:2Mbps
最大零点地趾=32
辛点数32
毎Al通訳周期的接牌市点数;4
源市点執行方式:
自称市点執行方式:
字類
数据鑓接:
同歩
昇歩
256
不工作
鍵接単元服巻(源弟`点)x2 PC緑榔寸間(源争点)×2
鍵接月良日}女±理(源情意)×2    1msx2=2ms
佳送赴理(命令)  2ms
通汎周期x2(見住)        (600x4ナ]10×32+320xO+4xO+2290)x2=82101エsx2i≡16,4ms
侍送延退(命令)  O.112≡0,1ms
接収妙理(命令)  1.3ms
縫接服各間隔(目椋市点)  根据縮程没各的要求(目椋辛煮)
縫接服巻処理(目椋輩点)  1ms
侍送蛇理(廟屋z) 0.OOO75×256+2=2.192≡2.2ms
侍退廷退㈹泣)   0.008×256+0.112=2.16≡≧≡2,2r7rs
接収処理(胸座)  0.00075×256+2=2,192…≧≡2.2ms
忌汁(最大侍送延退)      F℃招猫吋同(源争点)×2+外没服芳醇河(周縁枯点)+29,4ms
浅井算通汎周期吋同時假定在RECV命令之前没有布点友送事件頓。
8・-4-2C200正IZ/HX/HG/HEPC
SEND(90)下面的困衰表示杁用戸程序執行SEND(90)到ControllerLink単元将数
据存人目栃i単元的存儲器中之同声生最大延返討同的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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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延辺吋/可
第8-4申
SE…ND(90)
抗行
r←一一ーー一一一一ー一一最大倍速延退一一ーー一一ーーー一一一一ー一
致据存入
最大侍送延退=鍵接単元服秀河隔(源市点)+侍送蛙理+通汎周期吋
同+佳退廷退+接収赴理+鑓i接単元服各回隔(日赤市点)。
縫接単元服努間隔{源市点和目椋布点}
鍵接眼各赴理与PC的外役肌身相同,対手ControllerLink単元衆説大
釣1ms。
侍送赴理
桐泣:侍送的字i数×0,00125ms+3ms
通汎周期吋淘{数据縫接不工作吋}
児"8-2通汎周期吋同"
侍避妊返討尚
侍送延退時依波特率爾変化
波特車  侍送煙返吋河
2Mbps   侍送的字数×0,008+0.112ms
1Mbps   侍選曲字数×0.OI6十〇.224ms
500Kbps 侍送的字数×O.032+0.448ms
接収赴理
ロ向座:侍送的字i数×0.OO125ms+2.3ms
注1/Oロ向疵吋間可能由予喚声或数据縫接退行吋能移侍送的頓数的限制
而増加。
例=
在本例中,系統有32介市点,要汁算一条笈送256介学的指令酌量犬
侍送延退。同格規格的細辛如下:
波特率12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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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日雇辺助句
集8-4令
最大市点数:32
孝r点数:32
接牌羊点数:4
字凱256
数据縫接:停止
鮭接単元服各(源芋点〉   PCi白描腰間(源芋点)
侍送赴理        0.00125×256+3=3、32三≧3.3ms
通訳周期吋1司(見渡)     600×4+110x32+320×0+4xO+2290=8210μ5三≧8.2ms
待遇延退(命令)  0.OO8×256+0,112=2、16≡≧≡2,2ms
接収性理        0.00125x256+2.3=2,62≡≧2,6ms
縫接∬艮各1司隔(目椋市点)       PC拍描吋1旬(目椋市点)
縫接眼副司隔(目椋廿点)  根掘縮程没各的要求(目椋廿点)
忌汁(最大債送遅退)      F℃拍描吋1司(源市点)+外没服借問1司(目板噛点)+16.3ms
注汁算通汎用期日由旬吋假定在SEND命令之前没有廿点笈送事件頓。
RECV(98)指令的最大延返討同
私用戸程序執行RECV(98)指令到Controllerしink単元将数据存人本地
単元的存緒区之河戸生最大侍送同隔的数鋸挽程描述如下。
注要碗駄考慮到了数据縫接和程序執行所需要的日引田,在下列中段有包
括迭些吋同。
REICV(98}
執行
数据存入
                最大梼送延退            
        「1             …」i… 
1       ▼      lIllll▼.}              ll鑓麟元脇侍送赴≡理(酬[己送::鯉噸)▲通報周期
}1樟送延退接収赴理(命令)ll              1}      1       lll借送処理(内座)縫接単元服各
lllI『lll{1                             
最大侍送延退=鍵接単元服努間隔(源市点)+貨送性理(命令)+通訳
周期+侍送延退(命令)+接牧妙理(命令)÷鑓接単元服努同隔(目椋
市点)+倍速赴理(胸座)÷通汎周期+侍送延退(呵庇)+接収赴理(胸
底〉+鍵接単元服各回隔(源辛点〉。
縫接服書画隔{源■点利目禄市点}
縫接服努娃理与PC的外役服秀相同,対iFControlierLink単元来説大
釣力1ms。
侍送地理
命令:2ms
ロ向疵:侍送字数×0,00125ms+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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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信延辺吋1旬
第8-4市
通汎周期吋飼(数据縫接不工作吋}
ynd"s-2通董乱用期日寸IM'7
僑送延返討同
侍送延追討何依波特率爾変化
激特率  侍送延退時阿
2Mbps   特選的字数×0、008+0.1]2ms
掘bps   イ音速的字数xO.016+0.224ms
500Kbps 借送的字数×0.032+0.448ms
注命令:汁算後送延退時同時假定侍送字数歯零。
ロ向座:根掘停送的字数,計算後送延返討同。
接牧処理
命令:2、3ms
ロ向座:侍送的字数×O,OO125ms+2.3ms
レ○嫡泣対向可能由rF嘆声或数据縫接送行吋能鞍侍送的鞍数的限制
而増加。
例:
在本例中,系統有32・↑'廿点,要計算一一条接ig256Al字的指令酌量犬
侍送延退。園路規格的細布如下:
波特率=2Mbρs
最大■魚鱗32
市点数:32
接牌弔意熱4
字蜘256
数据縫接:停止
縫接単元服努(源情意)    PC拍描吋岡(源廿点)
イ寺送処理(命令)        O.OO125×256+3=3,32…≧3.3ms
通訳周期吋1司(見注)     600×4+1]O×32+320×O÷・4×0+2290=8210μs…≧≡8,2ms
侍送延退(命令)  O.008×256+0.112=2,16≡≡2.2ms
接収性理(命令)  0,00125×256+2.3=2.62≡≧2.6ms
燵接服各間隔(目稼手点)  PC打掃吋伺(周縁苓点)
娃接眼副司隔(目振方点)  根掘端麗没各的要求(日録争点)
思う十(最大侍送極込)    F℃拍描対向(源芋点)×2+外没服各対向(目録市点)+29.9ms
注計算通汎周期対向吋假定在RECV命令之前没有廿点炭送事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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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故障栓査和雄炉
本章提供了検査在Contro‖erLink単元遠行期同友生故障的有美信息,以及日常検査清
隔和英官推参泣程。
9-一一1使用指示灯避行故障検査
9-1-1
9--1--2
C200HZ/HX/}-iG/}-IEControllerLinkSlk元
CV系列Contro11erLink単元
9-2状志区域和故障栓査
9-2-1
9--2-2
C200HZ/HX/HG/HEControllerLink単元
CV系列ControllerLink単元
9-3出惜↓日乗
9-3--3出錯竜泉表
9--3--2出錯代鶴
9-3-3
懐取和清除出惜氾乗
清浩
検査
9-5操作的注意事項
9・-5-1
9-5-2
9--5-3
査
検12
和【一
士ロ44
瀞90←
司
9
更換単元
在更換后対単元避行設置
更換単元
6262656868孤787879誕85858586868687
1111]パー140パー111111㎡1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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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ノ百ヨ告示灯遡ξ行故障r鹸査
第9-1市・
9--1使用指示灯避行故障栓査
9-1-1
本市描述由ControllerLink単元指示灯指示的故障和可能刻正射方法。
C200HZ/HX/HG/HEControllerLink単元
RUNI送行
ERC,通報出惜
lNS;加入同格
LNK言数据鑓接
MIA`数据髄接方式
用RUN,ERC,ERH和INS指示灯遊行故障検査
RUN,ERC,ERH和INS指示灯可以用来検査Contro‖erLink単元的眉幼
和岡狢加人的i操作是否正常。
注在執行下列任何一介操作之前妻碗荻美岡了PG的屯源。
・翫弄単元或連接器
・固定単元或連接器
・設置硬件升美
指示灯                          可能的原因      可能釧正的方法
RUN     ERC     ERH     INS             
亮      暗      暗      亮      単元遠行正常;詞絡加人正常       －
ll音    亮      一      一      ControllerLink単元故障  将単元安装到男一台PC上,如果ERC指示灯伍亮則更換CcntrollerLink単元
暗      暗      暗      暗      PC的屯源没有正常供屯    栓査供屯屯圧井按要求電圧供屯
                                C加悦llげUnk単元松脱    固定Co耐ollerLink単元
                                忌銭連接単元松脱        紫固忌銭連接単元上的安装螺廷
                                ControllerUnk単元被安装在錯俣陶棺口上   i参」凪``3-2-1C200}→Z/HX/HG/HEPC的安装"井正硫安装単元
                                ControllerLink単元故障  将単元安装到男一台PC上,如来指示灯伍不売則更換ControllerLink.単元
亮      亮      一      暗      苗意地批超出没置花囹    在1至32之陶重新設置芋点地批
                                丙介不同的単元使用'了相同的質点地祉     重新没鷺便衣同一介同格中毎分苛意地趾只被使用一次
亮      一,     亮      一      路経義汲置錯或一介路径表使能位設置借    重新生成井正碗設置路程表,参見"7-4汲置路径表"。如果不使用路径表,将路経義使能位ると量ニヲO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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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ヨ皆示灯遊行故障稔査
第9-1市
指示灯                                  可能刻正的方法
                                可能的原因      
RUN     ERC     ER獄    INS             
亮      一      亮      一      単元女装了一台不兼容    参見"1-2-4Cont回lerUnk単元模快和
                                的PC上  R⊃",井在舎遣的PC上重斬実装単元
                                PC笈生錯俣      参見PC的操作手冊且剖正鵠俣。如果
                                        錯俣伍麦生,更換PC
                                田中OM出錯      参見"9-2状志区域和故障検査",純正
                                        投壷措俣的数据井宴位単元。如果出惜
                                        再次麦生,更換ContrdlerUnk単元
亮      一      一      暗      終端屯阻的設置不正{萌   將岡烙南端市点的鍵端屯阻波方ON,
                                        将所有英霊市点的終端屯阻投力OFF。
                                亀裂連接不正碗  検査屯纏連接,重新正碗連接
                                市点地趾大子在同格参    或是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重斬没
                                数中設置的最大芋点地    置最大¶点地趾。
                                趾。    或是重語没置市点地蛙使其小子最大
                                        値。
                                不存在共営市点  碗砿在同格中至少有二介或更多的市
                                        点。
                                没有被設置成釣友牌常    参見"8-1-2設置友牌和接牌苓点",
                                点的市点。      井没畳至少一介友牌常点。
                                        (ControllerUnk単元一般庇設置力投牌
                                        市点)
                                同一台PC上段置了一      重斬没置使得毎十操作班別只使用一
                                次以上的同一操作扱      次。
                                別。    
                                日銭連接単元松脱        蒙国忌銭連接単元上的安装螺当
用LNK和M/A指示灯栓査故障
数据鍵接不能店劫
下表描述在席劫中点上的LNK和M/A指示灯,以及当数据燵接不能店
幼時如何用宮伯来栓査故障。
自助数据鑓i接的前提是ControllerLink単元這行正常井加人了同格。
参見本章前面的用RUN,ERC,ERH和INS指示灯遊行故障検査部分,井
在使用下表前検査単元的送行。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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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ノ吾指示柔ア遊Zテ故障酸基
第9-1事
指示灯          可能的原因      可能純正的方法
LNK     M/A             
亮      一      数据縫接遺行正常        一
菌爆    一      数据継接表布錯  当ERH指示灯囚畑日寸,重新生成井没置数据縫接表
                当使用人工没置付,可能数据斑i接表投宿建立在宿劫廿点上,或者数据髄i接表中有一介錯俣。      謬見"5-2-2人工設置",力肩幼付点投獄数据鑓接表
                当使用自動投獄吋,可能没有力自動廿点没置数据縫接参数,或者数据健接義甲有一介惜俣。        参見"5-2-4自動設置",力自助数据鍵接没置目劫参数。
暗      亮      人:r:汲置的数据催接日経在同一岡堵中道行。       停止道行中的人工汲置数鋸髄接,井重新宿幼数据鑓接。
暗      1暗     自動没鶯的数据鍵接已鑑在同一岡絡中道行。        停止追行中的自助没置数据縫接,井重新店劫数据鑓接。
                自切廿点的PC出惜。      参児PC的操作芋1肋井釧正鵠諜,如構淡明旧友生,更換PC
合点不能加入数据縫接
下表描述当一ノト市点不能加人数据縫接吋的LNK和M/A指示灯。
加人数据鑓接的前提是ControllerLink単元這行正常井加人了隅絡。
参児本章前面舶用RUN,ERq,ERH和INS指示灯遊行故障栓査部分,井
在使用下表前検査単元的道行。
指示灯          可能的原因      可能間正的方法
LNK     M/A             
亮      一      数据縫接送行正常        一
因燥    亮      当使用人工没置吋,数据鑓接表中有一介錨俣。       参兄"5-2-2人工没置",持重新生成数抱笹接表。
囚妬    暗      当使用自切汲置吋,在宿劫苗点的数据縫接参数射干本地市点不正碗(数据縫接区域造出本地苦点的萢岡)。   参見"5-2-4自助設置",重斬設置用子自助甘煮的DM区的参数,以使本地蒲魚能加人数据縫接,井重新自切数据鍵接。
暗      亮      対人工設置,没有力本地苗点渡殿数据縫接表。       力本地苓点没置数据鑓接i表
暗      暗      対自功汲置,月切苦点技有汲置成加人数据継接。     停1と数据縫接,重新生成和没景在宿功芋点的DM区中的参数,然后重斬肩劫数据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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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廃1指示灯遊行故障栓査
第9--1=?r
数据縫接不能停止
停止数据縫接的前提是ControllerLink単元這行正常井加人了阿烙。
在拭圏中止道行前聞漢土面的説明。
注杁LNK指示灯内孫(表明数裾捌i接在工作)的市点停止数据鑓接,不能
杁没有工作的数据鍵i接的市点停止数据鑓接。
9-1-2CV系列ContrellerLink単元
RUN・送行
ERC(通汎出惜
lNS:加入阿銘
LNK,数据髄接
M/A‡数据鍵接方式
用RUN,ERC,ERH和INS指示灯遊行故障検査
RUN,ERC,ERH和|NS指示灯可以用来栓査ControllerLink単元的宿劫
和図絡加人的操作是否正常。
注在挟荷下列任何一ー一・Al操作之前要碗杁美閉了PC的屯源
・断升単元或連接器
・固定単元或達]妄語
・汲置硬件i汗芙
指示灯                          可能的原因      可能純正的方法
RUN     ERC     ERH     INS             
亮      晴      暗      亮      単元送行正常洞絡加人正常。      一
時      亮      一      一      CcntrollerU酩単元故障   将単元安装到男一台POJ二,効果日=℃指示灯伍亮則更換OontrollerUnk単元。
暗      賠r`'-  暗      暗i     PC的屯源没有正常供屯    検査供屯屯』玉,芽接要求電圧供屯。
                                Cmtro‖erUnk単元松脱    固定C。ntrolierLink単元。
                                ContrOllerLbk単元被安装在錯涙的槽口上   参見"3-2-2CV系　りPC"井」]Eη角安装単元。
                                Ccntro‖erLink単元故障  将単元女装勤労一台PC上,如果指示灯偶然不亮.則更換ControllerLink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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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示力1遊行故障槌査
第9-1辛
指示灯                                  
                                可能的原因      可能糾正射方法
RUN     ERC     ERH     INS             
亮      亮      一      暗      芋点地批超出没置苑圏    在1至32之1司重新汲置古点地趾。
                                阿分不同的単元使用了    重新設置健在同一介回路中傷介芋点
                                相同的市点地域  地虹只被使用・一一次。
亮      一      亮      一      路程表設置出惜  重新生成井正価汲置路径衷,参見"7一
                                        4設置路程表"。如不便帰路径表,将
                                        其見存儲器中側除。
                                単元安装在一台不兼容    参』L　1-2-4ControlierLink単ラ己模訣
                                的PC上  和PC、在合這的PC上玉新安装単元。
                                PC中皮生季玩    参見PC的操作手班井釧正鵠俣。如果
                                        戸俣{乃友生,更換PC。
                                巨EPROM出錨     参見9-2状杏区域和故障検査",刻意
                                        没生錯俣的数据井夏位単元。如来由緒
                                        更次炭生,更換C㎝trollerLmk単元。
                                単元号没有段里程0至     重斬将単元号設置在0至15的氾醐之
                                15的池田之内    内。
                                同一辛単元号在同一台    重新汲置,使毎一台単元号在同一一台
                                PG上設置多子一次        PC上板使用一次(包括拡展的CPU腐
                                        板)
                                没有方PC建立1/O表,      カPC建立正腕前}/O表。
                                或者官イ1]有故障        
亮      一      一      陪      終端屯阻的設置不正碗    将阿烙的南端市点的終端砲艦投力
                                        ON,将所有其官的争点的終端屯阻殴
                                        カOFF。
                                宅地連接不正碗  栓査屯地的連接,井重新正碗迎接。
                                苦意地祉大子桂岡路参    要客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重新政
                                数中段霊的最大市点地    置鼓太市点地趾。
                                趾      要4重新汲置苦点地批使其小子最大
                                        値。
                                不存在共立苓点  碗臥海開路中里少有二介或更多的芋
                                        点存在。
                                没有被設置成力投牌市    参児"8-1-2汲置友牌和接牌寸;点",
                                点的美点。      井設置至少一介麦牌廿点。
                                        (通常ControllerLink単元者陣立汲置成
                                        笈牌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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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ヨ皆示耀行故障稔査
第9-115
用LNK和M/A指示灯柱査故障
数据縫接不能眉劫
下表描述在眉劫市』点上的LNK和M/A指示灯,以及当i数据縫接不能肩
訪問如何用言伯来検査故障。
肩劫数据焼接的前提是ControilerLink単元這行正常井加人了岡染,参
見本章前面的用RUN,URC,ERH和INS指示灯遊行故障栓査部分,共在
使用下表前栓査単元的送行。
指示灯          可能釣原因      可能鎖正的方法
LNK     M/A             
亮      一      数据髄接道行正常        一
因抵    ・一    数据縫接表布錯  当ERH指示灯囚爆吋,重新生成井没畳数据健接表。
                当使用人工汲置吋,可能在自助市点上没有建立数据鑓接表,或者数据鍵接表中有一介錯涙  参見``5-2-2人工設置",方自動市点没置数据健接表。
                当使用自動設置吋,可能没有方宿明市点没置数据髄接参数,或者数据鮭接表中有一介錯涙  参見"5-2-4自助設置",方宿劫数据縫接設置自動参数。
暗      亮      人工没置的数裾継接日経在同一阿絡中遠行  停止追行中酌人工没置数据縫接,井重斬息劫数据縫接。
暗      暗      自切没置的数据髄i接日経在同一園路中垣行 停止追行中的自切波賀的数据縫接,井重新宿劫数据縫接。
                眉劫市点的PC出錯        参見PG的操作手冊井到正鵠俣,如錯俣価旧麦生,更換PC。
弔点不能加入数据縫接
下表描述・一介辛点不能加人数据鍵接射的LNK和M/A指示灯。
加人数据縫接的前提是Co[trollerLink単元這行正常井加人了岡染,参
見本章前面的用RUN,mc,ERH和INS指示灯遊行故障検査部分,井在
使用下表前栓査単元的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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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区域和故障稔査
第9-21S
指示灯          可能的原因      可能刻正的方法・
LNK     M/A             
亮      一      数据娃接近行正常        一
閃妊    亮      当使用人工設置吋,数据縫接家中有一介錯俣 参見"5-2-2人工没鐙",井重斬生成数据縫接表。
囚抵    暗      当使用自動没置吋,肩幼芋点上的数据鑓i接参数射干本地うr点不正碗(数据継接区域超出本地キ8点鮪遊園〉 参見"5-2-4自助設置",重新汲置用干自助常点的DM区的多数,以使本地市点能加人数据鑓接,然后重斬宿幼数据継接。
暗      亮      対人工設置,没有力本地市点没置数据娃接表。       釣本地背点没置数据鍵接表。
暗      暗1     対自劫設置,肩勧告y点没有段置成加人数据継接。    停止数据鑓接,重新生成和設置在戊動争点的DM区中的参数,然后薫新宿劫数据槌接。|
数据縫接不能停止
停止数据縫接的前提是ControlierLink単元這行正常井加人了同格。
在城圏中止送行前聞陸上面的説明。
注駄LNK指示灯囚抵(表明数据縫接在工作)的弓点停止数据継接,不能
杁没有工作的数据縫接的弓点停止数据鍵接。
9-2状恣区域和故障検査
単元的状志和Con'trolierLink単元的通訳状恋被己景在PC的状悉区
内。捜索状恣区可以浅裂出惜的原因。状恣区可以用編程器,SSS支
持軟件,或ControijerLjnk支持軟件接取。
本帯解舞状悉区的内容和供述如何検査其中妃景的錯涙。
9-2-1C200HZ/HX/HG/Mi)ControlSerLink単元
単元和同格的状杏在PC中用以下的方式指示。
状恣区
重夏操作紋別/刷新出錯=AROO
1514131211109876543210
[亜亜
IoiooiooloO9匝
{L操作級醐友生下列情醐在下一周期
L-一操作扱別0ノ咳位格置力ON(1)
1)相同的操作紋別被設置了
一次以上或
2)在ControllerLink単元ネロPC
的CPU単元之同友生馴
新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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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区域和故障強査
第9-2Y
路径表出錯/単元再肩劫位:AROl
l5141312111e9876543210
匝i     口      川・i・1・回・1・i・1・1・}・1
        」L●   L讃綴㍑隠㌫㌶難㌶1〕1・路径表出借
間鰭加入状杏:AR.08iARO9,AR12,AR13
操作紋別0操作紋別11514131211109876543210
ARO8
ARO9
り偏3
船舶
16
32
15
1
3
14
13
12
ieI9
65
87
3029282726i2524[232221
4
20
3
19
2
18
1
17
主格内的数字表示市点地趾,
対席的芋点加入城志却下:
白米加人阿路
㌔加八丁同格
通報,控制器硬件出錯,EEPROM出惜=ARILAR五5
操作紋別0操作紋別115141312111G98フ654321G
ARllAR15口1・1・1・回・1・i・回・1・1・回・1・1
ムト
已
1:通訳控制器硬件出惜
1:EEPROM出錯
月艮≦寿吋河:AR16,AR17
繊別0繊別1E・14・13・121伯0:981…・413・2101
×100×10×1×0,1
由PG汁算的毎イ、PC周期的服努・時間,以O.lms力単位,
用4位BCD掲並示。
操作級別連接状惑,不相符合的岡路参数=AR24
15141312111098765432fO
1・1・1・1・1・川               1川1・回・回・1・1
        弔      已1灘ll:::1
ふ
〕
1:不符合的岡烙参数
〕1磁歪操作紋別
友牌常点地趾,自助市点地1止:SR238,SR242
操作級男り0操作教場‖1151413121110987654321.O
I
SR238SR242Mll山川llllll.,
一一
友牌苗点地堤店功業点地趾
毎千貫点地吐用2位BCD碍湿示
数据鮭接状杏:SR239至SR241,SR243至SR245
当存儲在人工没置数据鍵接表或自助段数据鑓接参数的汗始字中的数
据鑓接状茶渋有段置或汲置力0,在下列区域中板昆示千点地鍍3至6
的数据鍵接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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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茶区域初故障稔査
第9-2市
操作紋別0操作紋別1
SR239SR243
SR240SR244
SR241SR245
操作級別状悉:SR252
pe状志
e:不工作(用方程序未道行)
1,工作(用戸程序這府中)
PG的CPU単元出錯
O:正常
13出鎧
通訳出錯(数据娃接接牧)
0:正常
1:出錯
数据鍵接加人
G;未知人数据縫接或数据
縫接不工作
1=加人数据継接
偏移重出錯出惜‡偏移景趣辻
0;正常友送字数
1:出錯
接収区域不足(短鋏)不足:接収区域小子
o:満足投送区域。超出的数
1,不足据被殻除,其官数据
被接牧。
剰余接収区域剰余:接牧区域大子炭
0:没書剰余送区域,数据被接収、
1:有剰余而剰余射手被清零。
1514!31211109876543210
一[簾舞
ー
的
男
銀
作
操
1=本地芋点数据縫接加人
SEND/RECV使能椋志
0;不能(追行中)
1=能鰺(不在道行中)
SEND/RECV出借状志
O:正常完成
1:出稽
注只有当本地市点加人了数据縫接吋,数据縫接状志オ有効。在引用数
据縫接状杏之前先肯定SR252的操作級別状杏中本地辛点的数据縫接
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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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1021]---------------------



挽茶、区域和故障栓査=
第9-2廿
数据縫接状杏:第－Al数据鮭接状志学+0至+15
・卜0
→-1
十2
十3
十4
十5
十6
十7
十8
十9
十10
十li
→-12
十13
十14
+15
`7i6i5i4i3…2iliG三
0
PC状志
O:不工作(用戸程序未送行)
1‡工作(用戸程序送行中)
PC的CPU単元出錯
G:正常
1由緒
通風出錯(数据鮭接接敗)
0`正常
1:出錯
数据縫接加人
0=未加人数据健接或数据
鍵接不工作
1:加人数据継接
偏程重出措出錯=偏移量超出
0=正常投遣字数
1:出惜
接牧区域不足(短峡)不足:接収区域小子
0:満足笈送区域。超出的数
1:不足据被殻除,真電数据
被接収。
i剰余接収区域剰余:接収区域火干笈
0=没有剰余送区域,数銀被接収,
1:有剰余而剰余射手被清零。
用状恣椋恵投査故障
数据鑓鞍状志
位状恣  可能的原因      可能剖正的方法
PC的CPU単元出皆労1=ON   麦生了一介声霊的PC出錯,非声量的PC出路,或一介盗視鹿討器出惜      参見PC的操作手班,井到正儲撮,如来出惜価旧再次皮蛋,更換PC
        単元安装在了一台不兼容的F℃上   参児"1-2-4ControllerLink単元模快和PC",井安装到正硫的PC上
通思出緒方1:ON  相美的干r点不在同格中   将法令点加人到同格中
        由rF喚声干批而茨生通風出惜      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遊行回送測試,如果価不能釧正出錯,塘検査使用的圷境
        麦生了通訳出錯  参見162〕買的用RUN,ERC,ERH和1NS指示灯柱査故障,井按説明検査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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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茶区域丙7故障稔　査
第9-2帝
位状志  可能的原因      可能刻正的方法
数据鍵接加人    相美的黄点没有加人数裾継        将相共布点加人数据鍵接。知友生
方0:0FF 接      錯俣,参児164頁廿点不能加人数
                据鑓接芽接説明栓査故障
        同格中波有工作的数据縫接。      使数据縫接工作
偏移重出借方    相業苦点上的偏移量大干支        検査在稲美廿点上的皮送字数,本
1言ON   送的字数        地廿点的接収字数和偏移量,然后
                正碗地重新造置数据縫接表
接牧区不足(短   相美中点上的皮送区大干接        当井不拙稿接収所有的数据付,雄
鱗)カ1:0N       牧区,因此…些数据可能接 持原状(不能被接収的数据会被旗取
        牧不到  井枝垂i奔)
                当現状烏原定的数据継接不符吋,
                椎盛相笑茸点上釣友送字数,本地
                廿点的接収字数和偏移量,然后正
                碗他室新設畳数据縫接表
接収区剰余方    和英弔点的投遣区小子接収        当准各在接収区画下一控室阿附,
1言ON   区,一些区不会被使用到   維持原状(剰余的接収区会被漕釣O)
                当現状与原定的数据縫接不符肘,
                検査相美市点上釣友送字数,本地
                芋点的接収字数和偏移量,然后正
                碗地重新設畳数据儲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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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悉区域劾故障推誉
其賞状奇
策9-2帝
位状杏  可能的原因      可能到正的方法
重夏操作紋別/刷新出錯:操作班別0:AROO11操作班別1=AROOIO上列椋志之一力]:ON        在国一台pc上相同的操作教則没畳了商次    如来需要菌介単元,将官伯没力不同的操作紋別
        在PC和単元之阿笈生了刷新山踏    素因Co耐ollerUnk単元ヌ甘子C200HZ/HX/HG/HEPCi}守紫悪銭迷接単元上的裸堂,如果将単元安装在男一台PC上射出借切然投壷,更換ControllerLink単元
路径表出錯/単元再肩劫操作紋別0:AROW3操作班別1=ARO112上述椋志之一力1:0N  在DM区中的路程表数据被破杯      参∬L"7-4設置路そ至表,,,ハ手玉明地重新設置,如果錯霞仰友生,更換C加trollerLink単元
        路程表没最中宿借或路程衷使能位(軟件升美)汲置錯  当要使用路程表付,書見"7-4没置路径表",井正価地瓦新汲置,当不使用路程表付,将路径表使能椋志設置力OFF
通訳挽割器硬件出惜:操作班別0=AR1114操作級男恒言AR1514上述栃志之…カ1:0N Contro‖erLink単元故障  更換C㎝trollerしink単元
EEPROM出儲:操作紋別0‡AR1115操作紋別1:AR1515上述椋志之一力r=ON  向∈EPROM写人数据1吋出錯        重新生成井没置数据縫接表和同格多数。如果錯溌再次汲主,交換ControllerLink単元
        圧PROM中的数据健接表或回路多数被殻杯了  
        在数据燵接或同格参数的汲置中有一一介錯俣        
不符合的園路参数:操作紋別0;AR2407操作紋別1=AR2406上述椋志之一力1沿N     表示在Co〔tro‖erUnk単元的EEPROM中駒岡烙参数与同格中的i実隊情況不符     検査同格中的園路参数。用ControllerLink支]寺軟イ牛重斬置乏置必要的阿絡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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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悉区域和故障稔査
第9-2市
9-2・-2CV系列ControllerLink単元
単元和岡染的状杏在PC中用以下的方法指示。
状杏区
出錯情思:CIO1500+25×{単元号}
1514131211109876543210
1:同蟻参数出錯(在PC的EEPROM中)
1=数据雛接表山錯(在PC的EEPROM中)
1:路程…表出錯(在PC的EEPROM中)
1:PG系毛先・没貴由緒
1:EEPROM出惜
1:重宴市点地蛙汲置出惜
1:不相待的同格参数
1:通訳控制・器友送出錯
一
1:存在出惜氾最
麦牌常点地虫±,宿幼帝点地斑=CIOIsoe+25X{単元号}+1
C!41rk!ti±OkkSf・6・5・「3・2・1・%
、'"、ミ===二===二=二=コ
友綿布点地雄宿明古点地批
毎十古点地離以,二位.BCD碍顕示
阿銘加入状杏:CIOI500+25X{単元号}+2,+3
+2
+3
方格中的数字表示市点地吐,対庇争点的加人状志如下=
O:未加入隅烙
㌔加人了図絡
本地数据縫接加入状恋=CIO1500+25×(単元号}+6
|i…141312111e987654321G
Lm・1・1・1・1・1・1・1・1・1・1・1・1・1・1
ト
L㌔本地市点数据健接加人
e:本地'?r点数据鑓接米加
人或数据継接不工作
注只有当本地『吉点加人了数据縫接対数据銃接状悉オ会有数。在引用数
据縫接状窓前要砲荻本地数据燵接工作位力ON。
15141312111098765432ス0                                                                                                                 
16      ]5      14      13      12      打      10      9       8       7       6       5       4       3       2       1
32      3ス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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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搭区域和故障稔登
第9-21t
数据鮭接状杏:CIO1500+25×{単元号}+7至+20
+7
+8
+9
+IO
't'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
+22
Ypc状志
0:不工作(用戸程序未送行)
1=工作(用戸程序這行革)
PC的CPU単元出惜
O:正常
1:麟音
通汲出錯(数据縫接接敗)
0疵常
1瀞門
数据縫接加人
ぴ未知人数据縫接或数据
縫接不工作
1=加人数据縫接
偏移堂出錯出精:偏移量超出
0:正常投送字数
1:出錯
接収区域不足(短峡)不足1接収区域小子
0:満足友送区域。超出的数
1言不足据被載除,冥官数据
枝接牧。
剰余接収区域剰余:接政区域火干投
0:没有剰余送区域,数据被接収,
t言有剰余而剰余的字被滑津。
在人工汲置i数据縫接表或自助没置i数据焼接表(在第一全数据縫接状志
学参数中)中,当第一小数据縫接状志学被投力訣省値(OOOO)吋,数据縫
接状志特捜存人上述区域中(CIO1500+25×(単元号)(+7至+22)。
当将第一全数据縫接状茶宇汲置到別的区域吋,状志被存到核指定区
域。但状志的存儲格式今上圏中所示的一祥。
位状志和出惜処理
数据縫接状志
位状杏  可能的原因      可能純正的方法
PC的CPU単元出錯力1=ON   麦生了一介声霊的PC出錯,蔀戸量的PC出惜,或一介盟剋定吋器出惜。    参児PC的操作手班,井刻正紺{昊。如果出錯{乃再次麦生,更換PC。
        .単元安装在一・台不離容的PC上。 参見"1-2-4C㎝trollerLink単元模訣和PC",井安装到正碗的PC上。
通訳出惜力1:ON  相美的苦点不在岡緒中    将該常点加人到岡絡中
        由干燥声干祝而麦生通汲出錯。    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遊行回送測試,如果{乃不能多q正出儲,清検査使用的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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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杏区域和」致障稔査
・176・
第9-2帝
位状恣  可能的原因      可能到正的方法
通派出借方1:    友生了通訳出惜  参見165頁的用RUN,ERC,ERH和
ON              lNS指示灯検査故障,井据此検査故
                障
数据縫接加人    相美的市点没有加人数据縫        将相共布点加人数据継接,如没生錯
カ0:0FF 接      俣,参児{68瓦望点不能加人数据縫
                接井据此栓査故障
        縄絡中没有工作的敷銀鑓接        便数据縫接工作
偏移量出借方    稲美争点上的偏移最大干投        枚査往相美甘点上的皮送字数,本地
1=ON    送的字数        昔話的接収字数和偏移戴,然后正碗
                地重新設置数据縫接表
接収区不足(短   相共『∫点上釣友送医大干接      雲井不准寄接牧所有的数据付,維持
映)カ1=ON       牧区,因此一襲数据不能接収       原状く不能枝接牧的数据余波懐取井
        到      被芸奔)
                当現状与原定的数据縫接不符吋,撞
                査相美弔』点上的投送字数,本地キ9点
                的接収字数和偏移量,燃眉正価地重
                新没畳数据縫接表
接収区剰余力    相美常点的投送区小干接収        当准各在接収区留下一盛空間吋,梁
1=ON    区,一当区不金被使用到   持原状(剰余的接収区会被清光0)
                当現状与原定的数据縫接木符吋,栓
                変相美苗点上的投遣字数,本地辛煮
                的銭放字数和偏移量,然后正嫡地重
                新没置数据縫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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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茶区域和故障稔査
其官状杏
第9-2令
位状悉  可能的原因      可能純正的方法
存在出結党景    i日乗了ControllerL{nk単 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歓件或
(α01500+25×n, 元上的出錯信息(…介出   一条FINS命令,旗取当前出借
位15)カ1=ON     錯記章) 的原因。男外,可使用以前釣出
                錯氾最中已乗来校査閲題。
通汎控制器投遣出惜      ControllerUnk単元故障   更換ControllerLink単元
(αα500+25×n,         
位11)カ1:0N             
不相特約同格参数        表示在CPU的EEPROM       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検査
(α01500+25Xn,  中氾最的同格多数与岡    正在使用的園路中同格参数,重
位10)カ㌔ON     絡中使用的債不同        新設置必須的参数
市点地重憂世鶯錯涙      相同的■意地祉被使用    重斬設置,使得在国一介同格中
(CIO150C+25Xn,位9)      了一次以上      毎分窄点地批只使用一次。
方1口N          
匪PROM出惜      当向CPU射目≡円OM中     検査CIO1500+25×n中的位00
(CIO150C+25×n,位フ)    写人数据付置生錯涙      至02的状杏,到正友現的任何
分1:0N          河題。如=果伍然出錯,更換CPU
                単元。
PC系統設置出惜  CPU中的匪PROM数据       検査CiO1500+25xn中的位00
〈CIO1500+25Xn,位3)     被破杯  至02的状志,剖正友現前任何
方1口N          同趣。如果仇然出錯,更i換CPU
                単元。
        CPU被保炉       設置CPU的保抄汗美方OFF
路程表出錯      CPU的EEPROM中的路       参児"7-4没直路栢表"芽室新
(CIO1500+25×n,位2>     径表数据被破琢  正価汲置路栢表。如果錯俣伍然
カ1ρN          .　麦生,更換Cont回ler・Unk単元。
        路径表的設置中有錯俣    当使用路栢表吋,参兄"7-4没
                置路径表"井重斬正価汲置略綬
                表。
                如果不使用路程表,剛将其珊除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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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織目衰
第9-3帝
位状杏  可能的原因      可能釧正的方法
数据縫接表出錯(CIO1500+25×n,位1)方1=ON 在CPU的EEPROM中的数据縫接表数据被破杯   参見"5-3肩功利停止数据縫接"井重新正碗設置数据継接表。如果錯淡{乃無畏生,更換
                CPU単元。
        在数据縫接表的没量中    当使用人工没置数据縫接吋,参
        有一介錯渓      見"5-3自動和停止数裾継
                接",重新生戒弾正陥没置数据
                縫接表。
                当不便用人工没置数据鑓接吋,
                捌除数据継接表。
同格参数由緒            参見"8-1-3同格参数"井重
(CIO1500÷25×n,位0)    CPU的E∈PROM数据髄      新正陥没置数据。如果出惜借
方1:0N  接表或岡染多数被破杯    然笈生,更換CPU単元。
                可以将DM参教区的E即ROM
                消除位置力O馬頭者使用Con一
                trollerLirlk支持軟イど1二直{〕錐…炉莱≡単
                中的初始化困烙参数操作乗初
                始化同格参数,然后升美…次
                PC的屯源。
        在同格参散漫豊中有一    参見"8-1-3岡染参数"持重
        介錯俣,或本地常点的弓   新設置同格参数頭巾点地趾。
        点地壮大干設置在阿絡    
        参数中的最大地趾。      
9-3出錯妃泉
出錯記章記章在ControllerLink単元中麦生的錯俣及麦生的射向。出
惜↓己景可以用ControllerLink単元来懐取和清除。也可以用編程没各。
如SSS支持軟件,或信息服努(用干ControllerLink単元的FINS命令)。
9-3-1出惜う己景表
措俣氾泉在単元的RAM中的一介出惜氾景嚢中,毎介錯俣占一イ'配
乗,最多力39介記章。
重要的錯俣逐妃景在単元的E∈PROM中,使得当単元的電源美閉或復
位吋,会保留一介錯俣的妃乗。(当屯糠喜次接通后EEPROM中的出錯
氾景表会自助旗取単元的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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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織日乗
第9-3f;
項目    規格
妃乗数  最多39
数裾綿碍        二避刷く吋1司力BCD碍)
毎分記章的矢度  10字市
妃乗的杓成      出惜代娼12字弓『(参見179頁)姻常代碍12字市(参見179頁)吋河:6字常(参見后継頁)
記章順序        拭最早的記章至最新的記章
如果記章的数量超泣39,剛去最早的記章,配下最新妃景。
出惜温泉表絢造
1587
出惜代碍        
細辛    
分      砂
口      討
年      月
出惜代碍        
細辛    
分      砂
口      対
生      月
i       
出錯代碍        
細布    
分      砂
口      吋
年      月
0
氾乗
r噺一一
(最早的)
←記章
正員
←
(最新的)
対向信息
注
射間是采用BCD碍記章錯俣麦生的吋同,年(最右的二位),月,日,吋,
分,秒,毎分占一介字令。
PC的吋回信息可以漢取共在ControllerLink単元中使用,当不能杁PC
中速取吋,所有的出惜氾※日寸面会蛮力0,遠称情況当PC自動出惜,単
元号出惜,CPU単元出惜,或PC型号出惜吋可能会友生。当用Con-
trdlerLink支持軟件旗取辻神的出錯氾泉町,吋図会定在0秒,0分,O
日,0月,2000年。
9-3-2出惜代碍
下表列出了田籍代碍(4位十六遊制数〉和出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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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織日乗
第9-3市
                鋼常代硯                正      氾景在  可泣用的pc
出惜代碍        内容    第1字弔 第2字市 劉      EEPROM  
0001Hex PC監視定時摺}出錯       00Hex   00Hex   更換PC的CPU単元 是      C200HZ剤X/
                                                HG刑E
                                                CV
0002Hex PC服秀盟投出錯  盗控日鋼(単位:ms)               樟蚕道行杯境    是      CV
OOO3He×        PC共享RAM出惜   01Hex:  OOHex   検査返行跡境    是      CV
                循琢的                          
                02Hex:                          
                事件的                          
                04Hex:                          
                CPU忌践                         
                継接的                          
0004Hex C目」単元ID号出錯       00Hex   00Hex   栓査1伯連接屯魏 是      C>
0005Hex 単元号出錯      単元    由CPU単 検査単元号汲置,重斬生成 是      CV
                設置櫨  元枳別的値      ぬ表            
OOO6Hex CPU単元出惜     位1㌔1/O…喪中浅膚              翰査単元量的汲置,重新建 是      CV
                相美単元。              立1/o表         
                位12=枳別的硬件測                               
                拭単元号。                              
                位]3:不正碗的単元号                             
                位14:玉夏的単元号                               
000DHex PC型号出惜      不汲置          参見"1-2-4ControllerLink        是      C200HZ/HX/
                                単元模快和PC",井撞査PC          HG由E
                                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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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僧尼衰
第9-3廿
                網常代屑                妃泉在  
出惜代硯        内容            純正            可庖用的PC
                第1字弔r第2字¶         EEPROM  
0101Hex 侍送失敗;本地令 命令挟  参見162頁使用指示灯検査 否      C200HZ/HX/
        点不在同格中    位0至7: 故障,井将本地輩点加人間         HG/Hε
                涙管点地趾      絡中            CV
                位8至14:                        
0103Hex 借送失敗}重友音数       源同格地域      使用Q⊃ntrollerUnk支持軟件或    否      C200HZ/HX/
        超出。  位15:   FINS命令,送行回送測i武1如               HG/HE
                        果麦生錯幌別検査道行圷境                CV
                OFF                     
0104Hex 侍送失敗;超出最大               減少毎分通汎周期的事件数        否      200HZ/HX/HG/
        頓数    内座挟  或増加回路参数中的最大頓                HE
                位0至7: 数              CV
                口振苗点地批                    
0105Hex 侍送失敗;芋点地趾       位8至14:        参見"4-1C200HZ/HX/HG/   否      C200HZ用X/
        不正碗  目振回路地批    HEControllerLink単元"或"4               HG/HE
                位15:   一2CV系　8C◎ntro日erLirllく単          CV
                ON      元",井検査市点地蛙設置,以               
                (第1宇市言      碗定官僧是夜泣圃之内的且                
                位8至15,        是唯一的。              
                第2字廿:                        
0106Hex 樟送失敗;重夏的廿       位0歪力 到正■点地吐,以使宅伯在同       否      C200HZ/HX/
        点地批          一十岡染中保持唯一。            HG/HE
                                        CV
O]07Hex 付送失敗;日椋■点               参児"9叶使用指示灯拉査故        否      C200HZ/HX/
        不在同格中              障",井将目椋常点加人同格                HG!個E
                                        CV
0108Hex 侍送失敗;指定的常               参児"4-2CV系列Cmtroller 否      C200HZ/HX/
        点不存在                Link単元",井検査日椋的単                HG!午拒
                        元地吐剤単元号。                CV
0犯9ト{ex       侍送失敗=自称忙         増加重友次数,或重新配置系       否      C200HZ/HX/
                        統以分配負載            HG/HE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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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織目最
第9-3令
                細廿代硯                妃泉在  
出錯代鶴        内容    第・字∋第・字弔        到正    EEPROM  可皮角的PC
010AHex 侍送失敗r通帆柱制器出惜 命令快位0至7:   逃行一次回送測試,如果喚声射影呵根大,則重新考虚淫行琢境。重新店幼Controller      是      C200HZ/HX/HG/HECV
                源諺点地批      Link単元。如果錯俣価然友                
                位8至14;        生,更換単元。           
                源同格地封:                     
010BHex 侍送失敗:PC出錯 位15t   参見RO操作手肘,如果錯遥任然没生,更換PC  否      C200HZ/HX/HG/HE
                OFF                     CV
010CHex 侍送失敗;単元号不正碗   痢庇快  検i査単元号設置,以碗臥具在萢圃之内井是唯一的。  否      CV
                位0至7=                 
010DHex 侍送失敗浪椋地祉        口振常点地趾    検査路径表      否      C200HZ/HX/
        不正碗  位8至14:                        HG/HE
                                        CV
                目椋同格地蛙                    
010EHex 侍送失敗;路径表未       位15:   検査路径表      否      C200HZ/HX/
        登記    ON                      HG刑E
                (第1{字芋=                      CV
010FHex 接遇失敗;路径表出       位8至15,        検査路径表      否      G200HZ/HX/
        錯      第2字常=                        HG/HE
                位0至7)                 C>
田10Hex 侍送失敗沖継点太                検査路径衰相系統配置。不        否      C200HZ/HX/
        多              要斌困存取扱多子一介岡染                HG/HE
                        分商的河絡              CV
01軒Hex 特選失敗;命令包文               碗駄使用了FINS命令格式  否      C200HZ/HX/
        長                              HG/HE
                                        GV
'0112Hex        侍送失敗;字共出錯               碗畝使用FINS命令格式    否      C200HZ/HX/
        ●                              HG/HE
                                        CV
0113Hex 付送失敗:1/O没貴                仔躯金査1/O表   否      CV
        出儲                            
0114Hex 侍送失敗;CPU忌銭                稔査単元及竜顔的連接,井清       否      CV
        出錯            除錯俣          
0115Hex 侍送失敗;重夏的1/               樟蚕同一台PC中重笈的単元        否      CV
        O分配           号              
m16Hex  侍送失敗;CPu恵域                検査単元及恵投的連接,井清       否      CV
        単元由緒                除錯俣          
0117Hex 内部緩沖区満            増加重友次数,或重斬配置系       否      C200HZ/HX/
                        統以分配負裁            HG/Hε
                                        CV
0118Hex 放奔了非法的包          検査役送非法包的市点    是      C200HZ/HX/
                                        HG/HE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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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織日景
第9-3㌣
                鋼市代碍                        妃乗在  可泣用的PC
出惜代廻        内容    第1字市 第2字令 純正    EEPROM  
0203Hex 匪PROM出惜      01Hex:  01}→ex=        如是CV系列㏄,栓査PC是   是      C200トiZ/HX/
                漢出惜  数据縫接        否不被保炉。            HG/HE
                02Hex:  表      重連井波置有美的数据。如                CV
                写出惜  02He×= 借邊仰然安坐,射干CV系列         
                        同格参数        PC,更換CPU単元,対干             
                        03Hex   C200HZ湘X/HG/肩E㏄,更換         
                        路径表  ControllerLlnk単元。            
0206Hex 加人市点的数量減        珂鑛参数        未加人的        検査回路参数,廿点加人,屯        否      C200HZ絹X/
        少(本地廿点{巧知人      中的最大        合点的数        雛,和終端屯阻           HG/HE
        岡婚)   市点地吐        量                      CV
0207Hex 加人廿点的数量減                                否      C200HZ/HX/
        少(本地市点未加人                                       HG/HE
        同格)                                   CV
0208卜lex       友牌寸㌃点改変  以前的皮        新的麦押        検査以前的皮牌杭点      否      C200HZ/HX/
                牌芋点地        苛意地祉                        HG/HE
                趾。                            CV
0209Hex 不相待的園務参数        00Hex   笈牌宇点        使用Contr訓erL株立持歌  是      C200HZ/HX/
                        地祉    件,樟蚕同格参数         HG/HE
                                                GV
020CHex 令牌的吋同趣出  00Hex   出借状志        樟蚕同格参数,市点加人,屯        否      G200HZ!個Xノ
                        (」匙注)        蝋和終端屯阻            HG/HE
                                                CV
0210Hex 通訳控制器友送出        00Hex   出惜状志        更換ControllerLink単元  是      C200HZ/トIX/
        錯              硯注)                   HG剤E
                                                CV
0211Hex 重更地吐出錯    00Hex   木地苗点        貢新汲置以使在同一岡染中        否      C200HZ力→X/
                        地趾    毎分芋点地祉只使用一次          HG刑E
                                                GV
021AHex 没慧的表選輯出惜        00Hex   01Hex:  重連労役置合造的数据    是      C200HZ/HX/
                        岡染参数                        HG/HE
                        02Hex=                  CV
                        数据縫接                        
                        表                      
                        03Hex:                  
                        路程表                  
021BHe×        硬件出惜        00Hex   出惜状志        更換ControllerLlnk単元  否      C200HZ/HX/
                        (見注〉                 HG!旬E
                                                CV
021CHex 数据縫按出錯不工        未設置          重新宿功数据縫接単元    是      C200HZ/HX/
        作                                      HG/HE
                                                CV
0300Hex 包被芸奔        未設置          遥i行回送測試,井投出出錯的      否      C200HZ/HX/
                                原因            HG/ト{Ei
                                                CV
0601Hex 単元出錯        未設置          栓査追行杯境    是      C200HZ/HX/
                                                HG/HE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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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鑑日東
第9-3帯
出借状志
津由出惜代mSOIOI至0116指示前借俣只有当由干不能避行持輸而芸弄
頓吋オ校正乗。
毎一位的状志指示麦生了一介如下恩給出的錯俣。
0ーク34567      ーーーーー一一0ー       ーL鵡(晶                
                (ふ             
                                
                                
,令牌超射出錯
書麦牌超射出錯
:通汎柱飾器硬件出惜
腹皮牌廿点被改変
:同格中的市点改変(加人或移去)
=通訳控制・器皮送出錯
:阿路地壮重表出錯
9-3-3漢取和清除出惜竜泉
出錯妃乗可以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PG編程没書,或信息服努来
漬取或清除。下面的例子是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和信息服秀
的。当使用pcza程没各吋,参見綿種没各課作手冊。
CentrellerLink支持軟件
馬下列歩聚来懐取或清除出錯竜泉。
3,2,3…1.呈示主菜単
2,迭拝``E:Errorlog,,
3.指定弔意。将会皿示指定市点的出惜記章。
4.按F7(清除〉鍵。指定芋点射出錯↓己乗将被清除。
信息服努
摸取出鵠泥景
清陰出惜温泉
炭送ERRORLOGR∈ADFINS命令(命令代碍2102)至需要的弓点。参
児　6-5-11攻取出錯妃景(ERRORLOGRE!AD),,。
炭送ERRORLOGCLEARFINS命令(命令代碍2103)至需要的辛煮。参
児"6--5--12清除出惜氾※(ERRORLOG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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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初位査
第9-4市
9-4清浩和検査
本市描述作方日常堆炉工作的清浩和検査的辻程。
9-4-1浩浩
定期遊行以下的清清工作以保持ControllerLink単元処干最合遺的条
件下。
・毎天用干的軟布擦拭単元。
・対不能用干布擦去的汚漬,在中等強度的酒精(2%)中沽一下布,将布
緊持在一起,然后擦拭単元。
・長対向残留在単元上的肢水、塑料或粘紙,会成力汚涜,在浩浩財産擦
妾言伯。
注意不要使用易拝投射溶剤如汽油或油漆稀粋剤,或化学布来清清。官田
会損害単元外売的盾材。
9--4・-2検査
ControllerLink単元必須定期地遊行栓査以碗保正碗的i操作ヨ不境。検査
庇当無6至12令月遊行一次。如果単元赴子相当声酷的湿度和温度
杯境中,定期検査座更頻繁些。
検査所需的工具相投蚤
検査項目
下面列出検査和凋整i所需的工具和没各。
一一泰平〕』和十字共射爆些刀(旋歯)。
・屯路測試器或i数字屯」玉表。
・工並級酒精和清浩綿布
・同歩示波器
・国形氾景示波器・
・温度汁和湿度計
栓査下列項目看官伽是否僑寓了預定的椋准,如東征何項目偏萬了椋
准,或是凋整復基図到送行植園之内。或是凋整単元使之造成。
項目    悦明    検査工具
周岡部境        温度:ぴ～55℃   温度計
        湿度:10%至90%(元詰露或錆涼〉    湿度計
        元双生  光銭
安装    単元安装牢固喝?通風車地連接緊固喝?外部接銭的端子板静狩緊了喝?外部配銭的通訳南郷完驚く未断升)喝? 平失鋸盤刀和光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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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注意事項
第9-5市
9-5操作的注意事項
Contro‖erLink単元是一秒岡染没各,如果単元損杯了,将会影哨整イ'刺
絡,因比婆碗保在其受損付立即送行修理。我伯建改称手辻留有一介
借用的ControllerLink単元,以便能遊行快速的推修。
9-5-1更換単元
当更換単元吋要道見下列的注意事項
・在更換単元前一定要切断屯源。
・栓査新的単元没有故障。
・如果弥杯擬足接銭不良引起的故障,用干海布和工止酒精清清連接
器。清除所有的布上留下的野雄和銭芸,然后重斬安装単元。
・当近回要修理的故障単元吋,清附上詳細的単元故障扱告,一起送到
寓弥最近的OMRON代理商赴,代理商名称列在本手冊的層面。
注刃了防止錯俣的i操作,在更換単元吋魔当切断所有市点的屯源。
在更換単元吋,在完成下列的歩糠之前不要将市点重斬連結到同格上。
尤其是,一介小地量的市点会成力投牌市点,井将初婚岡絡状志笈送至
共電辛煮,杁而有可能使整小間烙駒岡絡参i数被破杯捧。
9-5-2在更換后対単元遊行没置
更換了GontroilerLink単元后,要重新設置獲得升美,軟件升美,和i数据
鍵接表,按前一一卒単元相同的状志対其重新配銭,本吉説明需要特別留
心的汲置。更換単元的鋼■参見本常后面的単元更換方法。
注意在更換了CPU単元之后,荘重新i操作之前妻将重要的数据,如DM和
HR区的内容送到新的CPU単元,根掘『没汁的程序,不正閲的DM或HR
区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事故。
CV系列ControllerLink単元将数据,如数据鑓接表,岡染参数,和路程
表保存在CPU的EEPROM中。当更換CPU単元吋,用ControllerLink
支持軟件重新汲置辻些数据。
重新設豊岡鰭参数
1,2,3・・
当更換了C200HZMX/HG!'HEControllerLink単元或更換了GV系列
ControllerLink単元的CPU単元后,必須重新改置図烙参数,数据燵接
表,和路径表。本手描述重新』没豊岡烙参数的歩螺。重新改置数据焼
接表的歩源参児"5-2没置数据鍵接表",重1新設畳路程表的歩聚。参
児"7-4汲置路径表"。
1.当阿狢工作吋,同格参数杁笈牌市点中波出井分支給阿烙中的所有
辛煮。因此,在将単元重新連接至同烙之前将更換市点的DM参数
区中的接牌/友牌市点改定"没置放接牌市点。対手C200HZ/HX/
HG/HEControllerしink単元,DM参数区中的EEPROM清除位会日経
被没成清除EEPROM(ON或1)
C200HZ/HX/HG/HEControllerLink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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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注意事菰
第9-5市
操作紋別0操作紋別1
DM6400DM6420
15141312111098765432季0
い川・日・回・1・i・1・1-H・1・ld・1
`LEEPROM～青除伐Olオく清1徐EEPRO1:清除EEPROM接牌㊦点/没牌市点0:犬稗市点
一:荘官設定
1:接牌市点
CV系列ContreilerLink単元
1514131211109876543210
DM2000十100Xn
n=単元号1000000000--000-r共営没定
接牌市点!没牌吊点0:友牌辛煮方式
1:接牌廿点
2.美囲一次屯源,連接ControllerLink岡染井再次打汗電源。検査単元
是否加人了阿狢。如果INS指示灯亮而ERC和∈RH指示灯不売,則
単元己加人了岡絡。
3.將被更換了合点的接牌市点/友牌市点設置近回到"友牌辛煮",対手
C200HZ/HX刑G/HEControllerLink単元∈EPROM清膝位会日経被没
YJ不精除EEPROM。
C200HZ/HX/HGIHEControllerLink単元
操作紋別0操作紋別115141312111098765432{O
DM6400DM6420000-000000--0000--1冥官設定
i　綱罐=M
_L接牌謂点/笈牌市点0;麦押市点
CV系列ControllerLink単刀11釣肺魚
DM2000十1ee×n15141312{1109876543210
n=単元号000GOOOOOO--000-一:共電投足
・接牌背点/友牌1'b－点O:3～牌市点
1:接牌市点
4.重新店幼ControllerLink単元或美剤屯源然后再打升庖源,然后燈査
単元是否加人了岡狢。
如果INS指示灯亮且ERC和ERH指示灯不売,則単元已加人了隅烙中。
注仮当数据縫接中止吋重新店劫単元。
用以下的辻程将被更換弔意的園路参数没豊成与図烙中共官的竿点一致。
注意当更換了C200HZ/HX用G妊C伽trollerLink単元或更換了CV系列Con-
trollerLink単元的(別単元后,在完成上述的歩瞭之前不要将芋点連接到
同路上。尤其是,一ノト小地趾的廿点会成力2則博常点,共寝初婚例絡状恣
友送至其宮弔意,杁而有可能使整・↑洞狢的岡染参数被破杯捧。
9-5-3更換単元
C200HZ/HX/HG/HEControllerLink単元
使用ControllerLlnk支持軟件
1,2,3…1.JA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的維炉菜単中,迭蜂"UnitBack－しlp"(単元
各扮),然后是"Unit-)・Computer"(単元一→汁算机〉。数鋸屑会作カ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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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注意事項
第9-5市
Al文件被保存在単元的EEPROM中。
数据縫接表和陶狢参数用此方式保存。
2,美周ControllerLink図烙上的所有中点。
3,折下妻更換的ControllerLink単元上達接的通汎屯銃相思銭連接単
元,燃眉却下単元。
4,将新的ControllerLink単元装到PC上井連接上通汎屯継和忌錨鎖i
接単元。(参兄第三章)
5,用原単元的没量値来世畳鰯単元的辛煮地祉,波特率,操作紋別(面
板DIP升美),和終端屯阻。(参毘第四章)
6、仮i接遇那些単元被更換了的PC的屯源。
7.杁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的推炉菜単,迭捧"UnitBack-up"(単元
各扮),然店是"Computer→・Unit"(汁算机→単元),在歩i燦1中保存
的数据会姿人単元的∈EPROM中。
8.接遇ControllerLink図染上的所有市点的電源。
9、使用dntrollerLink支持軟件槙取岡染参i数,井碗畝間絡在正常操作中。
IO.如果数据縫接没有自動地激活,在数据鑓i接的自助中点上激活数据
継接。
11.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侍中的"DatalinkStatusMonitor"(数据鑓
接状悉盟控器)検査数据鑓i接是否正常工作。
不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数件
注当使用人工没量的数据鑓i接B寸,必須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当
技更換的ControllerLink単元没有工作酌人工没置数据鍵接或掘有工
作的自助設置i数据燵接吋,可以不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未完成
更換是程。然而,在此情況下需要一全編程投稿。
1,2,3…1.共囲ControllerLink縄路上的所有市点的屯源。
2,折下妻更換的ControllerLink単元上連接的通県南幾和悪銭連接単
元,燃眉却下単元。
3.将新的ControllerLink単元装到PC上井連接好通汎屯親和忌残髄
接単元(参兄弟三章)。
4.用原単元没置値来没豊新単元的争点地趾,波特率,操作紋別(面板
Dlp升美),和終端屯阻。(参兄弟四章)。
5,仮接遇那些単元被更換了的PC的屯源。
6.使用編程改善汲置新的Control}erLink単元的下達軟件升美。
・接牌苓点/友牌帯点:ON(接牌芋点)。
・EEPROM清除位:ON(EEPROM清除)。
操作級別0操作紋別1
DM6400DM6420110000000
1514131211109876543210
0000-:其右投定
EEPROM消除位
接牌美点/友陣営点
0:不清除EEPROM
1:消除EEPROM
O:友牌市点
茎:接線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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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1生意事項
第9-5市
7.再次美閥更換了ControllerLink単元的PC的屯源。
8.如果更換了ControllerLink単元的PC的CPU単元上DIP弄美的第5
位力ON(自助侍送〉,将其段力OFF(不自動侍送)。
9,打升Controller〕nk図絡申的所有市点的屯源
10.如果可以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用其旗取珂絡参i数,井碗畝
間狢送行正常。
11`如果数据縫接技有自動激活,杁数据鍵接的肩劫廿点激活数据鍵接。
12.如果可以使用C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通道盟擦i数据縫接的状志
以検査数据縫接的送行是否正常。
13.用編程没各将新ContrdlerLink単元中在第6歩設置的軟件井美回
夏到以下的設置。
・接牌市点/笈牌中点:OFF(笈牌中点)
・EEPROM清除位:OFF(不精除EEPROM)
操作紋別0操作紋別11514t31211109876543210
DM64ecDM6420-一ーー一:其12設定
EEPROM清除位O:不摘除EEPROM
㌔清除EEPROM
接牌辛点/友牌情意0:投牌キ「点
1:接牌辛点
如果可以使用GontrollerLink支持軟件,検査以上内容。
14.如果在第8歩中将GPU単元的DIP升美的第5位已拭ON置力
OFF,再一次美剤PC,将DP升美的第5位貴方ON,然后再次接通
屯源。
CV系列Contro11erLink単元
注CV系列ControlierLink単元的数据存干CPU的EEPROM申。因此郵便
更換了ControllerLink単元,必須将硬件上的所有汲置,設置成其先前』
的状志。然而,如果是CPU単元被更換了,将需要重新改置数据焼接泰
和路径表。
3,2,3…1.美閉ControllerUnk同路上所存付点的屯源。
2,訴下妻更換的ControllerLi[k単元上達接的通汎屯纏,然店卸下単元。
3.将新的(IOntrollerLink単元装到PG上井連接好通凧屯銃(参兄弟三章〉。
4.設置新単元的単元編号,市点地趾,波特率,和終端屯阻,新単元的汲
置底巧先前的単元相同(参兄第四章>
5,将除了被更i換了ContrdlerLink単元以外的ControllerLink岡染上所
有苓点的屯源接遇。
6,栓査碗杁所有共営的市点都被激活,然后接遇更換了ControllerLink
単元的PC的屯源。
7.使用ControilerLink支持軟件,漢取阿狢参数井陥杁同格退行正常。
8、如乗数据縫接技有被自助激活,ノ人数据焼接自助市点自助数据鍵接。
9.用α)ntrollerLink支持軟件遊行盟控以検査数据鍵接是否在正常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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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A椋准模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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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的PCCV系列PCC200HX/トiG/HEPC      型号CVM1-CLK21C200HW-CLK21      各注」凪本附最中的CPU和外固没各
                
                
可使用的汁算机旧MPC/AT或兼容机  型号3G8F5-CLK21-E       缶注包括ControllerLillk文字寺軟乎}:
                
可使用的計算机lBMPC/AT或兼容机  副腎C200HW-ZW3AT2-E     蚤注英文版
                
型号    壷井商  蚤注
Li2Y-FCY2xO.56qmm       Kromberg&Schubert,Komt㏄Department      徳国公司
1x2×AWG・-20PE+Tr,CUSN+PVC     DrakaCableslndustrial   西班牙公司
#9207   Belden  美国公司
ESVCO,5×2C     BandoDensenCo.  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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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准麓功
附景A
CPU単元和外圃没各
CPU単元
㏄      型号    缶注
SYSMACCV500,    CV500-CPUO1-EV1 也能使用早期版本的
CV100G或CV2000PC        CV100G-CPUO1-EV1        CPU単元
(見住1) CV2000-CPUO1-EV1        
SYSMACCV醐PC    C>M1-CPUO1-EV2  也能使用早期版本的
(見注1) CVM1-CPU11-EV2  CPU単元
        CVM1-CPU21-EV2  
SYSMACC200HX,   C200HE-CPU32/42-(Z)E    －
G200HG,或C200HE C200HG～CPU33/43/53お3-(Z>E     
或C200HZ㏄      C200HX-CPU34/44/54/64-(Z)E      
        C200HZ-CF叉』33/64/65-E 
注如馴染中使用的是1996年四月以前生PttSCV系列CPU単元測需
要路程表。生宇目期由GPU単元側面約分鐙号椋明。
分祖母:口口461996年4月制造
芒欝欝靴、
ナ二月分別用x、y、z来表示,比
例中蘭月借方四月
外囲没餐
名称    型号    貴注
恵銭連接単元    C200HW-CEOO1    將(カnt・。lle・Link単離接至C20。HZ,(夏。。HX,C200HG,C200HεCPU単元吋需要。
        C200HW-CEOO2    将丙午ControllerLink単元,或一介ControllerLink単元和一イ、共営通氾単元連接至一一介C200HZ,C200HX,C200HG,C200HECPU単元月寸需要
        C200HW-C巳)12   将一イ'ControllerLink単元和一介PC十単元…起連接到C200卜{Z,C200HX,C200HG,C200HECPU単元吋需要
遺沢辛  G200HW-CO～℃1C200HW-COM)4      在C200HZ,C200HX,C200HG,C200HECPU単元上安装一介Contro‖erUnk単元口才需要
上述夕卜囹没各的IE-一一歩信息参見有美PC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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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1043]---------------------



附豪B存儲区域
本附景提供夫子PC存儲講中用rFControl}erLmk阿烙的有美学的快速参考。
C200HZ/HX/HG/HEPC
SR区域
通汎指令胸座代碍(巫91頁}
15141312111098765432TO
SR273
|
1
、!、ノ
操作紋別1嫡庶代碍操作紋別0前座代碍
毎分前座代碍方2位十六遊個数
麦牌市点地地,宿勧賞点地堤:SR238,SR242{見169寅}
操作紋別0操作班別11514131211109876543210
SR238SR2421:::1:::「::1:::1
、ノNノ
炭牌常点地趾肩幼育}点地赴
毎分=質点地批用2位的BCD碍
数据縫接状恣=SR239至SR241,SR243至SR245(見72,170頁}
当没存没置用干人工汲置i数据鍵i接表或用子自助没置数i据鑓i接的第一
介i数据縫接状茶宇或特典汲置方0肘,在以下的区=城中仮給出市点地
趾1至6的数据縫接状志。
操作班別o
SR239
SR240
SR241
操作班別1
SR243
SR244
SR245
i5/4・3i2/1/Gi
Ypc状恣
0:不工作(用方程序不送行)
1:工作(用戸程序送行中)
PC的CPU単元出惜
e:正常
1:出惜
通訳出儲(数据鍵接接牧)
O:正常
1:購日
数据鎚i接加人
0:米加人数据鍵接中或数据
礎接不工作
1:加人数据鍵接
偏移重出措出錯=偏移景観泣
O:正常笈送字数
1=由緒
接収区域不足(短鋏)不足=接収区域小干
0=満足友送区域。超出的数
㌔不足据被裁除,冥官数据
被接収。
剰余接収区域剰余=接政区域大干支
0:没有剰余送区域,数据被接牧,
t=有剰余而剰余的字被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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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借区域
附景B
操作級男‖状杏:SR252(見89,170頂)151413
1211109876543210
一麟
_…欝欝
重夏的操作級別/刷新出tVH:A]ROO{巫ユ68頁)
1514131211109876543210
0000
GOOOOOOOOO
L麟翻;〕篇議羅慧㍍
1)相同的操作紋別被没置了一次
以上,或
2)在eontroller〕nk埠元和PG的GPU
単元之同友生了一十刷新出惜
路径表出措/単元自助値:AROI(免拓9寅}
12
麟劉〕欝1㌣㌶㍑i麟養
位単元
購;　;〕1・路径表出培
数据縫接自動位{見69]罰
15141312111098フ65432
ARO7
0
11111111111騰‖{;匿i…ii翻      
        A▲1
同格加入状茶=ARO8,ARO9,AR12,AR13{見gO,169頁}
操作紋別O
ARO8
ARO9
操作紋別1
AR12
AR13
数据縫接紋別0的忘幼位くARO7eo)
肩劫1弘OFF変力ON或当接通屯源対
辺隠夫ON
停止:八〇N蛮力OFF
数据縫接紋別1的自助位(ARO704)
宿幼1及OFF蛮力ON或当接通屯源財
投置力ON
停止:見ON蛮力OFF
151413葦21110987654321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葦9     18      17
方格内的数字表示争点地批,対座市点的加人状志和下
0:没有加人阿堵
1:加人間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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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儲区域
附景B
通況控制諸腰件出惜,EEPROM出or:ARI1,ARI5(免169寅}
操作紋別0操作教則11514131211109876543210
AR11
AR15
月艮4手日寸tel:ARユ6,AR17(見169買}
操作紋別0操作紋別1
ARf6AR17
llOle.lOiOiOlOlOlOIOiOlOlolo}oi
Ll:麟罐綱
1514.13.1211.10.9、87
1
i
6,5.43.2,1.O
ll
{
　　
×100x10x1×O.1
由PC汁算的毎分PC周期的服劣吋1司,以0,1ms力単位,
用4位BCD碍呈示。
操作紋別鮭接状恣,不相待的同格参数=AR24
15141312111098フ6543210
DM区域
i軟件升美(児63,134,141,183頁}
路程表使能/不便能数据鍵接方式
1:使能00=人工
0=不便能Ol=自助
EEPROM消除位O:不精除EEPROM
1:消除EEPROM
友牌常点/接牌合点位
o=友牌廿点
1=接牌常点
自助没置数据縫接的参数:DM640e至DM6409,DM6420至DM6429(見63寅}
紋別0級別1
DM6401DM642i
DM5402De)S422
DM6403DM6423
DM6404Dl)6424
DM6405DM6425
DM6406DM6426
DM640フDM6427
DM6408DM6428
←加人数据縫接的
DM6409DM6429
辛煮,数字表示噺'
BCD=用二遊制焔硝的十遊制散漫豊債,点地批,分配的値
表示咳苓点是否
加人了数据縫接:
加人日
未加人:O
・195・
匝1・1・川・川1 1       1・1・1・W・IGl
A■晶   ▲      L麟劃〕1・園路'讃纏蒜〕1・連接
                
15870   
第1区数据縫接升始字(9CD)        
第1区糞型100    
第1区毎牛市点的皮送字数(8CD)    
第2区(DM区)数据縫接升始字的最右4位(BCD) 
第2区芙型       第2区数据縫接升始字的最左2位(BCD)
第2区毎分弔意的皮送字数(BCD)    
第一分数据継接状本字(BCD)       
151413121110987654321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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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借区域
附乗B
路径表{DM645③至DM6499}{見1341買}
当用軟件升美設置力使用路経義(使能)吋,路径表将存rF辻些手中,不
要将官侶移作官用。
CV系列PC
輔助区
字      位      功能
AOO1    00至15  CPU悪銭単元重新店劫位
AO15    00至15  CPU忌銭服各取消位
A302    OO至15  CPU息残敵元初始化椋志
A401    12      CPU忌跳出錯杯志
A402    03      CPU忌銭単元汲置出錯綜志
        07      CPU息継単元出錯綜志
A405    oo至15  CPU恵銭単元出錯単元号
A410    00至15  CPU忌銭単元重笈数
A422    00至15  CPU息銭単元出錯単元号
A427    00至15  CPU怠銭単元汲置出惜単元号
A502    00至07  端口#0至#7使能椋志
        08至15  端白#0至#7執行出錯栃志
A503至A510      00至15  端口#0至#7完成代硯(見90頁)
CPU悪銭単元重新自助位
位AOO300到AOO115可以置力ON以夏位編号#0至#35所対座的
CPU忌残単元,重新店劫完成后,重新島劫位会自励地変力OFF。
不要在程序中対迭些位置ON和OFF;庇用CVSS来i挽割遠些位。
CPU悪銭服多取消位
位AO1500至AO1515可以置力ON以停止対編号#0至#15所対座的
CPU息銭単元的服各。対相庇的位置OFF以恢夏対CPU忌践単元的
服努。
CPU忌銭単元物始化椋志
当ヌ寸座的CPU怠残単元(分別力単元#0至#15>正在初始化吋,位
A30200至A30215会置力ON。
CPU息銭出惜和単元椋志
在CPU単元和CPU忌銭単元之同倍速数据類同麦生錯誤吋,或一介
GPU思践単元中的WDT(盟概定吋器)出繕肘位A4012会重力ON。核
CPU忌残単元駒草元号存在字A405中。
位A40500到A40535分別対座干CPU忌銭単元#0至#35。当CPU
忌銭出錯日寸,対座出惜CPU忌銭単元駒草元号的位会置力ON。
CPU悪銭単元設置出惜禄志和単元号
当実隊表装的CPU息残単元与在1/○表中登妃的単元不同肘位
A40203将置力ON,出錯CPU忌残単元醜草元号存干字A427中。
位A42700到A42715分別対座干CPU日銭単元#0至#15。当麦生錯
緩目寸,対座出錯CPU忌残単元的単元号的位会置力ON。
cpU忌銭単元出錯綜志和単元号
当在CPU単元和GPU忌銭単元之同作遠数据類同麦生奇偶校験出惜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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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儲区域
階乗B
肘位A40207会貴方ON。出錯CPU怠銭単元的単元号存干A422中。
位M2200到A42215分別対」立干CPU怠銭単元#O至#15。当CPU忌銭
単元笈生錯涙吋,対泣出惜CFU悪銭単元的単元号的位会置力ON。
CPU悪銭単元号
位MIOOO至MIO15分別対泣干CPU息銭単元#0至#15。当面介
CPU忌銭単元使用相同的単元号吋,対庇手出錯CPU忌銭単元的単元
号的位会置ON。
同格状志椋志
位A50200到A50207被置力ON,分別指明端口#0至#7被允許用干
SEND(192),RECV(193),和CMND(194)。位A50208到A50215被置力
ON,分男‖指現在使用SEND(192),RECV(193),或CMND(194)遊行数据
通風期間鞘口#0到#7麦生了錯』涙。
紫随在使用SEND(192),RECV(193),或CMND(194)遊行的数据通沢之
后。A503到A510内分別保存了端口#0到#フ的完成代碍。
CIO区:CPU悪銭単元区
CPU忌銭単元区是根掘単元号分配給CPU怠残単元的。如下所示,毎
Al単元分配給25分字。ControllerLink単元使用了其中的22分字。
単元号  字      単位号  字
0       1500至1521      ■8     1700至1721
1       1525至1546      9       1725至1746
2       1550至]571      　]0    1フ50至1フフ1
3       1575至1596      11■    1775至1796
4       1600至1621      12      1800至182〕
5       1625至1646      13      1825至]B46
6       1650至1671      14      1850至1871
7       1675至1696      15      1875至1896
出惜情思=CIO1500+25x{単元号}〔見174寅}
1514131211109876543210
一・1・1・一一・一・1・1・ll-1                          
■      ±●            '　"L
                                
                                
                                
1t同格参数出惜(在PC的EEPROM中)
1:数据継接表出錯(在PC的EEPROM中)
1:路程i表出借(在PC的EEPROM中)
1:PC系統設置出惜
1‡EEPROM出儲
1,重笈廿意地Iil汲置出錯
1:不相待的同格参数
1:通報控制器友送出錯
1:存在出錯把景
Xt牌常点地斌」自動市点地tth:CIO1500+25x{単元号}+1{児174英}
1514131211109876543210
一〔
一
友牌市点地批虐劫廿点地批
毎イト市点地li}以二位BCD碍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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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僧区域
階乗B
岡銘加入状杏=CIO1500+25×(単元号)+2,+3{見90,174寅}
+2
+3
方相中的数字表示貧点地趾
対泣苗点的加人状志如下:
O:未知人同格
1:加人了同格
本地数据縫接加入状杏:CIO1500+25×{単元号}+6{見174寅)
1514131211109876543210
15141312111098765432「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010同0回OlO川010101010iO101
Li,rt、、nEt=ii,r点弧端縫
O:本地市点未知人数据鑓i
接壌数据縫接不工作
数据縫接状志=CIO+25×{単元号}+7至+22{兄72,175萸}
当人エ没置数据縫接表或自司設置数据鍵接的第一全数据縫状志学没
有被汲置或是彼汲置力0吋,数据縫状志彼程干以下的手中。
+7
+8
+9
+io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i7/6/5/4/3/2/1/0i
LPC状恋
O:不工作(用fiiges序未道行)
㌔工作(用方程序道行中)
PC的CPU単元出儲l
O:正常
1:出緒
通訊出惜(数据髄接接牧)
O:正常
1:出錯
数据縫接加人
O:未加人数据縫接或数据
縫接不工作
1:加人数据継接
偏移重出錯出惜:偏移量超出
O:正常笈送字数
1;由緒
接牧区域不足(短幼)不足=接収区域小干
0:満足友送区域。超出的数
1:不足据被裁除,其字数据
被接収。
剰余接収区域剰余:接牧区域大干支
0:没有剰余送区域,数拙技接収,
㌔有剰余而剰余的字被清零。
DM区:CPU忌銭単元区
DM区中的CPU忌銭単元区是根据其各自釣革元号而分配姶CPU恵残
単元的。毎分単元分配姶100小字。遠100・↑'字区被称ヵController
Link単元的DM参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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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借区域
附乗B
軟件井美{兄65,70,141,187頁}
一品一数据縫棲息劫位
店功:杁OFF蛮力ON或当電源接通吋被
汲置方ON
停.ll:t駄ON変力OFF
数据縫接方式
自動汲置吋没置力Ol
(00是人工没鷺,其官位h非法)
EEPROM消除位★0:不消除E∈PROM
1:清除EEPROM
笈牌単元/接牌単元位
0:友牌手元
1,接牌単元
k?1.s'除在PC的CPU単元的EEPROM中有放
的岡染参数,数据縫接表,和路径表
自動没置数据縫接的参tw:DM2000+100X{単元号}+至+9{見65頁}
{234567
十十十十十十十
OOnO
十十
15870   
第1区数圭居髄i接許婚字(8CD)     
舶区類1 
短小苛点第1区中的投遣字数(BCD)  
第2区数据縫接升始学的最右4位数(BCD)     
第2区炎型       第2区数据縫接升始学的最左2位数(BCD)
毎分苓点第2区中的皮送字数(BCD)  
第一分数据継接状書字(BCD)       
1514131211109876543210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BCD:用二逃1樋表示的十避制数設置値。
←加人数据縫接的廿点
数字表示苓点号
分配的値表示咳苓点是否加人了数据
健接。
加人:1
未知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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