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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RONデ『品資料
在本手冊中所有OMRONデthTT・品都以大写字母i汗失,当"Unit"作方OMRONデ㌦品名称吋,不管什久戸lll「1名
称,均以大写字母野共,,
錆写"ch"出現在某些呈示和某些OMRON芦品中村,通常表示"WOid",而在文件中i宿写"Wd"也是同伴
意思,,
縮写"PC"是可編程控制器的縮写,而不能用'J:其官憲又。
縮写"Hos乳"的足指按制暑S,例如控制1γr(可編程終端)的FA汁算机。
宜壇栃オ己
出現在本手冊左辺列上的下列椋題帯助弥区分信息的実刑、,
注表示対有数和方便地操作声1!6特別重要釣宿息、。
1,2,3…表示一・土山男一美的列表,例如操作歩蝶,栓査表等。
◎COMRON,1998
保留所有枚利。未経OMRON事先君面允i/1:,本出版物的任一部分不得翻印,或存人口∫夏澗系統,或以
任何形式貨播,或以机械、竜子、照稲藁制。
使用本手研的蕾息不会渉及寿利文勢,虫干OMRON始終致力丁不断改遊宮的高廣量的宇品,囚此本
手冊所包含的信息也是政逃射目椋,而不会事先通知。量然在編制本手肌付,考慮了毎一赴的注意工
項,但OMRON対錯炭或遺漏不承担任何責任。同祥由丁使用本手朋所包含倍息而造成的損杯OMRON
也不負責任。
V
---------------------[End of Page 1935]---------------------



V
---------------------[End of Page 1936]---------------------



注意事項
目
泉
1預期的凄者
2…般性注意事項
3安全注意事項
第1章
概述
xiv
xiii
xiii
xiii
1-lNT31/NT31C的作用和操作
1-2NT31/NT31C的功能
1-3与上位机的通信
い4系統杓成
仁5操作之前
第2章
連接准各
124搭22餌
2-1連接上位机的方法
2-2NT31/NT3且C的准各二[作
第3章
硬件没置与連接
一781
2一23
3-1安装
3-2連接支持工具
3-3連接打印机
3-4連接条形碍閲凄器
3--5内在単元的使用
第4章
双RS-232C端M連接上位机
4-1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1
第5章
角347892
(533334
JIRS--422A/485端白避接上位机
0/0
45
5-1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5-2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6章
系統菜単操作
128
"178
6-1系統菜単操作流程
6-2拍動NT31/NT31C
6-3操作方式和系統菜単
6-4内存初婚化
6-5系統安装器方式的操作
6-6侍輸画面数据
6-7使用内存外夫役畳句上位机通信的条件
6-8瘤功操作
6-9各科1系≧充iftge"
6-m汲置条形碍聞達器輸入功能
6-11系統堆炉
119
122
S23
124
129
137
142
145
153
154
173
176
Vll
---------------------[End of Page 1937]---------------------



6-]2£崩董量器〕功能■・・・・・・・・・・…一・・・・・・・・・・・・・・・・・・…一・一一・・
第7章
NT31/NT31C的功能………………・……・……
7-1NT31/NT31C的屏幕………・…・……………・…・・
7-2控制/通知区域…………・…・…・……・…・………
7-3内存表……・…………・……………………・・……
7-4固定lil1示………………………………・…………
7--5閤家別牟数据…・・……・……・……一…・…・・…・
7-6土工'・・・・・…一''"■一'一一"一一■■-tt■"s■■t't"4'"4"…'""一'"
7-7角虫摸ナ干美・・…◆・・・・…一・・・・・・・・…一一・・・・・・…◆・一・…-
7-8数字〒込示・・・・・・・・・・・・…一一・・・・・・・・・・・・・・・・・・…一・・・…
7-9字そ電卓』乙示・・・・・・・・・・…"…喧…◆・・一・・・・・・・・・・…■■'…
7一正0曲8炎1劉・…直直…直直◆・・・・・・・・・…'・…‥…直直・・・・…◆…◆…
7-11t艮警)'ij表,tN警1ヲ「史…一・一・・・・…唱・・・…◆・・・・・・・・…
7-12数字値輸人………………・・………………・……
7_i3半袴串輸入・…・……………………………・……
7-{4特殊功倉E…‥・・・・・…一・…一・・・・・・・・・・・・・・・・・…令・一…
7-15正「r掬成汲置………………・・……………・…・・…
第8章
惹祥使用町…………・……・…………・…・…・
8-1画面制作歩蝶……………………………………
8-2蜂鴎器,背景灯和ひ示控制………………・・'…'・
8-3画面磁示和通知・・…………・……………………
8-4窟口]昆ガk不III控制・・・・・・・・・・・…■■vv■T・■■・v・・・…一…一・
8-5改変数字和字符串蜘」ミ・…・………・・………・…
8-6|呈示曲i學21i罰‥・・・・・…一・・一・・一…一・‥・・…■■…一・・‥・
8-7数値和字符串輸入………………・…・…………・
8-8使用扱警列表/房史功能………………・………
8-9使用量示肪史功能………………・…・……・……
8-10日肪吋神的㌦示和敬隠…………・…・…………
8-ll打印数据和打印机状志柏査……・……・…・…・・
8-12pr操作的使能/禁止……・・……・…・…・………・
第9章
功能泣用……・………・…・……………………
9-lii都示応用挙例…・…・………………………・……
第10章
故障診断与堆t戸……………・………・……・…
IO-】故障診断・……・………・……・…………………
10-2』D示錯俣信息的P向疵・…・…………………・…・・
10-3NTT31/NT31Cl≒勺Z雅il}三1・…一・・…一・・・…一・・・・・・・・・・…
10-4検査与清惜………・…・・…・…・…・…・…・………
・・・・・・・・・・・・・・…一・・一・・・・・…一・・・・・・・・・・・・・・・・・・・・・・・…一・・・…一・・・・・…一・・・・…205
・・・・・・・・・・・・・・・・・・・…一・・・…◆'・・・・・・・・・・・・・・・・・・・・・・・・・・・・・…一・・・・…209
.._._..._..・・・・・・・・…一・・・・・・・・・・・・・・・…"・・・・・・…,;・・・・・・・・・・・・・・・・・・・・・・・・・・・・…212
.・・…"・・一・・・・・・・・・・・・・・…⇔・・・・・・・…◆◆・・・・・・・・・・・・・・…"一・・…◆・・・・・・・・・・・・・・・・・…224
'"◆'''''''"`'"■■`'"…''''"‥'''''''''''''''''''"…''"`'・・・・・・・…一一・・・・・・・・・・・・…238
..______._.__。._._.._._____..___.…・……・…・・255
・一・・一・・・・・・・・・・・…◆◆・・…一・…一・・・・・・…一・…◆◆…一・・・・・・・・・・・・…一・・∵・…◆・・・…272
・…け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78
_…………・・…・・…・……………・・………・………・………・・………・……284
・一・・・・…一・…'・・・・・・…◆・・・…一・…"・・…一…◆◆・・・・・・・・・・・・・・…‥・・'‥・一・・・…▲…302
…・………・……'……………………………・・……◆・・………………・……310
...._、.・…け…一・・・・・・・・・…'・・・・…‥・・‥…◆・…◆・・・・・・・…‥…⑪・・・・…'一・・・…316
・‥・・‥一・・・・・・・・・…一・一・'・'・…‥・・◆・・・・・・・・・…一・・・・・・・・・・・・・…◆・・・・・・・・・・・・・・…‥341
‥'一'"直◆'"…"…'''"●‥'…'"●'"噌'''''''''''"⑪''"●'"◆●'''''''"◆'"■一`'・‥・直◆・352
・一・・・・・・・…◆・・・・・・・・・・・・・・・・・・・・…日・…一・・・・・・・・・・・・…け…‥…一・…◆・・・・・・・…367
'噌''"◆◆"…''"奄▼'"令"直直◆'"一'''''"‥"々''"令‥'一唱'"直◆'''''''"呼‥''"‥''''""・・372
……………・…・・………・……………………・……・‥・……・・………・…・390
・…・……………・……………・…・・…・……………・・…………・391
・・・・・・・・・・・・…一一・■・・・…一・・・・…'・'…・・・・・・…'・・・・・・・・・・・・・・…'・……・・…・・・・・・・…'…・392
・・一一・・一一・・・…◆◆・・…'・・・…一・一一・'・・・・・・・・・…‥・・・・…令・・・・・・・・・・・…一・・‥・・・…'394
__………………・・……………・…………・……・・………・・………・……405
・・・・・・・・・・・…■■-v……・・・・・・・・・・・・・・・・・・・・…■・・・…‥・・・・・・・・・・・・・・・…‥・…‥・・・・・・…414
...‥_…一・‥・・・・・・・・・・・・・…一…‥・・・・・・・・・・・・・・・・・・…一・'・・…一・・・・・・・・・・・・・・・・・…418
..........._.....)...‥.............._......一,.,.....….........・…‥帥・……・・・・・・・…434
■■・)・・・・・・・・・・・・・・・・・・…‥…‥・・一・・・・・・・・・・・・・・・・・・・・・・・・・…一・・・・・・・・・・…■)・・・・…-439
・・・・・・・・・・・・…一・■■・・・…一・・・・・・・・・・・・・・・・・・・・…一・・・・・・・・・・・・・・・・・・・・・・・・…一・・・・…459
''''''''''''"●''"●'''''''''''''''''''"●''''''''''''"■''"●"…………・……・……464
..........._...‥..._..........._.._...‥....._......、.....・・・・・・・・・…‥・・・・・・・…467
_・.・.・・…一・・・・・・・・…一・…'…'…一・・・・・・・・・・・・・・…‥・・・・・・…一・・・・・・・・・・・・・・・…475
...._.v・..・・…一・・・・・・・・・・・・…■■VT・・…‥・・・・・・・・・・・・・・・・・・・・…‥・・…一・・・・・・・・…"・479
・…………………………・………・……・・…………・…………481
.◆◆...◆◆.._...r■・・…t・・・・・・・・・・・・・・・・・・・・・…t・・・・・・・・・・・・…一・・一"・・・…一・・・・・・・・…48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493
・・一・・・・・・・・・・・・・・・・・・・…一・・・…‥・・■■・・・・・・・・・・・・・・・…‥・・…‥・・・・・・・・・・・・・・・・・・…494
・....,・・・・・・・・・・・・・・・・・・・・・・・・・・・・・・・・・・・・・…一・・・・・・…一・・・・・・・・・・・・・・・・…一一・・・…497
''''''''"‥''"‥"高''''''''''''"」'''''''''''''''''''''''"⑨"‥"‥'''''''''''''"‥'・504
__.…………・・・・・……・…・……・・………………・・………・…・……・・…509
附景…………・…・…◆・……………・・………………・・…・・……………・・……………・・・………・…………・…・5U
附※A………………・………………一・・…
附景B・・・・・……・・…一・・・・・・・・・・・・……・・・・・・…
附泉C・・…・…一・…・・……・…………・……
階乗D……・…・……・……・……・……・・…・
附最E・・……・・……・………・…………・・…
''''''''''''''''''''''''''''''"令'''''''''''''''''"⑨'''''''"⑱'''''''''''"●'''"・・…一・・・・・・・・・・・・…512
''"w''''''"w'''''''''''''''"^'''''''''''"⑨'"⑱'s''''''''''''''''''"…・'''"・・・・・・…一・・・・・・・・…523
.......,...................・・・・・…一・・・・・・・・・・・・・・…'・・・・・…一・・・・・・・・・・・・・…一・・…一・・・・・・・・・…526
.._._.__._..____……・・……………・…・・…・………・……・………………・532
_.______...__._…・……………・…・…・…・………・・………・・…・…・……533
VUl
---------------------[End of Page 1938]---------------------



附景F
階乗G
附※II
附※t
附泉」
附泉K
附景L
附景M
索引
536
537
538
539
543
548
551
552
555
X
---------------------[End of Page 1939]---------------------



X
---------------------[End of Page 1940]---------------------



りξ子本手研:
本手脱描述了NT系列可編程終端M31/Nr31C的基本功能和操作歩畷,以及連接到PC或上位
肌付的操作,包括下列車市、、
着手安装和操作NT系列可縮程終端NT31/M31C之前,清好客馴凋域本手舩ナ訂1碗保理解了所
有倍息△
第1章描述M'31/NT31C的功能和杓成。
第2章拾出子連接lt位机的方法和通信方式的基本倍息,井説明NT31/TN31C白雪部件的名称
和功能、,
第3章描述忽祥汲置NT31/NT31C和悠祥連接夕卜国役各。
第4章描述NT31/NT31C在使用RS-232C端口達i接付与L位机連接的方法,通信方式,兼容
的PC組件等。
第5章描述M31/NT31C上使用RS-422A/485端口達接吋圧接上位机的方法,逓倍方式,兼
谷泊勺PC墾.件等o
第6章描迷忽祥使用系統菜単実施各科没置,以及使用NT31/NT31C前触摸屏碗弘執行。
第7章描述NT31/NT31c的功能,重,点在干能{修正泉画面酌量示元件的功能。
第8章描述使用NT31/NT31C肘突隊∫立用的操作和歩瞭,包括通江組.合画面元件由上位机控
制抜行的功能。
第9章給出子使TN31/NT31C的所有功能得到充分使用的建双。
第10章描述了当系統功能不iE常時的改正措施,対NT3ユ/NT31C的日常堆炉歩』聚。
附乗描迷了連接屯境制作的規格和方法,包括有美部件射精単利pC内存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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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夫手肝和内容:
有美手冊如下。
手冊号砲后面的口符号是版本加史号碍。
[可縮程終端操作和与上位机的通信】
・NT31/NT31C可編程終端操作手冊(VO43-E1-口)本手冊
本手瑚・是美干NT31/TN31C本身射手冊。
本操作手紐描述了可編程終端机身和上位机接目的功能和操作。
1制作和借送画面数据】
・NT系列支持工具操作予研(VO45-El-口)
NT31/31C上呈示的画面由支持工具制作井後送給NT31/31C。本手斑摺述了悠祥制作和作送
画面数据。
注意在本手舟中,WINDOW95下的NT系列支持工具称方"支持工具"。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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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本章提供了使用可編程終端的一般性注意事項。
本章所含内容対手可編程終端的安全和可皐地使用来説是彼重要的。在着手装配和操作再編穏婆端敵必須
園旗井理解本章内容。
1預期的逮者
2一般性注意事項
3安全注意事項
XXX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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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唱吋不要折節内部部件和独摸任何内部元
件,否則可能遭受電市、、
在更換背景灯之前清美断NT31/Nr31c的屯
源,否測祢可能受到屯缶。
　　　
不在要美揮屯源后立即触摸背景灯,否剛将由
干高温蘭燈彷。
△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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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期的達者
本手瑚透用干必須具各屯民系統知枳駒下列人員(屯『工程師或相当人員)。
・負責将FA系統引人生声銭的人員。
・FA系統的没汁人員。
・FA系統的安装連接人員。
・FA手焼和敬各的管理人yH、
2一般性注意事項
用戸必須按照操作手捌所介招的性能参数去使用芦品。
当本声贔的使用条件超出子冊所述遊園,或用干核控制池園、鉄路系統、航空系統、汽牟、燃
焼系統、医存没各、娯系机器、安全装置和其官一些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対生声歎声造成声重
影鳴龍机器利改各,在使用前清先与OMRON代表赴協商.
陥保芦品的額定値,特性参数対干泣用的系統、机器和没各是足鰺的,井且保証対官fn能提
供双量的安全机理。
本手冊提供了使用可綿種終端的知謀,在使用軟件之前必須1遍旗本手冊,共在操作吋把手冊
放在手込以便随吋参考。
△警告在柊町編程終端相相美器什用干特殊的用途和特定条件,尤其是能移直接或間接影哨人的
生命的斑用,遥点特別重要。在把可編程終端直増二]二.ヒ述用途之前必須弓OMRON代表姓協
商。
△警告不要特質的触摸升美輸入功能用干対人的生命有威肋,或有可能造成声量傍害的場合或作
方緊急升共用。
3安全注意事項
安全釣定和意父
方碗保NT31/NT31C的安全使用,本手研使用下列木悟和符号表示注意、警告和危険,注意警
告和危険表示遠里包含与安全有夫的重要信息,必須引起重視。
下面列出所有的木梧和官fl]的意叉。
△警告表示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危及生命或造成声量彷害。
△注意表示効果不注意,可能会造成較量或校軽的彷害,会損杯宇品或使芦品工作不正常。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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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章
概述
本章姶出夫子NT31/NT31C的功能和特性,連接炎型、通信方式等等基本信息。以便理解Nr31/NT31c的庇
凧,
1-1NT31/NT31C的作用秒操イ乍
1--i-1在FA生汗現場NT31/NT31C的操作
1-1-2NT31/NT31C日毎玉葉4乍
1-2NT31ハπ31C的功能
1_2_Iti寺十牛
1-2-2NT31和NT31C之1司比較
1-2-3NT30/NT30C禾llNT31/NT31C之同的比較
1-2-4]NT31/NT31C白勺其本力]倉旨
1-2-5湿ノJ≒
1-3_!≒元}二』イ立オゴ|Lrl句題イi…『
仁3-1直接連接功能
1-3-2NT鑓ヨ妾
㌔3-3分配位和?:R勺功能
1-4系±充キ勾月花
1-4-1倉旨連d妾ili勺夕卜ll|蔭と各
1-4-2連接上位机
1-5投這之前
22344668101515161722η23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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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I)31C的作用与操作
第1-1市
1-1M31/NT13C的作用与操作
NT31/NT31C是一介功能強大的呈示単元(可編程終端},宮自切豊示宿患,当需要吋也可用
来操作。下面力第・…次使用町端程終端(1・Y]')酌人概述NT31/NT31C的作用与操作。
1-1-1
生声銭状杏盟擦
Nr31/NT31C在FA生声現場的操作
NT31/NT3▲C的湿示系統相投缶這行状悉等的実刑信息。通迂曲我利其営:直焼隠家,宅的表
辻能力大大提高,使画面更易理解。
P・舗・・ti・・C㈱1(3)H～階1                    
Product トπ31          M31C
bdaピstaf9輌Cuπentpro伽dionNumberd6f6信檀eNumbefrepair6d       56030527                4412τ58柘
                        
%ach泊vedNT315娼NT31C-・-62覧           .,'ピ〆一.'一●ピ'      
針対牟同展工人
,Nl"31/NT31C警告系統或没各錯俣,井且提出金遣的改正措施。
lAssemblylingBl
POS註ioningpin
isdefec臨ノe.LinestoppeNS.
Checkthefollowing.
t.Dd1gctiv白pinL3
2,Pos浦onofdogM2
3.MountingofP「1dosensorP5
操作塩弄共功能
在NT31/NT31C上没置触摸渥美,使工人能将NT31/N'1"31C作方操作意使用。官的操作結果
被倭送到上位机。
Electroplatingcontrol
Transport
Eiectr.
heed
Wash,
head
、:。㌣
四日囲
巴⑳
凹⑨
回国
日
団団
臼
一周圃同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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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作用与操作
第1-1市
1-1-2
画面呈示
NT31/NT31C的操作
可用支持工具在一一"一台汁算机上生成要昼示的信息(画面数据)井存慮在M31ハIT3玉C中,根掘
上位机或触摸野美的操作指令,在NT31/NT31C上湿示画面数据。
/
接牧上位机的数据
NT31/M31C可通辻上位机鑓i接或NT鑓接而連接到上位机井且秋上位机接収需要的数据。
/
向上位机惰送数据
用触摸盈輸人的数据(升美ON/OFF状志、数字値、字符串)能侍送到.ヒ位机。
触摸屏
画面数据
可用支持工具在AI人計算机上生成要在NT31/NT31C上昆示的画面数据。用一根RS-232C
屯地摺NT31/NT31C連接到小人計算机上井且把画面数据侍送姶Nr31/M31C。
ユ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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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的功能
第1-2苓
1-2NT31/NT31C的功能
NT31/Nr31C/具有下列持点。
1-・-2・-1特点
体釈小
・薄形(屏厚50mm或更小*)。
・通イ言[E貌連接器装在単元内部使'ピ伯不実出子単元。
★在推春厚度随意ヒ安装吋(34頁),,
最遺子FAi珠境的結胸
・NT31的控制板是帯背景灯的STN承色LCD型和NT31C的帯背景灯的S'}"N彩色LCD
型。
・背景灯革元和電池可在遠行吋置換。
・防水椋准符合NEMA4}示准和IP65F当示芹ξ。
'X"控制盆不遣手在K期接触油的再境巾使用。
                                        鴫一一320dots,          
                、                                      
                                                        
                                                s       '、
↑240dots「     '       o#                      '、             
                ノ                                      
                                                        
                ア視角                                  
触摸i汗美的操作
・可用触摸升美凋市対比度和亮度。
写真官質的兼容性
・NT31/NT31C和下列型号之河対画面数据和用戸程序是向上兼容的:NTIIS,NT20S,NT30,
Nr30C,M600S,NT61㏄,M61㏄,NT620S,NT62㏄,NT625C,NT631,NT631C(在演出到支持
工具之后,必須按画面尺寸修改画面。依掴所使用的功能,程序也可能需要遊行部分修
改。詳細内容参考附景1"写真官型号pr的画面数据的兼容性"(539頁)和支持工具手
冊)。
・NT31/NT31C控制板安装尺寸与NT30/NT3㏄一祥。
両端口的椋准特征=端口A是支持工具/上位机通用、端ロB是上位祝寿用
・連接支持工具吋可以与上位机遊行通信。
・在与上位机通信吋由象形碍渕漬器浜人条形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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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M31C的功能
第1-2常
用一介内存単元可快速修改画面数据
・在NT31/NT31C背面幾人一介内存単元(NT-MF261型)使NT31/NT31C能在現場容易地
写人画面数据,遠使官能狼快地痢庇汲置的修改。
画面数据栓査功能
・不用連接到支持工具,只要筒車地操作NT31/NT31C約系統菜単就能検査画面数据。
画面数据量的増加
・IMB数据量是NT30/NT30C的丙倍,可以存置大量画面数据。
大大堤高最大的登康元件数目
・画布画面上妃素的元件数大量増加了,使制作更富表現力的画面成力可能。洋細内容参
考"載示銀箭吐,'(517頁)o
杁上位机懐出/寄人二選i制数据
・可以以字方単位将存疋布上位机上的.二挺制数据宜接写人M31/NT31C。四面不必在上位
机上通泣程序遊行数据轄化,駄面減少了上位机的負荷。
簡単的版本升級
使用支持工具(NT-一頃7」3AT1/7JCATI--EV2].1)支持的系統女装器,見全人汁算机上根容易改
変Nr31!NT31C的系統程序c,
符合国鰺椋准
・NT31/NT31C符合Ul/CSA椋准秒EC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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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的功能
第1・一・21S
1・-2・-2M31和NT31C之尚的比較
NT31的丙神業型－M31,遣手国形呈示,NT31C可以遊行彩色呈示。NT31和M31C之1可約
区別如下表所示:
功能    NT31    NT31C
美型    NT31/ST121-E(米色)NT31…ST121B-3(黒)    M31C-ST141-E(米色)NT31C-srl41B-E(黒)
呈示盈  STN単色LCD呈示炎型(帯白色背景灯)        部N彩色LCD美型(帯白色背景灯)
Nr31/NT31c前面板的顔色是米色和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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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功能
第1-2市
1-2-3NT30/NT3舵和NT31/NT31C之同的比較
項目    NT30/NT3㏄      NT31/Nr31C
所用支持工具    NT-ZJ3ATl/ZJCATl-EV2或NT-ZA3AT-EV2      NT－刀3AT1-Z∫CAT1-EV2
Dlpi序X 単元背后        尤(軟件汲置)
B7A単元的使用   能      不能
内存単元的使用  不能    能
RS-232C接目     連接器(9針)也用作画画数据佳送的端口,,   一寧日A連接器(也用干画面数振作送,9針)一串口B連接器(収用干上位机逓倍,25針)
RS-422A/485接目 終端壊  4・口B(25参十D-SUB遂…i接器)
可置換背景灯    NT30-CFLOl刑T3㏄－CFLO1 NT31C-CFLOI(通用)
NT31/NT31C,系統程序数据 NT-ZA3AT-EVl(包括系統表装器)    系統安装器和系統程序数裾山支持工具提供。
NT縫接1=N通信   不能    能
条形碍閲i妻器功能       不能    能
縮程器功能      不能    能
LCD対比度凋廿   単元肯后控制    通達触摸屏操作
背景灯亮度凋苦  不能    通泣触摸屏操作
用戸登景画面数  最大2000        最大3999
画函数据容量    512KB   1MB
数字数据        最大1㎜ 最大2000
字符串数据      最大1000        最大2000
位数据  256     最大1000
圏象数据        最大224 最大4095
庫数据  最大896 最大12288
数値存儲方法(数字内存数据和rT状志控制区)        匿|定刃BCD石弓(一:一十遣i制石弓)        BCD碍或二挺制商可逸
玉yr状杏控‖1枢大小     4分字   5分字(部分内容変化)
町状恣通知区大小        3分字   2ノト字(部分内容変化)
※速足存娯両前数据的囚焙肉存的容量。
端程中的区別,参考階乗1"勺其官型号pr的画面数裾前兼容",5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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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功能
第1-2芋
1--2--4NT31mN31C的基本功能
下面是NT31/NT31C的基本功能。
男数指墨示有美的功能
字符呈示
可以硯示各砂美型宇符,字符・可以内煽相反昆。
国形呈示
多叉銭、矩形、多辺形、国形、岡弧和扇形都能湿示,、官田能弓各科圏案加亮,内抵
或双晶、,
丘示内存数握
鮨並示字符串内存表和敬宇内存表的内容,見.ヒ位机就可改変内存表的内容。
i繊呈示
用数字内イril4'仮熊鼠万棒圏,而1-1.可撤示折銭圏和趨勢同。
灯呈示
在在ヒ位机i控制'ド,灯可以点亮或囚源。也可以往"i汗"和"美"状志下磁万く不同的閤
形。
警告列表/尻史呈示
根掘上位机的状恣,能以表格形式自前動示扱警信息,也能5止旅信息出現的吋1同
和次数。
与数据輸出有美的功能
蜂鳴器
内部爆鳴llc笈声声
画面打印
連接NT31/NT31C上的打印机龍灯印地当前並示測面的硬持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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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功能
第1-2布
局数据輸入有美的功能
由触漢書美給人
通遺脱摸{}∬示在扉幕.L的触摸升美可輸人数据。
触摸井美tl∫能的功能包括向上位机佑送数据以及改変画面昆示。
弾出武篇口功能
按司一介触摸升美,可以交替打升和美翔喬加在当節上示画海上的一介復日。
除r固定拍子符和閤形統示外、可以将生成曲技親鍵和字符健作内燃摸升美汲置在菌口内。国力具有在需要
輸入町方打升:筒口,所以可有効地使用」画面。
数字/字符串没量功能
能將数子鍵和字符鍵分配給触摸升美,以便在操作現場輸入数値和字符『㌧、
輸人的数据ご了人数字/字符串内存表井按給上位机、,也可以由卜位机控制禁止輸入,、
杁象形硯1菊藻器輸入
用条彫碍閲法器蔵出的散書、可以輸入到字符日・輸入区。
与系統有美的功能
系統菜単
r∫通泣逸粕illl面上5「武白雪系統菜単遊行系統設置和雄∪■。
画面数据的生成
用支持lf⊥在介入}1芦机生成相州曲数据,可佐送井存虻在内ぷ的1剛川数胎内存中Ct
恢夏功能
在M31/N.'1'3i.(:駒返行錆東之商的状志和内存表日向内容,げ在込行ピ止吋或屯源断ヲ干賦存人,共在道行恢夏
困liレ赤花画面上.
画面保抄功能
咳功能用干延長背景灯的使用寿命井防止屏幕1二戸主残留影象。
吋紳功能
川根据内部吋御数据競泳吋伺。
輪程器功能
当NT31/NT31C以NT鑓捜i(1:1)方式連接C系列CI♪M1、CQMI或C200HX/HGA-E/(2)E)再編程控制器吋,可
笑現相当干鰯程器(C200H-PRo27-E)白勺操作。
系統程序安装功能
NT31/M31C的系統程序,可通辻イ吏用由支持工具(N'1"-ZJ3ATI-ZJCAT-EV2)提供的系統安装器改変,,
画面呈示防史功能/披警防史功能
画面呈示防虫功能妃求了特定画面昆示的吋阿利次数,扱警防史功能己景了上位机上特定位精力ON的吋
阿利次数。
固形登景功能和背景功能
可妃景趨勢圏中毘示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変化(盗泉功能),而[t,即使在役有湿示趨勢圏国記景仰可維持
(背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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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功能
第1-21s
1-2-5呈示
NT31/Nr31C能在画面上湿示各稀元素例如宇符、数値、曲銭、灯和独摸汗美。
NT31創丁31C呈示的画面数据是在・↑'人計算机上用支持]三具生成的。
宇符一ー一→    自慢    StOP            Rest加  頃      触
(固定5止示)棒閤 Machinemm8:NT31C・ST141Produqionq㎏,:137units           頃頃            L       手得(字符串』z示数字伍(数等甘.示)灯
                                25%             
        0%國㊦嗣c                                       
                50%             100%            
触摸づ干x
・同定呈示
一襲不会改変的呈示如字符和各神隠形(圓、園弧、扇形、折銭、多辺形和矩形)和已登米的
椋号数据、圏家数据和庫数据,都能宜接写在画面ヒ。
卿■
・折銭
re可画最多256介頂点的連銭白二幾
・圓弧
★
■
著可岡最多256.介頂点的多辺形
・扇形
㊤
・矩形
口
"椋妃"星虫16×16象素組成的ノiN形,宮町作方字符使用。官可在学符串内作方用戸冠
又的字符使用。
"圏象数据"是由任意需要的象素区域組成的図形。官田己預先登景井且按需要能反笈湿示
在画面と任何位置。
Windows95位圏(BMP)数据可用作圏像。
有一…利」双色模式,官在画面上登乗付,就指定了困像的毘示顔色和背景色,述有一一秤八色模
式,官預先指定国家的顔色,,
凶刃圏象数据是由豪家組成的,所以官需要一稗大数据容量,但可提供良好的表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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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的功能
第玉一2市
"庫数据"是由以単介閤形壁泉的固定呈示国形的埋合。'乞田預先登粟井且按需要能在屏幕
主任何位翌旦示。
国力度数据是由組合国形組成的,所以庫数据占用校小的数据容量,、
槻口
吻
閤象数据
1◎mR◎nl
皇
・灯
迭些是国形,宣的呈示状志随上位机的位状悉而改変。正方形、圓、扇形和多辺形都可用
作灯(椋准灯)。根掘上位机的位状志,官田可以点亮(以反色湿示)或囚畑…(在椋准相反証
状恣之同重夏鞍換)。
灯也可以呈示不同的国家/度数据作方上位机位的ON和OFF状悉。(遠神的灯称力"国
家/庫灯")。
一普通(椋准)灯
口
華Y万状志
ON
國
点ゾこ状悉
困象/庫灯
1正元状志
圃
点亮杁志
・触摸升x
迭些升美可以設置在画面上低徊位置、,在已経没置触摸升美的位置上鞍下鮎摸升美吋,
出現下列情況:
通知上位机的一ノト位(輸入通知功能)
改変湿示画面(画面切換功能)
輸入数値或字符串(輸入健功能)
笈制数値或字符串(夏制鍵功能)
移到男…介数値或字符串輸入区(光椋移功鍵功能)
荻得画面硬猪口(画面打印功能)
触摸井芙可以用与灯相同的方式按上位机位的状恋点亮或1刃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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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31屑丁31C的功能
第1-2帯
下列八神晶示国形可用作触摸升美:
祢准形、閉影、三舞、隠形椎、矩形、圓、多辺形、扇形
当逃捧矩形、圓、多辺形和扇形作力触摸汗美的形状,往返ノト区域内按下鮎摸弁天就能感知
呈示閤形的位置("触摸升美区")。
触摸酬二「撫「鷲
叫ヨ
並示糎
LＬL」
執行功能
・数子呈示
可以凱示数子内存表里存虻的数値。通道改変数字内存表中存虻的数据可以改変所呈示
的数字。
也可呈示十六遺制数。
在並示十遊制数耐湿示的数値的杜数剖三分和小数=部分的数字全数預先規定了。
・串{呈示
呈示存虻白子符串内存表中的字符串。通辻改変字符串内存表中存肥的数据而改変所見
刀ミ自勺字符串。
・数ヨ輸入
可以使用触摸升美在1アr上諭人数偵。愉人的数値可存殿在数字内存表中井且通知上位
机。
荷[1
・串輸入
再使用触摸升美、条形碍同棲器等在pr上諭人字符串。輸入釣手符串可存定在字符車内
存表中井且通知上位机。
字符串'
NT31c[NT31]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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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功能
第1-2令
・抜盈升美
可以通泣相庇的触摸升美(+,一)増大或減小僧一位数字而輸入数値。輸入的数値也可
存虻在数宇内存麦芽且通知上位机。
・国形
迭些固形酌量示是根掘数宇内存表中存虻的数値而改変。有如下三秒国形。
棒圏:
棒倒昆示数宇内存表中的当前値井珪化顕貴定値的一100%至+100%池園内的百
分偵呈示。
60%
一コ
折銭閤言
折銭周以lf覗的形式,順序将数宇内存表的直轄換方顎堤定値的一100%至+
100%萢摺内的百分値昆示c)
100%
0%
一100%
顕示一系列1呈命数7:内右
表債的例子(帯有一・トカ"昆
赤狩ザ汲置的逃1予鮎i氾)
趨勢図:
趨勢圏湿示数了こ内存表内的国形,数値上随時同順序的変化。其数値鞍擦力預定値
的一100%到÷100%池園内的百分値皿示。趨勢国会殖財同移位置。
也可氾乗辻去数据,即使役有湿示趨勢闇討也能漬出(采祥)数字内存表。
増戸可以通迂按下鮎摸井美来逸拝停止来様,重夏釆祥或呈示泣虫数据三秒昆添
方式。
「ヨー日一団]-F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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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31/NT31C的功能
第1-2市
・扱警列表/防史
扱警列表/防虫功能根据位内存褒状恋的変化,以列表或灘形(国家/序数据)形式呈示信
息。
ヌ寸:ず扱警列表,一系列位内存表赴手塩控状悉,井且湿示了位内存表没貴的赴干ON状恣
的信息(字符車内存表的内容Σ,
対千振蕃茄史,没畳了達鎮盤控房史属性的位内存来状恋,井氾景官伯接遇(ON)的吋同
和接通的次数,井与力位内存表没貴的信息(字符串〉一一起並示。
NT31/NT31C通達汲置内存外美允許呈示順序是"最新記章在前"或"最旧}己蒙在前"、、
根警列表功能用十法足当前郷一位赴予ON状恋。振警厨史功能用干決定辻芸扱警出現
的吋1同和次数。
一振…警列表
方No.t4号位内存在投遣
白曾∫目息(宇符串表No.32)
鞍下.1示的イ事i息,就能㌦ポNo,14位
内務表白.)lt的閤象/席数据(工i3c)
一撮誉田史
ヲkjNo.24・弓イ立内イト表蔭く㌣
白雪fl.i,[LI、(≒ドニ特:華表N(,,13)
鞍下上面」泣示的信息,就能昆ポNo,!3
位内存表設置的圏象/序数据(エe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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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位机的逓倍
第1-3苓
1-3与上位机的通信
M'31/NT31C通道下列三神通信方式中的一科f連接到と位机。
lr.位机鎧i接方式:
上位机以1:1連接方式鑓接到pr,」二位机的宇和位通泣上位鑓接遇汎方式旗出井昆示。
遠称方式可用']漣接大多数炎型的PC。
Nr鑓接(1:D方式:
上位机以1:1連接方式連接到pr,通迂NT縫接(1:1)ke信方式逮出井湿氷上位机的宇和
位。
能以遠神方式連接的PC的神業是孝∫限的,不泣迭神通信方式的通信速度比上位机燵躾
方武侠。
Nr{遅桜(1:N)方式:
一台y.位机連接到多台PT,h位机的宇和位通ktNTee接(1:N)逓倍方式漢出井湿示。毎
台町可以分別向上位机佳送数据或杁ヒ位机接収数据,井皇宮伯可以有独立的画面呈
示。能以遠神方式連接的利1美是有限的,不辻君提供与多台1γr的快速通信,,
在用一王NT31/NT31C的所有二神通信方式中,pr与上位机之1司的数据通信是通道"盲捜連
接"遊行的。
1.-3-・1直接連接功能
対j::NT31/NT31C提供呈示数据的位和子,以及用干存儲輸人数据的位和字,可以分配給PC
内存区域的低価部分。
NT31/Nr31(=可直接漬写遮些分配的位和字来修改pr画面.ヒ的元素的呈示状志,控制lyr駒
返行状恣,井日向上位机通知状恋。
返抄不用PC程序而直接写人和選出宇和位醜状恋的功能称力"直接連接"功能。
力直接連接方式分配的宇和位称力"分配字"和"分配位"。
直接連接功能允許在NT31/NT31c上並示夙pc的内存区域中旗出,的数据井且将官寄人
NT31/NT31C的内存表。而且在NT3MW31C中愉人的数据可箸入PC中的内存表中。NT31/
Nr31C窪勺画面可根掘PC内存区域的状恋改変而NT31/Nf31C的状恋数据可写人PC臨海存
区域。

■
DMlヌ
醐□□
輔助地竜器区定吋器/音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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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位机的通信
第1-3吊
責接連接功能的特点
直接連接功能具有下列特点。
・用十返行状志和工作指令信息以及存儲愉人数据的位相宇瓦自由地分配姶P(1内存的九
平所有区域。
・国力NT31/Nr31C)3∫以下詮PC程序直接向PC提供位相数据,所以官可以不用改変捨綱
当前生声銭遣行的PC程序而与PC連接,、
・控制和通知NT31/NT31C的状恋的区域,包括兄示画面,昆示/不並示状己和峰町`9輸出,
町角由地分配給pc数据区域的任何部分,速意味着不用准各寺用的通柘程序只要在PC
側演出遠介区域,就可以旗出和按制PC的状悉。
豆桜連接功能允許NT31/NT31C盲接写入和しC出PC中丸丁所有的位矛ll　∫二,井且自動改変
NT31/Nr31C的画面展示。遠項功能減小了PC的負戦∂結』高下官的程庁丹友釣致率c;
1-3-2M縫接
NT燵接是一一利り三目直接連接功能与PC高速逓倍的方法。能用NT髄接方式連接的PC館下。
・当使用CPU単元或SRMl的内部上位机縫接功§旨吋
cPMil,cQMl,c200Hs,C200HX/HG/HE(-zE),(]VM1/cv系ダilPc(帯－Ev丑或－Va－新1't勺型
号),SRMl
・当使用通信板目寸
C200HZ/HG/HE(-ZE)
除了1:lNr鑓接方式之外(適時PC…コ肝1対1連接,NT31/NT3]C也可使用1:N{連接的Nr
連接方式,官允許最多八台1〔連接到一介PC端口。
然而,1:N連接的NT縫接通信方式只可用干C2001-1.X/HC/HE(-ZE)。
在以下的童言,木IEi"NT鍵接"一般指NT縫接通風方式。木沼"NT鑓接(1:1)"用来待指以
1:1連接方式遊行的Nr縫接。木沼"NT髄i接(1:N)"用来特掲以1:N連接方式連接的Nr鑓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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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位机的通信
第1-3弔
NT連接的特点
NT縫接具有下列特点。
・可執行与特定美型的PC的高速通信。
・可以以位方単位向PC内存区域写入信息。
迭使分配給触摸升英字的其官位可分配給其官用途(如:灯)。
然而,由手写人DM区数据以学力単位,所以※些区域中分配給触摸iFl美的字的其官位不
能用干共電用途。
・即使在PC赴干這行方式日寸也可使用NT縫接(当使用上位縫接方式吋,在PC赴丁這行方
式HtNT31/NT31C可特操内蓋控方式)。
・対支持上位机鑓接(1:N)方式的Pr(NT20S,NT31、NT31C,NT600S,Nr620S,TN62㏄,
M625C,NT631,NT631C)最多述8台1汀,連接到PC的－Al端口弁回附使用。
・在使用C200HX/HG/HE(-ZE)吋,通道在CPU的可迭槽上安装一決通信板,最多可連接
三介NT鑓ii接(1:N)系統(即24台□)。通信根釣洋細情況参考SYSMAC通信板用戸手瑚L
(W304-El-一口)。
・如果所用的PC支持編程器功能,那ムNT31/NT31C可用作編程器。
NT鑓i接可用上位机縫:接兼容。使用上位机直接連接方式的NT31/NT31c画面数据和Pc程序
可以用干NT鍵接方式。
1・-3・-3分配位和分配学的功能
在使用直接連i接功能日寸NT31/NT31C上呈示的元素利Nr31/NT31C醜状志所以分配姶PC的
位和字。PC通道改変位和字的内容来控制NT31/TN31C,也可以通達按NT31/NT31Cヒ的触
PtiFF美向pc友送数据。
・用PC控制NT31/M31C
可由PC控制M31/NT31C的下列功能。
一画面=
指定画面的湿示,画面編号的碗杁等等,,
一内存表:
写入内存表,林一介内存表更制到男一ノト内存表等等。
一灯和独摸芥菜=
湿示指令,呈示状悉的碗杁等等。
一系統控制:
蜂鳴器升/美湿示/不豆示状杏,画面封印,和英玄NT31ハIT31C状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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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位机的通信
第1-3弔
・八NT31/NT31C向PC佳送通知。
NT31ハrT31C的数据,例如鞍下触摸升英房,侍送zapc。向PC後送下列四秒美型的数据。
-T31/Nr31C的状恣,当前置示画面的画面編号。
一角虫摸ヲF実状悉
一使用触摸升英魂象形碍漢人器在数字値/字符串設置功能輸入的数字値和字符串。
一往内存表之同夏制后的内存表的変化等。
呈示元素的功能
・丈T(278頁)
分配副示:位
一
灯#1(位OOOIOO)
                
        1■ll   
                
⇔
升美1:0N(位OOO!CO)
升メこ2=OFF(位000101)
灯#2(位OOOIO1)
通辻NT31/M31C的"灯"昆示PC的位状恋。
普通(椋准)灯在PC的粒状恋(灯位)ON(1)吋亮(囚),在PC的位状杏OFF(0)晴晴。
射干墨家/庫灯,所呈示的国家或庫数据可以根据・PC位(灯位)的ON(1}/OFF(0)状杏相
互特操。
・角虫i摸ヲ干美(284頁)
分配自称:位
魚眼摸肝美#12
位009012
位009012:0N
⇒・・9。12田
在PC的位(灯位)ON吋亮(内煤),在ec位力OFF吋暗。当鞍下触摸升美吋,PC的通知位
力ON(D或OF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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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位机的通信
第1-3芋
・数字呈示(数宇内存表)(302頁)
分配口称:字
訓固剛胆品■■画
_.⇔田田n皿
(「llMoo3)ぷ。。・日=eコヨ
ooeSCH[口
数宇内IfliI50(([)005Cl])
把数宇内存衰分配給PC中所需的一子。如果相座的数字内存表呈示在画面上吋,如果字的
内容改変,画面上的数値也将改変。能移根容易的盟控字的内容。
虫干不停地執行演出和与人,使得分配的字的内容息是時数宇内存表的内容相同。
・字符串呈示(字符串内存表)(310頁)
分配目椋:■
■一圃
⇔吐血皿
酬。too『Ce・,bl
ouoselpmCc・.■d)
DMomo[iiSEfile・:℃
字特筆内存表'1
分配字数:3
首字:DM【OlOO
把字得率内存表分配給PC中的任意字。相応的数字内存表在画面上呈示吋,如果■的内
容改変,画面上的宇符串也将改変。任御宿息可以根容易地提示。
虫干不断地執行漢出和与人使得分配的学的内容息是当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相同。
        {16†21 
                
        巨cl    
                
                
                
        1・b。d・f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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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位机的通信
第1-3市
・扱警列表(位内存表)(341頁)
分配自称:位
田麹■㎜□眠■■■
⇔
一
01corc9口
位内存表23
イtO10009
字符d内花茨120
当PC位軸力ON状悉吋,方位内存表登景的宇符串内存表的内容呈示在扱警列表里。当
核位返国力OFF(0)吋,自動清除宇符串内存表的呈示。
・}乏…警i万史(イ立内存表)(341英)
分配目祢:位
一
⇔
位内存表52
{立0150韮2
宇・符中肉存表134
引正4穿」万史'己乗数据・
唖
酬
os5012E口
当分配給汲置了洒史属性的位内存表的PC位赴子達鎮盟柱状恋吋:在咳位変ON(D吋,
特ON的時間、次数和光速介内存表所登※的字符串的内容都況乗到扱警防史記乗数据
中,,
己乗数据作方扱警防史並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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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位机的通信
第1-3市
pe状杏控制区的功能(杁PC到NT31/NT31C)
"肝状恣控制区"用来校制NT31/NT31C的状恋。当数据写人PC中的咳区域自主NT31/NT31C
遠出内容井根掘内容道行。
[ps状恣控制区応用挙例1
当数据写人pr状恋擦制区吋,NT31/NT31C白勺道行如下(224頁)。
M4
▲
蜂鳴声
呈示画面3
数字内在表5G
=
曳く
数字内存表7
口
⇔
Pl1状恣控制区
0050
1eo7
画面切換没鷺
内存表
更制没豊
PT状志持制位
PT状恣通知区功能(杁M31/NT31C到PC)
"lyr状杏通知区"用来通知NT31/NT31c状恣的変化。
当NT31/NT31C的状恋変化吋,咳変化写人PC中的遠介区域。通迂見咳区域懐出i数据,可以
栓査到N'T31/NT31C的状悉。
Epr状志通知区応用挙例]
当NT31/NT31C状志変化打寸,変化如下国所示通知姶PT状恋通知区(233頁)。
数字内右表13
圃pr状志通知区
OO13内容刷新内存表
⇒
8800pr状志
分配字(数字表13)
1234s67s→EiiEEiiiEE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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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杓成
第1-4市
1-4系統拘成
本下描述了使用使用NT31/NT31C戸1{61的系統杓成,美干芦品型号的細憤参考附乗」"型号
ijiJ表"(543更)。
1-4--1
可連接的外囲没各
下面的外聞没缶可連接到NT31/Nr31C。
内存単元
ii]'存虻在眉劫吋自助
歳出的画面数据,、
NT31/NT31C
㈲示■):残的監控和xす1戸現場
}陸将く,井通知升美的ON/OFF
状志和輸入1';位机的数値◇
上位机
在控制机器和盗視生干残吋按需要控制M31/1N'r31C,,
上位机縫接　C系列,CVM1/CV系列nc,SRM1
可連接到CPU単;rt,.tr位机鑓接単元和SRM1。然而,一
些,IJt－的CPU単元和SRM1不能連接(5D[和89頁)。
NT鑓i接lCPMI,CQM1,C200Hs,c200Hx/HG/HE(-zE),CVMI/
CV系列PC,SRMI可連接到CPU単元和SRM1。然而,某
些型号不能辻接(62,65,101,1〔}4頁)。
介人計算枕
返行Wir)dows95
口
固
←
亜目
支持工具
用来在介入計算机上力NT31/
Nr3ic制作画面井把画面佳輸
到Nr31/M31C,井遡i行NT31/
Nr31C的没鶯。
系統安装器
用来改変Nr31/NT3正C的系統
程序。
・条形碍漢人器(39頁)
・推春的打印机(38頁)
-ESC/P24針打印机(ESPON)
-HP,PCL5打印机(取)
除了以上打印机,也可以使用与PC-PR201H相術的打印机,以及符合下面某…秒EPSON
控制椋准曲打印机=ESC/P24-J83C(彩色)或ESC/P24-J82(単色)。如果使用HP打印
机,必須碗係官符合PCL5称准。
・内存単元(42頁)
-NT-MF261(OMRON生声)
・支持工具(37頁)
-Windows95下的NT系列支持工具2.0版(OMRON生方)
-NT-L]3A「1"1-EV2(FD版)
-NT-ZJCAT1-EV2(CD-ROM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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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銃拘成
第1-4市
・系統安装器(37頁)
一系統安装器(OMRO[生pi1)
系統表装器作方支持工具(NT-Z}3ATI/7JCAT1-EV2)的椋准附件提供。
1-4-2
附注下列没各可供逸拝。官伯都可用干NT31或NT31C。
可更換的背景灯NT31C-CFLO1
抑制反射保炉屏・NT30-KBAO4
防化学翠NT30-KBAOI
可更i換丸池3G2A9-BATO8
連接上位机
M31/NT31C右下列丙十通信口。
・串口A:
D-SUB9針連接器
仮用干RS-232C(支持工具和楽形禍達人器可連接在銘。)
・串口B=
D-SUB25針連接器
用IRS-232C或RS-422A/485(由内PtiJF美逃捧。)
(不能在銘連接支持工具和条形碍聞違器。)
上位机可連接辻商介増田的…介。
pr和上位机側的毎一神通信方式的連接方法如下所示。根掘准各連接的pc可使用的通信
方式和追行現場的条件遊行設置。
附注当以上位机鑓i接或NT鑓接(1:1)通信方式使用RS-232C/422A鞍擦単元吋,不能使用RS-
485方式。必須用RS-422A建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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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這之前
第1-5市
1-・5投這之前
按照下面給出射歩喋眉功NT31/NT31C系統。
汲置k位机
・対上位机縫接,参渕
5▲ノ',89」笈以及_Lイ立
机縫接河北和外囹工
具手疵,、
・対NT鑓i接工:1,参圃
62)f、和】OIノこζ,
・対NT鑓i接1:N,参囲
65頁不]可104頁。
1将鍵装入操作盤1
↓(34頁)
1連接輔1
(35♪て)1Ψ
安装系統程序規
一/
(参考138頁和
支持工封丁肘)
系統在安装器
方式下送行造営★2
(137ノ')
在計算机上
安装支持工具
(参考支持工具手冊)
制作画面
(参考第7章到第9章
和支持工具千舟)
1
佳送画面数据
没置内存外美
↓{願)
在1γr上使用RS-232C[日寸参考第4章
在pr上使用RS-422A/485口吋参考第5章
碗荻設置
井検査通信
】(142頁)
"'1系統程序安装只在特定情況下遊行。例如当改変系統程序,或覆蓋安装程序的原始
状恋,、通常不需要該操作。
つ可以禁止系統菜単昆示和所有修改操作。逮就可以防止画面和没量的意外捌除和改功。
附注・対手系統程序,把Nr31/'II'N31c的系統程序作方NT系列支持工具(NT-213AT1/z3CAT1-
EV2)的附件。
・射干支持工具,使用Windows95下的NT系列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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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這之前
第1-5市
参考下面的装置和軟件手冊。
装置或軟件      手冊名称        手冊号
系統程序        Windows95下的㎜系列支持工具     VO45-E1-口
支持工具        Windows95下的NT系列支持工具     VO45-E】一[コ
PC      SYSMACCPM1用戸手冊      W262-E1-口
        SYSMACCPMIA用戸手冊     W317-E1-[コ
        SYSMACC200H用戸手肋(用干CUPOI/03/1D(編程)       W]30-El-口
        SYSMACC200H用戸手冊(用干CUP21/23/31)(編程)      W217-E1-〔コ
        SYSMACC200HS安装手冊    W23ひE1-〔]
        SYSMACC200HS編程手冊    W235-E1-口
        SYSMACC200HX/HG/HE安装手冊      W302-E1-〔]
        SYSMACC2001{X/HG/HE編種芋冊     W303-EI-口
        SYSMACCIOOOH/C2000H用戸手斑(編程)       W]40-E1-口
        SYSMACCQMI参考手冊      W228-E1-〔]
        SYSMACCVM1/CV500/CV1000/CV2000用戸手冊(梯形圏)(如果CVM1系列PC,参考SYSMACCV500/CVlOOO/CV2000用戸手冊)。  W202-E1-[=]
CompoBus主控制単元      SRM1用戸手冊    W318-E1-口
外園工具        SYSMAC支持軟件操作季肋:C系列PC  W248-E1-[コ
        SYSMAC支持軟件操作手冊:CVMIPC   W249-E上口
        SYSMACC控操作手冊       W332-E1-口W333-El-口
上位机縫接単元/通信板   SYSMACC系列上位机縫接単元用戸手冊       W143-E1-口
        SYSMACCVMI/CV系列上位机縫接用戸手珊     W205-E1-口
        SYSMACC200HW-COMOIC200HW-COMO2-V1到C200HW-COMO6-EV1通宿根操作季肋       W304-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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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弔
投返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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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連接准各
本章描述与M31/NT31C連接的可能的方法,和布連接到上位机和外園役畜之前作力必需知i只的NT31/
NT31C的部件的功能。
2-1連接上位机的方法
2-1・-1連接方法和通信方法
2-2NT31/NT31C的准各工作
2-2-1部件名称和功能
8811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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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方式
第2-・1令
2-1連接上位机的方式
本章描述了M'31ハrr31C与上位机連接的方式,以及連接方法和通信方法之同的美系。
2-1-1連接方式和通信方式
・NT31/NT31C的通信端口和通信方法
NT31/NT31C有両分通信端1コ,官僧的用法如下表所示。
通信端口        可用的通信方法  通信美型
串口A   上位机髄接NT縫接(1:1)NT縫接(1:N)(支持工具連接)(条形碍囲渡器輸入功能)    RS-232C'
串口B   上位机縫接NT縫接(1:1)NT燵接(1:N)        RS-232CRS-422A/485(在RS-232C和RS-422A/485之阿逸鐸)
・可用干上位机的通信方法
下面的通信方法可用干与Nr31/rN31c連接的ヒ位机。
-RS-・232C
-RS-422A
-RS-485
真麻上能支持…的通信的美型与上位机単元有芙。洋細内容参考第四章"夙RS-232C端口
達接上位机"和第五章"夙RS-422A/485端口達接上位机"。
・用RS-232C/RS-422A特換単元鞍換通信典型
用RS-232C/RS-422A貰換単元(NT-ALOO1,0MRON出品)可美現下列通信炎型韓換。
-RS-232C⇔RS-422A
-RS-232C⇔RS-485
28
---------------------[End of Page 1974]---------------------



連接上位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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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法和達接方法的組合
可用的通信方法取決手NT31WT31C和上位机之同所用的通信方法和通信美型。
pr的
通信炎型
RS-232C
RS-422A
上位机
的通信美型
RS-232C
RS-232C
RS-422A
可用的連接方式
上位机
一
直接1:1連接
Pf
RS-232C(最長i5米)
経辻待換単元的1:遵…接
Fr特操器単元
口{NT'ALCO')
上位机
RS-422ARS-232C
{最長500米)(最長2米)
優遊特操器単元的1:N連接
P「特撰器単元上位机
口(NT-ALOOI)
口
RS-422ARS-232C
(最びヒ500米)(最長2米)
上位机
一
直接1:1連接
tT
RS-422A(最長500米)
1:N連接
皿
口
口
[]
上位机
可用的通信方式
上位机
鑓接
○
○
×
○
×
NT鍵接
(1,1)
○
○
x
○
×
NT燵接
(1:N)
○
○
○
○
○
細明
洋説
66
74
79
106
111
○:能達接×:不能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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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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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的
通信美型
RS-485
上位机側
的通信美型
RS-232C
RS-485
可用的連接方式
通柱特操器単元的1:1連接
Fr特換器単元
口口卿
上位机
RS-485RS-232C
{最長500米)(最長2米)
通Ltee換器単元的1:N連接
H'特操器単元上位机
口(N「-ALOOI)
口擬瓠、米一黙認
直接1:1連接
17T
RS-485{最K500米)
上位机
－
LN連接
」口=口口
上位机
可用的通信方式
ヒ位机
縫接
×
×
×
X
M縫接
(1=1)
×
×
X
×
M縫接
(1:N)
○
○
○
○
細明
洋悦
74
79
llO
114
○:能達接×=不能連接
－RS-232C/RS-422A特撰器単元(NT-ALoo1)RS-232C連接器的6#斜脚需要+5V,
150mA。栓査在上位机側RS-232C連接器的信号。
一+5V不是M31/TN31C的串口B的輸出量。当在中口B上達接NT-ALOO1吋,NT-ALOO1
需要一・介独立的屯源。
一往屯源供屯吋,NT-ALOOI的屯貌不能連接或断升,必須在RS-232C屯鏡的屯源断升肘
(当上位机庖源英断吋)才能連接或断升NT-ALool的竜燈。
-NT縫接(1:N)即使在Nr31/NT31C側与上位机通信用Rs-232c吋也布敷。但是在※秒情
況下使用毎一・介NT31/Nr31c上的串口A是彼方便的。因力車口B是不輸出+5v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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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的准各工作
eg2-・2廿
2-2
NT31/NT31C的准各工作
在宿功送行之前,再描述一下NT31/NT31C的部件的名称和功能如下。硬件汲置的方法説明
如下。
ー
チ圏
言
部件名称和功能
屯源LED指示
        屯源            供塩付緑灯亮。・・                                              
                、,                                                     ,!
                                                                        
                        讐                                              
                                                                        
                                                                        
                                                                        
        之                                                              、、
                                                                        
追行]LED呈示
・当単元姫子追行模式付録灯亮
・当屯池峡屯吋亮桔黄色灯或紅
色(送行方式吋‡u黄色灯具官方式
紅灯)。
昼示
Nti31有一介帯背景灯的単色1£D屏幕
M31C有一小帯背景灯的STI'N彩色㏄D屏幕。
整介屏幕区域是一!ト用件輸人器什的触摸屏。
附注NT31、iNT31C的机身有両神顔色。
Nr31    NT31C   顔色
NT31-NT121-E    NT31C-ST141-E   米色
Nr31-ST121B-E   NT31C-STI41B-E  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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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准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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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祝園
lE油差
可地固定在孟子下面
                        皇位井x(在謡…内)用こ」二初始化NT3夏/NT3】C的所有状杏。然而,在初婚化之前必須登素数据包括画面数据,内存肝美汲置井保存的状志。＼/                                  
        f,      ■、'                                           /纂篇纏縫嶽鶏元吋,蜥下椋答弁連接在遠里。～警告椋答
                ■■●題●■            ■●■■■                      、'     
                        ヤ』一  /-_=「◎        婿ll日L」       1               
GR端『ゴ防止麦生由干鳴音引起白癬的接地端/       ∨''い  :;::`iil土il工・:…=ll留        [コ■可塑ε工、■-1`                    )               
                                        向町B■臨A■                    
屯源輸入端              r-'■■■■,'～』"                                      .       
                一■■■■■■■■■■一一一                    /一一ープ商                     
                                                                
                {チ、ソ■'                                              
蛤NT31/M℃的三命終連接屯源。/背景灯単元(在蓋子内部}打弁蓋子山塊背景灯,,㍉移走孟子吋背景灯美剖。持緊荒子的螺釘。                 1       //中口B連接器連接到」苛上位机逃行連接的屯地。根掘NT31/NT31C系統菜単所遊行的没置▼可使用RS-232C或RS-422A/485。遠是一ノト25針連接器。不能同吋使用RS-232C和RS-422A/485。                   串口A連接器将連接上位机或支持1二具胸毛蜆連接在此,,条形碍閲凶器也能在此連接。迭是一介RS-232C寺用的9針連接2乱
打印机連接器
遊里連接打印机宅地。
輸出符合Centmnic5規萢。
注意在外/芙屯源或皇位前要碗杁系統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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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硬件没置和達接
本章説明NT31/NT31C前段貴和連接外国波寄的方法。
連接上位机的方法和細辛,参考第四章"杁RS-232C端口達接上位机"或第五章"見RS-422A/485端口達接
上位机"。
3-1安装
3-1-1安装耳鏡
3-1-2装人操作盈
3-1-3屯源連i接
3-1--4接地
3-2連接支持工具
3-3連接打印板
3-3-1連接方法
3-4連接条形渦聞違器
3-4-1連接方法
3-4-2没警察形碍聞違器
3-4-3数据格式
3-5使用内存単元
3--5-1表装方法
3--5-2使用方法
34343435363738383939岨4142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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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第3-1常
注意在折升NT31/NT31C和外圃没各的包装吋,姿絵査其外形井碗保没有損杯,而且,在軽軽揺功
単元日寸庄z没イぎ昇常自勺耳乗音。
3-1安装
将NT31/NT31C安装入操作盈,井且接通屯源,汎明如下。
3-1-1安装原境
将pr装入操作塩付,注意下列几点。
注意・不要将単元装在下列条件的現場。
一温度変化刷烈
一温度或湿度超泣規定萢限
一高湿度凝露
一噴澱化学物贋的場合
一惨有大量油
一腐蝕性或易燃民体
一尉烈震功或沖十
一直接暴露在風雨中(室外)
一弧烈的紫外銭輻射
・如果在任'秒下列条件情況的地方使用此単元吋,要避行充分的測量以碗保屏蔽措施。
一静屯或者見其官没借米的燥プ
ーヨ量…烈]白勺|・邑磁場
一毛源銭附近
一放射銭幅照
3-1-2装入操作盤
NT31/NT31C用埋在校制盈里的方法安装在操作盈h。
按下列歩聚使用包装中的控制盈的面板附件和工具(Philips螺貨刀)。
(1)在盈面上打・・全乳(尺・丁如下国所示),杁面板正面装入NT31/NT31C。
ト◎駒
L_18ピ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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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第3-1市
(2)如下所示見NT31/NT31C凶音后,在頂部和底部四介位置,左右柄ノト位置摘入面板固定
器。
在机身的方孔中播人定位器的鈎子軽軽拉住固定器用Philips失的螺髪刀背景螺釘。
注意・在操作盈ヒ操作吋,留心碗保不要止金屑屑揮逃単元内。
・可用的操憾的離力1.6㎜到4,8mm,力保i正防水利腕ノh,爪イ抽固定器必須一祥紫,
述到O.5・・O.6N・m力矩。如果固葉力太大或イ'致,NT31/NT31C前面板就会瓠曲。操
作蓋不能弄腔或趨曲,井且必須能支持保障安全利結実的安装。
3-1-・3
電源連接
把一ノト24V直流電源蓬到屯源輸入端子。
注意一根掘屯源刀:美ON/OFF状志,可以停1卜整ノト系統。
因此在切換屯源ON/OFF日把座按照rE碗的歩躁。
一往接通屯源之前仔細検査接銭。
一不要把交流屯源連接到直流端子,,
一使用低嚇功的直流電源。
一不要逃行絶縁強度測試。
一如果符合EC規定(低圧規定),必須使用加強絶縁的電源。G十周1998年6月通辻EC規
定。)
24V直流1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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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源
可使用的屯源規格如下。
項目    数値
電源    24V自流
屯漏出圧允杵的波劫萢園  直流20.4到26.4V(直流24V,-15%,+{0%)
屯源功率        15W以上
・用干連接的元件
注意使用2t㎜2或更大裁面的双狡残和M3.5圧接端子連接屯源端子。
N・m。
端子被曝挫緊国力力0,8
叉型同項
㎞趣∋=口輪m唖◎=[コ
一捻行的端子
3-1-4接地
NT31/NT31C有一介功能接地端(c-5)。
按下列情況下遊行接銭,、
(1)NT31/NT31C之11理1元南限短,井「L假没接地点之阿没有毛位差,接地方式如下国(a)所
小o
(2)在NT31/M31C和上位机的接地点之伺有毛差,接地方式如下困(b)所示。如果NT31/
NT31C巳上位机之河有一定距嵩井且単点接地有一定困唯,那ム不要連接NT31/NT31C
的功能接地的端子。
(3)如果NT31/NT31C和声生干抗的没各如弓述或逆変器安装在同一控制盈内,那久不要連
接NT31/NT31c的功能接地端。
NT31!
NT3tc
3炎接地
剛a)
1・;立机
繭,)
注意力」'防止由手操声而引起的炭操作,必須正碗地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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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到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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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連接到支持工具
力了安装NT31/NT31C的系統程序,或者把由支持工具生成的画面数据侍送到NT31/N31C,
必須用RS-232C竜燈将NT31/NT3玉C与小人計算机相違。
NT31/NT31Cきi接来自今人汁算机寧日A的RS-232CEU幾。当上位机違到串LllB吋,在
NT31/NT31C与小人計算机的RS-232C屯鏡連接的回付,也可保持与L位机的連接。
然而,当使用条形渦間違器吋,国力主佃都使用串口A,所以官必須飯井,以便能blS連接RS-
232C屯幾。
口
皇
塾
串。A工
(RS-232C,9針)
・通信条件
当系統安装器和支持工具肩劫吋,自助没宣下通信条件。
・推春的連接器屯魏
使用下面列出前亀鑑,,
-CV500-CN228(長度:2m),OMRON制造
(D-SUB9針,播失⇔D-SUB25i十,桶美)
制作達i接屯鏡的洋£田情況,参閲階乗F"制作連接PC的亀鑑"(5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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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打印机
第3・・3令
3-3連接打印机
打印机連接到NT31/NT31C上,所以打印当前呈示画面(屏幕圏象打印)的硬猪口,井目通道
系統菜単操作,打印画面呈示防虫利根警防史。
根掘連接到NT31/NT31C⊥.的打印机好打印以下美型数据,i羊細情況参考引用頁。
一画面硬摺貝(8-ll"打印数据和検査打印机状志"中的8-ll-1"打印画面",476))
一画面昼示防史1己乗数据臼83頁)
一警告肪史記員数据(185頁)
3-・3…1
連接方法
用Centronics的}巳継把1:不印机連接到NT31/NT31C上,如下所示,屯地法度∫立不大子L5m。
附注在打印机屯源接通吋,連接或断升連接電燈,可能尋致NT31創丁31C故障。通常在連接或断
升電猫前先断升打印机電源、、
EoSONESC/P彩色打印机(24針)
単色封印机(24針)
HPPCL5け苗打印机
慧
1
一
・推存的道i接器屯£覧
推葎下列連接lf1貌。
-NT-CNTI21(1.5米,20十十到36針),OMRON生声
・推考芋自勺‡ＴEP羽L
-EpSONESC/P打印机(24針L彩色或単色
－HPPCL5打印机,単色
除了上述打印机,也可以使用彷PC-PR201H(符合PC-PR201PL校制椋准)的打印机,以
及符合下面某…一科EpS{}N控箭ll椋縦射打印机。
-ESC/P24-」83C(彩色),ESC/'P24-」82(単色)
如最要使用HP打印机,必須符合"PCL5"控制椋准。
当NT31C使用単色打印机吋,NT31C胸内存外X没貴方"色調"(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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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条形掴聞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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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連接条形碍聞違器
把条彫碍聞違器連接到NT31/NT31C,使象形ES数据以字符串形式漢人字符串輸入区,貴人
字符串内存表。
力了使用条形石弓1河漢語,"通信口A方式"内密汗美必須波力"象形硝鋼旗器"。
対手用条形碍団旗器輸入宇符串的方法的詳細情況,参考編程手斑中8-7"数値和字特車輸
入"中的8-7-2"字雑本輸入"(455頁)。
注意在連接或断汗屯雛之前,要碗保条形硯滴旗器和PT的屯源都邑断iFl。
3-4・-1連接方法
把象形碍閲法器連接到NT31/NT31C]二的串口A,如下岡所示。
NT31～NT31C
条形岡田渓器
山接器lu雛糸形炉端捜器屯,霊
力了連接到NT31/NT3】C,象形弱聞違器必須与通信設置(3-4-2"設置象形碍間違器",
40頁)和数据格式(3-4-3"数据格式)",4Dて)的没賢相座配。在使用前清碗杁条彫碍間違
器的技木規萢。
対手制作連接器地貌的洋細情況,参考階乗G"制作連接条形渦聞違器的屯鏡"(537頁)。
附注条形碍聞違器必須連接到串日A,返表明条形鶴岡逮器不能」ヨ支持工具同時連接。条形胸間
旗器使用吋上位机必須連接在中口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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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条形鶴間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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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汲置条形鶴鰯漢器
連接条形掴圃凄器之后,通道系統菜単的迭拝顔力官設貴通信条件和其他設置。
NT31/NT31C上的伎量
在M31/NT31C上,使用内存外美逃捧下表所示的可迭項目来汲置与条形碍閲渡器通信的条
件。
美干実区的系統莱第i操作的更洋細信息,参考6-10"汲置条彫碍聞違器・輸入功能"(173
頂)。
項目    可能的設定      訣蒼波置
数据位  7或8位  7位
停止位  1或2位  2位
奇偶校強        尤,奇,偶        偶
通信速度        4800,9600,19200hps      9600bps
輸入方法        手工,自助       手工
条形硯園懐器射殺量
按下列所示在条形碍聞違器ヒ遊行汲置。碗保通信速度,栓験、停止位、数据位的設置与
NT31/NT31C上的通信没畳一致。没貴方法的£田市,参考条形硯・閲漢器的指令手冊。
項目    可能的汲置
通信速度        4800,9600,19200bps
校鐙方式        偶,奇,元
停止位  1或2位
数据位  7或8位
順法    STX
赦尾    ETX
RS/CS控制       有数
通信防波        元坊改方式
象形掴杯接数字侍輸      禁止借輸
u)字符侍輸      禁止侍輸
象形碍癸型      多神岡達人(各神業型都能逮)
触笈秀美汲置    自動渕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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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条形鶴間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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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チRS/CS投錨
在条形碍聞違期1司,NT31/NT3iCBL行RS/CS控制。当NT31/NT31C的"輸入方法"汲置力
"自助"吋,RS信号村方OFF,禁止下－AN－ノト輸入,宜到旗出的数据通知了ヒ位机。
因此,当役貴方"自助"吋,在数据通知到上位机以前不能避行下一介輸入、,
然而,当汲置力"自助",井且屯笏的RS/CS信号短路日寸,RS/CS按制尤敷。因此,不管数据
是否已通知到上位机,秋祭形碍園域・器輸入到NT31/NT31C的数据都被刷新。
詳細情況参考所使用的条形碍圓浜器的指令手冊。
3-4-3数据格式
在使用NT31/NT31C前条形碍輸入功能吋前通倍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lSlxl数据1数据「一「数据1E'lrxl
(02H)(03H)
作力i数据的有i蚊字符是杁20H到7FH的十六遊制符号,最大数据長鹿足40十字市。
不符合上述数据格式的数据是元敷的磁波散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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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使用内存単元
在NT3玉/NT31C上安装内存単元(M-MF口[=][コ)后,NT31/M31C的画面数据可温泉(各扮)
在内存単元中。
館外,在NT31ハ{T31C肩劫吋可以自助逮入内存単元中的画面数据。迭意味着在操作現場不
用連接支持工具,就能根容易地惨敗画面数据。
不用通道屯池各扮或其官非法,就能保存内存単元中的数据。
在経常改変没萱的系統中,可預先准各'定数量的内存単元,井且根掘毎一秤情況下執行的
控制,在内存単元中妃景画面数据。迭祥月連接支持工具通道改変内在単元根容易地改変
NT31/NT31C白勾画画数据o
・一'介内存単元能存儲爾イゴ苫r的画面数据。
注意在連接或断肝内存単元之前座碗保断Jl:PT的屯源。
安装内存単元之后,…定要持祭官的二↑螺釘。
在任輸数据肘,不要未断NT31/NT31C的屯源或変位。
不要用裸手磁PCB(印刷屯路板)。
附注安装内存単元吋,NT31/NT31C不能没貴方退行状恋,,内存単元完成数据侍輸后,在NT31/
NT31C白蘭之前必須見NT31/NT31C上折除内在単元。
内存単元(NrハIF口〔コロ)可用子下列町型号:NT31,NT31C,NT631,NT631C,一↑内存単
元可存虻丙秒以上不同突型lrc的画面数据。然而,因力NT31/NT31C和NT631/NT631C之
1可約数据兼容性不完全相同,所以如乗用NT31C凄NT631C的数据付可能会出錯。(必須
用支持工具特操数据)。
迂儒注意NT31和NT3.IC之同迩有数据兼容性同趣,因力迂些型号使用的顔色、数Fl不
同,因比湿示山口∫能不正碗,。
1除了画面数据,内在弁天汲置和系統没鴛的状杏可妃求到内存単元中。当内存単元中的
数据写人NT31/NT31C吋,在任輸前晩弘遠些設置巳NT31/NT31C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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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安装方法
按下間所示,在NT3a/NT31C背后的打展接口連接器上安装内存単元(M-MF口口口)(打展
接目1+"note"杯答下面)。
安装螺臼
3-5-2
使用方法
如下閤所示,一介内存単元有丙祖4位DIP升美,遊行方式由自動財投量的DIP升美決定。
　　ぼる
9叩9
0FF
SW1
べ　ヨエ
叩晶
OFF
lj'≠設置全部音力offi、
SW2
注意在汲置DH'升美之前』必須陥荻、NT31/NT31C的屯源已英断』。
不要用裸子育接触碓PCB(印刷屯路板)。
DIPYI共功能
内存単元中的DIP刀美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SWl
丹美    功能    
SW1-1   自助佳輸(夙内存単元写入P刊      OFF:不執行
                ON:執行
SW1-2   自動侍輸(夙肌身入内存単元)      OFF:不執行
                ON:執行
SW仁3   人工倭輸(佳輸方向和使用的痒在pr触摸番上逃i矯…) OFF:不執行
                ON:執行
SWI-4   留作系統使用(必須投力"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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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2
ヲ干美  功能    
SW2-1   禁止/允↓午写人PF       OFF:禁IE
                ON:允許
SW2-2   禁止/允許写入内存単元   OFF:禁止
                ON:允許
SW2-3   自助侍送区域(庫)的逃鐸  OFF:区域1
                ON:区域2
SW2-4   留作系統使用(必須投力"OFF")     
"内存単元内在毎一・↑'区域上存儲一台pr的画面数据(庫0,庫1)。(息共可存儲爾今
pr。)迭些爾桜井美中的SW2-3没置是用ず自動侍輸的。
附注在下面情況中,出現了方式没置錯涙。
一一・AI以上SW1升美技ツ」"ON"。
一投有SWI升美造方"ON"。
在下1面情況中,出現了保抄造堂錯渓。
一身人的宮人目的地SW2-1或SW2-2汲置力禁止。
夫子方式没置措涙和保炉設置措渓,参考"使用内存単元吋的錯洪"(47災)。
用自助侍輸向内存単元写入画面数据(pr到内存単元)
往返秒方式下,NT31/NT31c中的画面数据不管NT31/Nr31c的状志没置強行写入内存単
元。
如果触摸盈破損或触摸升美不能操作了,或者操作的人不熟悉触摸ヲ'1:美的操作,那久遠稗方
法是彼方便的。
附注'1画画数据写入内存単元吋,指定区域以前存人的数据会去失(其宣区域不受影哨)。
・実現方法
按以下歩採用自助侍輸的方式把NT31/NT31C的画面数据写入内存単元。
(D栓査NT31/NT31C的屯源庇英断,然后在給NT31/NT31C安装内在単元后,汲置内存
単元的DIP升美,如下所示。
劇職
SWISW2
SW2・30N=庫1
0FF=庫0
井不一定声格地要把SW2-1投力"OFF"(禁LE向町的箸入),但是最好遠久倣以遊魚在
俣操作醇美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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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接遇.NT31/Nr31C自勺屯源o
画面数据自劫写入内存単元。NT31/Nl"31C的中的画面数据得到保存。
根掘数据写人的遊程,在廃藩上呈示"准各","告諭","核対"和"結束"宿患。
当呈示"准各","侍輸"和"核対"倍息吋,送行指示灯囚焼,当呈示"結束"吋,這行指示
灯亮。
(3)美断NT31/NT31C的出漁,取出内在単元。
重斬接遇NT31/NT31C的屯源継致道行NT3.1/NT31C。
用自動侍輸方式向pr写入画面数据(内存単元到em)
在遠称方式木管NT31/NT31Cl内状志如何没置,強行将画面数据杁内存単元写人NT31/
NT31Co
国力迭神方法的数据任輸比使用支持工具快,所以能竿釣杵多日寸間。
附注当数据写人NT31/NT31C吋,在此之前存人的数据芸失了、
・執行方法
以下列的歩一9聚用白麹侍輸方式肥肉存単元中的画面数据写本NT31/NT31C。
(1)検査NT31/NT31C剖出源虚足美朗的,然后在将内存単元装入N'1"31/NT31C'后,汲置
内存単元中的Dm升美,如下所示。
[魎自白自
SWISW2
SW2-30N:庁1
0FF:J2tiO
井不一定J:as要求把SW2-2投力"OFF"(禁1ヒ向内存単元寄人),但最好遠去倣以避
免在涙操作吋芸矢数据。
(2){妾通NT31/N「r31C自分1:包源。
画面数据自動写人PT。
根掘数据写人的違和,在屏幕上湿示"准各"、"告諭"、"核ヌ寸"和"結束",,
当昆示"准各"、"佑輸"、``核対"吋,這行灯囚糠,当最示"結束"日寸,送行指示灯亮。
(3)美岡NT31/NT31C的屯源,取出内存単元。
重斬接通NT31/NT31C屯源以遠i鎮送行NT31/NT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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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泣手助借輸懐出和与人数据
在遠神方法中,通道NT31/M31C的触摸升実操作汲置侍輸方向和所用的内存単元区。在碗
臥没貴吋遡i行住輸、、
附注当数据写人NT31/NT31C域内存単元吋,在銘以前存人的数据芸失了。
・実現方法
投下面的歩螺用手動作輸方式写人画面数据。
(1)栓査NT31/NT31C的電源是英断的,然后没貴内存単元中的Dll〕升美,如下所示。
璽騨
SW2-3的・波上L九美
方遊魚俣操作吋雲矢数据,最好汲置SW2-1和SW2-2以便禁止将数据寄人将安達
出数掃射単元。
(2)接遇N'1"31/NT31C的屯源。
霊示下面所示的画面。
Pr◎ductLineA
entISemoryUnitScreenbata
Ba「虫o枚〕in(氾n&ele
BarlklPrOductLSneA
PT⇒Memoryunit
Banke
"当前PT画面数据"並示
達兀昆示NT31/NT31C画面数据的注経。
"当前内在単元画面数据"
遠里湿示毎…区域的画面数据的荒締。
按下"改変佳輸方向"和"改変庫"触摸升X来改変倖輸方向和所用内存単元区或的遥
拝。
(3)鞍下"執行"a
僑輸数据、
根掘数据侍愉的遊程,呈示"准各","侍輸","核ヌ寸"和"結束"。
(4)英断NT31/NT31C的屯源,取出内存単元,然肩車新撰通NT31/NT31C的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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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内存単元吋射出錯
如果在使用内存単元吋出現錯涙,NT31/Nr31c這行状恣如下。
・屏幕七並示借俣的詳細情況和改正措施。
・蜂鳴器持鎮鳴叫。
・送行指示灯内懸。
如果在来行手功貨輸吋出現保炉汲置錯炭,可以按…下OK触摸弄美返固到内存単元手助貨
輸画面,但是在其1言借俣的情況下,以上所述的状恣被有効地保存宜到NT31/NT31C的屯源
美断或夏位力止。
出現錯涙吋,参考下表采取改正措施。
借涙    可能的原因      改正措施
方式没置借渓    DIP升)∈SW1-1到SWI-3都是oFF,或者多子・一介是ON,,        英断LNT31/NT31C的屯琶原,妻E肩角汲置内存単元的D王P升美,然后重新訂升NT31/NT31C。
保炉没置錯炭(自助佳輸)  SW2-1或SW2-2ノけ∈没置禁止同数据肩入Fl的地的導入。      美断NT31/NT31C射出源,正嫡没置内存単元的DIP/1美,燃眉重新訂升NT31/NT31C的屯源。
保炉汲置錯俣(事功侍輸)  SW2-1或SW2-2升美瑛貴禁止間数据写人目的地的■入,,        按下OK触摸丑美返回内停車元手功侍輸画面,遊行琉璃的没亘,然清里新斌試。
囚畑内存川蜷    在NT31/NT31C或内存単元囚抵内存初婚化吋或在町人迂程中出現措俣,,  芙1〕珂NT31/NT31C的出[源,然后重新訂井。如果錯俣再次tll現,写入目的地因懸内存可能損杯。此吋庖替換内存単元。
核対錯俣        在NT31/NT3]C的内郷内存或内存単元核対迂程中出現惜俣。    美周Nr31/NT31C的屯源,然后重新訂汗。如果錯俣再次出現,写人日的地的囚懸内存損杯。此吋座替換内存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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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杁RS-232C端口達接上位机
本章描速了使用NT31/NT31C的RS--232C端口達接上位机的方法。
4-1連接上位机的RS-232端口
4-1-1上位机型号和汲置
4・・1-2
RS-232C端口之1司的直接連接
50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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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ロ
PT的RS-232C端口和上位机的RS-232C瑞江之恒1連接方法如下。
・用一根RS-232屯貌在RS-232C鞘口河宜接連接(66頁)。
迭是最簡単的連接方法。根掘将要連接的.h位机,可以使用帯連接器的OMRON屯貌。
N置L_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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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上位机美型穂波置
可通泣爾今単元的RS-232C端口達接到pr約上位机的型号秒上位机上要倣的汲置説明如
下。
使用上位机縫接方式吋
・兼容的上位机単元
一些型号和系列的OMRONPC内部没有"ヒ位粗篭接功能c、也有・一一・・些,C200HX/HG/HE(-
ZE)CPU単元通泣安装通信板可用上位机鑓接方式連接。
在連接之前掛対上位机鑓接単元型号検査一下PC的系列和型号。
能使用RS-232C端口通道上位机縫接方式連接到NT31/M31C的上位机単元如下表所
示。
        内部具有上位机樋i接功能的.単ノu         |i」1:二位机髄接単元            
pc系列  ヒ位机縫接単'元/通付板  CPu     或i夢L'息ξ通イ吉根⊥_接的CPU           日∫1⊥接到
                        C20{〕H-CPUO1/03/U/2」/23/31-E          C200H
        3(}2A6-LK201-EVI                C10001・1-CPUOl-EVl             C1000H
                        C2000111-CPUOl-EVI              C20001・1
                        〔      、2GOI・工/CPUOI/03/11/21/23/31-E       (=200H
                        (       200HS-CPUO1/03/21/23/31/33-E    (=200HS
                        (       200HS-CPUO圭/21-EC      (:200HE
                        (       200HE-CPU]]/32/42-E     C200HE-ZE
C系列   C200H-LK201-V】         (       200HE-CPUll/32/42-ZE    C200HG
                        (=200HG-CPU33/43/53/63-E                C200卜IG-ZE
                        C20011G-CPU33/43/53/63-Z}・二           C2001・量X
                        C2001]X-CPU34/44/54/64-E                C200fD(-ZE
                        C20011X-CPし134/44/54/64/65/85-ZE               
                C200HS-CPU2工/23/31/33-1ら                      C200HS
                CPu21-EC                        
                C200HE-CPU42-E, C200HE-CPU32/42-E               C20011E
                C200HE-CPU42-ZE C200HE-CPU32/42-ZE              C20011E-ZE
        200HW-COMO2/04-EVl                              
        C200HW-COMO5/06-EV1     C200HG-CPU43/63-E       C200HG-CPU33/43/53/63-E         C200HG
                C200HG-CPU43/63-Z}二    C200H(}-CPU33/43/53/63-ZE               C200HC-ZE
                C200HX-CPU44/64-E       C200HX-CPU33/44/54/64-E         C200HX
                C200HX-CPU44/64/65/85-ZE        (=200HX-CPU34/44/54/64/65/85-ZE         C200HX-ZE
        3G2A5-LK201-EV1         C1000H-CPUOl-EVI                ClOOOH
        C500-LK203              C2000H-(=PUOI-EV】              C2000H
                CPM正一10/20/3㏄1)R-i=〕                        
        3C2A5-LK201-EV】        +α)Ml－αFOI                   CP姐
        C500-Uく203     CPMlA-10/20/30/4㏄D[トロ                        
                +CPM仁CIFOl                     
                CQMI-CPU21-ECQMI-CPU41/42/43/44/45-EVl                  CQMl
51
---------------------[End of Page 1997]---------------------



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PC系列  内部具有上位机健接功能的単元            可已上位机縫接単元或8』展通信板連接的CP見1      可連接到
        上位机鍵接単元/通信板   CPU             
CV系列C1)       CV500-LK201     CV500-CPUO1-EVl CV500-CPUOI-EV1 CV500
                CVlOOO-CPじ0‥EV1       CVlOOO-CPUOI-EV1        CVIOOO
                CV2000-CPUO1-}二V1      CV2000-CPUOI-EVI        CV2000
CVM係列ド1)     CV500-LK201     CVM1-CPUO仁EV2CVMI-CPUl1-EV2CVMI-CPU21-EV2      CVMl-CPUOI-EV2CVM1-CPUI1-EV2CVM1-CPU21-EV2      CVMl
C・mp・Bus溶}三控単元           SRMl-CO2-V1             SRMl
"'1:不能連接没有"-EV〔]"后綴的CVM1/CV系列PC的CPU。
・.ヒ位机的汲置
使用上位机鑓i接方式吋,必須在上位机上遊行如下役貴(根据単元,迭些設置中有一些是
不必要的,而有些可能需要的没青米列火本来)。
項目    汗美瑛置
1/O口   RS-232C
通信速度        」苛M31/NT31C没、謹相同速度(-)
後輪掴  Ascn碍,7全数据位,2十停止位
奇偶校強        偶数
Ll/1:N  ユ:N(柁)
指令等級        1,2,3級
単元号# oo
"1在NT31/NT31C上用内存JT－美特上位机燵接通信速度投力9600bps或19200bps。洋
細内容,参考"汲置上位机縫接方式"(146頁)。
★2用]:N没鶯可使用BCCO央検査符)。但実隊上不能在一,.Al上位机上鑓接一介以上
INIT31/NT31Co
毎秤単元癸型的没置方法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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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C系列上位机縫接単元
C200H/C200HS/C200HE/HG/llU((-ZE)床板安楽美型:
C200H-II〈201-V1
1汲置前面板葺美]
用平ヲこ螺貨刀汲置毎一介秀美,使設置値箇口中的偵或符号与下国相同。
                
Lκ201          
        RUNXMTRCVεRROR 
                {
        }}…劃劃一⑳酔LL・/     
・」算ノ己・号(SWl,SSXr'2)
把法些升叉投力"0"。
・P〈等級s、1):偶数校縫和佳愉代褐(SW4)
見込千テrx殴力"2"ぐ,
・辿イL「速度(SW3)
ll巴遠ノトナト美弘と力`5,,ナ塞王手96001)PSo
把」主〆1チV笑草とツ」"ピ'逸捧S9200bps。
1没貴店部升美]
ors逃操升美
操升美外部‡OV{ON)      ノ`■                   
                一              
        =`一,【                 
                o←遣           
                        喝      =口
                =='目   ,■q唱ト______十        
                                
                ○              
・1:1/hN逃拝{DIPチf夫)
3号升美投力"ON"、,
・CIS逃」吊{透i鐸巨チF美)
遠介升美心是没ヲジ`O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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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H(F)/C2()eOH底板安装類ll3C2A5-LK201-・EV1
【炭量前面板升美]
・ノJ)空制{鍵戊子=莱)
速小野美段プゴ"上位机鑓接"。
1没置背面汗美]
1/0端目
R§瓢
「顯
終病
間
CTS
顯
圃
回
薗
パ/O端口遊拝(送拝外矢)
遠十月IX已力"RS-232C"、,
・eifJL号(DlpSW1)
SW1一工到SWト51隻ガ`OFF"("0")c
回
・n歩(遥拝升美)
速・↑づi美投力"内部"、,
・通信速度
(Dll)SW2「1到SW2-4)
此升美波力"0010"逸弾19200bpg."
∬七ヲ}二美Bと二)勺"1010"逃1輝…9600bpSo
(0:0FF1:0N)
・1:1/1:N迭拝(Dll)SW2-6)
SW2-6没ヲゾ℃FF"("0")1:N。
・指令等級(DiPSW2・・-7.sw2-8)
迭些ヲ干芙・投力"ON"("1"),,
(1,2,3級允↓午)
・〔鵬迭拝(逸弾井x)
違令升美忍足波力`℃V"(あ`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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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L1市
C玉000H/C20eoHfee板安楽型=C500-LK203
[設置背面芳美]
。畔
レo端白
㌫劉
駕
鞠
CTS
蕊1
回
回
薗
・1/0き需1.」逃i洋(逃拝ヲ干う∈}
遠'Al-Jl:美波力"RS-232C",.、
・単元号,校輸租侍輸代硝
(DIPSWIーユ蚕ijSWL-7)
SW1-lftiSWl-7〔誌と)lj'`OFF"(``0"),、
園
・同歩(逸鐸升美)
遣イト升釆没力"内部"、,
・通信速度
(1)IPSW2-1到SW2-4)
此升メ三投力⑱'0010"迭拝19200bps。
∬七チ1:美投力"10101'逃持9600bPSa
(0:0FF1=ON)
・」=1/1=N逸i羊ωIPSW2-6)
SVC「2～6没.)勺`¶OFF',(``0,')▲=N。
・指令{等級ω1PSW2二7,8w2-8)
適地汗美没日ゴ℃バel")。
白.2,3扱允う午)
・Cls逸捧(逸特昇美)
遠・'トH:美,Kt是投力"o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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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a32C端口
第4-1令
C200H/ClOOOH/C2000HCPU安装美i型:3G2A6-LK201-EVl
{設置背11」?9Ci]
σ
・単元号,校輸租侍輸代硝
(DIPSWI-・1到SW1-5)
将SW仁1至SW1-5置力OFF
★校耳金固定力偶校験。任揃碍固定力
ASCIIli37Al数捌vill2Al停止位。
・通信速度(Dll)SNV2-1到SW2-4)
ぽ些升美投力"OOIe"逃捧19200bps。
遊星ヒヲ干美攻)kJ"1010piK-9600圭)PSo
・1:|/1:N{Dlpsvcr2-6)
SW2-6董黛八白"OFF"(``0")(1:N)。
・才令等級(DIPSW2-7,SW2-8)
遠些チ「X没リジ`ON"(1)。
(1,2,3級允び1㌔}
・CFIS逃i降(DIPSW3-1,SW3-2)
SW3-1nt)勺"ON"(1),SW3-2投力"OFF"{0)
{遠心汗叉忌是投)勺"OV",、)
・F町歩(DIPSW3-3至‖SW3-6)
SW3-3,SW3-5和SW3-6投力"ON"(1),
SW3-4謬とPtJ``Oト'F,'{0)く、
{iま些升;x三投力"内部"。)
56
---------------------[End of Page 2002]---------------------



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連接到CVM1/CV系列上位机鍵接単元
CVM1/CV系列底板安装型:CV500-m201
一一・・AlCVMI/CV系列上位机連接単元(CV500-LK201)有爾介連接器(通信口1和2)。遠丙
小端口都能通泣RS-232C方式用干与M31/Nf31C的連接。熱澗国力迭些端口1二的連接
器型号不一・祥,所以必須准各与連接器匹配的1屯貌。
一通信口i
通信口1是只能使用酪一232C的25針連接器
一通筒口2
通信口2是允許逸拝RS-232C或RS-422A方式的9針連接器。当該端自用干RS-
232C方式吋,単元面板上的1/0端口遊捧弄美必須造方"RS-232C"(上{興D。
[cpu悪銭単元汲置]
当連接CVM1/CVI系列上位机燵接単元吋,方CPU息銭単元設置,没貴下列通信条件
項目    上位机的汲置
通信速度        没置与NT31/阿BIC(★1)相同速度
侍愉碍  ASCII7ノト数据{立,2ノト停止位
校強    偶校験
1:1,hN  1=Nc2)
指令等級        1,2,3級
★1用NT31ハπ31C的内存汗芙把ヒ位縫接通信速度段裏)99600bps或19200bps。詳細情
況,参考"設置上位机鍵接方式"臼46頁)。
☆21:N没貴使BCC(壊検査符)有効。但美麻.ヒ不能在単全的上位机鑓接上達接一－Al以
,ヒNT31/M31C。
夙外園工具(例如SYSMAC(支持軟件)直接没貴CPU忌銭単元設置、,
夫子CPU息銭単元没貴的詳細情況,参考SYSMACCVM1/CV系列上位机鑓接単元用戸
手冊(W205-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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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ロ
第4-1市
【設置前面板升美1
通信口1
(RS-232C)
通信口2
{RS-232C/
RS-422A)
1/0端口述持升美
RS-232C
I
RS-422A
・単元号#{SW3,SW4)
在使用通信端rl2吋,迭些井X置力"0"。
・1/0端口遊揮{逃揮升美)
迭ノi、チ}:タ…ぢと芳∫"RS-232C't,,
・crs迭揮(DIPSW2和SW3)
將SW2和SW3没メノ"ON"(息是投力"OV"〔、}
如畢使用通信日1,設置SW2。如果使用通信
1二12,汲置SW3。
・通イ盲条イ牛汲置(1)1})SW1)
将迭介升美投力"OFF"。
根掘PC上的CPU忌銭耳元系統設置執行
通告。系統汲置的初始値如下:
一通信速度19600bps
－校翰:偶校識
－Xon/Xoff'控制:不挟行
一通信方式=全双工
一倍此位12十停止位
一数据七…度:7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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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連接CPU
C系列CVM1/CV系列(-EV口)
・CV500-CPUOI-EVI/CVlOOO-CPUOI-EV1/CV2000-CPUOI-EV1
・CVM1-CPUO1-EV2/CVMl-CPUI1-EV2/CVM1-CPU21--EV2
-PC系統没貴
在連接CVM1/CV系列CPU吋,力"PC系統設置"汲置下列通信=条件。
項目    上位机的投獄
通信速度        設置与NT31/Nr31C(Wl)相同速度
停止{二位       2介停止位
校翰    偶校強
数据k度 ASCII碍7位
単元・号#       oo
★1在N'i"31/NT31C用向存外美把上位机縫接通信速度汲置力96㏄lbps或19200bps.洋
細情況参考"'没置上位縫接方式"(146頁)。
杁夕卜窪|]二貝・(如:SYSMAC支持軟件)蔦i接没骨PC系統没貴或・者把タト閨工具上通i行的
PC系統段違倍輸姶CPU。
PC系統汲置的i羊細情況,参考SYSMACCVMI/CV500/1000/2000r9戸手冊(梯形圏)
(W202-E1-[コ)。
【設置面板升美]
レ0逸揮汗美`
RS-232C
1
RL9-・422A
o
系統没畳(D工pSW4)
将SW4投力"ON",以使現存的
DIP升夫役置布敷。
将SW4波力"OFF",以使当前PC
系統設置有数、、
注=
対]二1995年6月或在此之前生}'ン:的CPU(批号No.口口65),
当前DP升美技賃勾当前nc系統設置不同,如下所示。
-DIP升美謬～置:
2400bps,1介停止位,偶校瞼,7位数据K度。
-PC系統没賢:
9600bps,2介停止位,偶校投,7位数据長度
対」;1995年7月以后生声的CPU(批号lo.[]コ75),DIP升
X汲置中岡釣定値也是9600bps和2介停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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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ぴ一232C端口
第4--1市
c系列c200HS,C20011x/HG/HE(-zF,),cPM1,cQMIcPu,sRMl
連接CPU的内部RS-232C端口或者通信板前RS-232C端口(端口A,B)。注意必須通道
RS--232C遥配器(CMPl-CIFOD連接CPM1。
附注不能連接到CPU的外国端口。
－PC系統没貴区的設置
当連接C200HS,C200HX/HG/14E(-ZE),CPMI或CQMICPU或SRMI吋,方PC系統没管
区汲置下列通信条件。
項目    上位机汲置
通信方式        上位机縫接方式
逓倍速度        炭量与NT31/NT3]C相同的速度(★1)
停止位  2介停止位
校註    偶枝輪
数据長度        ASCII碍7位
単元号  oo
★1在NT31/Nr31C的内存外美上,把ヒ位机縫接通信速度造方9600bps或19200hps。i羊細
情況参考"汲置上位机鑓接方式"(146頁)。
ム人夕卜1…固」三具({列女口SYSMAC支i持…軟{牛)直走妾設置PC系統汲置区的没貴。
有美PC系統汲置区操作的洋鋼情況,参考所用PC的手珊。
根掘所連接釣革元和端口,将要遊行的PC系統没鷺区手編号相投貴如下表所示。
当使用C200HX/HG/HE(-ZE)刃]CQM1,SRＬVll的内部RS-232C鞘口国
字編号  導入値  没貴
DM6645  0001    上位枕経接方式,元CIS控親出DM的内容設置通信条件
DM6646  0303    数据長度7位,2介停止位,偶枝輪通信速度・9600bps
        0304    数据長度:7位,2介停止位,偶枝輪通信速度:19200bp・
DM6648  ㎜      単元号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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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当使用C200HX/HG/HE(-ZE)通信板的A端口付
手編号  再入億  汲置
DM6555  0001    上位枕経接方式,元(鵬控制由DM的内容没置通信条件
DM6556  0303    数据矢度7位,2ノト停止位,偶校姶通信速断9600bps
        0304    数据長度:7位,2介停止位,偶校強通信速度:19200bps
DM6558  ㎜      単元号oo
当使用C200}D(/HG/HE(-ZE)通信板的B端口付
手編号  寄人他  汲置
DM6550  0001    上位机錯i接方式,元CTS校制由DM的内容汲置通信条件
DM6551  0303    数据長度7位,2・↑・停止位,偶枝輪通信速度・9600bps
        0304    数据長度:7位,2介停止位,偶校強通信速度:19200bps
DM6553  ㎜      単元号oo
当使用CPM1吋
」繍号  寄人値  汲置
DM6650  0001    一ヒ位机継接方式由DM的内容汲置通信条件
DM6651  0303    数据長度:7位,2ノト停止位,偶枝垂,通信速度,9600bp・
        0304    数据長度7位,2介停止位,偶校鐙,通信速度=19200bps
DM6653  ㎜      単元号oo
1没貴C200HX/HG!fllE(一－ZE)的前面板DIP野美1
使用C200HX/HG/HE(-ZE)或CQM1吋,力了使PC系統没貴区(数据内存)的没置有効,前
面板的DH'升美必須如下段貴。
C200HX/IIG/HE-(Z)ECQMl
RS-232C端[通信条件汲置
将DIPSW5波力"OFF"使PC系統没置布敷,,
OFF●鵡・p・ONON●一●OFF
{在CPMIRS-232遣配器上没置汗美1
CPMI.
CIFOICPMI
　　….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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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当使用NT縫接(1:1)方式吋
・兼容的上位机単元
某些型号和系列約oMRoNPc内部具有Nr鑓接(1:1)功能、、迩有一些c200Hx/Hc/HE
(-ZE)CPU道辻安装通信板以Nr縫接(1:D方式連接。
・在連接之前,針対CI)U型号,検査PC系列和型号。
使用丙介単元的RS-232C端1]以NT縫接(1=1)方式連接到NT31/NT31C的上位机単元
如下表所示。
PC系列  内部帯NT縫接功能的CPU   可用書展通信板違接的CPU㍗1)     可連接到
        C200H[S-CPU21-E,-EC             
        C200HS-CPU23-E          C200HS
        C200HS-CPU3仁E          
        C200HS-CPU33-E          
        C20011E-CPU42-(Z)E      C200HE-CPU32-(Z)EC200HS-CPU42-(Z)E      C200HE(-ZE)
                C200HG-CPU33-(Z)E       
        C200HG-CPU43-(Z)EC20011G-CPU63-(Z)E     C200HG-CPU43-(Z)EC200HG-CPU53-(Z)E      C2001・IG-(ZE)
                C200HG-CPU63-(Z)E       
                C200}D(-CPU34-(Z)E      
        C200HX-CPU44-(Z)E       C200HX-CPU44-(Z)E       
c系列   C200HX_CPU(砕一(Z)EX200HX-CPU65-7EC200HX-CPu85-Zを1     C200HX-CPU54-(Z)EC2(X)1・眠_CPU64-(Z)EC200HX-CPU65-ZE   C200HX(-ZE)
                C20011X-CPU85-ZE        
        CPM1_1㏄DR-口C2)                
        CPM1-20CDR-口℃2)               
        CPMI-30CDR-[]仁コ)              
        CPMIA-10CD[コ一口℃2)           CPMl
        CPMlA-20CDロー[コ(2)            
        CPMIA-3㏄D[コ一口cz)            
        CPMlA-4㏄Dロー仁]仁2)           
        CQM1-CPU41-EVl          
        CQM1-CPU42-EV1          
        CQMトCPU43-EV1          CQ紺
        CQMl-CPu44-EVI          
        CQMl-CPU45-EVl          
        CV500-CPUOl-E『V1               CV500
CV                      
系列(★3)       CVlOOO-CPUOいEVI                CVIOOO
        CV2000-CPUO1-EVl                CV2000
        CVM1-CPUO1-EV2          
CVM1系列(★ヨ   CVM1-CPUl1-EV2CVM1-CPU21-EV2            CVMl
CompoBus/S主持制単元    SRM1-CO2-VI             SRMl
★1需=要下列通信坂中的……科1:C200HW-COMO2/COMO4/COMO5/COMO6-EV1。
★2需要CPMl-CIFOI遺配器。
★3不能連接没有后綴"-EV口"的CVMI/CV系列PC的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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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菅
・上位机設置
毎ノト単元的汲置方法如下。
・達i接C系列c200Hs,c200Hx/HG/HE(-zE),cPM1,CQMI,sRM1
【PC系統設置区没置]
根掘上位机的型号相輪口,夙外国工具(例如SYSMAC支持軟件)宜接写人"PC系統汲
置区"(数据内存)的汲置。
上位机型号      字編号  写人値  没貴
C200HS的RS-232C増田C200HX/HG/HE(-ZE),CQ]Ml,SRM1 DM6645  欄      使用NT縫接(1:1)
C200HX/HG/}{E-(ZE)的鞘口A       DI班6555                
C200HX/HG/HE-(ZE)的端口B        DM6550          
CPM]    DM6650          
★1通信板的RS・一・232C端口
写"PC系統没貴区"有美的操作的洋細情況,参考所用的PC季肋。
1設置的C200HX/HG/HE-(ZE)前面板DIP升美]
使用C200HX/HG/HE-(ZE)或CQM1吋,方便"PC系統設置区"(数鋸歯存)的没置有
効,前面板的DIP升美必須作如下段貴。
C2001・IX/HG/HE-(Z)]a;CQMl
RS-232C鞘口通信条件位置i
将Dn、SW5投力"OFF"以使PC
系統設置有数。
OFF・-ONON←中OFF
[没貴CPMIRS-232C遣配器的升美]
CPM1・
CIFOI
　　一劃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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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連接CVM1/CV系列(-EV口)
将前面板的Dll)升美作如下汲置。
SW3没プヨ"使用NT鑓i接"
(``ON",右側)、,
使用CVMI/CV系列吋,PC系統没豊中的"CPU執行赴理(執行控制2)"必須貴方"立師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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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使用NT縫接(1:N)方式吋
・兼容的上位机単元
只有c系列c200Hx/Hc/HE(-zE)型号的oMRoNPcオ能使用Nr縫接(1:N)方式連
接。在遊行連接之前対照CPU型号栓査PC的型号和系列。
使用爾ノト単元的RS-232C端口,以Nr鍵接(1;N)方式達i接到NT31/NT31C.ヒ位机単元如
下表所示。
PC系列  内部帯有NT縫接功能的CPU 用書展通信板連接的CPU   可連接到
        C200HE-CPU42-(Z)E       C200HE-CPU32-(Z)EC200HE-CPU42-(Z>E      C200HE-(ZE)
                C200HG-CPU33-(Z)E       
C系列   C200HG-CPU43-(Z)EC200HG-CP{」63-(Z)E    C200HG-CPU43-(Z)EC200HG-CPU53-(Z)E      C200HG(-ZE)
                C200HG-CPU63-(Z)E       
                C200HX-CPU34-(Z)E       
        C200HX-CPU44-(Z)E       C200HX-CPU44-(Z)E       
        C200HX-CPU64-(Z)EC200HX-CPU65-ZE        C200HX-CPU54-(Z)EC200HX-CPU64-(Z)E      C200HX(-ZE)
        C200HX-CPU85-ZE C200HX-CPU65-ZE 
                C200HX-CPU85-ZE 
彗需要下列通信坂中的一秤:
C200HW-COMO2-EVl/COMO4・-EV1/COMO5-EVl/COMO6-EVl
・,ヒ位机汲置
〈C系列C200HX/HG/HE(-ZE)>
lPC系統没貴区的没置}
用外IS工具(即SYSMAC支持軟件)向"PC系統汲置区"(数据内存)直接肩入通信条件。
至干"PC系統設置区的設置"的詳細情況,参考"SYSMACC200HX/HG/HE(-ZE)編程手
冊"(W303-E1-口}。
根掘所用端口在下面所示的字中遊行汲置。
連接到  手編号●        写人位  設置
C200HX/HG/1{E(-ZE)的内部拙一232C端口    DM6645  5[コ00  使用M'鍵接QlN)口=連接的pr的最高単元編号(1-7)倒)
通信根端口A     DM6555          
通信板端口B     DIM6550         
★1使用C2001,{E(-ZE)H寸,lyr単元遊園夙1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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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4-1--2
在RS-232C端口回直接連接
NT31/N'1"3】C和上位机的RS-232C端口之1可的達]妾方法如下所述。
帯RS-232C連接器的屯魏
・推春蘭連接口器屯雛
制作」至接器亀継吋,尽可能使用下表所示的推石的連接器,逢接器宕不RE亀鑑、,有些単元常
連接器和一介連接套,、
栓萱所需部件井提前准各。
名称    型号    説明    随宇品提供
連接搾  XM2A-0901       9針側RON生干    C系列CQMI,C200HS,C2〔}0}IZ/HG/HE(-ZE),CVM1/CV系列CPUCV500-LK201
        XM24-2501       25針OMRON生干   C500-LK203CV500-LK201C200H＼LK20トEV1
        DB-25P  25針JAE発声     3G2A5-LK201-EVI3G2A6-1、K20トEVI
連接器套        XM2S-0911       9針OMRON生干    C系列CQM1,C200HS,C200茎{Z/HG/llE-(ZE),(=VM1/CV系列CPUCV500-LK201
        XM2S-2511       25針OMRON生声   C500-LK203CV500-U〈201C200H-LK20LEV1
        DB-C2-J9        25針JAE生声     3C2A5-LK20㌔EVl3G2A6-LK20仁EV1
屯幾    AWG28×5P『VV-SB        多芯屏蔽屯貌F頭kura有限公司生声 、
        CO-MA…W-SB5P×28AWC    多芯屏蔽屯i艶H畑cki屯纏有限公司生干     
注意接上通借宅躯后,必須用螺些刀狩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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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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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帯逢接器的OMRON亀地
下列帯連接器的OMRON毛焼可用]二・1・ヨ串口A的近接。
型号    屯鏡艮度        連接器規格
XW2Z-200S       2m      9針⇔254†
XW2Z-500S       5m      
XW2Z-20σr      2m      9針⇔9針
XW2Z-50σr      5m      
下列帯連接器的OMRON屯纏可用丁寧口B連接
型号    屯鎧長度        連接器規格
XW2Z-200P       2m      25針⇔25針
XW2Z-500P       5m      
XW2Z-200S       2m      25針⇔9針
XW2Z-500S       5m      
注意屯幾的最大承受方是30N。不要施加超辻此限制的負載。
連接的上位机縫接単元(25$十)接銭
遣用単元:C200H-LK201-EVl
3G2A5-LK201-EVl
C500-LK203
3G2A6-1」(201-EVl
CV500-LK201(通イ言Ul)
串日A上可用的帯連接器射出鏡:
XW2Z-200S(9針⇔25針,2米)
XW2Z-500S(9針⇔25針,5米)
串口B上可用的帯連接器的屯境:
XW2Z-200P(25針⇔25針,2米)
xwaz-500P(25針⇔25針,5米)
CVM1/CV系列上位机鍵接単元(CVsOO--LK201)有画料1達1妾器;…ノNl25Sl'連接器(通信口1)
和…一－Al9針遥接器(通信[]2)。使用通信口2吋,参考"其他連接的接i銭"(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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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令
達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串口A]
14
1
Oo880000000000
Oo
Oo
o
pC(上位机縫接単元)
NT31/NT31C
6
R9・232c接目    縮写    fl号    lj端銭                  針号    縮'弓   RS・23㏄接1=1   、
        FG      }雑器套                         1       FG              
                                                                        
                1                       石      2       SD              
        SD      2                               3       RD              
                        /コ             一1「・:'山                             
        RDRS    34                              4       ns              
                                                5       CS              
        CS      5                               6       '               
        呼5V    6                               7       鵠              
                        一                                              
                7                       V、     8       .               
                8                               ・      ・              
        5G      9                                       ∠      －s「   
                                                ・←    幽              
1
(9針型)
25
{25乍1一型)
13
ヌ甘干具有CTS没置迭捧丹美的単元,如果}亥弁美投力"OV",RS和CS不需短接。
陣口B
pC({イ」1$Jtbll纏i-{V/d)
NT31/NT3†C
44
1
＼      
        OO§§lOoOo
        OoOo
        OO
        Oo
        o
        RS・232q422～485接目ト  縮ユフ  fB・    屏蔽幾          t日     端:ゴ   RS・232C接;1
                FG      且を膓接器套                    f       FG      
                                                                
                .       1                       2       SD      
                SD      2                       3       只◎    
                                /コ     「r∨L白★                      
                RD      3                       4       RS      
                RS      4                       5       CS      
                CS      5                       6       '       
                        6                       γ      SG      
                                                                
                SG      ア      」、「  「      8               
                A       8                       .               
                TRM     9                                       ;一く
                RD8(や) 寸o                     烏←    乏.     
                SD日ω  11                      一              
                ・      12                      20      ε月    
                .       13                      (25針型)                
                一      14                                      
                SOA`・} {5                                      
                RDA{・1 ¶6                                     
                ↓ヂ『  公.                                     
14
1
＼      
        8888888888
        o
25
13
25
13
(9ξ]型)
ヌ甘干具有C「rs没置逸拝汗美的単元,如果核升美投力"OV",RS和CS不需短接。
68
---------------------[End of Page 2014]---------------------



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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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官連接的撰銭
r可用単元:
CVsOO・-M(201(通信1コ2)
CPM1--1㏄DR-[コ
CPM1-3㏄DR-[]
CPMlA-1㏄D[]一口
CPMlA-30CDロー口
CQM1-CPU21-E
CQM1-CPU41-EVl
CQM1-CPU43-EVl
CQM1-CPU45-EV]
C200HS-CPU21-E,-EC
C200HS-CPU31-E
C200HE-CPU32-(Z)E
C2COHG--CPU33-(Z)E
C200HG-CPU53-(Z)E
C200HX-CPU34-(Z)E
C200}iD(-CPU54-(Z)E
C200HX-CPU65-ZE
CV500-CPUOI-EVl
CV2000-CPVO1-EVl
CVM1-CPVOI-・EV2
CVMI-CPU21-EV2
SRM1-COl-V1
CPM1-2㏄DR-口
CPMlA-2㏄Dロー口
CPMlA-40CDロー口
CQM1-CPU42-EVl
CQM]-cpu44-EV1
C200HS-CPU23-E'
C200HS-CPU33-E
C200}IE-CPU42-(Z)E
C200HG-CPU43-(Z)E
C200HG-CPU63-(Z)E
C200HX-CPU44-(Z)E
C200HX-CPU64-(Z)E
C200HX-CPU85-ZE
CV1000-CPUOI-EV1
CVMl-CPU11-EV2
中日A上口∫使用前帯連接器的屯鏡l
XW2Z-20σr(9針⇔9針,2米)
XW2Z-50σr(9針⇔9針,5米)
中口B上町使用的帯連接器的亀鑑:
XW2Z-200S(25針⇔、9#,2米)
xwrz--500S(25針⇔9針,5米)
任何連接方式都不能連接波布后籔"-V[]"的CVM1/CV系列PC的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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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4-1市
[寧日A]
1
6
NT311NT31C
1℃{上位机鎚i接単元)
                                　　扉散銭                              
只S・232C接LI   縮写    †1・号                 /       骨・号  縮写    ns・232C接Ll
        FG      雄接器套                                1       FG      
        一      1                               2       so      
        SD      2                               3       痢o     
                        /「コ           「.L.★「                       
        RD      3                               4       RS      
        RS      4                               5       CS      
        es      5                               6       ◆5V    
        ◆5V    6                               7       OSR     
        ・      7                               8       εR     
        .       8                               9       SG      
        SG      9                                               
                                                (9針型)         
(9f十7[-1)
1
6
[串口Bユ
斗
14
        
        1§OoOoOoOo
        OoOo,
        o
13
25
NT31/NT31C
Pco二位机鉦接単元)
                                        ル「蔽銭                        争1・,垂        縮∫    RS・232C接目
        RS・2320422～485・接目ここ一て  縮,三   針号                                                    
                                                                迩擶癒  FG      
                FG      迷接器套                                                        
                                                                                
                                                                1       .       
                一      1                                                       
                so      2                                       2       SD      
                                ＼コ            い      ～r「L.★       3       白D     
                RD      3                                                       
                RS      4                                       4       RS      
                ㏄      5                                       5       CS      
                「      6                                       6       .       
                SG      7                                       7       .       
                                                                8       .       
                ・      8                                                       
                丁洞M   9                                       9       SG      
                                :       V                                       
                ROB{+)  10                                      (9針型)'                
                SO8{+}  11                                                      
                .       12                                                      
                一      t3                                                      
                .       簿                                                      
                SOA(・} 悟                                                      
                員DA('} 16                                                      
                ≠『    へ、・                                                  
                RSB{+)  23                                                      
                RSA(・) 24                                                      
                .       25                                                      
(25乍1型)
N把具有CIS汝遣遊拝器的単元汲置力OV,往返秤情況下,RS和CS之同不需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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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5章
RS-422A/485端白連接上位机
本章描述用NT31/NT31C的RS-422A/485端口連接上位机的方法。
5-1連接i上位;EILI1勺RS-232C端口
5-1-1NT31/M31C的郡一422A/485和上位机的'RS-2'32C之同・的1':1連接
5-1--2NT3ユハIT31C的RS-422A/485和上位机的RS-232C之「蝋勺1:N連接
5一仁3推存的連接器、屯親和圧接端子
5--1-4カRS-422A/485通信汲置終端阻抗屯阻
5-2連接到.L位机的RS-422A/485端17.1
5-2-1上位机美型和没置
5-2-2爾.ttヒ単元的RS-422A端口阿的直接連接
5-2-3瀕ノト単元的RS-485端t:]飼的直接連接
,72
74
79
85
87
89
89
1.06
5-2-4RS-422A端口1可約1:N連接
5-2-5RS-485鞘口「巨1}約・'1.:N道i韮妾
f5--2-J6柑存的連接器,屯鏡和圧接端子
5-2-7カRS-422A/485通信設置終端出組
11e
111
114
11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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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5--1"
5-1連接到上位机的RS-232C端ロ
達i接M31/NT31C的RS-422A/485端口和上位机的RS-232C端口上的方法如下所述。有下
列方法。
・NT31/NT31C的硲一422A端口和上位机的RS-232C端口通迂RS-232C/RS-422A特操
単元以1:1連接方式連接(74頁)。
使用迭稗方法肘,屯鏡長度可延長到500米。
pr
口
R呂一232C/RS-422A
鞍換器手元
上位机
RS-422AiuzaRS-232C屯魏
(最長500米){最長2米)
・NT31/NT31C的RS-485端口和上位机的RS-232C端E]通迂RS-232C/RS-422A韓換
単元以111連接方式連接(74頁),,
使用遠称方法吋,屯銃長度可延長到500米。逮稗連接方法只能勺NT焼接白:N)方式一
起使用。
1YT
口
RS-232C/llS-422A
襲換器単兀
上位机
RS-485宅地HS-232C鬼燈
(且又長500米)(最長2米)
・多台NT31/NT31C的RS-422A端口和上位机的RS-232C端口通辻RS-232C/RS422A特
換単元以1=N連接方式連接(79頁)
違和連接方法巳RS-422A型NT連接(11N)方式一起使用,,
1γrRS-232C]/1{s--422A上位机
口撒器戦
口㌫慧罐米)擬恕斑
・多台NT31/NT31C的RS-485端口和ヒ位机的RS-232C端口通江RS-232C/RS-422A
精換単元以1:N連接方式連接(79頁)。
迭秤連接方式与RS-485型NT鑓接(1:N)方式…一起使用。
PT
Rs-232〔=/RS-422A上{、t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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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5-1令
注意連銭的一介終端必須連接到上位机(PC),井且不能有分支,分支往往会引起渚和作輸延退和
通信錯涙等河題。
oxx
pc1接在終端～                   
        iM臼・2         、
N↑31cl巨31             「      NT311
        llN↑311                
不在終端                        在銘端
        不在終端不在終端                
一}__________〆
1日商連接挙例
        {       pc1     
                1・1・1端子板   
1               τ      1
lN↑31  1{      NT3tcll NT311
惜嵐山接挙例
RS-232C/RS-422A社旗単元(Nr-ALOO1)的設置
当夜RS-232C和RS-422A/485端Lll再使用RS-232C/RS-422A特換甲元逃行達按司,在
NT-AL(蛤1⊥竹三如…ドBと貴DIPヲ{`X,、
eN
挙例:終端屯阻イ∫蜘、
RS-422A,.N'1'税iヨ妾{1:N)、
一
123456
内部己欠端屯阻以㍊ωIPSW卜2)
如1尿イゼRS-422A/4851巳4覧白9入尚、]t工ぱノト
ヲ:朕攻力"0バ{内割≦終端屯15tlイ】文),、
女il末ノt';dl・lRS-422A/485珪L魏的ラ}lla-,]巴迭
イ・ヲ干ノ投力"o酬内部整遣ll池田大政)。
丙栽型/四弐型迷拝(DH)SW1-3,SWl-4)
メ寸二rlモS-422A,」主IMjノトチ『ノミ者1～送とう句``OFF　(りq勢ミ…!豊)1,
射干RS-485,迭阿分弁天都没ヵ"ON"咽成型)。
RS-・422A/485友送方式遥拝(1)IPSWI-5.SWI-6)
対手上位机髄接或NT髄接く1,D,区画介汗美都投
力OFF(始終友送)
対」二NT髄i接i(1:N),把SW1-5投力OFF,把SWl-6
彦とカON(当CS$jICI-1'SH寸友送)
注意在使用単元前仔2田園逮随NT-ALOOI－起提供的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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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5-1市
5-1-1Nr31/M31C的RS-・422/485和上位机的RS-232C之同的連接
NT31/N'r31C的RS-422A/485端口和上位机的RS-232C端口通道特操単元連接的方法如
下所述。
RS-232C/RS-422A鞍換単元(NT-・・ALoOl)FB':]:二RS-232C和RS-422A通信方式的相互韓
族、,
N↑31∫NT31C
25什連接器
串口B
(m3-422A/485,
25針)
1{S-232C/R-422A
　　おギ　い　　　　　り
卿
亘422A4冬轍gt:+L酬
上位机継接単元/CPIj
                /                       
                        」」⌒「L-'m    -.1"    
        ■              口旧llll        日‖i筒rll。    ;声:■
        5                               
                                Φ匡==コ1       
                                】1'『睦.8恒一  
                        脊A[コ9甘美Iml)ロ連文25嘔畑・一/M2C細㈱         
SYSMAC
C系列PC
CVMl/CV系列正℃,SRMl
9針迩接器
或25針連接器
附注把RS-485作方NT31/NT3.IC的端1コ使用口才,只能用NT鑓接(llN)方式。
連接NT31/NT31C和M-ALOO1(RS-422A)
NT31/NT31C
－L{t机
[       NT・ALOO1幽RS・422A                                             
                                                        
                                                        
                                                        
        一▼                                            
NT311NT3tc側
i
＼      
        Oo88888800
        Oo
        Oo
        o
13
14
25
        R6螺ン酬485連接器×     端'     ÷1凡   1タ減銭                 NTLALOO1側                      
                FG      it技雑食                                                        
                                                                                
                一      1                                                       
                SD      2                                                       
                胆      3                                                       
                ns      4                                                       
                c3      5                                                       
                '       6                                                       
                9G      7                                                       
                .       6                                                       
                不日"   o       工      r、     、              f十号   縮写    r岱ペエ2A終端快
                RO白f◆1        10                                      o       日o呉   
                SD61◆) 1`                                      5       縮      
                                乙、                    杉                      
                一      12                                      4       60A     
                烏      侍                                      5       so8     
                一      14                                      ¶      功ll量地        
                S臥{一} t5                                                      
                RO人{一)        樋                                                      
                一      ざ      r                                               
                ㌢      一                                                      
良164.ウ・
(25計理)
力了避免FC接地ヨ不路,不要在Nr£-ALoO1的功能接地端和屏蔽残之同遊行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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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a32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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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接M31/NT31C和M-ALOO1(RS-485)
        栢31/NT31C上位机                                                                
[]      RS・485 N「r・ALOO1-`一                                                 
                                                                        
                                                                        
                                                                        
        ▼                                                              
NT31'NT31C側
i
＼      
        OoOoOOOoOoOOOoOO
        OO
        Oo
        o
口
i4
25
        RS・232臼{迄接器×      緒写    付与                    NτALOO1側              
                Fq      連接器套                                        
                                                                
                一      1       r                               
                so      2                                       
                RO      3                                       
                RS      4                                       
                c9      5                                       
                        o                                       
                鈴      7                                       
                ・      8                                       
                了RM    ●                      針号    端野    RS422A終端快
                R田《◆1        `0                      6       自c込   
                806{φ」        11                      8       RO白    
                .       12                      4       sc込    
                .       櫓                      3       so6     
                '       14                      1       功能地  
                8集`一, 15                                      
                R【)A{'」       槍                                      
                蜻      一、、一        、「屏蔽裟                              
(25制'型)
方了避免FG接地圷路,不要在NT-ALOO1的功能接地端和屏蔽銭之阿遊行連接。
附注把RS-485作力NT31/NT31C的場口使用日寸,只可使用NT鑓接(1:N)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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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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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接NT-ALoO1和上位机
NT31tNT31C
口
上位机
・在連接上位机縫接単元(25針)吋的接裁
可用的単元t
C200H-LK201-V1
3G2A5-1」(201-EVl
C500-Ij(203
3G2A6-IiK201-EVl
CV500-LK201(通信口1)
可用的帯連接器的屯貌:
XW2Z-200S(9針⇔25針,2米)
XW2Z-500S(9針⇔25針,5米)
CVMI/CV系列上位机縫接単元(CVsOO-LK201)有丙称道i接器:25針連接器(通信口D
和9針連接器(通信口2)。在使用通信口2吋,参考"刃真言麺…接的接銭"(78頁)。
1℃〔上位枝接単元)側
1
5
OO
OOO
6
9
(25宅i・tJel)
1
＼      
        OoOo8800000000
        Oo
        Oo
        o
/       
13
1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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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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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宅連接的接裁
可用的単元:
CV500-LK201(通信口2)
CPM1-}㏄DR-[]CPMl-2㏄DR-〔コ
CPM1-30CDR-一口
CPMlA-lOCDローEコCPMlA-2㏄Dロー口
CPMlA--30CDロー口CPMIA-40CD〔トロ
CQMl-CPU21--F・
CQM1-CPU41-EVlCQM1-CPU42-EVl
CQM1-cPu43-EvlCQIYIl-cPu44-Evl
CQM1-CPU45-EV1
C200HS-CPU21-E
C200HS-CPU31-E
C200HE-CPU32-E
C200}IG-CPU33-E
C200HG-CPU53-E
C200HX-CPU34-E
C200HX-CPU54-E
C200HE-CPU3.2...ZE
C200HG-CPU33-ZE
C200HG-CPU53-ZE
C200HX-CPU34-ZE
C200HX-CPU54-ZE
C200HX-CPU65-ZE
CV500-CPUO1-EVl
CV2000-CPUO1-EVl
CVM1-CPUOl-EV2
CVMl-CPU21-EV2
SRM1-CO2-Vl
C200HS-CPU23-E
C200HS-CPU33-E
C200HE-CPU42-E
C200HC-CPU43-E
C200HG-CPU63-E
C200HX-CPU"一－E
C200HX-CPU64-E
C200HE-CPU42-ZE
C200HG-CPU43-ZE
C200}・IG-CPU63-ZE
C200HX-CPU44-ZE
C200HX-CPU64-ZE
C200HX-CPI〕85-ZE
CVIOOO-CPUO1-EV1
CVM1-CPUI1-EV2
用任何連接方式都不能連接型号名称没御言綴"-V口"的CWl/CV系列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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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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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的帯連接器的丸鏡
一対干上位机縫接,NT縫接i(1:1),在PC遠一側没有+5V輸出吋使用。
SJ45007-102(9針⇔9針,1米)
SJ45007-202(9針⇔9針,2米)
1
5
OO
OOO
6
NT・ALOO1側
PC側
9(9針ig")屏蔽銭
・●・pC佃1|t比布+5V4命{1]日寸
一－f℃{則イf+5V輸出日寸
1
OO
OOO
6
{9乍}'2型)59
-"←使用上位机燵接頭NT飽i接{1:1)同
一使用NT継接{1:N)肘
一往使用上位祝捷i接或NT縫接(1:D方式酎,短i接PC側的RS和cs端(使Nr-ALoo1迭
一側的RS和CS終端規摸)。
在使用NT縫接(11N)吋,交叉連接M「-ALOO1和PD側的RS秒CS端。
効果PC側有+5V輸出,IM"一－ALoO1不需要外部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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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e32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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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M31/NT31C的RS-422A/485和上位机的RS-232C之同的1:N連接
多台NT31/NT31C的RS-422A/485端口以1:N焼接方式迩i接到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連接方法如下所述、。
Rs-232c/Rs-422A特換単元(M-A.Lool)用不在Rs-232c和Rs-422A/485通信方式閲
借換。
上位机髄ポ¥元/《.II)u
N↑3ilNT3ic
C200HX/HG/HE('ZE)
・・一・32C・T
RS-422A
キh〈換2諄1羊テii[コ9乍1'連接器
くバいびき　　リ
シ鴫/___
RS-422A終端ユ央9引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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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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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NT31/NT31C和M-ALOOI(RS-422A)
下圏中不包括中継端子板,如下所示摘入・・一晩中継端子板以就縛到下列撰銭閤。
1
14
＼      
        88888800
        OO
        OO
        OO
        o
/       
13
25
[コ
[
NT3・1/NT31C倒
上位机
(ドー介1・「IN)
方違免FG接地圷路,不要在NT-ALOOI的功能地利屏蔽銭之1可遊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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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5-1布
達接NT31/TN31C和M-ALOO1(RS-485)
下闇中不包括中継端子板。如下所示摘入一塊中塗膨冬端板以得到撰銭圏。
1
＼      
        OOOoOOOoOoOoOo
        OoOoOo
        O
13
14
25
口
[コ
NT31rNT31C倒
上位机
        RS'23ぬ422A/4時連接器ここr      縮写    針号    屏紙銭          NT.ALoo1側              
                口      連接器套                                        
                                r                               
                一      1                                       
                so      2                                       
                RO      魯                                      
                陪      4                                       
                cs      5                                       
                ・      ●                                      
                SG      7                                       
                一      8                                       
                τR対   9               ＼      針号    縮写    RS422A終端快
                RD8ト}  10                      6       鰍      
                8D8《◆)        1↓     =ζ＼＼、ll'11111111            5       RD8     
                `       12                      4       so《    
                '       13                      3       so6     
                一      14                      1       功能地  
                go真{-1 15                                      
                日DAI^} ¶●                                    
                /       へ、一                                  
                鴨8{◆} 尉                                      
                陪AI-)  抽                                      
                ・      器                                      
(25針'型)
目
　
(下一…ノトP1')
2V42
方了避免FG接地回路,不要在NT-ALOO1的功能地端利尻蔽銭之河遊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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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
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M31/NT31C的単元(RS-42ZA)商的連接
下国中不包括中継端子板,如下所示挿入一決中継端子板以得割下列接残留。
上位打
口口□
4
11              
＼              
        8800000000000000000     
25
13
                                        NT31∫ト4T31C狽‖N↑31∫N1』31C但IIl川屏蔽浅                                    
        RS・2瓢ン422～4品迩接器x        縮一∫  f1『Lゴ                 1川1川1山川11111川ll川  針号    身∬」  R8綱{連接器     ●
                臼      迷接書套                                連接器套        FO              
                一      `       *一■                   `       一              
                so      2                               2       60              
                RO      3                               3       胎              
                麓      4                               4       瘤              
                cs      5                               5       但              
                一      o                               ◆      一              
                鶉      7                               7       憩              
                一      白                              8       '               
                †nM    o               (       {川i    0       v蝋             
                RD9`+)  ω                              10      RO9村           
                                '1              巾                              
                RO8{◆) `1                              ,1      角◎91→1               
                                llllい  `       llllll                          
                `       `2                              12      ヒ              
                L       伯                              13      一              
                一      14                              "       ∨              
                so《{-1 15                              `5      ⑨o貞(1')               
                                lll     1       1                               
                n【"{・,        鴨                              t⑲     臨{'}           
                                                                                
                」4F    N、一   、!川Vl川                       .一     ∠1一   F、     
        に                                                                      
14
1
＼      88880000000000000
25
i3
(251HS・望)
〈25t:'1'ノ凶)
★只在終端NT31/NT31C的9号利玉0号針(上閤中称"x"牡)之1司遊行連接。
力了避免FG接地圷路,只在連接器泰和塾則屏破裂之回避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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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q
第5-1常
在NI31/NT31C単元(RS-485)1同連接
下関中不包括中継端子板,如下所示描人一・快中継端子板以得到接残留。
NT311NT31C上位机
口
1＼     1       
        §§OoOOOoOo    
        Oo      
        Oo      
        OO      
        o       
/               
13
14
25
[コ・－
NT31川T31C側
NT31/NT31C側
        R8緬{連接器ここ一一     縮写    針号    屏蔽銭          川llll目川目11  付勢    縮写    恭・2蜘{進接器
                F∈             連接器套口                      追接器套        FO      
                一      1       *■、寸 (1              1       一      
                go      2                               2       9D      
                RO      3                               3       RO      
                賠      4                               4       ns      
                民      5                               6       啓      
                一      6                               ■      一      
                SG      γ                              7       舗      
                一      ●                              6       一      
                TnM     9                               o       TRM     
                ROθ`◎}        10                      1       `o      角D61刊)        
                8D61+}  "                               1>      8D6《+} 
                                、「1「{                IL                      
                一      12                              12      '       
                一      13                              13      一      
                '       14                              14      ・      
                s壌{一) 鴨                              `5      8DM-)   
                nD氏t-, t6                              16      ROA{一} 
                                ・1                                     
                ≠      べ一    、、書目日日    )・1・(25{i十戊～!)(254i十型)   、      .＼_一㌧        ∠      ニミミ
        .       糊14}   拍                              拍      目s5{●,        
                RS削・} 2`                              24      鰍{・1  
                一      昂                              即      一      
                                                                        
1
        OoOoOOOoOOOoOoOOOO
        Oo
        o
ノ      
13
14
25
★連接終端M'31/NT31C的9号和10号針(上図中称"★"赴)。
力了避免FG接地ヨ不路,只在連接器套和単側屏蔽銭之1旬逃行違]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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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q
第5-1令
達接M--ALOO1和上位机
NT3†∫NT31c
口
口
口
上位机
・在連接C200H{X/HG/HE-(Z)E吋的接銭
可用的.単元:
C200HE-CPU32-(Z)E
C200HC-CPU33-(Z)E
C200HG-CPU53-(Z)E
C200HX-CPU34-(Z)E
C200HX-CPU54-(Z)E
C200}{X・-CPV65-(Z)E
C200HE-CPU42-(Z)E
C200HG-CPIJ43-(Z)E
C200HG-CPU63-(Z)E
C200HD〈_CPU44-(Z)E
C200HX-CPU64-(Z)E
C200HX-CPU85-ZE
1
5
OO
OOO
6
9
NT・NOO1側
PC側
{9靴型)
(9新型)
1
5
OO
OOO
6
9
国力C200HX/HG/HE(-ZE)有÷5V輸出,所以NT-ALOOl不需要外部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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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日
算5-1f
5-1-3推蓉的連接器,亀鑑,和圧接端子
・推着用ずRS-232C的連接器和屯貌
制作RS-232C連接丸鏡吋尽可能使用如下表所示的推春的部件。…些単元供貸付帯一一
介連接器和達接器套。
検査井提前准各所語部件。
名称    型号    洋姻内容        陥没各提供
                        C－系列CQMI,C200HS,
        XM2A-0901       9一針型OMRON制造        C200}D(/HG偲(-ZE)CW1/CV－系列CPU
                        CV500-IK201
き…接器                25一針型        C500-LK203
        XM2A-2501       OMRON制造       3C2A5-LK201-EV1
                        C200H-LK201-Vl
        DB-25P  25一針型JAE制造 3G2A5-LK201-EV13G2A6-LK201-EVl
                        C－系列CQMLC200HS,
        XM2S-0911       9一針型OMRON制造        C200HX/HG/HE(-ZE)CVMI/CV系列CPU
                        CV500-LK201
連接                    
器套            25一針型        C500-LK203
        XM2S-2511       OMRON制造       3G2A5-LK201-EV1
                        C200H-LK201-V1
                25一針型        3G2A5-U(201-EV1
        DB-C2-J9        JAE制造 3G2A6-LK20LEV1
        AWG28×5P       多芯屏蔽亀鑑    
        IFVV-SB 富士通公司制造  
屯銃                    
        CO-MA-VV-SB     多芯屏蔽屯笏    
        5Px28AWG        日立公司制造    
・OMRON生声帯連接器的恵投
在連接NI'一声－ALOO1和PC吋,使用下表所示的帯連接器的OMRON亀鑑,,
型号    屯鏡民度        連接器規萢
XW2Z-200S       2m      9芯⇔25蕊不能用干NT鑓i接(1:N)
XW2Z-500S       5m      
XW2Z-20σr      2m      9芯⇔9芯不能用干NT縫接(1=N)
XW2Z-50σr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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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5-1市
注意・推春屯貌的最大拉力負荷是30N,不要超迂遠介負荷。
・在連接屯銃后,必須要持緊連接器螺釘。
・推考的RS-422A/485連接器、屯笏和圧接端子。
在制作RS-422A/485連接屯幾日寸,尽可能使用如下表所示的推捗部件。一些単元提貨財
帯一介連接器和達接器盒。
検査井提前准各所需部件。
名称    型号    ダ家    各注
連接器  XI随2A-2501     25針型OMRON制造 随C500-LK203供貨
        DB-25PF-N       25針型JAE堂宇   随下列単元供庇:3G2A6-1,K201-EVl3G2A5-LK201-EV1
連接器盒        XM2S-2511       25針型OMRON制造 随C500-IK203提供
        DB-C2-」9       25針型JAE制造   随下列車元供座:3G2A6-LK201-EV13G2A5-1三K201-EV1
屯銃    TKVVBS4P-03     Tachli屯残有限公司      
圧接端子        L25-N3A(叉型)   日本免埠端子MFG 推春屯鏡尺寸=AWG22～18(0.3-0,75㎜～)
        L25-3.5L(叉型)  Morex公司       
NT-ALOOI的端子螺釘的規格是M3,在接銭財,使用M3的圧接端子。用O.5N・m力矩狩
緊縮子螺釘。
注意必須使用圧接端子撰銭。
一可用的端子挙例
叉型圓型
6.・⇒璽》=口62毫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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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232C端口
第5-1市
5・-1-・4設置RS-422A/485通信的終端屯阻
N'r31/NT31C的串r]B有…一介〉多端屯阻汲置端(TRM)。
在RS-422A/485通信吋,必須在通信宅地末端没番上汲置終端屯阻,而不是程其官設番
上.△
NT31/NT31C内部没有終端屯阻,通達短接或打弄終端竜胆没置端(串口B,9号和10号針),
可以決定是否使用終端屯阻,終端自用阻値力120Ω。在使用中口B遊行RS-422A/485通信
吋,在RS-422A/485竜燈末立掃射NT31/NT31C的9号和10号終端間短路。使NT31/NT31C単
元上而不足屯継木端的9号和10号終端升路。
如果不使用RS-422A/485通信,終端屯阻没置元効。
カ】没置終端屯阻,竜燈連接器上需要撰銭工作,参考533頁附求E"制作屯鎧"遊行jTi晩酌]妾
銭……
終端山岨没置
9号到10号針     功能
短路    使用終端竜胆。只短路・達i接到RS-422A/485屯X覧未端的NT31/NT31C、、
チ千路  不使用終端屯阻、,除了接在RS-422A/485屯鏡λ'端的NT31/M31C外,其'ピ地方的NT31/NT31Cノド戊C捜i。
注意在装置疸1連接或断JF電縫之前,腐弘所有連接装鷺(例如N,'1"31/NT31C,PC等)的亀源已兵
団。
附注－NT31/NT31C的内部屯路如下所示。
。iO(RD8)唯一「
.濡∋㌶魏=
一段置NT-ALOO1的終端i:EWaa勺詳細情況,参考"RS-232C/RS-422A鞍換単元(NT-
ALOO1)的没置"(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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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一・2市
5-2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達接NT31/NT31C的RS-422A/485端口和.ヒ位机的RS-422A/485鞘口的方法如下所述。有
下列几秒方法。
・Nr31/NT31C的mS-422A端口和上位机通柱RS-422A亀鑑直接連接(106頁)使用遠称
方法吋,屯銃長度可延長至500米。
pr上位机
R/S'-422A屯縄
(最長500米)
・NT31/NT3]C的RS-485端口和上位机通柱RS-485屯纏連接(110頁)使用遠称方法吋,
屯鏡'民度可延長至500米。
送手ト達i接i方法イ又遣用NT燵接(11N)。
P「上位机
－
RS-48S屯幾
{最長500米)
・多台NT31/Nr31c的Rs-422A端口和上位机的Rs・-422A端口用1:N鍵接方式連接。
(111真)。
逮稗連接方法使用RS-422A型NT焼接(1:N)方式。
1・T⊥控杭
一
口
RS-422A屯き覧
口{最繍民5・・米)
口
・多台NT31/NT31C的RS-485端口和上位机的RS-485鞘口以1:N達…接方式連接(ll4
頁)。
迭秒連接方法使用RS-485型NT鎚i接(1:N)方式。
Iyr.L位机
口
RS-4851[[多時
口{最長・恵長5・・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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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鰐口
第5-2市
注意車裁的一端必須…直達接至上位机(PC),井且不能有支銭。支銭会引起渚如侍輸延退和通信
錯i昊等「司題。
⑪xx
Nτ釧C
在終端
不在終端不在終端
不在終端
一
止痛連接例ア
        lpc     |       申継端子板
        昌              
1                       ■
巨31    川NT31司        1       NT311
錯俣連接例子
5-2…1上位机型号和設置
具有一介RS-422A端口弁能きi接到NT31剤丁31C的RS-422A/485端口的上位机型号,和在
上位机遊行的設置如下所述。
使用上位縫接方式吋
・兼容射一ヒ位机単元
一些型号和某些OMRON系列PC内置RS-422A/485型上位縫接功能。也有一些
C200HX/HG/HE(-ZE)CPU通道安装通信板以上位縫接方式連接。
在遊行連接之前対照上位髄接美型栓査PC的型号和系列。
具有RS-422A/485型上位縫接功能井能連接到NT31/NT31C的RS-422A/485端[]的上
位机単元如下表所示。
PC系列  肉置上位縫接功能的単元          可与上位鑓接単元或打展通信複相連接的CPU 可連接到
        上位縫接単元/通信板     CPU             
C系列   3G2A6-U(202-EV1         C200}{-CPUO1/02/11/21/22/31-EC1000H-CPUOl-EVlC2000H-CPUO1-EVl   C200HClOOOHC2000H
        C200H-LK202-V1          C200H-CPUO1/03/11/21/23/31C200HS-CPUOl/03/21/23/31/33-EC200HS-CPUO1/21-ECC200HE-CPUlI/32/42-EC200HE-CPUIl/32/42-ZEC200HG-CPU33/43/53/63-EC200HG-CPU33/43/53/63-ZEC200HX-CPU34/44/54/64-EC200HX-CPU34/44/54/64-ZE        C200HC200HSC200HEC200HE-ZEC200HGC200HG-ZEC200HXC200}{X-ZE
        C200HW-COMO3/06-EVl             C200HE-CPU32/42-EC200HE-CPU32/42-ZE     C200HEC200HE-ZE
                        C200】日【G-CPU33/43/53/63-EC200HG-CPU33/43/53/63-ZE    C200HGC200HG-ZE
                        C200HX-CPU34/44/54/64-EC20011X-CPU34/44/54/64/65/85-ZE  C200HXC200HX-ZE
        3G2A5-1.K201-EV1                C1000H-CPUO1-EVlC2000H-CPUO1-EV1        ClOOOHC2000H
        C500-LK203              ClOOOH-CPUOl-EVlC2000H-CPUOl-EV1        C1000HC2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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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M/485端B
第5-2市
pc系列  肉置上位連接功能的単元          可与上位鑓接単元或打展通信複相連接的CPU 可連接到
        上位机縫接単元/通信板   CPU             
C系列           CPM1-10/20/3㏄DR-[コ+CPMI-CIFl1         CPI旧
                CPMlA-10/20/30/4㏄D〔|一[コ+CPMl-CIF11          
CV系列e1)       CV500-1.K201    CV500-CPUO1-EV1 CV500-CPUOl-EV1 CV500
                CVlOOO-CPUO1-EVl        CV1000-CPUOI-EVl        CV1000
                CV2000-CPUOI-EV1        CV2000-CPUO1-EV1        CV2000
CVM1系列(★り   CV500-LK201     CVMl-CPUOI-EV2CVM1-CPUll-EV2CVM1-CPU21-EV2      CVMl-CPUO1-EV2CVM仁CPUll-EV2CVMl-CPU21-EV2      CVM1
SRM1            SRM1-CO2-Vl+CPM1-CIFl1          SRM1
'1不能連接没有后綴"-V口"的CVM1/CV系列PC的CPU。
当M31/NT31C用RS--485端口達接吋,不能使用上位机縫接方式。方使用上位机縫接方式,
必須用RS-422A達]妾。
・.h位机的設置
使用RS・-422A型上位縫接方式吋,上位机必須遊行如下設置。(根掘単元,迭些没豊中有
一些是不必要的,或可能需要的没有列出)。
項目    上位机没置
1/0端口 RS-422A
通信速度        和NT31/NT31C没置相同的速度(★1)
佳輸代碍        ASCII碍7ノト数据位,2介停止位
校強    偶校強
1:1/1:N 1:N(★2)
指令等級        等級1,2,3
単元号  oo
☆1用NT31/NT31C上的"通信速度"内存iFl美,把上位縫接通信速度戦力9600bps。詳細情
況参考"没置上位髄接方式"(146頁)
★21=N没置使BCC(快検査符)布敷。実隊士不能単独用上位縫接方式連接一一ノト以上
NT31/NT31C.
毎秒単元的汲置方法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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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苓
・連接到C系列上位縫接単元
C200H/C20011S/C200HE(-ZE)/C200HG(-ZE)/C200HX(-ZE)蔵板安i装型:
C200H-LK201-Vl
{設置前部升美】
用手失螺廷刀汲置毎…介升美以使汲置債賓口中的値或符号時下列一致:
・単元号(SWI,SW2)
遠蛙升美波力`'0"。
・指令等級、校註、和佳輪禍(SW4)
速介升美Ut%J"2"。
・通信速度(SW3)
▲まノト升∋∈i投力``5,1逃i目…9600bps
辻〆↑、井井倣う勺"6　逸拝19200bPSo
〔設置后部升美]
端子
ON
‡
OFF
                                
                                
                        9■瘡■■i      1:1-‡1=N
                        ■■    
○                              
'終端器汲置(逃拝外美)
迭小升美投力"ON"。
・正:1/1:N跡双逸弾(逸捧升美)
遠介升芙投力"1: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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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ag5・-2市
C1000H/C2000H枕梁実装型=3C2A5-LK201-EV1
[汲置前部升美]
・方式逃拝{鍵升美)
遠介升美波力"上位机縫接"。
1没置后部升芙]
1/o口
昌§瓢
同歩
購1
篭翫
CTS
夕顯
回
薗
回
・1/O逃]羊(迭鐸升)ξ)
遠ノトチF美貰とヲゴ`RS-422A'㌧
・犀ノ【」∫(D工PSWl)
SW1-1到SW1-5投力"OFF"{"0")t,
国
・1司歩(逸i捧升美)
速介芳芙戦力"内印"、、
・通イ=速度
(DlpSW2-1到SW2-4)
逮」}LJ干X没)勺6`0010',迭拝19200bps,,
追些升美投力"1010"逃拝96()Obpsr.1
(0:0n1:0N)
・SW2-6投力"OFF"("0")(1:N)
・指令等級(DIPSW2-7,SW2-8)
逮些升美投力"ON"{1)、、
(1、2、3級均可。)
・Cls逸揮(遥拝升美}
逮ノト升叉始終投力`℃V(ON),、
・終端没晋(逃祥汗芙)
遮介升芙投力"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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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鋳口
第5-2市
C1000H/C2000H机架安装型:CsOO--LK203
{設置后部升美]
5V屯源
副
1/Ol.l
R§1劉
鞠
鞘
CTS
夕副
回
回
国
・レ0端「1進捗(逃拝外X)
法ノNIf子犬没〕勺"RS-422A,'o
国
・単元号,校職、和作輪禍
(D正PSWl-1至‖S'W1-7)
SW1-1到SWl-7投力"OFr"("0")
・国歩{逃揮i汗美)
辻介升美投力"内部"。
・通信速度
ω1PSW2-1到SW2-4)
」』⊆AIJ=昔:三う∈没ヲi7"0010,'迭揖…19200bps。
遮イトチ1:)∈没)kj"1010,,造iH…9600hPSo
(0:美,1:升)
・i=i/1:N逃i捧(D】pSWl-6)
SW2-6投力"Ol{!F"("0")U-[o-N)t,
'指令等級(DlpSW2-7,SW2-8)
」まノトチξ笑草とカ``ON,'(D。
(^亨級1、2、3使能。)
・㎝逃拝(遥拝升美)
注↑升X忌是投力"OV"{ON)、,
・終端設置(逃揮ヲτ美)
迭千弄美投力"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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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C200H/ClOOOH/C2000HCPU安装型=3G2A6-LK202-EV1
[没書后部井美]
・単元号,奇偶校和佳輸碍
(DMSWI-1到SWl-5)
SWI-i到SWI-5波力"OFF"(0)。
★奇偶校固定力偶校強。
作輸屑固定力Ascn硝7分数
据位相2Al停止位。
・通信速度(DIPSW2-1到SW2-4)
遠些升美投力"0010"逸拝19200bps。
区些升美波力"]OIO"逃拝9600。bps。
(0:美,1:升)
・1=レ1=N逸拝(DIPSW2-6)
SW2-6造方"OFF"{"0"),〉
・指令等級(DH》SW2-7,SW2-8}
遠蛙升美投力"ON"(1)。
(等級1、2、3使能。)
・終端器投]靴{DIPSW3-1到SW3-6)
SW3-1,SW3-3和SW3-5投力"ON',{1)o
SW3-2,SW3-4和SW3-6投力"OFF"(0)、,
(終端投力"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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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苓
・連接到CVMl/CV系列上位縫接単元
CVMI/CV系列机架安装型:CVsoO-一－ll(201
一介CVM/CV系列上位机縫接単元(CVsOO・-K201)有丙介連接器(通信口1和2)。要使
用RS-422A型上位机縫接方式,把通信口2投力"RS-422A"。
通信口2是'一ノト允許迭捧RS-232C或RS-422A方式的9針連接器。
当該端口以RS-422A方式使用吋,必須把単元前部的1/0端口遊捧升美投力"RS-
422A"(下面位置)。
【CPU息銭単元汲置]
当連接到CVM1/CV系列上位机焼接単元吋,力CPU怠銭単元没宣下列通信条件。
項目    上位机汲置
通信速度        与NT31/Nr31C没置相同的速度。(:1)
侍輸碍  ASCIU位数据位,2ノト停止位
楡醗    偶校験
1=1/1:N 恒Nド2)
指令等級        等級1,2,3
"1用NT31/NT31C的"通信速度"内省iFFee把上位机鍵接通信速度貴方96㏄[bps或19200
bps。詳細情況,参考"汲置上位机縫接方式"(146頁}。
"'21:N汲置使BCC(壊栓査符)有効。美麻上不能単独用上位机鑓接方式連接多子－Al
NT31/NT31C。
駄外聞工具(例如SYSMAC支持軟件)直接没置CPU悪銭単元。
CPU思銭単元没置的浮鯛内容,参考SYSMACCVMI/CV系列上位枕経接単元用戸手冊
(W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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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設置前部升美]
通f言口1
(RS-232C)
通信口2
(Rf-232C/CEts-422A)
1/O逸拝刀二共
RS・232C
‡
ns422A
口回肩ぱ
口
・単ノC号{SW3,SW4)
遠些升X投力"0"。
・1/0端]逃拝(造拝外夫)
迭千弄美投力"RS-422A"。
・通信条件汲置(DIPSWI)
区分弁天波力"OFF"。
根掘1℃上対CPU忌銭単元的佼ll
執行通信。系統世鴛的初始値如1㌔
・通イトi速度:9600bps,,
・栓瞼:偶校地
・Xo皿/Xotf控制:不執行
・通1■方c言全双工
・停止位12↑停止位
・数据民度=7位
・鋒端設置(逃持弄美)
区分升美投力"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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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這…i接至‖CPU
CVMl/CV系列(-V口)CPU
・CV500-CPUO1-EV1/CVlOOO-(]PUe1-EV1/CV2000-CPUO1-EVl
・CVMl-CPUO1-EV2/CVM1-CPUl1-EV2/CVM1-CPLF21--EV2
[PC系統汲置]
当連接到CVMI/CV系列CPU吋,カ"PC系統汲置"没貴下列通信条件"。
項目    上位机的汲置
通信速度        汲置与M31/NT31C相同的速度(★1)
停止位  2介停止位
校i挺   偶校i栓
数据K度 ASCII碍7位
単元号  oo
★1用M31/M31C的"通信速度"内存外美把上位机鍵接通信速度投力9600bps或
19200bps。洋銀内容,参考"没貴上位枕経躾方式"(146頁)。
杁外国工具(即SYSMAC支持軟件)直接没貴PC系統汲置,或向CPU侍送夕卜固工具上遊
行的PC系統没置。
PC系統没量的詳細内容,参考SYSMACCVM1/CV500/1㎜/2000用戸手冊(梯形閤)
(W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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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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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置前部升美1
EA⑪口遊捧汗美
RS・232C
t
RS.422A
＼                              
        〇三§Φ                        
                                
        　                      
        11ζ                    
                                
        冤一    ■扁魏檜        11      
                        唱      
        ■■lI  　匡_6¶-Y              
                        '1冒;■ 
                                
・上位縫接通信方式
逃拝{逸拝外N)
遠牛丼美波力`▲RS-422A"。
・通信美埋没貴ωIPSW3)
SW3投力"OFF"。
("上位机鍵接"通信)
'」二位杉L鑓接映省値没置(D工PSW4)
大使当前DIP升X設置有効,把SW4投力"ON"。
方便PC系統設置中段博的値布敷,把SW4投力``OFF"。
注
対干1995年6月以前t声的CPU(批号NO.〔]口65),当ltl∫
DIP升共役賛与PC系統設置訣省値的区別如下。
一当前D}Pi汗Xもと青書
2400bps,1イs停止位,偶校訟,7位数据長風、
一㏄系統設置幼密偵:
9600bps,2Al停止位,偶校麓,7位数操法度。
メ1子lg95年7月以后生声曲cpu(批号NO,1コ[i75),DIP
升美設置中的規定値也是9600hps和2/ipy.止位。
・終立諸役置(D】PSW6)
遠小升美eR$J"ON"。
(終端器波力``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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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C系列C200HX/HG/HE(-ZE),CPMlCPU,SRMl
連接通信板的RS-422A/485端口(端口A)。注意必須経這RS-422A遣配器(CPM1--
CIFl1)連接CPM1或/i和SRM1。
附注役畜一利1通信根釣鞘口B是RS-422A端口。
[PC系統汲置区没置]
当連接到一介C200HX/HG/HE(-ZE)或(:PM1/CPU或SRMI吋,刃PC系統汲置区設置下
列通信条件。
項目    上位机的汲置
1/0口   RS-422A
通信方式        上位机縫接方式
通信速度        汲置和NT31/NT31C相同的通信速度。(★1)
停止位  2ノト停止位
校験    偶枝幹
数据長度        ASCII碍7位
単元号  oo
'1用NT31/NT31C的"通信速度"把上位縫接連借速度投力96㏄lbps或19200bps。
i#as内容,参考"汲置ヒ位机縫接方式"(146頁)。
杁外圃工具(例如SYSMAC支持軟件)直接汲置PC系統汲置区炭量。
美rFPC系統貴賓区操作的洋£田内容,参考所用PC釣手朋。
PC系統没置区字数利根掴所連接的単元所避行前段貴如下所示。
当使用C200HX/HG/IIE(一"7xE)通信板的A端日日寸
字錦帯  再入億  汲置
DM6555  0001    上位机縫接方式,元CTS投縄通信条件由DM的内容汲置
Dl随6556        0303    数据長度7位,2ノ↑'停止位,偶校強通信速度:9600bps
        0304    数据長度7位,2介停止位,偶校強通信速度:19200bps
DM6558  ㎜      単元号oo
使用CPM1,SRM1吋
字編号  写入植  没置
DM6650  0001    上位机鑓i接方式,元CTS控制通信条件由DM的内容汲置
DM6651  0303    数据長度7位,2ノト停止位,偶校註通信速度・9600bps
        0304    数据沃度7位,2介停止位,偶校験通信速度:19200bps
DM6653  ㎜      単元号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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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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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置C200HX/HG/HE(-ZE)前部的DIPi汗美】
使用C200ffX/HG/HE←ZE)吋,力了使PC系統設置区(数据内存)的設置有効,前面板
DIP升美必須如下段置。
[豆==コーms-232C端1-|通イ;;条イtト設置
[E=⊃M托EDIPSW5・L5とカ``OFF"{吏PC
書芸系繊駆馳醒微。
匿⊇:
一身
OFF-ON
{C200HX/HG用【E(-ZE)通信板上的ili美設置]
如下段置C200HX/HG/HE(一－ZE)通信板.ヒ的iFl美。
升美1:投力[4](四銭型,用干RS-422A)
iFF美2:投力"ON"接通終端器(使用終端屯阻)
[汲置CPMIRS-422A遥配器上的井美]
CPM1'
CIFIICPM1
把終端器迭拝外失投刃"ON"{上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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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tWRS・-422A/485端口
第5-2常
使用Nr縫接(1:1)方式吋
・兼容的上位机単元
OMRON-一些型号和系列的PC具有内部RS-422A型NT健接(ll1)功能。迩有一些能通
道安装通信板以RS-422A型NT鍵接(1:D方式連接的C200HX/HG/}llZ(一－ZE)CPU。
在連接之前対照CPU型号検査PC系列型号。
通辻Rs-422A型Nr縫接(1:1)方式連接到NT31/NT31c的Rs-422A端口的上位机単
元如下表所示。
PC系列  帯内部RS-422A型NT鍵接(1:1)功能的CPU     型号名称
        C200HE-CPU32-(Z)E(★1)  C200HE
        C200HE-CPU42-(Z)E(★1)  (-ZE)
        C200}IG-CPU33-(Z)E(★1) 
        C200HG-CPIJ43-(Z)E(却)  C200HG
        C200】旺G-CPU53-(Z)E(★1)       (-ZE)
C系列   C200HG-CPU63-(Z)E(★1)  
        C200HX-CPU34-(Z)E(★1)  
        C200HX-CPU44-(Z}EC1)    
        C200HX-CPU54-(Z)E(★り  C200HX
        C200HX-CPU64-ZE(★1)    (-ZE)
        C200rD(-CPU65-ZE(★1)   
        C2001{X-CPU85-ZEel)     
        CV500-CPUO1-EV1 CV500
CV系列(規)      CV1000-CPUO1-EVl        CVlOOO
        CV2000-CPUOl-EVl        CV2000
        CVMI-CPUOl-EV2  
CVM1系列(★2)   CVMl-CPU11-EV2  CVMl
        CVM1-CPU21-EV2  
'k1需要下列一秒通信板:C200HW-COMO3-EV1或C200HW・-COMO6-EVl
★2不能連接没有后籔"一－V口"的CVM1/CV系列PC的CPU。
在NT31/NT31C用RS-485連接吋,不能使用NT鍵接(1'D方式。力使用NT燵接(1:1)
方式,必須用Rs-422A連接。
使用RS-422A的NT縫接不能与CPMI－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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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上位机的汲置
海樽単元的設置方法如下所述
一連接CVM/CV系列(-V口)CPU
・CV500-CPUOI-EVl/CVIOOO-CPしFOl-EVI/CV2000-CPUOI-一－EV1
・CVM1--CPUel-EV2/CVM1-CPU11-EV2/CVM1-CPU21-EV2
[PC系統設置]
連接CVM1/CV系列CPU吋,カ"P(=系統没置"汲置下列通信条件。
名称    上位机的汲置
通信速度        没貴男Nr31/Nr31C相同的速度。(★1)
停止位  2・卜停止位
校柱    偶校験
数据長度        ASCII碍7位
単元号  oo
★1用Nr31/NT31c的"通信速度"内存外美把上位縫接通信速度投力9600bps或19200
bps。洋細内容,参考"設置上位縫接方式"(146頁)。
夙外園工具(例如SYSMAC支持軟件)汲置PC系統貴賓。
PC系統没量的洋細情況参考SYSMACCVM1/CV500/1.eOe/2㎜増戸手捌(梯形閤)
(W202)。
[設置前部iA二美1
1/0逃拝外美
RS.232C
:
RS・422A
・.ヒ位縫接通信方式迭拝
(遊好升美)
己ノトチド∋∈投力　RS-422A"◇
・通信方式設置(DIPSW3)
i遠ノトヲT'ii]X1i'tt)ig'`ON"。
("M鍵接"通信}
・終端器設置(DIPSW6>
達弁Jl美投力"ON"t,
(終端器投力"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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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常
一貰…i接至‖C系ij;JC200HX/}IG/HE(-ZE)
[PC系統i憂置区没置]
根掘上位机型号夙外題工具(即SYSMAC支持軟件)直接写人PC系統汲置区(数据内
存)。
美干PC系統没貴区操作的洋細内容,参考休所使用的PC手冊。
上位机型号      手編号  写入植  没置
C200HX/HG/HE(-ZE)的端口A★1     DM6555  ㎜      使用Nr縫接(1:1)
彗通信板的RS-422A端口
実干PC系統汲置区操作的詳細内容,参考休所使用的PC季肋。
[在C200HX/HG/HE(-ZE)通イ吉根上段置DIP升美]
C200HXAIG/HE(-ZE)通信板上的升栄設置如下。
升美1:投力[4](四銭型,用『FRS-422A)
井美2:資力``ON"接遇終端器(使用終端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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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ロ
ee5・-2令
使用NT鑓i接(1:N)方式肘
・兼容的上位机単元
能用RS-422A/485型NT鮭接(1:N)方式連接的OMRONPC只有C系列C200HX/HG/
HE-ZE型号。必須表装一快通信板遊行連接。
遊行連接之前対照CPU型号栓査PC型号和系列。
能通辻特操器用RS-422A型NT鍵接(1:N)功能連接到NT31/NT31C的RS-232C端口
的上位机単元如下表所示。
PC系列  具有内部RS-422A型M鑓i接(1:1)'功能的CPU  型号名称
        C200HE-CPU32-(Z)E(★り  C200HE
        C200HE-CPU42-(Z)E(★1)  (-ZE)
        C200HG-CPU33-(Z)E(★1)  
        C200HG-CPU43-(Z)E(★1)`C200HG-CPU53-(Z)E仁り    C200HG(-ZE)
C系列   C200HG-CPU63-(Z)E(★1)  
        C20HX-CPU34-(Z)E(★1)   
        C201{X-CPモJ44-(Z)E(★1)        
        C20HX-CPU54-(Z)E(★1)   C200HZ
        C20HX-CPU64-(Z)E(★1)   (-ZE)
        C20HX-CPU65-ZEピ1)      
        C20HX-CPU85-ZE(★1)     
'1需要下列一神通信板:
C200}IW-COMO3-EV1或C200HW-COMO6-・EVl
・上位机的没置
－C系列C200HX/}{G/HE(-ZE)
[PC系統汲置区没貴]
用外囲工具(例如SYSMAC支持軟件)直接向PC系統汲置区(数据内存)冨人通倍条
件。
PC系統没貴区没貴的詳細内容,参考SYSMACC200HX/HG/HE(-ZE)操作手冊
(W303/W322)。
在下表所示的字里遊行汲置。
連接到  字編号  導入債  汲置
通信板A口       DM6555  5口00   使用NT燵接(1:N)口二連接質的最高単元数(1～7)★
★使用C200HF.←ZE)吋,pr単元数的薄墨是1到3。
附注端口B是拙一422A/485端口的通信板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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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令
【汲置C200HX/質C/HE(-ZE)通信板上的DIP升美]
C200HX/HG/H}T.(-ZE)通信板上的井美汲置如下、、
升美1:投力【4](四銭型,用干RS-422A)或
投力[2](丙残型,用干RS-485)
升美2:没ツヲ"ON"接遇終端器(使用終端屯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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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ag5--2苓
5-2-2阿分単元的RS-422A端ロ1司的直接連接
NT31/NT31C和上位机的RS-422A鞘口的連接方式如下所述a
NT31/NT31C
上位机鑓接単元/CPU
25七十迩接昔苦串UB
(RS-422A,25宇十JU)
帯迩仏器的RS-422A竜燈(最K500米)
連接NT31/NT31C和上位机(RS-422A)
NTal/NT3tC■む机
C200HX/HG/HE(-ZE}
9$十」⊥]妾2x
[ユ                                                     
        RS422A                                          
                                                        
                                                        
▼                                                      
・連接C系列1':位机鍵接.単元或CPMI(h位机髄接)吋的1麦裂
運用単元:
1
＼      
        8800000000000000
        Oo
        o
13
C200}・1-LK202-Vl
3G2A5-LK201-EVl
C500-LK203
3G2A6-LK202-EVl
14Nτ31/NTSIC側
25
        民3・23射ンロ2Aノ鞠5迎接器こ一. 端=     社号                    PC側                    
                FG      よL{端套                                                
                一      1                                               
                SD      2                                               
                船      5                                               
                陪      `                                               
                CS      5                                               
                        6                               旬ナ    描写    RS422Aj劃し器
                s口     7                               遠接γ合        FG      
                                                                        
                ・      巳                              1       RD8     
                TR剛    9                               2       一      
                no8{◆) 10                              3       一      
                soθ《◆)       1⑱                             `       .       
                '       ⑳2                             5       SD6     
                一      岱                              6       n【埴   
                一      巳                              ,       問      
                SO川一, '5                              ●      一      
                舶A{一} 帽                              9       so"     
                                                                        
                        }へ     、V                     脱蝋(9酬)               
                        一                                              
†
5
OO
OOO
e
9
(25乍†フW)
力了遊魚FG接地回路,不要把NT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亀鑑的屏蔽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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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連接CPM1,SRM]吋的接残
遺用単元:
CPM目一10(:DR-[コ
CPM1-3㏄DR-口
CPMlA-1㏄DR-[]一口
CPMlA-3㏄1)R-一[コー[コ
SRMI-CO2-Vl
CPMl-2㏄DR-口
CPMIA-2㏄D-ロー口
CPMIA-40CD-ロー[コ
NT31/NT3tc側
1
14
§§OoOOOoOOOOOOOo
O
fa
25
        RS綱422～砧5遊接器×    縮写    斜'号                   PC佃ll          
                FO      nl櫨橿.                                 
                一      ,                                       
                so      ●                                      
                RO      3                                       
                賠      4                                       
                鵬      5                                       
                一      6                               縮写    R冶・422A終端快
                s6      7                               FG      
                                                                
                .       6                               SG      
                丁自㎏  9                                       
                                                        ⑨D8ω  
                n囎{ゆ} lo      一              一ノ    SOA(一) 
                so8{◆} τ1                             RO8《+} 
                                        )       孝              
                】      }2                              ROM・)  
                一      13                              (9針型) 
                        14                                      
                S鰍H    15                                      
                RDA(一) 16                                      
                ≡      一ヘー. 」扉蔽銭                                
G-608弘o臼"
(25針型)
力了避i免FG接地圷路,不要把NT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屯魏的屏散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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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接上位机的RS・-42M/485端ロ
第5-2市
・在連接C系列C200HX/HG/HE(-ZE)通信板或CVMI/CV系列.ヒ位鍵接単元吋的撰銭
造用単元:
1
C2001班－CPU32-(Z)E
C200HG-CPU33-(Z)E
C200HG-CPU53-(Z)E
C200ffX-CPU34-(Z)E
C200HX-CPU54-(Z)E
C200HX-CPU65-ZE
CV500-LK201(通信口2)
＼      
        §§OOOOOoOoOo
        Oo
        OO
        o
13
14
25
NT31'NT31C側
C200HF.-CPU42-(Z)E
C200HG-CPU43-(Z)E
C200HG-CPU63-(Z)E
C200HX-CPU44-(Z)E
C200HX-CI)IJ64-(Z)E
C200HX-CPU85-ZE
        R9232c∫叫綿51‡ll=     縮ピ    村勢            PC側                    
                一      一,                                     
                60      2                                       
                RO      3                                       
                RS      4                                       
                田      6                                       
                一      6                       41'号縮写               ns422A接目
                SG      7                       遊技無毒FG              
                                                                
                .       8                       1       sDA     
                下RU    自                      2       SD日    
                RP白{+) 10                      3       一      
                                                                
                sり白{`}        、1                     4       .       
                「      {2                      5               
                「      13                      6       ROL内   
                一      t4                      7       一      
                SDA(一, 15                      ■      首口8   
                RDA{・, 1■     「              o       一      
                一'     'こべー一                       (9針型)扉蔽幾           
                ク      一                                      
1
OO
OOO
5
6
9
(25針型)
力了避免FG接地圷路,不要把NT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亀鑑的屏蔽i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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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令
・在き…t$CVMI/CV系列CPU吋的接銭
遣用単元:
CV500-CPUO1-EV1(】V1000-CPUO1--EVl
CV2000-CPUO1-EVl
CVM1-CPUOI…EV[]CVM仁CPUIl-EV口
CVM1-CPU21-EV口
不能用任何連接方式連接型号名称没有后綴"-EV口"的CVMl/CV系列CPU。
1
§§OOOOOOOoOOOOOO
O
13
14
25
NT31tNT31C側
        RS・232α422～給5接llド 縮写    制'号   PC{CPU}側                       
                FG一    一1                             
                so      2                               
                RD      3                               
                RS      4                               
                舗      5                               
                .       6               儲・腎  舗弓    RS422A接1'】
                SG      7               連接器套        F6      
                                =ユ[)                   
                        8               1       SO∧    
                了白M   ●              2       so8     
                nDeω   1C              3       一      
                SD8(d   1⑱             4       縮      
                ,       12              5       cs      
                ・      13              ●      RDA     
                一      14              7               
                sOA(-1  15              6       ㎜      
                R◎M-)  16              o               
                !       一へ、  、、    (g針型)力端銭           
                ク      一                              
1
OO
OOO
5
6
9
(25針型)
方了避免FG接地回路,不要把NT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丸鏡的屏蔽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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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5-・2・-3両分単元的RS-485端口回的直接連接
NT31/NT31c的RS-485立51口和h位机的連接方法女ll下所述。
NＴ31tNT31C
CPU
25倒一道…IFX2,V
C200HX'HG∫HE(・Z日
9針追払器
帯娃接器的RS-422A屯継(最長500米)
附注在1γr遠一側使用RS-485Ni‡,只能使用NT燵接(1:N)方式
佳接M31/NT31C*:上位机
NT31/ト1丁31C
上位机
[コ     RS485                                           
                                                `       
                                                        
        ▼                                              
・連接C系列C200HX/HG/HE(-ZE)通信板付接銭
遣用単元:
1
Oo8800000000000000
o
13
C200}{E-CPU32-(Z)E
C200HG-CPU33-(Z)E
C200HG-CPU53-(Z)E
C200HX-CPU34-(Z)E
C200HX-CPU54-(Z)E
C200HX-CPU65-7E
14
25
NT311ト「「31C傍目
C200HE-CPU42-(Z)E
C200HG-CPU43-(Z)E
C200HG-CPU63-(Z)E
C200HX-CPU44-(Z)E
C200HX-CPU64-(Z)E
C200HX-CPU85-ZE
        RS232Cl砲A∫綿6遊接器に一ーレフ・       縮ぜ    針号    呈PC(CPU)傲1                    
                宇G     .草三度器喪                             
                一      1                               
                SD      2                               
                只o     3                               
                RS      4                               
                民      5                               
                .       o               †1号   縮写    RS喘AJ迄接器
                SG      7               i熔掩器糞       FG      
                                /)                      
                一      ●              1       SO《(一}        
                Tn糾    o               2       SO引・) 
                RO引◆) lo              3       一      
                SD8(・) `9              4       一      
                一      口              5               
                一      t5              8       R以{一} 
                        14              7       一      
                SD炎【一}       16              ■      RD8く◆)        
                ROAi-)  16              `       一      
                '       一=N、          戊戊|:破裂(9ξ†型)             
                        .                               
1
5
OO
OOO
6
9
(25ξ1'型)
力了遅鈍FC接地回路,不要把NT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亀鑑的屏蔽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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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令
5_2_4RS_422A端口回的1:N縫接
多台NT31/NT31C的RS-422A端口和一台」二位机以1:N連接方式連接的方法如下所述。
CPU
C200HX/HGtHE{-ZE)
9針連接器
附注只在C200HX/HG/llE(-ZE)上安装通信板碑能使用RS-422A型M縫接(1=N)方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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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弔
NT31/NT31C単元同的連接
下闇中不包括中継終端快。挿入中継終端決以得到如下所示的接銭閤。
NT3t/NT3tc
[]、                                                            
                                                                
                RS422A-↓*                                              
[コκ                                                           
                                                                
[コμ                                                           
1
＼      
        8888888800
        OO
        o
13
14
25
(25針型)
lIIl
(25計理)
11              
        1§OoOOOoOoOo   
        OO      
        o       
/               
13
14
25
★杖在RS-422A屯鏡末端(上国中春"☆"赴)的NT31《T31C的9号和10号針之筒遊行道…
接。
力了避免FG接地回路,只把一介Nr31/M31c単元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屯笏的屏蔽
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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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M/485端ロ
第5-2布
達接M31/NT31C和上位机
Nl'31tNT31C
[
上位机
・連接C系列C200HX/HG/HE(-ZE)通信板付的接銭
遣用単元:
1
C200HE-CPU32-(Z)E
C200HG-CPU33-(Z)E
C2CO1・・IG-CPU53-(Z)E
C200HX-CPU34-(Z)E
C200HX-CPU54-(Z)E
C200HX-CPU65-ZE
§§OoOoOoOoOO
Oo
Ooo
13
14
25
NT31iNT3ic側
C200HE-CPU42-(Z)E
C200HG-CPU43-(Z)E
C200HG-CPU63-(Z)E
C200HX-CPU44-(Z)E
C2001{X-CPU64-(Z)E
C200HX-CPU85-ZE
(25$十和ハ
}
下冷□
1
5
OO
OOO
6
9
力了避免FG接地回路,不要把NT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屯地的屏蔽銭。
113
---------------------[End of Page 2059]---------------------



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令
5-2-5RS-485端類同的1;N連接
多台NT31/NT31c的RS-485端口和一台上位机以llN連接方式連接方法如下所述。
CPU
NT31/NT31C
串llB
(RS-485,
25判'型)
25{汁迩▲妾著S
RS-485屯鏡'
(暴民、悪投500米)
C200HX!HG∫HE-ZE
－9打違接器
附注只在C200HX/IIG/HE←ZE).十安装通信板付使用RS-一一48591NT鑓接(1:N)方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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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令
達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M31/NT31C単元向的連接
上位机
NT31/NT31C
口
NT31tN』r31C側
i4
1
NT31ハ}T31C側
＼      
        §§OOOOOOOO
        Oo
        Oo
        Oo
        o
/       
25
t3
14
†
＼      
        §§88000000
        Oo
        OOo
25
13
{25什ヲ[‖)
}
下一介pr
(25肇十月1)
在RS-485亀鑑末端(上国中椋"★"赴)的NT31/NT31C上的9号和10号針之「司遊行連接
力了避免FG接地回路,不要把NT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屯幾的屏散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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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s
遵i接一台NT31/NT31C和一台上位机
下困中不包括中継終端訣。摘入中継終端快以得到如下所示的撰銭閤、,
バ　き　　　　　
[コRS'485
上位机
口
・連接C系列C200HXMG/HE←ZE)通信板付間接残
遺用単元:
1
C200HE-CPU32-(Z)E
C200HG-CPU33-(Z)E
C200HG-CPU53-(Z}E
C200HX-CPU34-(Z)E
C200HX-CPU54-一一(Z)E
C200HX-CPU65-ZE
14
        88880000000000
        Oo
        O
/       
13
25
NT3ttNT3tC側
C2001{E-CPU42-(Z)E
C200HG-CP{〕43-(Z)E
C200HG-CPU63-(Z)E
C200HX-CPU44-(Z)E
C200HX-CPU64-(Z)E
C200HX-CPU85-7E
        n8・閥2(ン4?2～随85ま_『器x     縮写    什;             PC(CPU)鰯               
                'G      連接審査                                
                        1                               
                SD      2                               
                RO      3                               
                RS      4                               
                CS      5                               
                .       6               針号    縮写    RS・422A迎接器
                SG      7       屏蔽銭  j封妄語套       FG      
                                =[、/{)=1111                    
                        6               1       s執o    
                TRM     9               2       SD8{・】        
                RD8{.}  'o              3       一      
                so8{・) 1]              4       一      
                一      惚              5               
                        13              ●      只酪1・)        
                .       14              7       ・      
                sc埴L}  !5              8       nDgl◆} 
                R助(・) 16                              
                                        o       .       
                餅      べ一            {9計理)         
        陸      只s引◆}        ,3                              
(25釣'～聾)
控
旦〔
t
5
OO
OOO
6
9
力了遊魚FG接地回路,不要把Nr31/NT31C的功能地連接到RS-422A竜燈的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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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令
5-2-6推蓉的連接器,亀鑑和圧接端子
'推i若用予RS-422A/485的連接器和毛幾
制作RS-422A/485連接出投吋,尽量使用下表所示胸椎若部件。tti些単元供費府i提供一
介連接器和・・'令達接器盒、,
栓壷井提前准各所需=部件。
名称    型号    「家    涜明
達接器  XM2A-2501       25針型0顧ON堂宇 利下列単元一起供貨C500-LK203
        DB-25PF-N       25針型JAE生声   利下列単元一起供貨3G2A6-LK201-EVI3G2A5-LK20ユーEV1
連接毒念        XM2S-2511       25什型OMRON堂宇 利下列単元一起供貨C500-LK203
        DB-C2-J9        25引型』AE生干  和下列単元一起供貨3G2A6-LK20正－EVl3G2A5-LK201-EV1
屯銃    TKVVBS4P-03     nclli山賎有ll艮公司     
圧接端子        1.25-N3A(文型)  ll本鋭化lil端子MFG      推春屯鏡尺寸:AWG22～互8(0.3-0.75㎜2)
        Yl.25-35L(叉型) Morex公司       
RS-422A這配器(CPM1-CIFIl)的端子螺釘是M3規格的。在接磯間,使用M3的圧接端
子。用0.5N・m的ノ」姫子予察端1子螺釘。
使用在中麩端子挟ヒ使用的相同規格的端子螺釘。
注必須用圧接端子撰銭。
一遺用端子挙例
又刑[]四
6・・毫末痙泊]6・2毫末鞭蛭=口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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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上位机的RS-422A/485端口
第5-2市
5・-2-7カRS-422A/485通信汲置終端屯阻
Nr31/Ni"31C的串口B連接器有一ノト終端屯阻汲置端(TRM)。
在RS-422A/485通信中,必須筏通信鬼燈末端的装置而不足其宕装置上段豊終端屯阻。
NT31/M31C内部有一介終端屯阻,是否使用終端1包阻,通辻終端FE阻炭量端(中口B的9号
和10号針)上的接銭炭量。終端屯阻是正20Ω。使用中口B遊行RS-422A/485通借財,使
RS三422A/485屯貌末端的Nr31/NT31C上的9号和10号終端i司短路,除了亀鑑末端的
NT31/NT31C単元之外,其余NT31/NT31C単元.ヒ的9号和10号終端}F路。
不使用RS-422A/485通信吋,≦冬端屯阻没竃元敷。
内子汲置終端屯阻,屯鏡連接器上需要撰銭工作:参考附最E"制作屯鏡"(533頁)正碗地接
銭。
、/9号和1酬
9号和10号針     功能
短路    使用終端屯阻。只在連接到RS-422A/485屯期末端的NT3]/NT31C上短路。
井路    不使用終端亀腹。在連接除RS-R22A/485屯地末端之外的NT31/Nr31C終端井路。
注意在装置1旬連接或断升EE銃之前,碗荻所有連接装置(例刻NT31/NT31CPC)的電源美断。
附注－M31/NT31C的内部屯路如下所示。'
撫隠嶽署㌶
設置上位机単元的終端屯阻的洋細内容,参考各美通信的"汲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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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系統菜単操作
本章描述了系統菜単的操作,重点在干NT31WT3}C的自動述程。
本章逐i解粋了使用NT31!iNT31CN'的方便功能和対系統雄炉有益的功能。
-うθ
一一
∠010
系統菜単操作游観
肩劫NT31/]NT31C
6-2-1眉劫歩螺
6-3操作方式和系統菜単
6-3-1方式1司的美系
6-3-2菜単械
6-3-3系統菜単的操作
6-4]SJ春初女台イ七
6-4-1清除画面数据
6-4-2呈示茄史i己乗数据的物始化
6-4-3扱警防史氾乗数据的初婚化
6-4-4内存表的初婚化
6-4-5内存外美的初婚化
6-5系統安装器方式操作
6-5-1
ZO"1
一一
'OZO
在系統安装器方式下設置呈示清戸
6-5-2消除/安装系統程序
6-5-3改変系統15と貴
6-5-4清除画面数据
侍送画面数据
用内存汗失投置与上位机通信条件
6-7-1
6-7-2設置上位机縫接方式
6-7-3
月内存升失投置与上位机通信条件
汲置NT鑓接目:D方式
6-7-4汲置NT鑓接(1:N)方式
6-7-5没置串口B的通信炎型
6-8店功操作
6-9各秒系統没貴
6-9-1内存外美設置画面
6-9-2汲置"宿坊等待時間"
6-9-3汲置"按鍵声音"
6-9-4没置``蜂ロ]自著苦声音"
6-9-5汲置"打印机控制器"
6-9-6投遣"打印方式"(只用干NT31C)
6-9-7汲置"屏幕保扮動作"
6-9-8炭量"屏幕保扮自裁吋同"
泣2376筑242627四2931323435373738394142特454648⇔515354545556575960硯留
l11111⊥111T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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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汲置1万史呈示方式
6-9-10設置恢笈功能
6-9-11設置自助夏.位功能
6-9-12設置超吋1司隔
6-9-13汲置重新う十数
6-10汲置条形碍1凋凄器輸入功能
　へ　　づ　ヨゾゆ　オ　
炉
雄トト仁トト仁Lト
ハユペ　エ　　ぺ
統
一ー一一ーーー一
系66666666
11
一
6
1/o汲置
並示/汲置日坊和肘掛r
栓査pr没翼状杏
呈示和打印呈示房史記粟
呈示和打印推警坊史記粟
粒査画面数据
没各衿査
検査接口
6-12編程器功能
6-12-1'P∫用向勺系統
6-12-2連接方式
6-12-3{吏用方法
㍑㍑㍊陥況還㍑㍑叢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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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菜単操作流程
第6-1市
6-1系統菜単操作流程
第…次使用NT31/NT31c或惨敗系統程序吋,按以下歩聚。
[創建画面数据]
使用支持工具創建NT31/NT31C的画面数据,創建画面数据的具体細布』,参考NT系列Wm95
↓
支持工具2.0版操作手冊(VO45-E1-口)。
[自助NT31、/NT31C(呈示系統菜単)】(123寅)
‡ＴJlNT31/NT31C白雪出漁。
如果投宿登記画面数据,会長示錯混信息。遠利;情況下,在出惜信息的屏幕h按"OK"触摸升
↓
美並ポ系統菜単。
如果画面数据已経登山井且建立了退行模式,在触摸屏上執行相座的操作来呈示系統菜
単。
[内存初婚化工(129貢)
↓⊂・一⌒⌒NT31/Nr「31C的内存.
[俺送画面数据](142頁)
把支持]二具和NT31/NT31C達]妾起来,井通道支持工具把画面数据倭送zaN"1'31/NT31C。連接
↓支繊⌒鯵照3-一支tl'i-1]」IY(37}t')・+
[設置内存外美](145,154菰)
逸弾系統菜単,没置NT31/NT31C的操作一例如,和lt位机通信的条件一使用内存汗美
↓
的汲置、,
[i汁飴操作](153頁)
↓把M31創T31一上位鋼始操作.
[系統i≧住勃ヨ](176頁)
如果在操作道程中出現錯俣,参照操作季肋栓査1/0,汲置等、,
122
---------------------[End of Page 2068]---------------------



店劫M31/NT31C
第6-2市
6・-2后劫NT31/NT31C
検査硬件蓬接正確后,打升鬼瀬升美,自助NT31ハ}T31C。
迭一帯描述M31WT31C自動后的操作。
6-2-1
息劫操作
在地瀬上屯或夏位后,NT31/NT31Ci操作如下、、
[初婚牝牡理]
↓
自診断一包括NT31/M31C的内存検査和系統程序検査以及自助和執行付所需的内部
処理。
如果初婚化泣程中戸生錯渓,屏幕上会呈示錯産具信息。
如果系統程序中有錯俣,必須重斬安装系統程序,安装的洋細道程,参照6-5下"系統安装
器方式的操作"(137頁)。
[内存単元検査和処理]
内存単元安装后須投壷。如果安装了内存単元,官按照DI'piFF美的炭量執行性理(画面数据
illk/写)(42更)c
↓
如果在画面数据中有措涙,会呈示繕俣画面,抜錨俣画面上的"OK"触摸健会立刻恢夏到蠕涙
声生前酌量示。也可以同吋接触摸屏的四ノト月中的二十,弘借涙画面呈示系統菜単。必要的
活実施内存初婚化或惨敗没置。
D自助和上位机的通信1
根据Nr31/NT31C系坑内存中没量的通信方法眉幼鳥上位机的通信。在通信建立前,昆示"系
統初婚化画面"(画面NO.9000)。
↓
効果不能眉功利上位机的通信,会見示緒涙画面,按借俣画面上的"OK"触摸健会立刻恢夏到
措涙声生前的呈示。也可以同酎按触摸尻前凶牛角中的二十,見措涙画面呈示系統菜単,検
査和上位机通信条件的没置。
t升始操作]
送行模式建立后,根掘NT31/NT31C内的画面数据升始操作。
惨敗汲置或検査状志吋,通達昆示系統菜単執行相座的操作。系統菜単呈示的具体細布,参
照6-3-3苗"系統菜単的操作"(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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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操作模式和系統菜単
NT31/NT31C可以四神模式操作:"追行","貨送","維炉"和"抄展模式",通辻系統菜単迭拝
送些模式,、
男外,NT31/NT31C也具有寺1'1用子安装系統程序的"系統安装器"模式。
在NT31/NT31C通屯吋,通柱触摸屏的操作逸拝系統安装器模式。
6-3-1模式尚的美系
系統菜単,毎秒操作模式和系統安装器模式同的美系如下闇所示、,
系統菜単'操作的具体細布参照6-3-3"系統菜単的操作"(127頁)。
在逮介模式下,安装NT3茎/NT31C系統根
岸,在其宮操作下允汁或禁止系統菜単的
頴示,允許或禁止画面数掃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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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菜単中的項目
系統菜単中皿示的項日和具体功能如下。
菜1¥頭目        功能
退出    清除系統菜単画面井回到遠行模式画面。
侍送模式        呈示後送模式画面以允↓午支持丁具和NT31/NT31C阿房幕数据前任送,画面数据佗送的具体都市参照6-6廿"画面数据佳送"(142頁),、
雄炉模式        呈示推炉模式菜単,允許NT31/NT31C的系統推炉及各科NT31/M3】C的波音。
抄展模式        提示打戻模式菜単,允許逸弾NT31/NT31C中預置自勺]ヂ展功能。在NT31/NT31C抄展功能中,有編程器的功能,允許NT31/NT31C作方C系列,CPMI,CQM],C200HX/HG/HE,或SRM1的編程器,版本呈示功能,能呈示系統程序的版本,,編程器功能的具体拙下参照6-12"編程器功能"(205頁)
系統安装器模式的功能
在系統表装器摸式中可以執行下列功能。
ゴ汲置湿示活秒
・情味和安装系統程序
・禁止/使能系統菜埠呈示。
・禁止/使能写人画面数据内在。
・清除画面数据。
迭些功能的具体細苦,参照6-5"系統安装器模式中的操作"(137頭),、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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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菜単樹
系統菜単允'}∠F通道使用触摸1芽上量示的触横井美執行NT31/N'T31CB{]各秒功能,菜単樹杁系
統菜単許婚,如下国所示。
系統菜単操作的具体細」占参照6-3-3"系統菜単的操作"(127頁)。
菜単樹根掘NT31/NT31C中安装的系統程序的不同而不同,以''"ド是NT31/NT31c出「ヨ寸安装
的系統程序的菜単村。
        系統安装器模式                                  
                                                
                一退出系統安i法器}下載系統程序(B80一修改系統設置(139式)一側除画面数据(141頁)                            
        系統菜単                                        
                一退出一優送模式fl42頁)一網怜模式一力」展模式(205り()                           
                                ¶              r
                        維炉模式菜単                    
                                一退出一内w初婚化一酉存外英一1/o設置－IU万位矧179貢)-n'世貴〔181頁}一星フ]砺史一掘警功史一画面数振旦示(187頁}一レo椅脊          ll
蓼」展‡莫式菜単.
退出
1烏科i2s刀Jfi旨
版イ湿.示
査                      
        ☆査            
                1/F検査菜単     
                        一退tl{
                        一通信τ具〔199頁)
                        一通信口A{200頁)
                        一通信ロB(200真
                一打印机{203頁) 
        →      没各槍査菜単    
                        一退出
                        一蜂鳴器梅香(190頁)
                        －LED瞼脊(191頁)
                        －LCD栓査(192頁}
                        一青灯検査(193頁}
                        一画面内存U94頁)
                        一角蛾チ咲(196坂)
                        一毛池(惇7頁)
内存外美菜単
f,nthM,::il寺R寸1司(155頁)
按趣芦品(156頁)
蜂吻器声音(157萸)
士r印机控拙‖2,v(t59頁)
押印方式(160頁)
屏幕保炉云ljf乍(L62頁)
屏嘉保由`」王訪日引潮u64頁)
)JtsE{蔵示力;c(}65頁)
VR夏」)IJ"tl(i67功i)
}8信臼41」恢笈〔168tt)
旭日't間隔↓170リエ}
丁成1矢数(1717vl)
,里ゴ吉AカJ駕(145伐て)
通fiRB逸揖i(151頁)
遊イ吉B戊y三民{{45萸)
1/0没置菜単
退出
対比度鯛龍U76頁〉
亮}隻'凋整(177Jet)
並赤坊史菜単
tStEl
友{1三手{Plri(183頁)
籾れ{ξ利口亨ll83'頁)
扱警防史菜単,
退出
事存←HP・1芋(185頁)
頻率NV・ltFu85リ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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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系統菜単操作
遠…廿叙述如何使用菜単,包括如何遊人系統菜単,如何遊人系統安装器模式,如何造捧菜
単内容。
遊人系統菜単
系統菜単可通迂以下二秒方式呈示。
・接触摸屏射角
・披鍼示系統菜単的触摸井美
附注一如果在系統安装器模式中段置禁止系統菜単並示,系統菜単不会呈示(当錯俣声生時例
外)。
一系統菜単呈示的同日寸,NT31/NT31C停止操作,這行灯将又悼。
・按触摸屏射角。
当四ノト触摸屏射角(見下面圏示)二介被国財按下,将呈示系統菜単。
退行模式
同吋按四千免
⇒
11的任意:冷
語
=
工
沈意,調川系統菜単前触摸升共在画面的四角是不晟示的。如果充鞍下呈示在某小角上的触
摸井美,達弁触摸丹美就起作用,井凡下会湿示系統菜単、,特別当逮介触摸升美具有画面切
換功能,作方結果是画面切換了,逮就是説即使送小角…亘接着也相投按一祥。如要成功選
入系統菜単,先按一↑投打湿示触摸升美的角,再按其宮任何一↑角,而不管鈍角是否存在
触摸升美。
附注ヌ、『干NT31/NT31c来悦,即使画面四角已登記了触摸升芙,也能湿示系統菜単。
・按…・↑・湿示系統菜単的触摸井美。
使一ノト"控制鍵"具有昆示系統菜単的功能,、
在画面創建吋,炭量遠介触摸井美具有系統菜単呈示功能,那久遠介弄美按下后就能湿
示系統菜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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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用系統安装器模式
如果NT31/NT31C没有安装系統程序,或系統程序損圷,当屯源升的日子候,会自助建立系統安
装器模式。
方了安装系統程序或遡i術数据管理段違,要建立系統安装器模式,可以在按住NT31/NT31C
触摸屏Ziユ角的触摸朕(尺寸:7.2rrim×7.2㎜)吋打升屯源或夏位。
按住LRAI触摸鍵li寸打升M31/NT31C屯源。
⇒
迭捧菜単項目
系統菜単中前項自在NT31/NT31C画面上以触摸升美形式量示,校注些升美就可以逸捧菜単
項目。
例如:逼迫按系統菜単中的"雄弁模式"項呈示空尉戸模式菜単画面,,
按"堆炉模式"。
●
臼              
                
                
QuitPTSettirθs         
㎞)rylnit,輪「ジ⑭tdll/OSetti㎎s        〔巨嶋・・・…1 
        自1armHigtoru   
                
C81endar(}給ck  ドreenO3taDisp.1/0〔〕』ck      
杁系統菜単切換到送行模式
在系統菜単和其官菜単中逸拝"退出"回到送行模式。
附注不象以前的pr型号,如果不遊行操作NT31/M31c不会自助回到送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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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内存初婚化
NT3レNT31C有如下初始化功能,如有必要可以使用。
・}青1除菌ifiTi数i鏡…129頁
・内存表初婚化134頁
・内存弁美初婿祝135頁
・呈示坊史記求数据初始化131頁
・根警防史妃乗数据初始化132頁
附注如果在系統安裳裾模式没置的"系統没」里",禁止画面数据内存写人,邪念不允許内存初
婚化、,
6・-4-1清陰画面数据
当画面数据損杯,井且NT31/NT31C不能正碗自動吋使用該功能。
仮清除(初婚化)画面数据:保留内存外共役直和呈示房史/根警厨史i己乗数据。
附注遠ノト功能使用后,N"1"31/NT31C到遠点方止的所有登記迂的画面数振鼓捌除,使用此功能
前妻栓高所創建的画面是否日経在支持工具中遊行各扮。
在系統安装i器模式中也可以捌除画面数据(138頁)
下面久型的数出町単独初婚化。
数字/r符串内存表的内容(132頁)
内存外美汲置(134頁)
晟示厨史氾x数据(131頁)
扱警坊史妃乗数据(132頁)
在系統菜単中通辻下列菜単操作清除画面数据。
戦闘鋼1
Ouit
Fra∩9Mltl「ode
「…一
トla}ntenar∀二eトk)de
E×pansIonik)de
逃捧"雄炉模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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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恥ltPTSettln96  
        {己・・lnl・{㎞・釦lt・・       1・⑭HI・…     
                {1      
        1/OSettlngs     巨mHl・輌ト・・ee・D・白D・・⇔ 
        1偽』伽・・     1・/・C㎏・・   
迭捧"内存初婚化"。
■
逸拝i"画面数据"。
■
巴三コ〔=コ
逃]季"是"。
剛除画面数据,在捌除吋,呈示"正在捌除……"的信息。
・如築造拝"否",NT31/Nr31C不清除画面数据井目到"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
完成画面数据清除后,M31/NT31C回到"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
在画面数据清除后,在画面数据見支持工具或内存単元侍送之前企圏把NT31/M31C汲置成
道行模式,会見示錯混信息、,井且這行模式也不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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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呈示坊史記乗数据初婚化
昆示肪史記泉功能保存操作迂程中画面呈示的次序妃泉,和毎分画面混然的次数的妃ポ。仮
当設置好画面"防虫"属性,オ能保持迭些氾乗。
以麦生順序力序"(呈示麦生的順序)最大妃泉数方1024,"以頻率力序"(毎ノト画面呈示次数
的/l顕序)力255。
使用呈示厨史記謙初婚化功能清除房史記乗数据力零,例如当画面数据修政道等。男外,在
"Pf圷境没置"一"系統汲置"里"房史設置"下画面(使用媛沖区)技有倣打勾椋氾,保存的
妃乗数最大値到込后,新的杷景不再妃衰,因此氾泉須定期初婚化。如果"画面(使用圷形援
沖器)"已倣打勾転記,当氾乗数最大値送倒后,長田的i己乗機捌除,最新的記景被保存。
附注NT31/NT31(=也允許弘上位机控制1γr的状忍笠制区対呈示坊史記最i数据遊行初婚化,具体
細芋参照"呈示防虫初婚化(11位)"(231頁)。
杁系統菜単,通柱下列菜単操作,実施湿示厨史記素数振駒初婚化。
逸持"雄弁模式"。
●
.__
1側
PTSetti㎎s
〔刷「た…川1しD・即1酬・・…1Hemory釦itch

自i∂mHisto「ソ1/OSetti㎎sreenDataDigp.Caler砲訂'Checkl/OCheck
造拝"内存初婚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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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迭拝"量赤房史"。
迭捧"是"。
初婚化呈示坊史記乗数据,在初婚化吋,湿示"初婚化"信
息。
効果逸拝"否",NT31/NT31C不対呈示坊史記求数据物始化,井口到"内存初始化菜単"画
面。完成並示茄史レ己乗数据初婚化后,NT31/NT31C呈示"踏木"栢息井目到"1・kj存初婚化菜
単"画面。
6-4-3振替尻史記素数据初婚化
才反響田虫妃乗功能達鏡検寄事先指定的位存慮衰相美的上位机佗情状恋,当任何位貴成1
(変"ON")肘氾皐吋1〕可,井妃水法復交"ON"的次数。
最大氾乗数,"事件斐"(錯俣投庁的次序)力256,"頻率美"(毎介錯俣友垣次数的順序)力
255。
使用振警肪史記最初始化功能将披警防史氾ヌ数据星位方零,例如当画面数据修祓這吋。男
外,在"円珠境炭量""系統没」ム"里"防虫鼓音"下"画面(使用圷形髪油器)"没有逸特称
氾,保存的記乗数最大値到込后,不能再妃謙新的妃乗,因此配乗須定期初婚化。如果"画面
(使用ヨ不形緩沖器)"没責了逸拝椋↓己,,当山乗数最大値迷到后,扇田的氾莱被捌除,最新
的数据被記章。
附注NT31/NT31C也允許杁上位机投縄pr的状恣控制区使根警防史i己乗数据初婚化,具体細布
参照"扱警防史初始化(1位)"(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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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泣系統菜単中的下列菜単操作,初婚化扱警防史記求数据。
迭拝"推炉模式"。
書
逸拝"内存初婚化"。
号
        
        
        
一一'一一　叙」1t,      卜㎞x,rv柵ltch
「　　ScreenOata        
iDicpla川1()t。1ゾ1     
川d　ト{Lto「』・       
Hen㌔っrソ抽{e  
遊拝"才k書1ガ史"。
●
逸i捧"是",,
物始化扱警防史氾乗数据、,在初婚化吋,湿示"初婚化"信
息。
効果迭捧"否",M31/NT31C4〈初婚化根警防史↓日景数据,井同製"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完
成根警/ガ史記乗数据初始化后,NT31/M'31C湿示"結束"信息井同封"内存初婚化菜単"画
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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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内存表初婚化
在Nr31/NT31c中能初婚化数字内存表和字符串内存表。
当遠些表初婚化吋,遮些値恢夏成苗支持工具所没量的値(官田不破清除)。
内存表初婚化后,不管恢夏功能如何汲置,都会変成初始値(167頁)。
如果"恢笈功能"内存外美没置1均"ON",支持工具汲置的初始値不妃乗在内存表中,除非被初
婚化。
附注如果"恢夏功能"内存i汗X置力"OFF",内存表初婚化只能通辻美断NT31/NT31C的屯源后
再JF,或変位NT31/NT31C(167頁)ヌ現。
位内存表板収反映上位机里位的状志,因此不能被初始化。
在系統菜単中通迂下列菜単操作初婚佐内存表。
逃捧"推炉模式"。
■
一ーーーーーー一
'■一ーーーーー一－
OUItPTSetti㎎s
㎞oryinIt.{〕iSP}agH～sory
ト{emorySuitdh自}armHistorソ
隠隠ご当
逃]彗…``内存初支台イ2フ,,。
●
國
逸捧"内存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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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2080]---------------------



内存初婚化
第6-4市
迭]季"是"a
内存表被初婚化,在初婚化吋,毘示"正在初婚化"信息。
・如果逸捧"否",NT31/NT31c内存表不初婚化井回到"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
完成内存表初婚化后,NT31/NT31C呈示"結束"f言忌共同到"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
6-4-5
内存弄笑初始化
初始化使M31ハIT31C的内存外美恢夏到出「吋状恣。
杁系統菜単通泣下列操作実現内存外美初婚化。
逸拝1↓雄炉模式"。
◎
一      
'ul     
{刷[PTS・・t・㎎・      
撫morylrllt.Di6playHisor9       
悦morレS」」itchRlarmHFstory    
V・S・・…g・b・e舶D・日賦      
Ga|erx]ar〔コ溺く|1/OCheck      
逃]蚤"内存初始化"。
◎
逸捧"内存井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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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2081]---------------------



内存初婚化
第6-4市
〔三コ[三コ
逸拝"是"。
内存表被初婚化,在初婚化日寸湿示"正在初婚化"信息。
・効果逃奔"否",Nr31/M31C不実施内存井美初婚化井恢夏到"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
完成内存井美初始化后,NT31/NT31C呈示"結束"イ息,井回到"内存初始化菜単"画面。
初婚化后,内存外巣状志無下所示。
内存外美        状恣
自由等待吋1旬   oo
按健声音        ON
蝶蝿器声        OFF
封印机控制器    ESC/P
打印方式        Tone(侠NT31C)
屏幕保炉劫作    清除湿示
屏嘉保炉眉劫吋1司       010
厨史皿示方式    夙新数据井始
恢夏功能        美
通信自助恢夏    美
吋河溢出1司隔   01
薫斌次数        005
通信A方式       上位机髄接(通信速度=9600液柱率戸
通信B逸捧       RS-232C
通信B方式       元
★条形碍園漬器通信条件初婚化后如下所示:
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奇偶校職:元;流量控制:R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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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系統安装器模式中的操作
可以往系統安装器模式中執行下列功能:
・没澄湿示的唐言(如下)
・禁止/允許晶示系統菜単(改変系統汲置)(139、頁)。
・禁止/允許写画面数据内存(改変系統汲置)白39頁)。
・清除画面数据(141頁)。
凋用系統表装器模式的詳細細辛参照"凋用系統安装模式"(128頁)。
6-5--1
在系統安装器模式中没量呈示漫言
系統安装模式中昔先妻設置的模式是迭捧呈示悟言力英i吾、日悟或中文。
迭持"英語"、"目語"或"申文"。
杁遠里升始,低段手冊逸拝"央丁吾∴,
号

H帥∪
ExltSy。temlnstaller
0㎝nloadSソgtemPr(刃r部
α囎⑨stem誕ttings
EraseScreenDat8

呈示系統安装器模式菜単。
如果系統程序没有安装或已損杯,画面下方会湿示"系統
程序不存在或不正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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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清除/安装系統程序
当NT31/NT31C的系統程序已損圷,或要安装新的系統程序吋,使用核功能。
附注一要安装系統程序,系統女装器必須安装在支持工具里,系統安装器是支持工具駒隙件
(ZJ3AT/ZICATI-EV2)在Al天汁算机ヒ安装支持工具吋,把系統安装器也装入。在支持工
具上安装系統安装器的方法和操作赤螺的細布,参照Win95下的NT系列支持工具2.0
版的操作手間(V945-El)。
一系統程序清除后,NT31/NT31就根本不能使月},所以在捌除程序之前要検査支持工具中是
否安装了系統安装器,男外,要注意保持巳登記述的画面数据和約存外美設置。
如下所示,在系統安装器模式菜単中通辻下列菜単操作清除/安装系統程序。
清除系統程序

Hem
Exitsソ台temhGtaller
㎞10adSソgtemPr㎎「翻
』SジstemSettl㎎s
〔rageScreen[}ata

逸拝"下載系統程序"。
●
逸捧"是"。
系統稿序被捌除,卵除目寸会湿示"捌除・・…・"的信息。
・如乗逃拝"返回菜単",NT31/NT31C不清除系統程序井遠回到系統安装器模式菜単。
・如果磯際失敗,画面上会淘同称是否要再試一'次,,
完成系統程序清除后,NT31/NT31C遡i人下載系統程序的待祝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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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系統程浮
花正常完成系統程序的清除后会自助建立下載程序待机状杏。
当NT31/NT31C遊人迭ノト状杏吋,夙ノト人汁算机中的系統
安装器中侍送系統程序。
下載期間,佑送是程会見示在屏幕上。
号
逃拝"送行系統"。
・如果在待机下載状恣或下戦中迭拝"取消",画面上余何祢是否要重斬下載。
肩劫系統程序后,NT31ANT31C会正常自助,如果投宿蓬莱画面数据会昼示系統菜単。
附注如果系統程序清除后,新的程序不能成功下載,辻台NT31/M31c就根本不能使用了,所以在
系統程序清除后,一定要下載一'介新的程序。
6-5-3修改系銃殺置
NT31/NT31C允許遡i行下面的没貴,以防止虫干俣操作而捌除或修改画面数据相内存外芙
炭量。
・禁止/允群星示系統菜単
当通柱※ノト汲置禁止系統菜単的昆示后,不能通辻触摸屏操作或使用触摸升美星示系統菜
単,但是,如有錯涙麦生,可以林措渓信息画面昆示系統菜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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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允許百人画面数据内存
当道迂没貴i禁止写人画面数据内存吋,不能使用下列系統菜単的功能。
一切換到侍送模式
一品示内存チF美汲置画面
一検査画面数据内存
一見示初始化菜単
一旦示H厨/対向没置画面(能呈示日厨/吋1司呈示画面)
通辻下面系統安装器模式菜単中的操作修改系統没置。
        
        
晩「、」        
[×ltsレstemln6しalleT  
　細nk路dSy合t白mProgram        
∩a順S∨st㎝Sett{∩自e  
{r8seScreenData 
        
迭捧"修改系統汲置"、,
書
込拝"呈示系統菜単"或"画面内存保]戸"。
毎次逸中速些攻口,投足升美杁"禁IL"軸力"允誓ピ㌧』～杁
"允}午"村方"禁止"。
■
遥拝``OK　。
在画面毘示吋,将波上⊥写人NT31/NT31C,
・如果逸拝"取消",NT31/NT31C不改変優麗井回到系統安装器模式,菜単設置保持升机吋
醜状恋。
・如黒埼入設置失敗,画面上会湿示洞洞休是否再試一次。
伎量湾入后,重新星示系統安装器模式菜単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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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清除画面数据
如果画面数据損珠芽且Nr31/NT31c不能正常自動,使咳功能清除画面数据。
注意只清除画面数据(初婚化),内存井美没直和昆示/報警防史記示数据イ乃旧保持。
附注一使用法功能吋,NT31/Nr31c咳点之前登記辻的画面数据内容都被清除,在使用之前妻検
査在支持工具中的生成画面的各扮。
一画画数据也能在系統菜単中清除Q29頁)。
一如果画面数据在系統変装器模式中消除后,在切換到道行模式吋可能湿示"画面数裾捌
杯",、如果麦生迭利情況,在"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中再倣一次画面数据初婚化。
在系統安装器模式未埠通江下列菜単操作清除画面数据。

艶ru
1×}オS～'引田llllgt剖ler
[k糾r、k創Sぽ・三mProgr訓
(粕∩午S民tew;6ettl叩s
[ra:loSζ:rc》「、D3ta

逸拝"清除痴加数洗"、、
o
－
ErUt:ieS記・revttOatu
∫lres,wsuＬre?
{R・t・rnt・he・ul
[二こニコ
逃捧"是"。
画面数据被捌悼,在燗除付会晟示"捌除……"宿意,,
・如果逸i持"回到菜単",NT31/NT31C就不満除画面i数据井目到"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ζ,
・如果消除画面数据失敗,会商同称是否再試…次,
完成画面数据剛除后,NT31/NT31C回到系統安装器模式菜単画面c、
画面数据棚除后,在用支持工具或内存単元送人画面数据之前,如果企圏将NT31/NT31c汲
置力退行模式,会湿示出惜信息,也不能建立遂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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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侍送画面数据
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数据井佳送到NT31/NT31C,本廿説明如何佳送画面数据。
夫子如何創建画面数据和支持工具中的操作細辛,参児本手崩的第7-9章和M系列支持
工具2.O版的操作手冊。
附注一面i画数据也能作絵内存単元,具体方法,参児3-5■'使用内存単元"(42頁)。
一在支持工具的"通信設置"商口中将"波特率"没置力"高"使画面数据能以更高的速率侍
送。
如果在系統安装器模式"系統没貴"中将写人画面数据内存没貴方禁止,就不能侍送画面
数据。
画面数据杓成和侍送単元
画面数据由以下美裂数据組成。
・用戸画面数据(画面単元)
・系統内密(内存弄美)没貴
・直接連接筒鳥
・数字内存素数据
・子符車内存表数据
・位内有義数据
・↓示i己f書,冒、
・国形/庫数据。
可以"文件単元"侍送揃画数据(所有画面数据)或佳送単全数据,或者以"数据単元"力単位
怯送単介画面。
在以"文件単元"方単位後送数据付,NT31/NT31C中所有画面数据被崩際,然后送人新的数
据。
在以"数据単元"力単位佳送数据付,首先要先要使以前的数据尤救,然后將新的数据作方有
効数据登景。虫干旧的数据井波有測悼,当以"数据単元"力単位重夏借送付,NT31/NT31c中
空余的内存有可能不移,如果出現遮神情況,重斬以"文件単元"方単位侍送導入画面数据。
杁支持工具俺送画面数据
杁支持工具向NT31/NT31C侍送画面数据,按以下珍味。
操作1将NT31/NT31C連接到装有支持工具的今人計算机,井接遇NT31/NT31C的屯源。
2接遇〃卜人↓1'算机屯源井自助支持工具。
142
---------------------[End of Page 2088]---------------------



借送画面数据
第6-6市
3在NT31/NT31C的系統菜単中通辻菜単操作建立貨送模式c、
迭拝"後送模式"、、
■
迭拝"工具借送"。
8
4在支持工具中打汗要侍送的画面数据,然后在支持工具的"連接"菜単中迭拝"下載"
(NTS'1ニレ汀),井指定要佳送的数据。
5侍送画面数据付,会見示佳送情況。
6完成画面数据特選后,按"退出"触摸升美,NT31/NT3.Ic返固到佑送模式。
如果見支持工具中侍送画面数据失敗,使用Nr31/NT31c中通信検査功能検査NT31/NT31c
河的通信正常与否(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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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送画面数据付要注意双察
知果在貨送画面数据付麦生以下錯涙,或系統錯涙,那公所任送的画面数据不能正碗登景在
NT31/NT31C中,如果迭祥的活,在NT31/NT3]C自助吋可能不能遊人這行模式,或可能尋致
不日∫預知的故障,壁如在操作吋不能皿示画面。往還利情況下,必須以文件力単元重新作送
画面数据以便正碗登乗。
・NT31ハ汀31C突然断屯或夏位、、
・正在送行支持工具的今人計算机突然断屯或夏位。
・連接NT31ハ汀31C和正在這行支持工具的ノト人計算机的屯貌突然脱升或断裁。
・按NT31/NT31c画面上的"退出"触i摸井美結束画面数据侍送。
・通泣支持工具中的操作停止画面数据佳送。
注意在以画面力単位侍送数据付,如果肉存表」」/或直接存敢行惨敗,遠些数据随画面数据一起
使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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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通辻内存外美没直和上位机通信的条件
NT31/Nl"31C可通泣以下二神通信方式和上位机連接。
・上位枕経接方式
・Nr鑓接(1:1)方式
・NT燵接(1:N)方式
INT3..1/NT31C有以下菌介錯[,根掘需要宮相都可以用干和上位机的通信。
・単行口A(只用干RS232C,9骨違接器)
・串行[B(RS-232C/RS422A(可逃),25針連接器)
遠里説明和上位机通信方式的没貴方法。
条彫碍洞逮器通信条件汲置的詳細情況,参照6-10廿"条彫碍聞達器輸人功能"(】73頁)。
附注一脱寓上位机后,串行口A可以連接支持工具或条形碍閲凄器,当条彫碍漢人器連夜串行口
A日寸,上位机必須達到串行口B,当単行口A口鉾用干和上位机通信吋,那久必須断升上
位机連接,才能連接支持不具。
一右四イ'内存外美没置画面。巳上位机通信条件的設置在第4全画面y.,(4/4会呈示姦屏幕
上),除了上位机通信条件的汲置以外美干其他内存肝炎設置的坪網情況,参照(ト9廿
"各科系統汲置"154頁)。
6-7-1通信条イ牛
通信条件的設置項目
以下力NT31/NT31C和ヒ位机通信条件的位置
端口通信方式/通ね炎型設置
・上位鑓接方法的通信条件汲置
設置項目        功能    没置造拝        真数
通信A方式       没点在串行「]A使用通信方式。根掘通信方式,可能述需倣遊"歩的通信条件設置。        不用/上位机焼接/NT鍵接(1:D/M髄接(1:N)/条形掲1凋逮器     146頁148頁149頁
通信B逸拝       没置単行〕B用作RS-232或RS-422A通信。    RS-232C/RS-422A 15頂
通信B方式       没貴在串行口B使用lll勺通信方式。根掘通信方式,可能迷霧倣逃・一歩的通信条件汲置。 不用/上位机燵接NT(1:1)/NT縫接(LN)       146頁148災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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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ヒ位鑓接方法的通信条件没置
設置攻口        功能    没置逸項        真数
逓倍速度(仮遥用上位縫接)        設置和上位通信的速度    9600bps/19200bps        146頁
・NT鍵接(ll1)方式的通信条件汲置
不必設置夏冬的通信条件
・NT鑓接(1'N)方式的通信条件汲置
没貴項目        功能    没貴逸項        真数
単元号(仮這用干NT鍵接(1:N))     没置NT31/NT31C単元号。  0到7    149頁
通信方式設置的可能組合
NT31/NT31C通信的可能的通信方式的2H合呈示在下面表相中。
串行口B 串行口A                         
        不用    上位縫接        NT縫接(1:1)     NT縫接(1:N)     象形百4囲逮器
不用    ∀      ン      ン      ∪      」
上位机縫接      ∪      ×      ×      X       v
NT縫接(1:1)     ∪      X       X       ×      ＼ノ
NT縫接(1:N)     ∪      ×      X       X       v
〉・:可組合                                     
x:不可組合
除以ヒ列出外的不能没貴其官自]合。
6-7-2
設置上位机縫接方式
夙系統菜単,通辻以下操作汲置串行端口A或申得鞘口B的上位机縫接方式的通信条件。
迭拝"雄修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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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一__                
Qutl            
門e訂ゆryIn}t.  ・1S…1∩9・1{Dl・pl・川・…1   
        自1amHl6tory    
[輸…s…t・・il/・S…mg・               
lC、1。,da,Ch、,k'      1芒「e飢OataDlgP・「1/…ec・    1
逸拝"内存外美"。
号
Start-up
WaitTlme
按↓(下一画面)或↑(前一画面)触摸升美,昼示第四介
内存外美画面。
■
按対座要役置上位縫接方式的串行口(A通信方法或B
通信方法1的触摸汗美去呈示"上位枕経接"汲置迭項。
毎按一次触摸汗美,設置透垣就変化一次。
●
在日倣没置的串行口的布面按"設置"触摸鍵。
在本初中,使用串行口A。
●
Portn=}bstLlr1く
飾玉合
接"通信速度"触摸健湿示要役量的通信速度。
触摸鍵按一下,設置逸項就改変一次。
在迭介挙例中,使用串行口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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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退出"。
P△rtA二Hb今tlIrメく
汲置通信速度。
eedgEvaps
Abort
・按"取消"触摸升美,則不汲置通信速度,退出通信速度没貴画面,Nr31/NT31C回到内存
升美設置画面(4/4),先前的通信速度保持有効。
完成通信速度没置后,NT31/NT31C回到内存升美瑛置画面(4/4)。
要設置其宮内存外美,用↓(下一画面)或↑(前一画面)触摸健逸無相庇的画面,然后遊行設
置。
・在要檎杁設置和退出内存外共役置画面吋按"退出"鍵,最后所倣的汲置特有赦,NT31/
NT31C回到"堆砂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鍵,否定設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没量画面,NT31/NT31C回到"維持摸式菜単"画
面,井且以前的没置{乃然有敷。
6-・7-3没置Nr鍵接(1:1)方式
駄系統菜単,通道下列操作,没定申付端口A或車行口B的Nr焼接(1=『1)方法的通信条
件。
逸捧"雄弁模式"。
●
.一■   
幽      
息」lt  PT誕t細gs
㎞rゾImt,       DlsplaソHlsαy
㎞「ソ⑨ltch    01armHistory
レOSett}∩gs    reenOat∂0‡sp.
C創e吟darCheck  レOCheck
逃鋒"内存外美"。
●
148
---------------------[End of Page 2094]---------------------



通迂内密升美波量和上位机通信的条件
第6-7市
Printer
Contr
匡]当
物sec
OFF
ESC/P
按↓(下・'画面)或↑(上一画面)触摸鍵,湿示第四ノト内
存外美画面。
■
投下対座予設置力NT縫接方式(ll1)端口的触摸汗美
(通信口A方法或通信口B方法),呈示没置迭項"NT鑓i
接(1:1)"。
触摸鍵按一・下,没置逸興就改変一次。
要汲置其宮内存升笑,用日]或[↑]触摸健迭捧相庇的画面,然后汲置。
・按"退出"鍵,碗荻汲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汲置画面,最后的汲置特有i救,Nr31/NT31C同割
"雄弁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鍵,不磯杁没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汲置画面,NT31/NT31C回到"雄炉模式菜単"画
面,井且以前的汲置保持有数。
6_7-4没置M縫接(1:N)方式
弘系統菜単通Lt下列操作,汲置串秤口A或B的NT鍵接(1:酎方式的通信条件。
逸拝"雄炉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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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辻内存升失投直和上位机通信的条件
第6-7令
Quit
PTSettlng6
lvlemorソ|nit.
OisρlaソHi60fy
MemorySwitch
AlarmHistory
1/OSett}∩gs
fLeenDataDisp、
Cale∩da「αheck
1/OCheck
迭拝"内存外美"。
8
Start-tP
Wait「lime
匡」凹
按【斗](下一画面)或[柏(上…画面)触摸鍵録示第四介
内存汗美画面。
号
鞍下対庶子要設置Nr連接(1:N)方式端口的触摸鍵,
(通信A方式或通信B方式),呈示没貴逸項"Nr縫接
(1:N)"。
按一次触摸鍵,炭量逸項改変一・一次。
在遠全例子中,使用串口A。
◎
鞍下已経没置好的端口右辺的"設置"鍵。
在逮介例子中,使用串口A。
■
按"単元号"鍵湿示要役量的単元編号。
毎按一次鍵,汲置逸項改変一次。
在遠ノト例子中,使用串口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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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辻内存外笑殺直和上位机通信的条件
第6-7帯
挟"退出"。
単元号被設置。
・按"取消"健,不娩杁単元号没書井退出単元号設置画面,NT31/NT31C回到内存外美汲置
(4/4)。以前的設置イ乃然有効。
附注"単元号"是当一台t二位机連接多介pr吋,月毎ノトps指k的編号,以便上位桃源別毎十M'。
可以設置的単元号根掘不同主机型号而有所区別,如下所示。
-C200HE(-ZE):
単元号e～3(毎分上位机端口可最多達4介pr)
-C200HG(-ZE),C200HX(-ZE):
単兀号o-7,(毎分上位机端口可最多連接8台pr)
在汲置吋,要碗定pr中波有重星単元号。
完成単元号没貴后NT31/NT31C同到内存外美設置画面(4/4)。
要設置其宅内存Jl美,用{↓1或[↑1逃揮相芙画面,然肩透行没置。
・按"退出"触摸升芙碗弘毅置,退出内存升美没貴画面,最后的投遣特有敷,NT31/NT31C
同封"維炉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触摸升美否決汲置,井退出内存汗美設置画面,Nr31/N7r31c回到"挫折模式菜
単"画面,以前汲置保持百敷。
6-7-5
没置串行端口B的通信美型
夙系統菜単通迂下列操作設置車行口B的通信炎型(RS-232C或RS-422A)。
逸拝"堆炉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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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内存外失投直和上位机通信的条件
第6-7市
Qult
Mernor-yhrlt,.
門emo「ジS眠liteh
1/OSetti∩gs
CalendarCheck
1/OCheck
迭捧"内存外芙"。
8
Star't-up
Uaitlima
Printer
Ccntr℃日er
匡][コ
囮sec
㎝
OFF
ESCソP
To∩e
按L十jCド・…画面)或[Al](上一画面)触摸健呈示第四・宇
内存ノF美画面、,
●
按"通信端口B逃捧"触摸鍵湿示要役量的通信炎型。
毎按鍵一次,没置項改変一次。
附注効果串行口B用作RS-485通信,通信実現必須汲置成"RS-422A"型。
要役恩典宮内存外美,用[↓1(下…画面)或[伺(上一画面)触摸健遥拝相美的画面。
・按"退出"鍵,碗汰設置,井退出内存汗芙没鷺画面,景品的汲置特有敷,NT31/NT31C同封
"推挽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鍵,否臥没岩井退出内存井美汲置痴面,NT31/NT31C回到"堆炉模式菜単"画
面,以前的没鮒乃然有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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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送行
第6-8令
6-8眉劫這行
在完成画面数据任送和没置好通信条件后,逢接NT31/NT31C和上位机,就可升始操作。
注意在使用之前,仔細検査所有画面数据和上位机程序的操作,如果不正碗,系統道行可能会失
控。
切換到道行模式井自助這行
在系統菜単画面或其官画面,按"退出"鍵,NT31/NT31C切換到這行模式井井始送行。
自動操作如下所示。
[借送内存表的内容]
如果"恢夏功能"内在井美置力"ON",或使用内存表的初始値,数字/字符串内存表
的内容要笈制到ヒ位机所分配射手中妻。
↓
[呈示自動画面]
根掘逮出町状杏控制区第一分字的内容(要呈示画面的画面編号)湿示癌劫画
面。
効果画面編号不]1三碗或没有力汲置的画面編号登乗数据,便晶示惜混信息。
碗荻NT31/NT31C和上位机向的逓倍
執行ヒ位程序井碗臥以下操作正常遊行,,
・碗荻NT31/NT31C画面切換和上位机程序一致。
如果切換不正碗,検査ヒ位机和NT31/NT31C間的連接,以及硬件没貴是否jl三碗。細」li－参
照第4章"杁RS-232C目違接上位机"或第5章"杁RS-422A/485口遵i接上位机"。
・通達用外囲工具(例SSS)呈示上位机宇和位的内容,碗臥触摸升美的操作結果和在NT31/
NT31C上的数字偵/字符串輸入已iE瓠地送到上位机。
如果NT31/M31C的操作結果没有正碗地送到た位机,清検査湿示元素的汲置。夫子湿示
元素設置的洋細情況参照第7章"NT31/NT31C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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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秒系統設置
第6-9市
6-9各神系統汲置
NT31/NT31C允許一系列在送行吋能根方便地月内存汗美来没置的功能,本市叙述有美操作
杯境的内在井美炭量。
由干肉存外失投置依罪Nr31/NT31C中的培地保存在快内内存中,因此,FE源美断酎不会芸
失。
6-9-1内存井美設置画面
共有四ノト内存外美装置画面,可用[↓
画面。
四介内存井美没置画面如下所示。
㊥
S愴「tT、、tT、ne[・ebec
α=F
Esc/P
Tone
バ酬↑↓[葡⌒面
(下一画面)或{柏(前・・画面)触摸汗美呈示所要的
下
[8}
一
⊆
㈲
面壁
ドー画面
剛
一
一
{el
掲]丁醐↓↑[べ㎜
3/4
&)㎜,自Jto-return
1冊e-outlnter>al
Ret!ゾ〔㎞'rlts
匡工ヨ・・
::㏄
躍・1t・・・…
吻,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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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神系統没置
第6-9弔
・内存外美炭量
内在汗美汲置清単如下。
一店劫等t寺同寸「司
一按健声音
一蜂鳴器声音
一打印机控制器
一打印方式
一癖嘉保持前作
一屏幕保扮肩劫吋1司
一厨史湿示方式
一恢夏功能
一通信自司恢夏
一超吋1司隔
一重試次数
一通信A方式
155頁
156頁
157頁
159頁
160頁
162頁
164頁
165頁
167頁
168頁
170頁
171頁
145頁
(用ザ条形碍遠人器,謬見173頁。)
一通イ言B迭拝151頁
一通信B方式145頁
名優定射倖鍋介錯見所示頁。
6-9-2没置"自助等待時同"
"癌功等待対向"是指NT31/M31C鬼瀬接通肩,或変位后宜到切換到遠行模式的吋1司間隔,
効果上位机肩劫操作需要一'定吋河就泣没置此項目。在"肩劫等待吋間"期間,元任何呈示。
汲置萢園内O-10秒,訣省(工「)汲置方"00秒"。
夙系統菜単通泣下列菜単操作設置系統自動等待吋岡。
逃捧"堆砂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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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神系統設置
第6・-9市
Ouit
PTSettirgs
卜lernoryinit.〔〕}9PlaジHigory
門emo「ジSwitchAlarmHistorソ
1/OSLettings
reenDataDisp、
Caiender〔;heck
1/OCheck
迭拝"内存外美"。
◎
按"自助等待吋1可"昆示需要持鎮的吋河。
健毎按一下,没置進攻投下列順序改変一次。
01→02→03・・・…09->10一レOO-"PO1・・一・・
要役貴其宮内存汗美,用[↓](下…画面)或[柏(上一画面)逃奔相美画面,然后遊行設置。
・按"退出"健腕杁設置井退出内存iFl突堤置画面,最后的没置特有敷,NT31/M31C回到
"堆炉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鍵不碗杁設置井退出内存iFl美汲置画面,M31/NT31C回到"雄弁模式菜単"画
面,以前的設置イ乃然有数。
6-9-3没置"按鍵声音"
可以没直披下N'f31/NT31C画面上触摸鍵吋是否要支出声音。
・ON:当一介鍵接下問,鍵戸内0.2秒。
・OFF:鍵按下目寸,不友声。
訣省(工「)設置力"ON"。
夙系統菜単通辻下列菜単操作汲置按鍵声。
釦lt
TrcrtsmitbOde
逸捧"堆炉模式"。
●
156
---------------------[End of Page 2102]---------------------



各稗系統設置
第6-9令
...                     
        Ou$tPT艶ttlngs㎞orylnlt.DisplaソHlsory          
                        
                        
トヒmoW釦tch            「-01amHistorソ 
〃OSetti∩99            Scree∩DataDl6P、       
:Caiendar(heck          1/OC卜総ck      
迭捧"内存外美"。
,
Sta「毛品川i,eEe・ec
OFF
ESC/P
下one
按"猿鍵声"呈示"ON"或"O服"。
触摸鍵毎按一下,汲置逸項改変一下。
要設置其宮内存外美,用{伺(下一画面)或[柏(上一画面)迭拝稲美画面,燃眉遊行汲置。
・按"退出"鍵碗畝没置井退出没置画面,最后的汲置特有赦,NT31/NT31C回到"堆炉模式
菜単画面。
・近"取消"鍵否荻設置井退出内存外美設置画面,NT31/NT31C回到"2ktF模式菜単"画面,
以前的設置イ乃然有数。
6_9_4没量"蜂鳴器声音"
Nr31/NT31C具有在ロ向庖上位指令或在出現錯涙吋,使蝶蝿器友声。用内存外美可以没置蜂
鳴器是否要友声。
・ON:
蜂鳴器笈声四旬立指令或錯俣。
・OFF:
在ロ向座指令或錯涙吋,蜂鳴器不友声。
・出借ON:
使当有錯俣吋,蜂鳴器友声。
訣省(エダ)汲置力"OFF"。
附注一有美蜂鳴器逐有其官指令和汲置,但辻介内存升美汲置有最高仇先奴。
一蜂鳴器射倖き田情況,参照7-14-6"蜂鳴器功能"(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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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系統設置
第6-9市
通辻系統菜単中的菜単操作設置蜂呵器声音。
迭捧"鑑炉模式"。
号
釦It
14e{ro「ゾir目t.
㎞コr'ySuitch
i/OSettlngs
Calendar〔heck
PISettirt99
1〕ispl智Hisory
AlarmHistorソ
reenDataDiOP,
1/OCheck
迭拝"内存外美"。
●
1/4t↓按"蜂時器声音"呈示``ON""oeF"或"出惜俣ON"。
S拍「t鴇itTi爬a]sec鍵毎按一下,没置債改変一次。
KeyPressSourKＬON
BuzzerSouXiOFF
Printer
ESC/P
〔bntroller
PrintMethodTonefbort
要設置其営内存弁美,用[↓1(下一屏幕)或{↑1(上一瞬幕)触摸鍵逸拝相美画面,然后没
貴。
・按"退出"鍵,碗杁汲置井退出内存丹夫役貴画面,最后的炭量将有数井且Nr31/NT31C回
到"堆炉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健,否臥汲置井退出内存外美設置画面,Nr31/NT31cpa到"推挽模式菜単"画
面,以前的設置伍然布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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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秒系銃伎量
第6-9市
6-9-5設置打印祝捷制器
在哨泣上位机指令或Nr31/N'T31cヒ的操作,NT31/NT31c有僕達接在NT31/N'r31c上的打
印和輸出数掃射功能三神炎型打印税可達到NT31/NT31C上:用内存外美設置迭捧実理。
・ESC/P:
符合ESC/P24-JB3C(彩色)打印机控制規格的打印机或与ESC/P-24-JB2(単色)
控制規格的打印机。
・PC-PR201H:
NEC公司制造,能彷真PC-PR201H的打印板。
・PCI.、5:
符合PCL-5打印机擦制規漉酌打印机。
注意NT31仮能没置"単色",不支持彩色打印。
対手NT31,"打印方式"固定刃"単色"。
訣省(工「)没直力"ESC/P"。
附注一除違令汲置外,NT31C逐有"打Ell方式"設置(160頁)。
一打印功能的具体情況参照7-14-8"打印功能"(386頁)。
通道系統菜単中下列菜単操作没定打印机控制籍没置。
迭拝"雄弁模式"。
◎
Qk.Lit
ト㎞こ)ryln|t.
融く)rジSwitch
「ee∩[睦ヨtaDigP、
|/OCheCk
逸拝"内在升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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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神祭銃設置
第6-9常
St∂「""wa、、tT,,,2u・ec
OFF
ESC/P
Tone
按"打印机控制器"呈示需要的打印机美型。
健毎按一下,没鷺項改変一次。
要汲置其宮内存外美,用[↓1(下一屏幕)或1村(上一一・屏幕)逃拝稲美画面,然后設置。
・按"退出"碗弘没貴井退出内存井美汲置画面,最后汲置将有数,井回到"推挽模式菜単"
1画面。
・i按"取消"否杁.設置井退1:H内存外美没管画面,NT31/NT31C回到"雄抄模式菜単"画面,以
前的設置仰然有効、、
6-9-6設置"打印方式"(仮NT31C)
NT31/NT31C具イ1一ノト功能可以哨泣上位机指令或在NT31/NT31C上的操作命令,在Nr31/
NT31C連接的打印机上打印輸出数据。
使用NT31C吋,当前呈示的画面閤像支其官数据能用彩色打印出来。用核内存外夫役置,弥
可逸拝是用彩色打印画画数据或用単色凋表示彩色。
当打印擦制器設置刃PCL5,没置固定力"単色"。
・彩色:彩色図像用彩色打印、,
・単色:彩色圏像用単色打印。
訣省(工「)没貴方:"単色"。
附注一除法炭量外,NT31C述有"打EP机控制器"設置(159頁)。
一打印功能的具体情況,参照7-14-8"封印設置"(386頁)。
通道系統菜単中的下列菜単操作没定打印方式汲置。
逃拝"雄弁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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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神系統没置
第6-9市

制iPT馳tt・略
{㎞・・hl・ID・輌H剛{
駒一{』Hl鋤・
1/・飴・t・㎎・F・⊇・・D順
c・幽鳳「/・〔輪・
逃拝"内存外美"。
●
Start-up
UaitTime
rin㎏「
C㎝troller
釈:㎞
按"打印方式"呈示所要的封印方式。
鍵母校…・下,没貴所改変一次。
要設置其宅内存外美,用[い(下一一画面)或[↑](上一画面)逸捧相美画面,然后没置。
・按"退出"健腕弘汲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汲置画面,最后的没貴会有効,Nr31/NT31C回到
"雄弁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鍵否秋波置井退出内存丹美没置画面,NT31/NT31C回到"推炉模式菜単"画面,一
以前的汲置仰然有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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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紳系統没貴
第6-9常
6-9-7設置"展墓保持幼作"
Nr31/NT31C具有防止残留形象的功能,如果経迂一定対向没有i操作,通迂美顔顕示,然后在
髄帆位置以髄帆顔色(仮NT31C変i換顔色)呈示字符串遊行保炉。
"屏幕保炉功能"汲置決定在画面毘示美樟吋是否量示字符串。
如築造操"昆示",存虻在字符串内存表No.0内的字符串会見示出来。
如果逃拝"清除湿示",不呈示字符串,井且在屏幕呈示美閉吋,青灯也美朗。
敏省(エダ)没　置」カ"清除湿示"。
通辻以下任一操作,可以取消屏嘉保炉,重新呈示以前的画面。
・接触摸屏的任何部分。
・由河状志控制区操作切換画面。
・由位内存表操作,使画面切換。
・執行以下河状志控制位操作。
一改変背灯模式
一瞬幕封印(」人OFF改到ON}
一癖幕湿示似OHア改到ON)
附注一画面美周前醜聞間由"屏嘉保炉自助吋阿"没置。洋情参兎6-9-8"設置屏嘉保扮癌劫吋
「司,,(162頁)。
一如果"屏幕保抗癌劫吋恒1"没置力0,即使設置了"屏幕保炉"操作屏幕保炉功能也不会執
行。
一屏幕保持功能只能在NT31/NT31C的送行模式中使能,在"系統菜単"或"系統安装器"模
式中,不能自切違令功能。
i按照以下系統菜単中的菜単操作汲置屏嘉保炉操作。
逸拝"雄i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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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t
Memoryl∩it.
hemorySしJitch
1/OSettinge
CelerKSarCheck
P|Seもtings
Di6PISy}{i6◎ry
PlarmHistory
「ee∩OataDi即.
]/0〔】1eck
逸拝"内在斉美"。
書
ND
Sta「LT、、tT、me2N1ise〈・
(烈
肝
ESC/P
Toce
按{日(下・'画面)或[↑1(上一一画面)昆示第二介内存野
美段違1頭面。
●
㊥
ScreertSaver
ゆ　　
蹴鱗園…
Fr㎝㎞Data
併FAbort
按"屏嘉保折助作"呈示"呈示"或``清除呈示"。
鍵毎按一一下,没貴顕就改変一'次。
要役憲興宮内在万丈,用1↓](下一画面}gkll伺(上一細面)逸揮相Xl円価,燃眉没置。
・按"退出"鍵,碗弘没撹井退出内存外美汲置屏幕,最后的没置特有敷,井且NT31/NT31C
同封"継粉模式菜単"i面面。
・按"取消"健,否仏汲置井退出内存}・1:美没貴画面,NT31/NT31Cl可到"堆炉模式菜単"画
面,以前的没景仰然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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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設置屏幕保持自助吋周
NT31/NT31C具有…介功能,如果無冠一一定吋「司没有操作,NT31/Nf31C可以美閉扉幕湿示和
背灯以延長背灯寿命和防止形成残留形象。
"屏幕保]『り日動肘ll=ii"殿堂,決定屏嘉保炉功能功作前的吋同間隔c、
没隠遊蘭方0～255分倒1,訣省(一「ゾ)没:鷺方10分軸。如果貴覧力0,屏幕保炉功能不起作
用C
以下任一操作能取消屏幕保抄,井只重新湿球先前的画面。
・接触摸屏的任何部分
・由1γr状志控制区操作使画面切換
・由位内存表錬作,仕1田i面切換
・菜地下列IYI'状念控制位的操作
一修改青灯模式
一屏幕手丁91」(改変OFF至1]OIN)
一屏幕ln1示(改変OFF到ON)
附注一当画面盤示美1湖后,可以往随机位悪用髄帆顔色械示存慮在芋符1‡・内在表No,0的拝符
串,具体情況参照6-9-7"没置屏幕保]芳1"功倉旨(162頁)e
注意使用法功能吋,不天間背灯.
一扉幕保炉功能的lt体』況,参照7-14-5"屏嘉保tJ功能"(382頁)。
一屏嘉保iJ功能只能通泣NT31/NT31C的"送行"様式実施,在"系統菜.単"或"系統変装器"
模式,不能几1功濠功能,、
秋祭銃菜単通辻下列操作段鼻屏嘉保抄リ自助1…1引句,,
逸捧"維炉模式"。
◎
                        
                        
                        
Quit            PτSettl㎎s     
門emorソlnlt.           `一_-DiSPlaゾHIsory     
㎞「ソSwitch            OlarmHistorソ   
|/OSetti⑥Cale∩dar〔あeck              ScreenDataDisp. 
                一.[1/・』      
逸拝"内存外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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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併F
Printer
ESC/P
Contro日er
Print門ethociT(脱
按[↓1(下…・画面)或[↑](上一画面)呈示第二¢冨内在升
美汲置画面。
書
⊂
凹〔ヨ
Fr㎝kUOata
α=FAbort
要碇置薬宿』内存ヲ干美,用[い(下
放置、、
在"除幕保杉田訪問同"右辺的輸入区域設置吋1司。
毎一十数位可通辻相応的"+"或"一"鍵増加或減小。
・画面)或[柏(前一画爾)触摸磯遊拝相美画面,然后再作
・按"退出"触摸鍵,碗畝貴賓井退出内存汗芙没吐,最后所作的没貴特有敷,NT31/NT31C
特選回"挫折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触摸鍵,否定没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没貴,NT31/NT31Cn8返回"推挽模式菜単"画
面,以前的設置イ乃然イ∫敷,、
6-9-9没置所主星示方式
NT31/Nr31C具有"呈示防虫氾ポ功能",官司↓己景操作吋屏幕湿示的吋河和昆示的次数,"扱
警防史記項功能"連接盗視上位机的位状志,井且氾乗官変ON的吋1司及次数。
"1ガ史昆示方式"没貴決定
到最1日述是杁最用排到最新。
呈示逮些妃乗数据付,是按　友生次序排駄"一是夙最新排
・夙旧約数据丹始:
記章呈示順序杁旧的到新的。
'見新的数据升始:
氾ポ呈示順序杁新的到旧約,、
訣省(工〔汲置力"夙新的数据"升始。
附注当NT31/N'T31C肉置丸池屯圧迫低目寸,不能保存厨史}己最内容。
量示坊史記乗功能和根警防史iasi功能的具体錦芋,参照7-14-2"昆示坊史記景功能"
(375頁)和7-14-3"扱警防史記景功能"(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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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系統菜単通江下列操作没置坊史呈示方式。
逃持"鱗状模式",,
書
        
        
■`     
鋤・lPTS・tt鳴  
刊emo「ソlnit.  {〕1gplaソHisory
㎞o「9釦itch    創arm隔torソ
レOSettings     ・餉・…D・釦}
{c・1紬・蹴     1/o撫…ck
逃持"内存外美"。
書
St8rt-LP
Waitlime
Printe「
Contro日er
PrintMethod
按[↓1(下一一画面}或1川(前一画面)犠示第二介内在升
失投貴画面。
8
㊥齪
FromN四Data
α=Ffbort
按"厨史湿示方式"晟示所要的昆示次序。
毎按鍵一次,没置項就改変一次,,
要役恩典宮内存外美,用[↓」(下…画河)或[↑](前一画面)健迭…拝稲美画面,然后改憲。
・按"退出"健腕荻没置井退出内存ヲ干美没置画面,最肩肘汲置村有敷,NT31/NT31C回到
"雄弁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鍵否弘毅愚弄退出内存狂文設置画面,NT31/Nr31C回到"堆砂模式菜単"画面,
以前的没管:イ乃然石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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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①没置恢隻功能
Nr31/NT31c具有迭祥的功能,奄奄源英断吋価能保存内存表的内容,当屯源接通吋,再将官
伯寄人到上位机中。
如果恢夏功能力OFF,当切換到遠行模式吋,内存表被初婚化。如果恢夏功能力ON,内存表
不初婚化井保持由屯地所保炉的内容。
違勅意味着,下一次重新i汗始操作吋,用相同的内存表内容能呈示上一一次呈示相同的画面。
・ON:使用恢夏功能
・OFF:不使用恢夏功能
訣省(工「)没置力"OFF"。
附注一当M31/NT31C中内貴竜池屯圧泣低吋,即使仮痘功能置"ON",内存表内容也不能保持。
一美干恢夏氾乗功能,具体参照7-14-4"恢夏功能"(381頁)
及系統菜単通泣下列i操作汲置恢夏功能。
逸拝"雄炉模式"。
■
                        
1                       
OUIt            PTSettings      
㎞orソlnlt,             Disp1WHisow     
㎞ryS卯tch              自1amHi6to叩    
1/OSe川ng合             Scr鵠nBataDi8P. 
DCalendar(》eck         　一[1/・』・1  
逸拝"内存外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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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Sta「tTaltTi,e22sec
㎝
a=F
とSC/P
Tone
按[↓](下一一画面)或[柏(上一画面)呈示第二介内存外
美設置画面。
8
四跡
トr㎝隔Data
OFFAbort
按"恢夏功能"湿示所要的設置。
鍵毎按一下触摸鍵,汲置逸項改変…次。
要没貴其宮内存丹美,用日](下一画面)或[↑](上一画面)迭拝相美屏幕,然后汲置。
・按"退出"触摸升美碗杁没置井退出内存井美汲置画面,最后的没置特有敷,NT31/M31C
回到"錯i炉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触摸i汗実否荻没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没置画面,NT31/M31c回到"堆炉炉模式菜
単"画面,以前的没鴛イ乃然有効。
6-9-11設置自助夏位功能
Nr31/NT31C具有功能,在通信故障声生時,可不予理会井自助回到道行模式。
"通信自助夏位"設置可決定自動星位功能是否有効。
・ON:
当出現通信措混同,NT31/M31C不呈示出惜画面井自明回到這行模式,(可能湿示"系統
初婚化"画面)。
・OFF:
当出現通信錯俣吋,豆赤出錯画面井且停止操作,在出惜画面上i按"OK"鍵使NT31/NT31C
回到道行模式。
訣省(工「)没貴方"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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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当"通信自助恢夏"没貴方OFF吋,如果麦生通信錯涙,NT31/NT31C会倣数次恢笈上位机
逓倍的芸域,雲試次数是由"雲斌次数"触摸升美指定的(169頁)。如果遠蛙次数内不能重
新建立通信,就会湿示出惜画面。
夫子通信故障的洋X田介紹,参照10-2--5"通信故障和修夏"。(502頁)
杁系統菜単通辻下列操作汲置自助皇位功能。
逸拝"維炉模式"。
■
迭拝"内存外美"。
●
Start-up
WaitＴIme
rinter
Cα1tr◎11er
㊥
按↓(下一画面)或↑(前一画面)呈示第三ノト内存ヲ干美没
貴画面。
◎
3/4
㊥
㎞.AＬto-retum〔〕FF
ime-outlnterval81sec
園…
it
Retly〔㎞Its
f}bort
按"通信自功恢夏"呈示所要的設置。
鍵毎按一下,汲置迭項改変一次。
169
---------------------[End of Page 2115]---------------------



各神系統設置
第6-9令
要役置其宅内存外美,用{い(下一画面)或[↑](前一画面)触摸健逸拝相美画面,然后再作
没貴。
・按"退出"触摸鍵,碗杁汲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汲置,最后所作的汲置特有敷,NT31/M31C
寝返回"推炉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触摸健,否定汲置井退出内存井美汲置画面,NT31/NT31C寝返回"雄抄模式菜
単"画面,以前的没置イ乃然有効。
6-9-12設置超日寸間隔
如果在園定日寸1旬里,没有八.ヒ位机収到胸座,NT31/NT31C遊人超吋出借状悉。"超吋間隔"没
貴指見判断超吋麦生的吋1旬1司隔。
量定遊間力0～10秒,鋏省(工「)投足力1秒。
附注当超吋錯渓投壷吋,是否要昆示出錯画面,由"通信自助恢夏"内存外美汲置決定。
通泣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設置超口才間隔吋同。
逃捧"堆炉摸式"。
◎
ChJit
PTSettlngs
heroorりln|t,DispIOVHisorソ
㎞orySwitch
1/o艶tti噸
CalendarCheck
Alar凧HIGtOry
reenDat8Diep,
1/OCheck
逸捧"内存外美"。
●
㊥
Sta「tT、、、下川efil}sec
㎝
OFF
ESC/P
To∩e
按[↓](下一画面)或[↑](前一画面)昆示第三介内存外
美没置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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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超吋河隔"皿示所要的吋1旬間隔。
鍵毎按一下触摸肝美,没置迭項按下列順序改変一次,
Ol→02->03→…09->10-eレ00→01-→・…
要汲置其宮内存升美,用[↓](下一画面)或[↑1(前一画面)触摸鍵迭捧相美画面,燃眉再作
汲置。
・按"退出"触摸鍵,碗荻没置井退出内存外美没置画面,最后所作的没賢将有効,NT31/
NT31C将近回"堆折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触摸鍵,否定没貴井退出内在井美汲置画面,NT31/NT3]C将返回"雑i炉模式菜
単"画面,以前的没貴{乃然有効。
6-9-13没置量減次数
当通信錯俣投生時,Nr31/NT31C不立即昆示錯誤画面,而是試国璽新建立通信。"重斌次数"
就是汲置試国璽新建立通信的次数。如果在遠些重斌次数中不能恢夏通信,那《a根掘"通信
自動抜裏"内存外美的汲置不同面皮生以下情況(168頁)。
・通信自劫恢夏"ON":
不昆示構俣画面,継接遠行模式下的操作,不稔"重斌次数"如何汲置,息是斌国璽新建立
通信直到建立正常通信方正。
・通イ吉日功・彦尼友"OFF,㌔
送行模式結束,井湿示出惜画面。在出惜画面上按"OK"鍵,画面立即呈示前一幅画面井斌
圏重斬建立通信。
在触摸尻前四角回付按上任何二介角,可以在故障画面中皿示系統菜単。
没貴i萢国力0～255次,訣省(工「)没貴方5次。
附注通信出惜的洋細介招,参照10--2-5"通信出惜及修夏"(5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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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系統菜単通泣下列操作汲置重斌次数。
迭拝"堆炉模式"。
号
1.■1

{C杣tPTSetti∩gs
{トヒmo「ソlnit.Di6plaゾH+60rソ
㎞or9釦tch
_農≒{レ・防㏄・
Ca1帥darCheck
迭拝"内存外美"。
■
Start-up
WaitTIrne
Bu之zerSaＬr∀ヨ
Printer
Gontroller
⑮
撫
OFF
ESC/P
T(ne
按[↓](下一画面)或【↑](前一画面)呈示第三介内存外
美設置画面。
弓
在"重拭次数"右辺的輸入区域没置次数。
無位数字用相庖的"+"和`㌧"健増大或減小。
要設置其宮内存外美,用[相(下一画面)或[↑](上一画面)触摸鍵迭捧稲美画面,然后再作
汲置。
・按"退出"触摸健,磯伝設置井退出内存iFl美汲置画面,最局所作的汲置将有効,NT31/
NT31C寝返回"雄扮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触摸鍵,否定没置井退出内存■失投置画面,NT31/NT31C将近回"堆炉模式菜
単"画面,以前的汲置伍然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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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汲置条形碍間違器輸入功能
NT31/NT31C具有条形禍聞違器輸入功能,允V十LS接条形碍囲凄器,井且以字符串方式普茶
形碍数据渡人字符串論人区。
迭一一市叙述条形石引凋漢器的通信条件利腕荻輸人数据的没貴方法。
附注条形碍1竃違器醜美型和達接方式的2田廿,参照3-4"連接条形碍聞違器"(39頁),美干如
何使用条形碍聞違器,参照"使用条形碍間違器輸入字符串"(457頁)。
象形碍聞違器達到串口A,邪念就必須用串口B和上位机通信。
条彫碍聞違器通信条件的設置
汲置項R 功能    設置逸項        頁数
数据位法度      没置数据数据位長度      7㌔8位  174頁
停止位長度      没貴数据停止位長度      仁オ位  174頁
樟胎位  設置数据栓4金位 技有,奇,偶★    174頁
通信速度        没置条形硝園逮器的通信速度      4800,9600★,19200bP・   17鎮
輸入方式        当輸入宇符幸区吋,没置碗弘方式。手助=用触摸健腕荻数据,数据可改変宇符串能増加。自助:数据輸入后自助碗荻。  手助★,自裁     17碩
民鉄省(]二∫")没鴛
汲置通信条件和方式
通道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汲置象形石弓1凋逮器通信条件和輸入吋碗杁的方式。
迭軽i"錐i抄模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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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QuitPTSetting6
[Hemorylnit.Oi6P|御HisolV
自lamHi6torソ
門芸濃{,_　領
C・1・㎡・・C已・・ll/・硫…
迭拝"内存チF美"。
8
按[十](下一画面)或[↑](上一画面)呈示第四介内存井
美没置画面。
弓
按"通信A方式"造拝"条形碍聞違器"。
毎按一一次触摸鍵,設置迭項修改一一次。
,
按"通信A方式"右辺的"設置"触摸健。
●
用触摸鍵量示所要的毎項汲置。
毎按一次触摸升美,汲置進攻改変一次。
●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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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lbit
㎞
按"退出"。
在通信条件/碗杁方式汲置画面中,按"取消"鍵,NT31/NT31c不執行没置井返回内存〕F美汲
置画面(4/4),(先前的汲置伍然有数)。
完成通信』条件/碗畝方式汲置后,NT31/NT31C返回内存外美波賀画面(4/4)。
要汲置其宮内存肝美,用[↓](下一画面〉或[利(前一画面)触摸鍵逸拝相美画面,然后再作
炭量。
・按"退出"触摸鍵,碗畝没置井退出内存外芙』炭量画面,最后所作的没賢哲敷,NT31/NT31C
将返固"雄炉模式菜単"画面。
・按"取消"触摸健,否定汲置井退出内存井美設置画面,NT31/NT31C近回"2ktF模式菜単"
画面,以前的設置伍然有数。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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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劇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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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系統碓井
NT31/NT31c具有以下雄炉和検査功能。
項目            功能    真数
1/o汲置         凋市呈示屏的対比度和青灯亮度。  17頭
目房検査                呈示利改置NT31/NT31C吋4沖功能的吋同参数。       179頁
pr設置          NT31/NT31C中画面数据的直接連接炭量和見示車行口附設景状恋。      18頂
呈示坊史記乗            湿承和打卑見示厨史記乗数据。    183頁
撮警防史↓日景          呈示和打印板警原史記章数据。    185頁
画面数据検査            呈示存虻在NT31/M31C中的毎毎'十画面。    187頁
1/0栓査 没各栓査        栓査NT31/NT31C的1/0功§旨。     190頁
        1/F栓査 検査NT31/NT31C的通信功能。      199頁
6-11-1
対比度校准
迭一千叙述如何使用逮些功能
1/0没置
該功能用来凋布置示屏的対比度和背景灯的亮度。
NT31/NT31C允許対比度凋市分100歩,"対比度凋」斉"画面使弥能在実隊検査屏幕別比度吋
遊行凋芋。対比度一日没置好后,在屯源英断或Nr31/NT31c夏位(甚至内置屯池屯圧迂低)
対価保持布敷。
夙系統菜単通辻下列操作凋市量示屏対比度。
-1
逃]季"堆炉模式"。
恥it
Tran6mitH〈xJe
卜kヨintenanceMode
E>Φa、sion「IOde
●
        
迎      
        PTSetもi㎎s
{鋼・{た・…1…,㎞orソ釦itch    D・・pl旬・・・…1
        一一創armHistory
〃OSetti∩gs    reen[已taDi6P.
        一〔迫lendarCheckl/00heck
造拝"1/0没置"。
●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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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持"対比度凋市"。
8
在屏幕左半泣用触摸鍵校准対比度。
逢WM序
増加10歩
増加1歩
減少1歩
減少10歩
◎
Oi帥1御cα1trast㈲』control1剖加
by1四e陣e
按"退出"。
対比度没、出好,NT31/NT31C返固到"1/0設置菜単"画
面。
背灯亮度凋市
NT31/NT31C允許青灯亮度分3歩凋市、,"亮度凋市"画面使休能移在来隊検査屏幕亮度回付
遊行凋市。背灯在正常温度下的吋同寿命如下。
高対比度:IOOOO小肘
低、中対比度:25000小肘
林系統菜単通道下列操作調帯青灯的亮度。
迭捧"雄弁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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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ee6・-11令
伽it
hOmorylnit,、
㎞orySwitch
1/OSettl喧
PTSettings
DlSρlavHisory
A|armHistorゾ
reenDataDisp.
Ca}efuctarCheck
レOCheck
尋
遥拝"1/0汲置"。
■
回回田
◎
回回回
遊拝"i亮度凋市"。
在左半泣画面中,按"高"、"中"、"低"触摸鍵凋芋亮度。
按"退出"。
・亮度凋廿后,NT31/NT31C返固"1/O汲置菜単"画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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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堆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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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亙塾示/没置日元万事四日寸書中
NT31/Nr31C具有汲置和見示日期和吋1司的"吋仲功能"。
迭辛叙述忽祥用系統菜単中的操作呈示和汲置吋件数据。
附注吋錬功能不声相槍査日期和星期設置。在設置吋御数据付,要碗保汲置的日期和星期的正
碗性,如果出惜一例如輸入月傍見力13～19-一蜂鳴器物三次。
数字内存表247～255力吋仲功能保留,在NT31/NT31C的操作中通迂使用迭些数字内密
表,可以昆示和汲置吋御数据。
吋紳功能的洋細介紹参照7-14-7"吋仲功能"(385頁)。
出「財投有設置吋御数据。
吋紳数据用NT31/NT31c肉置竜池各扮,如果竜池丸圧泣低,在NT31/NT31C美屯或夏位
付,日寸御数据不能保持,吋紳功能也不能正陥退行。
如果在系統安楽器模式的"系統没貴"中作了禁止写入画面数据内存的設置,就不能汲置
日期和吋i旬。
通迂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呈示/汲置吋紳数据、,
迭揮"雄弁模式"。
■
蜘rソln|t.
撤)rySwitCh
逸揮"目尻栓査"。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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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
c3
e
⑱15s』
nワー
Hn四
仏イー
㎞認18
ぼ8
鴇Q)
按"汲置"。
如果正在検査昆示,遠吋按"退出",NT31/NT3]C返固"雄
抄模式菜単"画面。
号
没貴H期。
毎ノト年、H、{三1、小吋、分仲和秒的数字没置以及星期的汲
置,都是触摸健:按迭些触摸鍵改変相失投貴。
考
按"退出"
没茂吋御数据,NT31ハIT31C近回日期相聞画量水。
・按"取消"NT3MNT31C不執行炭量而返[H期和時間湿小(以前汲置W5然有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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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一11・-3
検査P'}ri9置状杏
可以検査NT31/NT31C画面数据的直接連接汲置和串行口A、B前段置。
画面杓成和呈示内容
有以下三利吐γr淡麗状杏画面。
↑
停1下一照1面
一
一
{割前'1田1面
{剃下・一画面
{e】ド一-i画lf∬
一
一
風前一画面
[翻1i{∫一画面
・第一・画面的昆示内容。
項目    意叉
画面数据炎型    画面数据的上位机美型没置
pr控徹底        分配給pr状志控制区的上位机字
P珊知区 分配姶PT状恋通知区的上位机字
数字表込        解繹分配姶数字内存表的上位宇内容的訣省方式(数値存甦方式)
打展1/F 安装在方b展接口達弦器的単元美型
・第二画面湿示内容。
項目    意又
中口A通信       炭量串口A通信炎型,(固定力RS/232C)
通信方式        没置串日A通信方式
通信資糧        炭量串口A的通信条件(根掘通信方式的不同而呈示不同的内容)
・第三画面内容
項目    意又
串口B通信       汲置串口B的通信炎型(RS-232C/RS-422A)
通信方式        没置串口B的通信方式
通信設置        炭量串口B的通信条件(根据不同的通信方式而呈示不同的内容)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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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錐抄
呈示方式
182
第6-11弔
弘系統菜単通道下列操作湿示pr貴覧状恋。
号
■一一____      
`       
QuitPISettings  
㎞国….D・・p酬・・パ   
』釦・t小臣・H・・・…  
レ0艶坑ir"      
∈i…a・・印.c・1紬・舵改1〃o』k1       
●
■
逸拝"推炉模式"。
逸]季"pr没置"。
按{↓](下一画面)或1↑](上一画面)切換到所要的画
面。
按"退出"。
NT31バT31C近回到"雄炉模式菜単"画面。
---------------------[End of Page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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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呈示和打印呈示肪史記泉
"昼示坊史記景功能"能在操作吋妃景各面面的旦示次序以及各画面昆示的次数,只有預先
炭量了"湿示溺史"画面属性的画面才能使用法功能。
通江系統菜単i操作,能湿示妃乗数据井封印在与NT31ハπ31C連接的打印机上輸出。
遠廿解経如何昆示和打印妃泉在M31/NT31C中的呈示房史ESI:数据。
注意有両神昆示方式"事件排序"(湿示的吋河順序)和"頻奉持序"(湿示的次数順序)。
附注一対Nr31/NT31C未読,也可在送行模式下逼迫凋用画面No.9001(事件排序)或No.9002(頻
率排序)来呈示記章的数据。
一見赤坊史i己乗功能"的洋銀介招,参照7-14・一・2"呈示房史記景功能(375頁)。
一"麦生排序"呈示的ll匝序(八景1日妃景運星見最新閲景升始)由"坊史呈示方式"内存外美
汲置(165頁)o
－打印方式和真字信息必須預先世貴在"封印机控制器"(159頁)和"打印方式"(160頁)内
在升美中。
通道以下系統菜単中操作,呈示和打印呈示坊史記乗数据。
逸拝"躍i炉模式"。
■
一字ー一        
憎1     
{恥{・丁鋤⑭    
㎞・輌{D・印刷i・。w    
㎞「ソSwitch    
_ピ監{・ノo』   
Calend8「α冶ck 
逃揮"呈示厨史"。
8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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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持"事件排序"或"頻率排序"。
8
320S2408肪丁㎝P,Setti㎎i
44a52ao84ユSectOrA
32脆240841工㎝p,Settingl
33防24e841T㎝p,Setti㎎
340524084ユTenp,Setti㎎
2②524㈱44t'Sainbonitor
44②608碗851S㏄torA
102の6i21358〔A]Lo脚Le∨el
206121403t'Sain性)nitor
A50614(b85iSecborB
如果必要,按[↓](下一画面)或[柏(前…画面)逸拝下
一…画面或上一画面。
左辺画面挙例是"事件排序"的昆示力式(杖鼓旧的近景
升始)。
o
32e524②8肪Temp,Settingi
44②S24084isectorA
32防24②84iTemp.Setti㎎i
33e524(捌1Temp.Setti㎎2
3405240841τemp.Set七i㎎3
2㏄24esa4MＬlinbbnitor
44㈱0851SectOrA
1②206i2i358[A〕LowLeve1
20612i403t';ainMondtor
4S泌14e851SectOrB
如果需要,按"行印"鍵打印並承所史i己乗数据。
■
        1!1
        
_■■■■■■_■        
1ユ0524②441Start2320524㈱τ㎝p.5etti㎎13δ40524碗凶圭S㏄torA43205240841T㎝p.Setti㎎1S3305240841丁㎝P.Sett∫㎎263405240841T㎝p.Setti㎎3フ20524{う844H」3inトbrLitor844肪08{}851SectorA1②102{X3121358|AjLcら噂Leve11120612i403ド～ain同onitor1245の614麟1SectorB        Quit-†
        ↓
        Prt.
        Prt,StOP
按"退出"。
NT31/NT31C近回"呈示1万史菜単"画面。
・打印挙例
所有的近景数据,以当前湿示画面相同的次序打印出来。
挙例="事件排序",杁最旧記※升始。
No.ScrnYY/MMIDDHH:MMComment
98/Ol/12
98/Olβ2
98/01/13
200098/Ol/13
40:21
":53
09:35
14:22
CoolantError
MotorEr(or
CompressorError
EmergencyStop
01/Oi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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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推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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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呈示和打印撮警防史記景
`報警防史記景功能"能在操作吋迷鎮盗視預先指定的弓位内存表朕系的.ヒ位机位的状恋,
井妃最遠些位変ON的吋同和次数。
通江系統菜単操作,能湿示↓己景的数据共在与NT31/NT31C相違的打印机上打印輸出。
遠一・苦解群如何最示和打印妃景在NT3]/NT31C中的扱警防史泥景数据。
注意有1吋稗呈示方式"事件排序"以位変"ON"的吋向排序和"頻率排序"(以位変"ON"的次数
排序。
附注一対干NT31/NT31C来説,氾景的数据也可以通近在画面上登記一十"扱…警坊主"呈示元素
来呈示。
一振警Jh－史記章功能的詳細介紹,参照7-14--3"扱警防史妃歳功能"(378頁)。
一"事件排序"並示的順序(弘長旧記乗升始或弘毅i新正業升始)由"厨史呈示方式"内在升
」美設置(165頁)。
一打印方式和英盲信息必須預先由"打印机控制器"(159頁)和"打印方式"(160頁)内存ヲ=F
美没置。
通迂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昆示和打印扱警房史記乗数据。
伽it
TrEnstnit門ode
性ヨintenance岡ode
lE×pa∩S↑O∩tvbde
逸捧"堆炉模式"。
●
                
                
伽・・lPIS・tt・咽              
卜㎞orylnit.    DispIWHigory    
㎞ry釦ltch      ρ1am旅storゾ   
レOSettlng9     ree∩Oat∂DiSP, 
Cale㏄larQ噌ck  〃0〔heck       
造拝"扱書房史"。
号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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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錐掠
第6-11申
送捧"事件排序"或"頻率排序"。
4
2輪408㏄T帥,L◎紺Leve▲
30524②841Procxess2Stoppecl
4e524e841ProcxesslStopped
…～¢624e849ContSteyor'Stopped
6{ケ524i521(IOrrveyorStopped
7{憂～26es44P/SL㎝Volta呂e
8052フ1732Con肥yorStepped
9偽27112STemp.1,0veLevel
ユ②0530≦～109Pro(rceξ～slStopped
ll②6041833PrOGcesslStopped
12¢6042106Cく)nveyorStoppec[
13{mo42152CorMeyorStopped
1/1
Quit
Prt.
Prt,
to
如果必要,按【↓](下一画面)或[↑](上一画面)逸弾画
面。
左辺的実例表示按"事件排序"方式呈示的例子(最旧氾
乗升始)。
●
2e524ese6Tenp.1.・C・,,,1,evel
30∈》24¢旧41Pr◎ocess2Stopped
40524(う841Pro(x〕esslSt◎pped
5(b5240849Cc,rvJeyorStopped
6eE)241521Cor陀1/orStopped
70526e844P/SLowVo】ta8e
805271732Co鵬yorStoppe(1
9(う52フユ125Tenp.LowLeveI
10{ゲ～302tegProc=esslStoppe({
lt¢64b41833ProocesslSもopped
6織豊こ::§麟
Prt.
Prt,
Sto
如果需要,按"打印"健,打印湿示的厨史記粟画面。
●
20524ese6丁㎝P.レ期Level
305240841Proeess2Stopped
40524eStiiPr◎ccesstStopped
50624∈X349COrt)eyorStopped
605241521Cc)rTeeyorStoppe(i
7¢忘260844P/SLowVoltage
805?71ア32(brNeyorStopped
90527112∈」Te而p.LowLRvel
i!織豊罐:919鵠….
ユ2064bti2土06C◎rrveyorStopped
13㈱図2152』…S・。・P・dllli
按"退出"。
Nr31/NT31C近回"扱警防史菜単"画面。
・打印挙例
所有的記章数据以当前昆示画面相同的順序打印出来。
i挙例="事件排序",杁飯田升始。
No.Comment
Remote1/OError
PICUnitError
CycleTimeOver
YY/MM/DDHH=MMO1/01
98/02106i6:02
98/02/0709:21
98/02/1715:4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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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
検査画面数据
NT31/Nr31c允i午通迂系統、菜単操作湿永和栓萱所登記的画面(No.1'-3999),、
附注一通辻系統菜単中操作不能呈示筒口画面。
一夜能毘示用戸画面(No.1-3999),不能呈示系統使用的画面。
・指定呈示方式
按下表所示指定画面呈示方式。
没豊項目        功能    汲置進攻
灯/触摸升美NO.的呈示    允許指定是否量示力灯或触摸狂夫設置的位端号。昆示的格式力"L口○○○○○○○"(口:区域美型,○○○○○○○:位嫡母)。・      ON,OFF★
内存表号呈示    允許指定是否呈示数値和字符串内存表的編号。数値内存表呈示格式力"NOOOO,字符串内存表格式力"SOOOO"、、該功能対以下呈示元素有数。一数値呈示一字符串呈示一棒圏一散値段直輸入区(包括抜塩菜型)一字符串輸入区    ON,OFF★
團像/庫編号呈示 允許指定是否呈示国家/庫代碍編号 ON,OFF★
昆示虚銭椎      允許指定是否呈示元素四周帰来表明登記位貴的虚残枢        ON,OFF★
★{映省(エダ)炭量
・"画面数据栓査"画面上的操作
以下呈示的功能可在"画面数据楡査"画面上汲置。
当艮示多介呈示元素相互重畳登乗的夏祭画面吋,有必要使用法功能。
a)ネ日当]'2/Nlfa虫摸ヲ干X{14,4tnrn)。
c)
b)相当干2介触摸升X(14、4mm)。
a)按湿示元素登記的順序昆示上一ノi,lli,示元素(不包括固定呈示元素)。
b}接見示元素登記的順序湿示下一介昆示元素(不包括固定呈示元素)。
c)近回到指定的画面的画面。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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霊示"画面数据検査"画面
通道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呈示"画面数据栓査"画面。
迭拝"雄弁模式"。
●
                        1
`11刃■                 
一                      
lQ…1   ・・・…1・・t.{D・・pl酬已…   PTSetti㎎s      
                        
{[〈釦t・hl             RlamHiGtorg     
レOSettings             ScreenDataDigP. 
C引e㎡arC㎏ck           1/0()heck       
迭拝"画面数据呈示"。
■
在画面中央的輸入区指定所要呈示的画面。
毎分数字按劫相座的"+"矛1:1"一"鍵増大或減小。
8
按"設置"。
●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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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碓井
DisplayofLanp
/louchSWNo、
OFF
DIgPlayof
ibra
Di釦耀.L、.er,ameaSF
尋
8
o
●
第6-U令
接触摸健指定各種情況下的呈示方式。
毎按…下鮎摸肝美,汲置逃項改変一次。
按"退出"返回到画面号逸拝画面。
按"呈示"。
如果必要,按画面的頂部或底部以改変兄示方法。
当完成画面栓査后,
面。
接頭面的中央,近回画面号遥拝画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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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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効果要継鎮栓査共営画面,重星此操作,弘指定画面号外始。
要結束此操作,在画面号迭拝画面中按"退出",MT31/NT31C返同製"雄炉模式菜単"画面。
6-11-7没書検査
NT31/NT31Ci提供下列功能項目的栓査。
一蜂鳴器1go頁
_ILED191頁
－LCD192頁
一着撒丁193頁
一画函数据内存194頁
一触摸井美玉96頁
一屯池塩圧197頁
栓査蜂鴫器
検査蜂鳴器友声是否正常。
附注在遊行此項検査吋,不管"蜂鳴器声音"内存外美如何汲置,在核検査中蜂鳴器部位当友声。
通達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栓養蜂鳴器。
逸捧"堆炉模式"。
■
・_             
一              
1恥・・ PτSetti㎎β    
㎞rylnit,               
        Oiep』Hisory則armHlstory        
{働一[/・己・t・噸              
1三D…D・・P「c・酋㈱「1/・舳・         
迭捧"1/0栓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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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錐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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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持"没各検査"。
●
逸拝"蜂鳴器栓査"。
・如果蜂鳴器功能∫E常,会連接笈声,遠吋,"蜂鳴器栓査"触摸升美以反爆圧示。
・要停止蜂鳴器友声,再次投下"蜂鳴器検査"触摸井美。
検査送行灯
検査這行灯功能是否正常。
通辻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検査這行灯。
逸拝"堆炉模式"。
■
                
一              
㎞1=    PISettings      
        Digpl∂ソHisory 
        自larmHlstory   
1/OSettlr●s=   eenData窃9P、   
        1/0(あeck       
逸拝"1/0栓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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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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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ヨ季"没各栓査"。
■
`一             
                
                Scree∩㎞r∵
{釦・・{』舵・・LEDCheck                τouchS囚itch
                　8a帆ery
ILCD』          
lB…1・φ・輪k          
逸i降``LEDj金査㌧
・如果這行灯功能正常,将這行如下。迭吋,"LED栓査"触i摸ヲ干美以反像昆示。
亮緑色→美→亮虹色→美→亮緑色
・要結束LED検査,在"没各検査"菜単画面中再次鞍下"LED検査"触摸升美。
検査LCD(画面呈示)
通道以下系統菜単中操作栓査LCD(画面湿示)。
逃捧"堆炉模式"。
■
一ー一  
`       
lQ・・t 
{PτS…㎎・　、一炬・…1….{…P1…剛nemorゾSwitch       
{・…酬・・…   
1/OSettings     
Ca|end3「〔heck 
逃捧"1/0栓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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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碓井
検査青灯
第64仁肯
Quit
レFCheck
Device〔瀧ck
書
迭拝"没各検査"。
迭拝　LCDオ金査"。
・検査画面昆示画面上所有的点:接触摸屏上仕付部位,或者等三秒仲居,所有点将会消
失。
対ずNT31C,屏・幕ヒ全部点酌量示和清際会依次以各秤顔色重夏。(江→緑→藍→深紅一〉
紫→黄ゆ白→黒)。
完成所有点的呈示和清除后,NT31/NT31C近回"没各栓査菜単"画面。
・要中断LCD検査,按触摸屏的右.ヒ角,Nr31/NT31c将返固"改憲栓査菜単"画面。
通迂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検査背灯功能是否正常。
圏1迭拝"錐i炉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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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エ_

釦lt{PT艶・・1噸
H鮒orylnlt.Dl6plaりHiSOW
』「り釦1紬RlarmHlgtorり
レOSet細g6
辰評ご
逃拝"1/0検査"。
●
逸拝"貴著検査"。
,
迭]季"青灯栓査"。
・如果青灯正常,官会間知i。遠聞"背灯検査"触摸升美以反像呈示。
・要結束青灯栓査,再一次按"青灯検査"触摸升美。
画面数据内存栓査
輸査画面数据内存功能是否正常。
附注一往画面数据内存栓査中,画面数据内存執行写入測試。虫干在遠ノト検査吋,NT31/NT31C
中所有的画面数据会雲失,因此在執行前,要碗定在支持工具或内存単元中已有数据
各扮。
一如果在系統安装器模式的"系統没置"中波置禁止写画面数鋸歯存,就不可能執行画面数
据内存検査。
一一旦弄始画面数据検査,就不能停止。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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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雄扮
通達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栓査画面数据内存。
逃奔"推挽模式"。
●
        
■      
        
伽・tlPT飴…噌  
㎞ry{nit,Displξ〃Higor㌢       
hem◎rw舗tch    
lnl・mHi・t…1/・S・t・噸匡・ee・随・D….       
c・1軸・α冶・kIl/o』   
■
◎
●
Uaming利
lfりouexecute廿)is〔オ、ed<,
thentheecreendataiser∂sed.
逸]季"1/0検査"。
逸撰i"没春燈査"。
逸捧"画面内存"。
按"執行"。
第6-11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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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検査吋,湿示"正在栓査……"宿患。
・完成正常栓査后,湿示"内存検査OK"信息
・如来検査肘出現錯俣,昆示"内存検査出錯"信息。
碗杁検査結果后,按"退出",NT31/NT31C近回"没各校査菜単"画面。
検査触接升共
通迂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検査触摸升美功能是否正常。
逸拝"維持模式"。
書
一一            
一‥            
釦it{r㎞orゾbit,        PT誕tti∩99     
        lD輌H・・…     
㎞「り釦itch            
[ノ・鋤㎎・     「』・・鋤已剛・印「㌫・鰍      
臼1醐・〔㎞・1          
造]季"1/0検i査"。
●
逃捧"没各栓i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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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唱■■日■■■■■日■■■■■■国■罰        
{恥・t  
{』・=  ⊆輌…{T㎞釦・t・・
しED晒屋・tt…  
LCD〔heck       
Backliψ、tCheck        
逸拝"触摸升美"。
8
按画面上量示的触摸弄美。如果按下付反色呈示,迭介触
摸升美即是正常的。
要結束検査,按右上角的触摸升美(NT31:反旦足示;NT31c=黄色昆示),Nr31/NT31c寝返「
回"没各検査菜単"。
附注一在検査1/0吋,所按下的触摸健的功能,将不通知上位机。
一必須等右上角的触摸万夫反湿(NT31)或黄色(NT31C)呈示之前,不能執行栓査,右上角触
摸鍵状志改変后,方可汗始栓査。
栓査竜池竜胆
通辻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栓査NT31/NT31C内貴竜池的塩圧。
i■一
逃捧"維炉模式"。
Quit
Tt'emiもhode
H釧nt…et'bde
E×parsi㎝h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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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伽1・lp下働噸   
        
㎞・yl・沈{D輌・1合・W  
、輌釦1杣匠m賄・t…     
1/卿晴隔D・拍D1蹴       
c・・綿・幅1レo蹴       
"。
査
栓
乃
咋
拝
送
輪
㎜
㎜
"。
査
各
殴
揮
迭
㎎
趾
餌
㎝
卿
相
鋤
鍋
品
W
㎞
伽
隔
㎞
n
㎞
噛
㎞
噸
趾
間
蹴
協
幅
㎜
陶
■
椰
㌘
肝
㎞
』
■
む
ぎ
竃
揮
迭
ぽ
団
圧
旭
或
ぽ
園
萢
常
正
在
圧
電
ポ
W
㎞
㎜
紬
賦
T
蜘
蹴
㎝
輪
紺
地
酬
旧
訓
口
鰍
ポ
劇
0
は
囎
㎜
楠
杣
川
疎
画
草
葉
査
栓
各
殴
同
返
㎜
㎜
㎜
ぱ
題
按
局
果
結
査
検
定
碗
在
注意当昆示"屯雁道低"吋,庇立即換悼内置竜池,具体凋換方式参照1e-3-1"凋換竜池"(5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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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一・8
検査接目
M'31/NT31C允許検査以下通信功能。
一与支持工具通信199頁
一車行口上的通信200頁
_与封印机的通信203頁
検査支持工具通信
通泣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栓査与支持工具的通信。
逸捧"堆炉模式"。
●
臼一    
一1     
{α川円{おtti㎎s        
㎞蝋{・・⇔H…印1       
1{』釦・励[     
∈杣・t…レ・誕tt・噸匡⌒・・・…1/0〔油ck      
{c・・曲輪・k   
逸拝"1/0栓査"。
●
迭]季"1/F栓査"。
●
迭捧"工具通信"。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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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lbescreenda協after
tingthehmsta霜cc㎜.PortA
eceivedOa已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ト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升始栓査与支技工具的通信。
・如乗号支持工具通信正常,弘支持工具停送来的数据,在Nr31/NT31c接枚吋以16遺制
数旦示。
碗定測試結果后,按"退出",NT31/NT31C返固"1/F検査菜単"画面。
栓査串口的通信
検査串口(A、B)的通信。
・検査画面
栓査画面和検査方式根据要検査的串日没量的通信方式不同而不同。
一対干上位枕経接。
挙例:中口A
弛
寵
鵠
漂
已
ロ
鵠㎞
蹴
出認
鰭
甘甘
匪口
耳汗
口耳
口口
汗匪
拝辞
汗汗
11件
汗甘
口口
口汗
杵汗
肝所
肝肝
F口
口汗
F序
難癖
㌣晶琴
按"執行"升輪投査,栓査通信的数据送到上位机,井以16遊制在"友送数据"杉呈示。
一如黒和上位机通信正常,上位机射座答以16避制在"接収数据"村呈示。
一如果経迂等待后上位机没有位答,井且在"接枚数据"柱中波有任何湿示,通信就宿借
俣:清検査通信屯親和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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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対予NT縫接(1:1或1:N)
挙例:串口B
按"抗行"升始栓査,栓査通信的数据友送到上位机,在"友送数据"柱以"祈祷"符号呈
示。
一如黒和上位机通信正常,来自上位机的泣答以符号"★★"在"i接収数据"柱呈示。
一如果経連等待上位机没有位答,井在"接枚数据"岩波百足示,就有通信錯俣:清栓
査通信屯幾和没置。
射干条形碍閲歳器。
thesettingof㎜「ソS厨aldt卜1e
a司c幽)t愉ePTtotheam
i廿1theCo㎜.PortA
i∨edO3ta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F「「「Fr「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FFFFFFFO=Fi=
F下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当呈示后栓査画面井始検査。在遠砂状志下,条彫褐渕漢器才能旗人数据。
一如東和条形碍聞違器通信正常,漢人的字符串在"接枚数据"桓以十六遊制鶏旦
示。
当用象形駒岡旗器違人数据付,在"接枚数据"岩波肴代ム昆示,通信載荷錯俣:清
検査通信地貌和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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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査方式
通江以下系統菜単中的操作栓査有中行口通信。
逸拝"堆砂模式"。
■
"一一   
`■1-1  
        
鋤tIPT距・t怖1  
㎞rylnit.       
{1たmo印釦tch{  
iD輌H・・…匝・H・・・…1〃o艶tti㎎・巨・螂ほ已Di即.1〃・』     
lc・晒鯨・      
迭拝"1/0栓査"。
●
逃拝"1/F"栓査。
■
逃拝"串口A通信"或"串口B通信"。
呈示要検査的画面("栓査画面",200E7)。
碗定栓査結果后,按"退出",Nr31/NT31C近回"1/F"検査菜単"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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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推炉
検査鳥打印机的通信
通道以下系統菜単中操作検査盲打印机的通信。
善

書.－

OuitPTSetti∩gs
{[凶emρ「μlnit.DisPlaゲHioory
H㈱・・S・・t・h巴・HI・・…
i/瞼…㎎・匡・ee・D…Di即.
・・1楠・鳳{1/・燥
弓
◎
■
逸拝"推挽模式"。
迭捧"1/0栓査"。
逃拝"1/F栓査"。
逸拝"打印机"。
第6-11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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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1杁打印机已き…接至NT31/NT31C,按"執行":"打印机接
目栓査"将在打印机上打印出来。
・当数据送往打印机吋,昼示"正在検査"宿意。
・当逃往封印机的数据結束后,呈示"打印机接口検査正常結束"。
・如果数据在野始侍送后60秒内浜有送到打印机,会呈示"打印机輸出失敬結束"筒鳥。
在碗臥検査的結果后,按"退出",Nr31/NT31C近回"1/F検査菜単"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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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器功能
第6-12市
6--12編程器功能
作カー一項打展功能,NT31/NT31C具有"編程器功能",官能用来代替C系列CPMI,CQM1或
C200HX/HG/HE(-ZE)前編程器(C200H-PRO27-E美i型)o
除了在盒式磁帯上存虻利潤用梯形困,几乎所有前編程器功能都能使用。
注意在使用可編程控制器功能吋,以下操作執行前,清仔細検査系統是否安全。
一修改監視数据
一切換操作模式
一強制置位或変位
一修改当前付或汲置値
6-12-1
可使用的系統
当使用下列通信方式財用与PC連i接的一台M31/NT31C,可使用舗程器功能。
通信方式        通信美型        可用PC  連接口
                C2001{E-CPU42-(Z)E(剖)  
                C200HG-CPU43-(Z)E(★D   
                C200HG-CPU63-(Z)E{刈    
                C200HX-CPU44-(Z)E(★1)  
                C200HX-CPU84-(Z)E{★1)  CPU肉置的
                        RS-232C口
                C200HX-CPU65-(Z)E(★1)  
                C200HX-CPU85-(Z)E(★1}  
                COM1_CPU4[LEV1(★D      
NT連接(1:D      RS-232C         
                SRMl-CO2-VI     
                CPMI-1㏄DR-口   
                CPMl-2㏄DR-[コ  
                CPM1-3㏄DR-口   
                CPMlA-1㏄D[コー[]       外部口㈲
                CPMlA-2㏄Dロー口        
                CPMlA-3㏄Dロー[]        
                CPMlA-40CDロー口        
・x・1外淡口編程器恵是有仇先枚,如果以后再接人偏程器,NT31/NT31C的編程器功能就不
能用,也不能通道NT31/NT31C操作。
-x・2RS-23C屯貌不能直接連接到外改口,需要一介RS-23C遥配器(CPM1-CIF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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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注意下列組号的CPM1、CQMI和C200HX/HG/HEPC不能使用編程器功能。
CPMl:[コ口口5,口口★6
遠里★的数字力1-9或字母X或Y
CQM1:口口口3,口口口4,口口口5,口口★6
遠里★的数字力1-9或字母X或Y
C200HX/HG/HE:口口口5口[コ★6
辻里★的数字力1-9或字母X或Y
6-12-2連接方式
CQM1,C200HX/HG/HE(-ZE),SRM1
連接方式和NT縫接(1=1)一祥。勾PC的連接参照第4章"用RS-232口連接上位机"。
CPM1
達i接方式和NT鑓i接(1:1)一・祥。RS-232C屯鏡通柱RS-232遁配2§(CPM1-CIFOI)与外役
口達接。
与PC的達i接,参照第4章"用RS-'232口達i接上位机"。
6-12-3
使用方法
通迂迭捧"打展摸式菜単"画面中的"編程器"来呈示"編程器功能"画面、,
要結束咳操作,按屏幕左上角的"退出"健。
遠里仮叙述写実麻編程器不同的部分,美干将Nr31/NT31C作方編程器使用的具体細布,参
照編程器指令手冊(C200H-PRO2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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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操作
・模式逸拝鍵,模式鎮定鍵
以下所示的編程器画面的呈示元素,包括用米改変PC的操作模式的模式迭捧升美和帰
来防止模式改変的模式鎮定健。
酬1陽GR∩憎]一
模式鎮定鍵
這行、盗視和編程模式迭捧鍵元素是触摸iFFee,旗下居能改変PC操作模式(写実隊的偏
理器不同,宮允許在遠行模式和編程模式何盲捜避行切換)。
当編程器功能自動后,PC操作的状志破壊出井反映在PC上、
模式鎮定鍵元素也是一介触摸野美,按下居在"鑑定升"(不帯湿示鍵)或"鎖定美"(帯呈
示鍵)状志向特操。在鎖定井状恣,模式迭捧鍵元救。在鑑定井和鎖定美状志下,模式操作
呈示的改変如下所示。
当編程器功能肩功吋,建立鎮定ON状志。
如果在鎖定OFF状志下投下送行,盗視或編程鍵,模式改変井且建立鎮定ON状志。
在鎮定OFFB9
道行模式
塩祝模武
村庁硬式
NITeR
RLINROGRAM
在鎮定ON吋
道行模式
塩幌模式
勅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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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器健盈
当使用編程器功能吋,画面上的編程器鍵盤全部歯触摸升美組成(以虚銭椎呈示如下)。
i按下鮎摸升美,将執行健操作。但是,由手縫呈示的尺寸和独摸鍵的尺寸有点出人,因此,
参照以下国形尽可能按健的中央。
唖〕PR・GRANN・NGC。NS。LE
ONRON
〈PROGRAM>
PASSW[)F～D
△△△△
IVIONITOR
∀OGR餅
FUN
AND
十
Dト
Lほ
7
4
E
1
B
目
SET
RドT
ojo
U
8
5
F
2
C
NOT
CNT
TI岡
9
6
3
D
CLR
TR
些耐
EXT
照三
轡
R≡SET
V∈R
etEH
LR
CH
妊DM
CH6
DEL
INS
蹴
SKIiT
賠而
CON"f
lRCH
酬1
↑
↓
和縮程器的区別
・程序不能存虻(↓己景)或逮出(凋用),如果需要存腔或懐程序,使用外蘭工具。
・按鍵声的音量不能凋芋,是否要有按鍵声由NT31/NT31C中"按鍵芦音"内存升美没貴決
定,如果想有声音没置``jl=",如果不要ピ音没置"美"(156頁)。
・如果在使用編程器功能吋笈生措俣,会昆示措咲画面,遠吋是否要有蜂鳴器声音,由
NT31/NT3ic中"蜂鳴暑騨言音"内存升美的没置決定(157災)。
附注在使用編程器功能吋,如果PC系統没貴区的"RS-232C接S:3通信条件没置"改変,例如清除
内存,将友生通信措渓,井且端程器功能将不能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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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NT31/NT31C功能
本章描述NT31/NT31c的功能
7-lNT31/NT31C画面
7-1-1画置「絢成
7-1--2画面編号
7-一一1-3画面美型
7-1-4画面属性
7-1-5彩色呈示
7_仁6呈示元素
7-2控制/通知区
7_2_1pr状恋控制区(上位机到NB1/NT31C)
7-2-2PT状恣通知区(NT31/NT31C到上位机)
7-3内存表
7-3-1数字内存表
12121212171922斑斑3338
22222222222
7-3-2字符車内存表
7-3-3位内省表
7-4市定呈示
7-4-1園弧、扇形、新銭、多辺形、矩形(圃定星示)
7-4-2文字(固定湿示)
7-4-3填充
7-4-4孝示↓己
7_5圏像和庫数据
7-5-1圏係数据呈示
238
245
249
255
255
245
267
269
272
7-5-2尾数据湿示
7-6灯
7-7触摸升美
7-8数字呈示
7-9字符串呈示
7・-10ts形
7-10-1棒圏
7-10-2折残圏
7-10-3走き勢閤
7-11扱警列表,扱警防史
7-12輸入数字値
7_12_1数字鍵美型("数字輸入")
7-12-2援i盈i≧㎏彗星(``抜i{ilic")
7-13輸入字符串
2584206617}2227
777801112245556
2222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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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特殊功能
7-14-1箇日功能
7-14-2皿赤坊史記景功能
7-14-3扱警防史記泉功能
7-14-4恢夏功能
7-14・-5屏幕保炉功能
7-14-6蜂鳴器功能
7-14-7吋紳功能
7-14-8打印功能
7-14-9編程器功能(書展功能)
7-15pr拘成設置
7-15-1"prオ毎歳,,設置
727275788182838586899090
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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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M31C画面
第7-1市
7・-1NT31/NT31C画面
迭章鈴出作)9NT31rw31C功能的基拙的画面的概述。
7-1-1画面絢成
NT31/NT31C画面力320点寛、240点高。毎Al点可通迂X軸坐称(水平方向)和Y紬坐椋(垂
直方向)汲置,坐杯原点(0,0)力画面左上角。
X坐椋(水T－方向
〇
三
岡
趙'C。。「d'"at6s(X,n
ζ
239319,239
7-1-2画面縮号
NT31/M'31C画面通達"画面編号"分美和管理。
画面錨号月来指定NT31/NT31C自助后呈示的第・ント画面,如在切換呈示画面吋指定日柄i画
面等。
NT3]/NT31C除去力特殊功能保留曲面面外允許最多豊肥3999企画面,対手遠3999↑画面,
両面編号所在1～3999花園任意指定,画面編号次序也没有限制,不一・定要達鎮。
当用支持工具創達一全画面吋,指定画面編号然后登記要量示的元素。
7-1--3画面実理
NT31/NT31C所能湿示的画面以功能分業如下。
一正常(椋准)画面
一重聲的画面
一箇日画面
一系統画面
正常(椋准)画面
正常(椋准)画面是NT31/NT31C的基本画面,官佃自己没有特男iJ的功能,官伯的国的就是霊
示巳登↓己辻的元素、,
正常(椋准)画面能登}己在1～3999萢圏内的任側画面編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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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画面
第7-1令
室養画面
NT31ANrl"31C允許一ノト画面里重畳昆示多込8介画面,一姐重登的画面叫倣"重喬爾面"。
力了区分由多介画面重養的画面叫"父画面",単ノト元素画面叫作"子i面面"。
"父画面"和"子画面"都可以在1～3999池園内的画面端号下登口,注意必須把新的画面指
定力父画面。
は画剛
1父画廊
画面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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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画面
第7-1市
・子画面的登記和見示結果
子画面以基本(椋准)画面形式創建,因此,指定官佃的画面編号就能独立呈示立偏。
父画面是用来昆示重畳画面的特殊的画面。可以用支持工具把一介新的画面指定方父画
面創建,対迭新画面只登記要重登的子画面的編号。在父画面上不能直接登氾元素。
要在NT31/NT3]C上呈示一ノト重畳画面,需指定父画面的画面編号,子画面按登i己的次序
呈示(首先登氾的是"最底居"画面)以杓成算合閤形。
注意子画面登己的次序可能会影桐重登画面呈示的方式。
登景順序
子画面1子画面1→子画面2
子画面2
・重登画面的限制
創建…介重畳画面吋要注意以下几点。
"数字輸入"和"字符串輸入"輸入区域允許数字和字特車輸入侠能設置在一
介子画面里。(披塩井美能用,但幅討論人区不能)。数字輸人的詳細介招参照7-12
"輸入数字"(352頁),字符串輸人的詳細介招参照7-13"輸入字符串"(367頁)。
安排毎小子画面上登記的触摸升美,要使官田不要在父画面上重登,如果触摸升美重
憂,按下核升美吋,需要的操作不一定会執行。
在一ノト重登画面上,子画面的画面属性足先敷的,画面湿示受父画面属性支配。有美画
面属性的細辛,参照7-1-4"画面属性"(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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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画面
第7-1弔
商口画面
除了画面在整イ'屏幕区上呈示的基本(椋准)画面湿示方法外,Nr31/NT31C也允i年伐在部分
屏幕上呈示画面。迭部分屏幕就叫作"窟口",呈示窟口的画面叫作"窟口画面"。
筒口画面可存廃画面編号1～3999萢園内登紀,但是作方商口画面登記的画面不能象普通
(椋准)画面那祥独立呈示。
基本画面
打升壷口的触摸健
窟口画面
商口区域
而木管当前正在呈示部ノト画面,任何吋候都能凋出商口。具体細辛,参照7-14-1"窟口功
自営,'(372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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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M31C画面
第7-1市
系統画面
預先規定功能的画面叫作"系統画面"
系統画面的美躍如下表所示:
画面編号        名称    功能
0       元最示画面      如果画面編号"0"指定力湿示画面,NT31/NT31C画面変黒。
㎜      "系統初婚化"画面        在NT31/NT31C升始這行的初婚化泣程中呈示咳画面,操作期間,不能指定画面号9000来遊行昼示,但在支持工具中能用画面号9000創建和登潟一ノト画面,井且迭介画面能普代訣省的系統初婚化遊行呈示,但是要注意,9㎜画面仮能登紀"固定呈示"元素。
goOl    笈生厨史画面    Nf31/NT31C具有"呈示房史↓己景功能",能↓己景画面的呈示状志。通道指定9㏄11号画面方呈示画面,休能楡査按呈示順序排列的,到当前方止曽呈示的所有画面。通辻設置M31/NT31C的内存丹美,祢可以設置}日乗的呈示順序是ぷ最新記章野始迩是弘長旧}己景升始。
9002    頻率厨史画面　  NT31/NT31C具有"呈示坊史記衆功能",能記章画面酌量示状杏。通達指定9002号画面刃呈示画面,祢龍燈査技量示顕率順序排列的,到当前方止曽呈示的所有画面。
9020    編程器功能画面  作方一介打展功能,NT31/N1'31C具有"編程器"功能。宮詣i提供等同干一介編程器的功能。当NT31/NT31C与支持編程器功能的上位机連接吋,通達指定9020号画面力湿示画面来代替編程器。
9999    指定"返固以前画面"      NT31/NT31C具有允許以呈示次序記最最多32全的画面的画面編号。重斬呈示在当前面面呈示之前所皿示的画面当指定9999号画面力呈示画面吋,但是要注意,如果操作中皿示的是一ノト系統画面,那ゑ画面湿示的i己衆会被清除。
昆示厨史功能的洋躯情況,参照7-14-2"湿示肪史氾景功能"(375頁);有美編程器功能的
洋細情況,参照6-12"編程器功能"(205頁);画面切換的洋9田情況,参照8-3-1"切換画
面"(405頁)。
216
---------------------[End of Page 2162]---------------------



NI31/NT31C画面
第7・-1SS
7-1-4画面属性
NT31/NT31C允i牛方毎ノi-ut－面没置属性,迭祥,在画面湿示吋,可以執行由属性指定的功能。
例如,当湿示一介設置了"蜂鳴器属性"的画面后,蜂鳴器就会友声。
使用支持工具汲置画面属性,将官作方毎企画面的特性。
所能没景的画面属性列義姉下,一次対向一画面能汲置多介属性。
一背灯(亮/囚懸)
一蜂畦5暑浮(=ヲ己/這…参ξ/長/短)
一背景(仮遣用干NT31C)
一画面注粋
一所史(正業/不正乗)
一斑史椋題
一装裁縫盈画面(画面編号)
・青灯
背灯属性没置…企画面通示吋青灯亮迷星囚焙。
設置    功能
亮      背灯亮(訣省)
囚抵    背海内焙
・蜂鳴器
蝶蝿器属性允許在一介画面呈示吋支出声音。
以下右四秤蜂鳴器属性的設置。
設置    功能
尤      画面呈示吋,蜂鳴器不笈声(訣省),如果蝶蝿器正在笈声付,旦示了一ント画面,蜂噂器就会停止。
達鎮    当画面昆示吋,蜂鳴器連接友声,効果蜂鳴器正以]1三達鎮癸型友声吋,」昆示一ノト画面,爆鳴器就会改成連接笈声。'
長      当画面湿示吋,蜂鳴器以矢間歌友声,如果蜂鳴器以非長1胡散友声吋,湿示了・一介画面,蜂鳴器就会改成矢間敬友声,"矢間歌"蜂鳴器声音力1秒ON和1秒OFF交替重夏的声音。
短      当画面呈示肘,蜂鳴器以短同歌友声,如果蜂鳴器不以短回飲友声吋,昆承了一介画面,蜂鳴器就会改成毎回歓友声,"短同歌"蜂鳴器声音力0.5秒ON和0.5秒OFF交替重変約声音。
Nf31/M31C的内存iFP美"蜂鳴器声音"設置仇先決定是否蜂鳴器真的要友声,如果核内
存iFl美置"oN",汲置力画面属性的蜂鳴器就能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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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画面
第7-1苓
附注
通道Pr状志控制位的操作也能使蜂鳴器友声(395頁)。
蜂鳴講授声肘以下方法能便宜停下来。
・切換到蜂畦}器属性力"元"的画面
・逼迫P'状恋控制位的操作停止蜂鳴器(396頁)
・在画面ヒ登五]"蜂鳴器美"触摸井美
・背景顔色(仮通用干NT31C)
対干NT31c来説,能力毎Al画面汲置整企画面的背景色。可以炭量以下8利1顔色。
黒、庄、虹、深幻二、緑、紫、黄、白。
・画面注乖季
如果需要,可以用取多24分字符的字符串力画面没置…'分注粋,以表明画面的内容。
・防虫
戦没置r房史属性的画衝呈示后,呈示画面的編号、呈示射向、呈示次数利画面的坊史椋
題都作方皇宗肪変数振逃行う己乗下来、、
附注能在NT31/NT31C的姫糊莫巽中碗杁」証示肪史,井且能在操作酎通達湿示9001画面(事件次
序)或9002画面(頻率次序)提出。也可通迂支持工具的操作,把皿示茄史記乗数据送往卒人
汁算机。具体参照Win95下NT系列支持工具2.o版的操作手冊,ll-5"接収(上載)厨史
求"。
・防虫椋題
当役置了"防虫"属性的画面湿示后,咳属性没量的一一一・AI宇符串与呈示肘1同和其盲信息一
起氾泉在量赤坊史中、,
房史椋題能用最多24小字符組成的字符串遊行汲置。
区分汲置仮対汲置r"坊史"属性的画面有数,当NT31/NT31C皇宗没置了"坊史椋題"属
性的画面吋,指定的字符串和国面輪号一起己乗在湿示坊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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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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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属性的服制
使用pr状恋擦制位也能執行背灯和蜂鳴器属性的功能(也可用触摸升美操作蜂鳴器),当鐙
示設置迭秒属性的画面吋,没貴前功能就会執行而不管万状志控制位的状恣如何,但可以
在以后用兵官操作来改変青灯或蜂鳴器的状志。
根掘画面性没貴和臼状志控制位状悉,皿状恣控制位的状悉有可能和i鄭示操作不一致,
(例如,lyr状志位中的蜂鳴器位↑曼1均"停止",但雲麻上在友声),返抄情況下,実施pr状恋控
制位的操作,使得官的状志和NT31/NT31C中的笑隊状志…致。
有美pr状杏控制位的具体紐廿,参照7-2-1"pr状杏控制区"(224頁)。
7-1・-5彩色呈示
NT31c能以8秤不同的顔色呈示整イ'画面戒文宇和圏形等元素。在用支持工具創建一イs画
面吋,力球ノト昆示兀素指定一一神顔色作方'ヒ的属性。
可用的顔色
NT31C能呈示以下8紳顔色。
黒,嘘,虹,深紅,録,紫,黄,ピ[
以下四神顔色組合的足…神拝或美系。
NT31/NT3三C具有防』白与昆示元素相同顔色的背景L湿示元素使元素不可見的功能,出現
相同顔色吋,官会符元素的顔色改成官的野女色。
黒⇔白,ゾ1⇔黄,江⇔紫,深2.T.⇔緑
以下炎型的昆示元素,以上面的顔色組合並示,,
一数値/字符串輸入区域的辺枢以及画面背景顔色(352ッ《),、
一見示超出棒圏頂部8Al点以外的顔色以及画面背景顔色(316頁)。
附注昇或是排官或的縮写,顔色組合是三原色合文的相反
例如:菟(鉦0,藍L緑0)⇔黄(鉦1,菰0,緑1)
乞1二、緑、藍称力昇或x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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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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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C和NT31同的顔色対座美系。
NT31仮能呈示白色和黒色。
Nr31C的画面数据不用惨敗就能在NT31上湿示,迭秒情況下,顔色的対座美系如下。
NT31C上的顔色   NT31上的顔色
黒、藍、紅、深紅        白
線、紫、黄、白  黒
附注力Nr31創建画面数据付,黒色和白色在支持工具中分別相応以白色和黒色呈示,在単色十
人計算机上,NT31中的呈示与在支持工具中酌量示的顔色一祥,但在彩湿的今人汁算机上
呈示吋,顔色正好相反。
透明呈示
当一介元素呈示在其官元素的上面吋,通常在上面的元素的背景色把下面的元素遮蓋起来
以至干尤法看現官伯。
除了以上8秒顔色外,迩有一・稗"透明"顔色可用作某些元素的背景色。
当役責了"透明"色,在呈示元素的后面就役有背景顔色,迭祥在英下面的昆示元素或画面背
景色就可見了。
<正常昆7」めく透明層」づ
固形在字符'ド面・闇形在手得下面
ド　　ヨ
lAl字符粥
叫一」
」一一ー一・
背景色背景色(透明)
・"透明"色遥用的場合
一普通昆示文本的背景色
一灯和独摸汗美祢整的背景(固定力透明)
一灯和独摸鍵美悼后的呈示顔色
一国形填充園案的背景色
一称妃的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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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指定力"透明"色的座用
一見字符串内存表湿示字符串的背景
一杁数字内存表中昆示数値的背景
一在数字没置輸入区和宇符串輸人区中数字債和字符串的背景
一在棒圏上指示百分値的字符的背景
一当灯和触摸鍵点亮吋的湿示顔色
一暫存輸人区的背景色
一報警列表/房史的湿示色
画面背景色
整十画面的背景色可用"背景"画面属性指定,可用支持工具方毎分画面没置相庇的画面属
性。
文字呈示顔色
字符的顔色(宇符色)剰官伯的矩形梅(背景色)可以指定。
囚き
圏形呈示顔色
方固形可以指定銭条顔色和填充圏案的顔色。
能移力填充因業指定的顔色是圏案本身的顔色,圏案的背景色和填充区域乾癬的顔色。
外枢顔色{辺椎)
・一一ーーー一〉
填色
色・湿示顔色的林業(前景)
背景色的沖美(背景)
銭亀
附注当灯、触摸升美和国形以彩色昆示吋,呈示元素的部分辺根因力背景、柁廓及填充顔色的組
合而可能変得不可見,遠是彩色LCD的特有的現象,而不足系統的錯俣,在迭秒情況下妻惨
敗顔色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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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31!ΦNT31C画面
第7-1常
7--1--6呈示元素
NT31ANT3.IC能鉦示以下元素。
竺i己「_
95胸1014、10'
文字§惜よRODUCTION田《簾…NC・
工ニユ[Uコ」=
閤形{≒〕
・一一'勤
癌5卿■■〔コ」
了:符串
1:・04;ooo■■=ニコ」
,∠一⊥..」
数字呈示数字輸入棒閤
lkl像数抵
触摸升美
灯
数字健
元素    描述    説明    具体参考
固定呈示        弧銭    可能的皿爪模式:椋准/囚焙/反色/反呈囚煤,其官呈示模式不能用       255頁
        圓      百∫能的呈示模式:椋准/同源/反色/反屍肉焙,共営呈示模式不能用     255頁
        矩形    可能的最示模式:椋准/内郷/反色/反呈囚煤,冥官呈示模式不能用       255頁
        多辺形  可能的昆示模式:椋准/囚畑/反色/反刷刃抵,其宅湿示模式不能用       255頁
        折銭    可能的呈示模式:椋准/丙畑i/反色/反皿内探,共営呈示模式不能用      255真
        扇形    可能的昆示模式:椋准/囚煤/反色/灰皿1刀懸,其窟呈示模式不能用      255頁
        文字    字符串可能昆示的模式:緑准/囚煤/反湿丙畑i其官業型不能用  264頁
        填充    在封囲的区域内用填充閤案填充    267頁
        圏象数据        任何所要的尺寸的国形由点組合成。昆示模式不能改変        272頁
        度数据  官僧是彼当作単ノト元素使用的一組元素,固定晟示国形能移倣内庫数据 275頁
        蘭己    宮相是彼当作字符的18×18点陣組成的固形  275頁
灯      普通(椋准)灯    根掘上位机中的位状志決定亮(囚)或美的固形,可逸弾以下形状敵方普通(椋准)灯=矩形、多辺形、圓、扇形  278頁
        閤像/庫灯       根掘上位机中位的状恋{∂示不同図像/庫数据的元素  278頁
触摸升美                用米当作ヲF美的元素=官田允↓午執行各科功能。例如通知上位机功能,只要通道鞍下NT31ハIT31C的触摸屏就能執行官fl]。也右回普通(杯准)灯相同的昆示功能。能以下列形式量示触摸鍵:椋准、阻影,3堆、矩形、圓、多辺形、扇形一(也能並示没有権架的祢准灯)。      28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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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説明    具体参考
数字呈示                湿示Nr31/NT31c内存中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根据数据内容的変化而改変呈示。  302頁
字符串呈示              呈示NT31/Nr31c内存中的学籍車内存表内容,根掘数据内容的変化『∬改変呈示。 310東
園形    棒圏    以棒圏形式湿示NT31/NT31C内存中数宇内存表的数据内容。    316頁
        折銭圏  以折残圏形式呈示NT31ハπ31C内存中数宇内存表的数据内容、 321萸
        趨勢圏  以趨勢圏形式湿示NT31/NT31C内存中数宇内存表的数据内容、、        327頁
振警    扱警列表        核元素監視預先指定的上位机位的状志,井在核位変"ON"吋並ノ]く楯座前信息,鞍下所呈示的信息,可呈示相庖的閤像/庫数据,井良能切換画面。  341頁
        扱警防史        ・麦生次序核元素盗視預先指定的上位机位的状志,井呈示扱警防史記景(麦生次序)的内容,官記謙監視位変ON的時間,和勺蕨岱対庖的信息。同使用"根警列表"…祥,允許呈示各位相美的信息或圏像/庫数据。・頻率次序核元素監視預先指定的上位机位的状恣,井呈示官記最寄ノト位変ON的次数和与咳扱警厨史記章(頻率次序)的内容,位相美的借息,同使用"扱警列表"…祥,官佃昆示各位相美的信息或閤像/庫数据。      34頂
輸入没置        数字輸入        咳元素通柱作方数字鍵的触摸鍵来把数値輸入到数字内在表、, 352頁
        字符串輸入      咳元素通道作方字符鍵的触摸擬来把宇符串輸入到字符車内存表。      367頁
        援盤外美        演式素通迂各位的"÷"和"一"触摸鍵来把数字値輸入到数字内存表。    3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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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建制/通知区域
力NT3三/NT31C匂上位机交換借息(讐如状恋的改変)提供下列区域。
一町状志控制区
此区域用米指定要在NT31/NT31C上呈示的画面,在NT31/NT31C内存表1司夏制的数
据内容及控制青灯的状志和其官状恣。
-pr[{,状恣通知区
此区域用来往NT31/NT31C内存表数据内容改変吋,把内存表号通知姶上位机,井通知
炎似臼状恣改変遠美的信息。
附注河状志控制区和通知区必須分配給上位机,只有分配好后,画面数据才能駄支持工具中下
載。
7-・2-1
PT状杏控制区(双上位机到M31/NT31C)
当数据杁上位机(PC)尊人核区域酎,NT31/NT31c速攻数据井遊行相応操作,但是庇注意当
前泉示的画面号也見NT31ハIT31C写入到"画面切換汲置"掌中。
如下所示,PT状志控制区虫下列五ノト連接的字拘成,第一分字(字n)設置在用支持工具的pr
配置没置所設置的"按制/通知区"中。
±i:15141312t11。9876543210れ
n画面切換波罫
1:1〕-
n+3pr状志控制
n+4
|田ii向バー(4イ立BCD或16遇三{lid]数)            
夏制的源内存ム号(4位BCD或16逃制数)笈制的目板ミ内存表号(4位BCD或16遇i制数)               
                
1γr状志控制位          
力系統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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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状恋控制区的分配字
管状悉控制区(上位机一>NT3三/NT31C)可分配給下列上位机(PC)区。
符号    C系列PCs        分配    CVMI/CV系列PCs  分配
DM      数据内存        ∪      数据内存        ∀
Cli     正/0継屯器      v       1/0継屯器       ∪
TIM     定吋器'1イ前付  ×      定日寸器当前値  ×
CNT     日数器当前借    ×      汁数器当前値    X
HR      保持継電器      ン      一      －
AR      補助継屯器      ン      特殊輔助継屯器  ×
田      連接継屯器      ∪      一      一
ヘノ:OKx:NG
虫干C『VMユ/CV系列PC的特殊補助継電器全部已分配]'7系統功能,就不能再被用干系統功
能以外的其宕用途了、、
毎分内存区的苑田根掘PC癸型不同而不同,参照鮒泉"PC内存墜1"551頁。
pr状志控制区的功能
・画面切換没置
数据可夙NT31/NT31C和ヒ位机尊人到"画面切換設置"子中。根掘見NT31/NT31C寄人述
是夙ヒ位机㌔人数据的含叉不同。但是,如来NT31/NT31C正在操作,呈示的画面号息合
寄人"画面切換没置"ゴ了:中表。
一当数据夙上位机写人
如果要通迂上位机指令来切換NT31/NT31C」正示的画面,把画面編号用－Al4位的
BCD或16遡i制数字写到"画面切換汲置"字中去,数字用BCD表示述是用16遊制表示
由支持工具中的円配鐙設置下的数字存虻美型設置所決定。
⇔
国
pr状恣掩制区
Copymemory
t8btesettlng
←画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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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通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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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ヰ状悉校制区中的画面切換汲置1
.了
n
isi4131211109876543210
迎酒号(4位B'D或垂6遺制数)
位
画面切換設置
能{移没置的画面号如下所示。
BCD     十六遺制        画面
000011  ooooH   尤湿示(画面清除)
00001到39991i   000倒OF9FH(3999)        画面号1～3999
goolH   232911(900D     麦生1ガ史画面
9002H   232AII(9002)    頻率厨史画面
附注能通是位内存表操作(405頁),触摸升美操作(406頁)或使用根警列表/厨史功能来切換
画面(409〕鱒。
通柱指定父画面的画面q可湿刀工替画面c、
如果指定的画面号上没有登記元素,或指定酌量一ノト鍵盈画面,那4遥イ'画面将不会切
換。
当NT31/NT31C升始操作日、t,根掘"画面切換渡賃"字的内容来呈示画面,如果"画面切換
設置"rt的内容尤数,根掘支持工具在PT配置中段量的"初始画面"X呈示,如果"物始画
面"没h歯垢救,那会就会見が錯渓信息。
一当数据夙NT31/Nr31C写人付,
当通近在NT31/N'1'31Cヒ操作切換画面呈示吋,由NT31/INT3.1C把新的画面鏑号以4位
BCD或16提帯ll的形式写入"画面切換碇置"字中,回付,"ON"状恋也道辺NT31/NT31C
通知到ps状恋通知区的"pr状恋"字的画面切換逸通称志中去,(通知后,重新恢夏
OFF状恋)(411頁)。数据以BCD述是16逃制形式写人,由支持工具中的pr配貴装置
的"数疽春肥美型"没萱所決定。
⇒
国
Iyr状志控制区
PT壮志通知区
ConrenlUPdaterr,ernorytabla
マ■t6tus
←咽i向s-」・
←画面切換逃遁]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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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T状恋控制区的"画面切換設置"宇和1γr状悉通知区的"河状杏"宇}
1γr状悉控制区
,,.15141312111098765432
チ
・画酬4位B{賊16避徽)
0位
1両1醐徽肯
ps状恋通知区
15141312
子
m+4
11109876543210
lml面切換逸通]小志
位
1,E'献金
通知的画面「}如下所示、,
BCD     十パ逃制        画面
000011  ooooH   先撮示(画面清除)
00001到399911   0001到OF9Fll(3999)      画面…担～3999
900111  232911(9001)    麦生坊史画面
900211  232A11(9002)    頻率防虫画面
附注一伐出通違NT31/NT31C的操作切換画面吋,オ通知画面編号。
_当蹴完工春画百日寸,通知父画面的画面編号,,
・夏制源/夏制目椋内存表号
当在NT31/NT31C的内存表河遊行数打友制吋,要以4位BCD或16遊制数的形式指定笈
制源和星制目椋内存表的表号。数値以BCD述是16遺制形式表示,由支持工工1在lyr配
置中対数値存匹実理所作的没置決定。
可指定的内存表号在下表中所示。
BCD
OOO1至'ljl999u
十六遊制
0000≦…‖07CFH(1999)
号商
向存表号0-1999
注意,只允許在以下的組合河遊行夏制。
一数字内存衰相数字内存表
一字符車内存表和字符車内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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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一返坐具能指定内存表編号,内存表炎型(数字/宇符串)由PT状念校制位中的"内存表更織
炎型"位設置。
一在写入内存表号吋井不]丸行夏制,当pr状志控制位中的"内存表更制執行"位変"ON"N寸,
オ執行夏制。
一由干肉存表号是杁0ゴ1:始的。如果有2000/1内存表,萢国力O・-1999,如果有1㎜介内蕎
麦,萢「日ブゴ0～999⊂、
・1γr状恣控制位
1γr状恣挟帯1位有以下所示的功能、.1
1514131211109876543210口11日・日1日目ll[                                                                                                                位                      
                                                                                                                        控制項目        1(ON)   0(OFF)
!1      1●                     ●              L                       ●              `       ト                                      
                                                                                                                        画面品示        執行    不執行
                                                                                                                                        
                                                                                                                        逃程仇先登妃(刈1`Nr継接(1:N))   登記    取消
                                                                                                                                        
                                                                                                                        連鎖蜂鳴        日向    停
                                                                                                                                        
                                                                                                                        断綾蜂鳴(短)    n向     停
                                                                                                                                        
                                                                                                                        ψ示1万史初始化 執行    不執行
                                                                                                                                        
                                                                                                                        未用    一一宜力"0"     
                                                                                                                                        
                                                                                                                        断鍍蜂鴫(長)    口内    停
                                                                                                                                        
                                                                                                                        照明方式        亮      囚抵
                                                                                                                151413121110987654321                   
                                                                                                                        屏幕打印        執行    不執行
                                                                                                                                        
                                                                                                                        Pr商口打ナF     禁止    允許
                                                                                                                                        
                                                                                                                        数字/字符串輸入 禁止    允許
                                                                                                                                        
                                                                                                                        Fr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内在表裏制執行  執行    不執行
                                                                                                                                        
                                                                                                                        内存表更制美型  数字    字符串
                                                                                                                                        
                                                                                                                        根警防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一〇            未用    一宜方"σ'      
附注一由干PT状念持制位的状志在NT31/NT3ユC状恋随内存井美属性没置而改変吋也不改変,
所以I」1"状念校制位的壮志有吋可能勺NT3工/NT31C的状恋不一致,例如,愚然"達致蜂鳴"
位力OFF,蜂鳴器イ乃在皮角,在迭利1情況下,遊行pr状悉控制位的操作,使官有NT31/
NT31C状志相・致,、
-pr状恣控制位可由NT31/NT31C以位力草元避行検査。宴隊士仮対状杏改変的相美位
挟行栓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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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画面呈示(位15)
"画面品示"位置示和清除画面,用米防止呈示屏上形成余象等。当位15変"OFF"吋,画面
清除井且青灯美1掲,但是如果通達NT31/M31c内存」「美設置了屏幕保炉功能,咳功能将
校激活(根掘力屏幕保炉功能所倣的汲置功作)。
如果位15変ON(1),呼出画面被消除吋(或当屏幕保炉功能工作吋),或按下鮎摸屏,立即
呈示在清除前所呈示的画面,青灯也重新葦鹿(或丙糠),,
附注即使当位15カ"OFF"吋,如栗林上位机指定切換画面,或位7(青灯模式)的状悉改変,或按下
NT31/NT31C的触摸屏吋,将会湿示指定的画面、
一娃理仇先枚登1己(遣用NT鍵接1iN)(位14)
用NT縫接(1:N)方式連接的一介Pr能登配力{1亡先板起理,位14世吉力ON(1)的m「仇
先手其'tfM',井対画面昼示和独摸鍵操作等有更快的口和剖寸「目L、
当住14没成OFF(0)吋,取消仇先枚登己,胸庖速度恢友IE常。如果刃多イト1工r設置了仇先
枚登記,那ム最后没蟹的1γr有{尤先机、
可通辻在C200HX/HG/HE(-ZE)中監視(汝)一－Al字X登山有仇先枚的pr単元号,葉手
PC上脇視操作的詳細情況,参照所用的PC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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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NT縫接(1=N)系統状杏的(200HX/HG/llE(-E)学的内容,如下所示。
字      位      功能
字265嚇准口)字284(A口)★字285(B口)★    0       0号単元"通信逃程"杯志:連接吋ON
        1       1号単元"逓倍逃程"杯志:連接吋ON
        2       2号単元"逓倍逃程"杯志:連接吋ON
        3       3号単元"通信近程"祢志:連接吋ON
        4       4号単元"通信遊程"椋志:連接吋ON
        5       5号単元"逓倍逃程"椋志:連接吋ON
        6       6号単元"通信逃程"椋志:連接吋ON
        7       、7号単元"通信遊程"椋志:達接目寸ON
        8       0「ナ単元伐先亭近称志:仇先付ON
        9       1号単元仇先登己様志:伐先付ON
        10      2号,単元仇先登妃椋志:仇先付ON
        11      3号単元伐先登正称志:伐先付ON
        12      4号単元沈先登氾祢志1仇先日寸ON
        13      5号単元仇先登i己様志:仇先付ON
        14      6「}単元仇先務1己桔志:仇入射ON
        15      7号単元仇先登氾椋志:仇先付ON
★通信根端口
一達ちξ蜂鳴(位13),短吋1司隔蜂鳴(位12)-Klll寸1司隔蜂哨(位9)。
"連接蜂鳴"不間断達珪鳴1叫。
短時蜂鳴哨0.5秒和停LO.5秒交替孟夏。
長吋間隔蜂鳴胸1秒和停1秒交替重笈。
如果逮些位中回附有多Al位力O馬蝉鳴器声音根掘以下仇先枚順序幽明。
1,這…鎮蜂鳴
2.短日寸1司隔蜂鳴
3,L〈一日寸1可隔蜂∪弓
当山PT状恋i控部位操作来停止蜂鳴吋,以上三'ト位都炭量成0(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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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一只有当NT3】/Nr31C的内存外美"蜂鳴器声音"汲置成``ON"吋,蜂明器オ会真正友声、,
一蜂鳴器也可用其官方法停1㌔通泣使用指定力蜂鳴器停止属性的触摸汗美(406頁),或通
迂没置停止蜂鳴器声音的画面属性(217頁)、,
一蜂鳴器也能通泣"蜂鳴器"画面属性来校制(217頁)、,
一見示防虫初婚化(位11)
核位用来在NT31/NT31C中切始」∂示防虫↓己景。
当杁O(OFF)切換到】(ON)吋,NT31/NT31C中蘭島赤房史就被初婚化了。
初始花活,'ビ的状志近回到"0"。
附注9m示厨史也能在NT31/M'31C系統菜単中的"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里初婚化。
一背灯模式(位8)
青灯模式用来控制NT31/NT3ユC的背灯。咳功能不遺用NT3L,
位8状恋結果如下、,
-1(ON):亮
一〇(OFF):同源
－i扇面‡了El'](《立7)
道辻連接在N'1'31/NT31C上的打印拶L遊行解毒硬捲り]。
当位7杁"0"(OFF)Hジゴ`1"(ON)日、む升始打印当前湿示的画面,注意在打印迂程中是不可
能停下来的。
在汗始打印前,核対PI'状志通知区位7〔打印机操作状志)是"0"(OFF)状恣。
当戊子支台‡ＴEi].FL位7日没置)勺"1　(ON)状志同寸,``屏幕ま∫[≡iJ"f立夏イ立至‖``0"(OFF)。
附注一使用指定了"屏幕打印"功能的触摸汗美也能打叩扉幕、,
一打印机炎型(校制防波)和打印方式,通辻NT31/NT31C内存汗美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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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r商口]:丁ヲ干f:i'(イ立6)
"pr宙口打打'位用米禁止通辻NT31/NT31C的操作打升・・ノト筒口,J
位6的状悉有以下敷果。
位6     功能
0(OFF)  可通迂lNT31/NT31C的操作ナ丁ノ1:後fl_1
1(ON)   不能通道NT31/NT31C的操作打汗宙U,(口紅汗的箇rl可以通道NT31/NT31C情操作美削)。当一・イ・画彌指定鍵嘉画面属性吋,逼迫NT31/M31C操作切換画面吋商口也本会打JF、,
一数子/伝符串輸入(位5)
蕨位用来禁止通江Nr31/NT31C操作把数字和字符串輸入到数値没定/字符串輸入区,官
也龍燈親披盈升美和条形洞洞旗器的輸入,,
位5的状志有以下敷果。
位5     功能
0(OFF)  可輸入到数字没」慧和字符串輸入区、、
1(ON)   禁止輸入到数字汲置輸入区和子符串輸入区(也不能通泣NT31/NT31C操作修改数字/字符串内存表中的内容,辱如用触摸升美夏制内存表)。没有限制弘上位机中修波数字/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也可融通道PT状志控制区夏制内存表。
－pr画面切換(位4)
咳位月来禁止通道NT31/NT31C操作切換画面。
位4状恣有以下効果。
位4     功能
0(OFF)  日∫通江Nr31/NT31C操作切換画面,,
1(ON)   不能通江NT31/NT31C操作切i換画面,可通這上位机指令切換画面(PT状恣区"画面切換優麗"字,位内存表抹作)。
一内存表笈制執行(位3),内存表更制美型(位2)。
"内存表更制執行"和"内存表更制炎型"位用来在N'1'31/-NT31C内存表向道辻pr状恋控
制区的操作夏制数据。
通達円「状杏控制区在内存表向的夏制辻程如下。
操作1カpr状悉挫創区的"夏制源内存表号"(字n+1)*U"夏制目的内存表号"(字n+2)汲置夏
制源和夏制目椋内存表的表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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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pr状杏按制位(字11+3)的"内存表慶制炎型"(位2)没貴要夏制的内存表美型,如下所
示。
・1(ON):在数字内存表之間笈制吋
・0(OFF):在学符串内存表向夏割賦
3把Pr状悉擦制位(字n+3)的"内存表慶制執行"位3鐙成"1"(ON)。
夏制内存表数据,,
4夏制執行后,"内存表更制執行"位3抜裏到"0"。
脇柱一如果笈制源和目的内存表的豆示力式或書記字的縮写不1司,数据可能不能玉鴫昆示。
一如果通江pr状悉控制区操作修改了内存表中的内容,内存表内容的改変不会通迂pr状
志通知区通知。
一鞭警茄史初婚化(位1)
該位用米初婚化NT3]/NT31C中的扱警防史1己皐。
当該位弘"0"(OFF)韓換到"1"(ON)吋,NT31/NT31C中的扱警防史将校初婚化。
初婚化后,首位的状志回到"0"El
附注振警肪史也可在NT31/NT31c的系統菜単下的"内在物始化菜単"画面申得到初婚化。
7-2-2PT状恋通知区(M31/NT31C到上位机)
PT状志通知区是用末細NT31/NT31C中状志的改変通知姶上位机,上位机能通汁漬核区決
定NT31/NT31C的状志。
pr状志通知区用如下所示的':令達鎮字杓成,第一・Al字(字m)是用支持工具的□絢成汲置
白勺"控f剖/通知区　設置中段置,,
{71514131211109876543210位
m内容更新的内存表
m+1PT状悉通知偉1γ「状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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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状杏通知区的分配字
1γr状恣通知区(NT31/NT31C→上位杉L)可以分配姶上位机(PC)的下列区域,,
符号    C系列PC 分配    CVM1/CV系列PC   分配
DM      数据内存        〉/     数据内在        〉/
CH      1/0継屯器       〉      1/0継屯器       ∨/
TIM     定時器当前値    ×      定日才器当前値  ×
CNT     汁数器当前値    ×      音数器当前{且   ×
HR      保持継屯器      ∨      一      －
AR      補助地毛器      〉      補助継電器      X
LR      連接継屯器      ∨      一      一
山干CVMI/CV系列PC的特殊輔助地虫器全部巳分配了系統功能,因此就4'能再用干共営
用途。
毎ノト内存的遊園因PC久型不同而不同,具体参考附求"PC内存閤",551頁。
注意河状杏拓制凶相状志通知区不能有重聲。
当使用NT鑓i接(1:N)方式吋,力毎一・卜連接的NT31/M31C分配pr状杏i控制区和pr状恣
通知区。
vr状志通知区的功能
一内容刷新内存表銅号
当通達Nr31/NT31C操作改変数子/字符B内存表中的内容后,受到惨敗的内存表的表号
以4位BCD碍或16遊制i数形式写到"内容刷新内存表号"字中去,咳値用BCD碍述是16
逃制数表辻商支持工具中的pr拘成没宣下的数値存世業型汲置決定。
一頭
数宇内存表1
1234567S円'状志通知区
⇒灘蝿篤ii　当
逃通椋志
分配的宇(数字向拝表1}
12345678→[i麗劉、、
                
                
        1123456781-一一一翼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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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刷新内存表"i和Iyr状恋通知区的"pr状恣"1
1514131211109876543210
≒子
m
m+1
                                i       Il面面号(4{立BcD或16送i‖日数)          |                       
一      0       一      一              一・00--0       0       0       0       0       0
                                ↑      数字設置造通称志                                        
位
内容更新内在表
町状念
BCD     十六遊制        編号
00001到1999H    0000到07CFIl    内存表号0-1999
附注仮当由NT3ユ/NT31C操作改変了内存表内容吋オ通知内存表号。
・PTJ大志通矢nイ立
PT状志通知位有畑下功能
15稗1312刊109876543210位                                                        
日・1日目・1・口                                                        
                                1。同・1・1・1・1       通知信息        1((戊N) 0(OFF)
|       `亀●   L               ●                      
                                        Fr操作壮志      遠行    停
                                                        
                                        屯油状恣        低      正常
                                                        
                                        杣φ…切換逸通数字設置迭通椋志学符串没畳迭通志          
                                                        
                                1513121110ア6                   
                                                        
                                        打聞机操作状悉  打印    停止
                                                        
                                        背灯状志        美      亮/内煤
                                                        
－pr撫作状志(位15)
当NT31/NT31C往返行模式吋,法位置成"1",当在英'ビ模式,井且湿示系統菜単画面吋,
咳位豊成"0"(OFF)。当i亥位貴成"0"(onv)后,分配的位和子既不能逮也不能写。
在這行模式吋,"1"(ON)周期性将"1"(ON)写人後位,カr検査NT31/NT31C操作是否正
常,把"0"(OFF)尊人区一位,然后,在30秒后漉返一・位,如果核位置是"1"(ON),表明
NT31/NT31C布屋行,如東児"0"(OFF)表明NT31別丁31C停止。
注意力了保証系統安全,一定要周期性地Mヒ位机凄pr操作状恋位,以便保証PT忌是在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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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油状恋(位13)
当支持NT31/NT31C内部存虻器的竜池(肉置)屯庄泣低吋,核位豊成"1"(ON)。
如屯池電圧下降,就不能保存有美数据和肪史妃景,園地,在"竜池"位変"1"(ON)后的一
星期内必須更換新的泡池,如何凋i換毛池的洋£田介紹,参照10--3-1"更換竜池"(507
頁)。
一画面切換逸通(位12)
当通泣上位机指令或NT31/NT31C操作改変NT31/NT31C画面吋(即使用画面切i換功能),
該位変成"1"(ON),在通知上位机后,官自劫回到"0"(OFF)。
_数値没置迭通称志(位11)
当使用NT31/NT31C数字論人功能把数字輸入到数字内存表中尉,核位変成"1"(ON),在
通知上位机后,核位自動回到"0"(OFF)。
送付,輸入数値的数字内存表号将通知給"内容刷新内存表"宇。
一字符中段置逸通称志(位10)
当使用NT31/N'r31C字符串論人功能把挙符串輸入刻字符串内存表申付,遠位変成"1"
(ON),在通知拾上位机后,将自助回到"0"(OFF)。
回付,接受輸入的字符宇内存表的端号将通知給"内容刷新内存表"字。
一打印机操作位(位7)
虫干NT31/N'y31C上的触摸升実操作或来自上位机的指令値待連接在NT31/NT31Cl:.的
封印机遊行打印付,遠位変成"1"(ON)。打印結束后,官回到"0"(OFF)。如果NT31/NT31C
置所系統菜単或出惜画面,即使正在打印,咳位也回到"0"(0服)。
NT31/M31C在道行模式中能打印以下数据。
一当前呈示的画面圏像(用触摸升実操作,或操作PT状杏控制位的"屏幕打印"位)。
一呈示防虫i己乗数据(当9001号或9002号画面呈示后,按"打印屏幕"触摸升美)
背灯状恣(位6)
NT31/NT31C背灯的状杏通知如下。
-1(ON):背灯美
一〇(OFF):背灯亮(丙)
然而当Nr31/NT31c昆示系統菜単或出惜画面日寸,核位回到"o"(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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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当"青灯状杏"位被置力"1"(ON)吋,青灯是連接亮迩是囚畑…由PS状悉控制位的"青灯模式"
位(位8)和"青灯"画面属性決定。
・造通
画面切換,数字没置和字符串汲置逸通位左通知ヒ位机后,自劫同封"0"(OFF),通道栓測
逮些逸通的上升沿彼容易得知NT31/NT31C的操作状志,,
但是,当連接到CVMユ/CV系列CPU吋,如果PC汲置刃昇歩操作,就不一定能検温到上升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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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内存表
NT31/NT31C有以下二美内在区可以杁ヒ位机随意■人。
一数字偵数据的"数字内存表"
一文本数据的"字符車内存表"
一位数据的"位内存表"
238頁
245頁
249頁
在支持工具中1]∫以単独呈示数子/字符串内存在的内容,許可在表編輯巾遊行汲置、,
7-3-1数字内存表
{功能概述]
"数字内存表"是NT31/Nr3]C用水記乗数字数据的内部存慮器。
由千官伯能分配給上位机字,所以上位机午的内容能移通泣NT31/M31C申的数宇内存表以
数字値旦示,,
通道数字内存表編号指定数子内在表,因此,能単独管理和指止1言伯。
一1国
                        一"
        [=亘亘}一[亟}'  一一    
                        
t赤
㌦」ミ
数一押1イ∫表量号
分配的了
数字内イs表5り
[限制玉
・可以在支持工具中}yr拘成没背中的"系統"設置中遊行没畳数宇内存表的数目、,
-512(数字内存表号0～511)
-1000(数字内存表号0-999)
-2000(i数}≧内在表号0～工999)
虫干数字内存表和画面数据共同分車内存区,所以如果数字内存表設置得大大,就減少
了画面数据可用胸内存区。
・一ノト数字内存表的数据量可通泣支持工具汲置力以下其中之一。
1小字(2字廿)/2ノト字(4宇市)
・由j:1000号以上編号的数字内存表技有屯池支持,所以当NT31/NT31C上毛后,或NT31/
NT31C夏位后,或夙系統菜単鞍換到送行模式吋,不管恢夏功能如何没置,逮些値部将恢
夏力支持工具中段量的初給億,,
・数字内存表号247・-255増作NT31/NT31C的吋紳功能,因此宮相不能再作其官用途,吋紳
功能的詳細情況,参照7-14-7"吋紳功能"(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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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宇内存表有以下特性。
        可能的汲置
特性    
        含又
値      ・BCD格式
        一9999999～99999999
        ・二遺制格式
        一2147483648(800(㎜)H)～2147483647(7FFFFFrH)
        初婚偵可作方内存表内容通泣支持工具汲置
        格式由M31/NT31C系坑内存和"数値存慮炎型"没貴決定("存虻炎型和
        存慮数据",24頂)。
初婚化  迭揮赫妃(初婚化)/元逃i拝椋記(不初婚化)
        逮全波占決定上位机分配字在NT31/NT31C上屯,友位,和見系統菜単向
        送行模式特操吋,是否要物始化。
        遠里"物始化"的含文尼当選拝椋↓日置位后,上位机中分配宇的初婚化,
        当前存在的数r二内存表内容写到上位子中,当没存没置迭拝椋i己吋,達
        出上位桃生的数据井汲置到数三断内存表。
存興竺葉理      系統/二逃制/BCD
        在数詳内存表中腔存数子数据的方式。
        仮当数字衰分配給上位机后,遠小波t詞生顔,没存分配給上位机的数
        宇内存表山足使用二遊制格式,如果在"系統"中遊行r没置,庇」う1汀杓
        成的"数字存虻美型"岐置相相・致。
        具体参照"存吐薬型和存正数据"〔241真)。
字      1/2
        当・↑数宇内存衰分配給上位机后,在E位机中使用的学的数目。
        具体参照"分配子"240頁
PC地祉  上位机中任御字的地批
        上位机中分配給数字内存表的字
        当数字内存衰分配給1阿ノト字吋,只要指定第一ノト(低位)字。
        具体参照"分配字"(240頁)。
1/0注経 最多16十字符的文字
        注罧説明数字内存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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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字
把数字内在衰分配給.ヒ位机中的1ノト字或2小字。
数字内存衰分配給以下上位机(PC)的存慮区、,
符号    C系列PC 可分配  CVM]/CV系列PC   可分配
DM      数据内存        ∨      数据内存        〉
CH      1/0継鬼籍       ∨      1/0継屯器       ∨
Tllu    定吋器当館値    △      定吋器当館値    △
CNr     計数器当前僚    △      計数器当前付    △
IIR     保持継屯器      v       一      －
AR      輔助継屯器      ∨'     特殊補助継屯器  X
LR      縫雛迷屯器      〉      一      一
∪:OK△=可分配一一↑宇×:不可以
虫干CVMI/CV系列PC的特殊補助継屯器已全部分配了系統功能,因此就不能再作其宮用
途。
毎分内存区的萢li固根据PC炎型的不同而不同,参照附最L"PC内存圏"551頁。
数字内存表的分配字間的美系,分配字的数目和数宇内存表的内容却下所示。
一当分配学的字数是1AI字吋。
■一■頭
数宇1ナ1右表
伎可逮4位
5678←分配了:
0000162E
1234
数字56678
一当分配学的字数是2分字吋r,
■一国
数字内存表
イ又」'ii雲8位
5678←分配宇
00BC6†4E
1234
数≒芦12345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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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虻美型和存世数据
在内部,数字内存表存ピ由8位帯符号、.二逃制数(或16避制)組成的数値。当初始値或分
配字的内容存慮在数字内存表申付。根掘"存世業型"的設置解群存人的数字値,井且特
操成帯符号的二進制数据之后遊行存殿。当然,按照"存殿美型"前波貴船不同,NT31/
NT31C以不同的方法解程同一イ、数据。
附注帯符号的二遊制数用2的ネト碍表示負値(毎一位取反福井加1)。
－BCD格式的存定業型
当使用BCD格式吋,"値"(初始値)和上位机学的内容都理解力BCD数据,但是由子在
上位机子中不可能輸入負号,在最高位上用字母"F"来表示負値,(在"値"的設置中可
使用負号,所以在汲置吋,可以以正常方式輸入負債)。
如果一ノト数字的最高位是一介子母"A")一"E",或不在符号位的其官位K上布"バー
"F"中的一・↑'t:母,:tl把官存虻到上位字申付,以内迭是非法数据而元致井且保持原来
的億。
如果・数字内存表的内容超出ヒ位机分配字赴理的萢圃,遠/トfl[将以●`負号+次高位数
字"写人到上位机中,呈示如下。
数字内存・表内容(卜逃制)                .ヒ位机数据     条件
12345   →      2345    1介分配字使用BCD格式
一1234  一〉    F234    
123456789       →      23456789        2ノト分配子使用BCD格式
一12345678      →      F2345678        
一二遺制格式存虻炎型
当使用二遊制格式吋,初始値和上位机学的内容解経力帯符号二避制数据井目存定府
不需特操存人数宇内存表。
射干二遊制格式,最高位是符号位(該位是"1"吋表示負債),在在・・Al分配字吋,符号位
是位15,在二Al分配字吋,符号位是位31。
但是当用支持工具輸入初始値吋,不全"存疋実理"如何設置,輸人的基石出忌是十遊観系統。
可以輸入符号`(一一・'s来表示負債。如果在輸入値的首位輸入"$",表示作カーント16遊制値輸入
(在碗空輸人宿,以十遊制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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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虻数据
以下表格表示汲置的"値"(初始値)和上位机字的内容如何存疋到数字内存表中。
在支持工具中存虻的"値"。
輸入値  初ヒ炎型        字数    晩秋辰星示      存照白:
123456  BCD     2       123456  000伍240
        二遺制  2       123456  0001E240
一123456        BCD     2       一123456        FFFEIDCO
        二遺制  2       一123456        FFFEIDCO
$FOO1   BCD     】      61441   oooOFoo1
        二遺制  1       61441   0000FOOl
        BCD     1       65535   0000FFFF
        二進制  1       65535   0000F抽F
$FFFFFFFF       BCD     2       一1     FFFFFFFF
        二逃制  2       一1     FFFFFFFI～
上位机字的存慮内容
宇的内容        存慮美型        字数    .存日三値       存虻疽的十遺制
1234    BCD     1       000004D2        1234
        ::二避制        1       00001234        4660
F1234   BCD     1       FFFFFF85        一三23
        二選1剖 1       FFFFF123        一3805
123B    BCD     1       不存腔…保持原来附随    
        二遺制  1       0000123B        4667
FOOOI234        BCD     2       }FHI〕B2董=     一1234
        二逃制  2       FOOO1234        一268430796
FFFF    BCD     1       不存慮:…保持再来的租   
        二遊制  1       FFFFFFFF-1      
0000FFFF        BCD     2       不存殿…保持鳳来的値    
        二透織  2       0000}1卍F・65535        
FFFFFF亦        BCD     2       不存痒:…保持lb来的債   
        二遊制  2       FFFFFFF山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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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汲置和初始値
"物始"汲置決定在NT31/NT31C上屯,夏位或杁系統菜単特操到退行模式吋,是否把数字
内存表的内容写到上位机的分配字中去。
遠里,"初始"(初婚化)意思力上位机字的内容的初始化宅被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夏写。如
乗数宇内存表没有分配給上位机字,核没置元効。
附注NT31/NT31c自助遠行吋,根据数字内存表是否分配給上位机,数字内存表的"初始化"没貴
和是否使用恢夏功能。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如下所示。
分配給上位机?   "初始"設置      恢夏功能        
                使用    未使用
是      口遊捧  保持原有的数字内存表的値(上位机一祥)    数字内存表的初婚所用値(上位机一祥)
                用系統菜単操作初婚数字内存表后:数字内存表的初始値(上位机也一祥) 
        未進捧  上位字的内容    
否      (元敷)  保持原有的数字内存表内容        数字内存表的初始値
                用系統菜単操作初婚数字内存表店t数字内存表的初婚債       
1顕示功能]
数字内省表本身没有昆示功能。
要湿示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使用"数字昆示"(302頁)或7-10"圏像"(316頁)。
{輸入功能]
当数字内存衰分配給上位机的一介字或厄介字日、『,学的内容可以演出和存殿。
但是,只有当迭些数字内存表用手当前展示的画面吋,才能演出官伯的値,(在夏制一介数字
内存表付,可以遠出夏制源内存衰分配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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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功能1
当数字内存表分配給」二位秘中的一介或几ノト字吋,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就可以写入到迭些字
中。但是,仮在以下几利1情況下可以執行写人。
・虫干NT31/NT31C操作而改変了数字内存表内容吋,壁如用触摸升美夏制内存表,或使用
数字・没置功能。
・在NT31/NT31C上屯,夏値域杁系統菜単特換到道行模式吋,如果在支持工具中砲荻了
"初婚"没貴,(分配拾上位字的所有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和碗杁迂的所有"物始"設置被再
入)。
[処理功能]
汲置"値"(初始値)和上位机分配字的内容依据没～』的属性逃行解馨和存虻(参照"通用属
十生",239東)。
{写真官元素的美系]
・当使用"数字並示"日寸,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以数字形式美耐量示(302頁)。
・当使用"棒圏"日把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以棒圏形式美日†呈示。
・当使用"新銭圏"吋,多介、連銭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以折銭医1形式実吋呈示(321頁)。。
・当使用"趨勢圏"吋,数字内存表的内容ヌ相、†尚的変化以折我国形式呈示(327頁)。
・当使用"数字没置"日寸,i数値可以杁NT31/NT31C的屏幕輸入到数字内在表中(352頁)。
・当使用触摸升美夏制没置功能吋,能夏制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井且能把常数輸入到数字
内存表(284頁)。
・道辻"町状忍笠制区"的操作,杁上位机的内存表之「同憂端数据。
・如果虫干NT31/NT31C的操作而改変数法内存表的内容,逮全改変会通知姶"PS状恋通知
区"(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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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字符串内存表
[功能概述]
"宇符車内存表"是NT31/NT31C妃乗字符単数据的内部存虻器。
由十字符串内存表可分配給上位机中的字,所以上位机学的内容可通泣字符車内存表在
NT31/N'1'31C上以字符串形式呈示。
内字符車内存表分配字符串内存表編号,以便能単独管理及指定官僧。
                        ・亀
        巨三}一輌}・'   一一    
                        
一跡一」
一跡一」
字符串内存表8号
泣
分配的字
字符串じ!寸右表12号
[限制]
・在支持工具中可以汲置力下列方式宇符車内存数目。
-256(字符串内存表号O～255)
-1000(石筍車内存表号0～999)
一"2000(宇符串内存表号0～1999)
由干字符串内存表和銅画数据分掌内存区,如築造量的字符車内存表数目近大,会減少
画面数据可用的内存区。
一ノト字符車内存表的数提重可通迂支持工具的没置遊行如下設置(没置月"0"表示不分
配数据)。
0～40学籍(0～40Jノ市,艮‖Ony20ノト字)
・字符車内存表500号及以上息是保持支持工具汲置的初始値,迭些値以后不能惨敗,而仮
舵凄。遠些表也不能分配給上位机。
・字母、数字、符号和椋妃(代碍力FF20-FFFFH)可以存虻在数宇内存喪中。
附注一如果在学符串中遇到"00H"(空代褐),随后的数据元敷。
一如果把超出以上遊園的代碍,写人位机中分配的手中,字符卑湿示可能不正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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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属性]
字符串内存表有以下特性。
特性    可能的設置
        合文
値      字母数宇和符号,祢氾
        字符車内存表内容初婚化后在初婚状杏中的学符串。
初婚化  有逃拝椋妃(初婚化)/没有逸持椋妃(不初始化)。
        在NT31/NT31C上毛、変位或杁系統菜単韓族到道行模式吋,咳没貴決定了上位机分配釣手是否要初始化。"初始化"在遠里意思力対上位枕本分配的宇的初婚化,当役置碗荻椋妃后,先前的学籍串内存表内容写到上位机手中,当役存没貴娩杁極冠,演出上位机中的数据井没置到寧符串内存喪中。
PC地堤  上位机中仕何学的地祉
        已分配丁字特車内存表約上位机字指定第一分字(低位)。具体参照"分配字"246頁。
字      1-20
        当一介宇符車内存衰分配給上位机后,使用的上位机字数。具体参照"分配字"245頁。
1/0注群 最多16・↑'字符的文字
        注粋描述宇符車内存表的内容
・分配字
字符車内存表可分配給1--20Al上位机字。
寧符串内存表能分配到以下上位机区域
符号    C系列PC 分配    CVMI/CV系列PC   分配
DM      数据内存        ∀      数据内存        ∨
CH      1/0地竜器       v       1/0継屯器       ∨
TIM     定吋器当前値    ×      定日寸器当館値  ×
CNT     汁数器当前付    ×      ナ†数器当前値  ×
HR      保持継電器      ∨      一      －
AR      輔助地竜器      〉/     特殊補助鋸南器  ×
LR      鑓接地屯器      ∨      一      －
W:OK×: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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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fCVM1/CV系列PC的特殊輔助継屯器已全部分配了系統功能,就不能再用作其官用
途了。
毎分内存区的萢囹根掘pcas型而不同,参照附泉L"PC内存置",551頁。
分配字相互間的美系,分配字的数目和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如下面困衰所示。
例如:分配字的数目=4Al?:
"A"・4t・'t'B".42H第・'介字ll.lt!..1-1[ts-1-E1[21t21
:::惣;7=4舶:1:篇ll舗÷`-ttABCD▲EF"
"E"。45、、"F・.46,第…⇔3巨曲
・"初婚化"没貴和初始値
在NT31/Nr31c上毛,夏位或見系統菜単特操到送行模式吋,"初婚化"設置決定了字符串
内存表的内容是否要写到上位机的分配掌中。
遠里,"初婚"(初婚化)意思刃上位机学的内容殻竿符串内存表的内容裏写。
如果字笹津内存表没百分配給上位机字コ亥没畳元敷。
附注NT31/NT31CJi'始操作吋,如下所示,根掘宇符串内存表是否分配姶上位机,字符串内存表的
"物始"設置和是否使用恢夏功能決定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
分配拾上位机?   "初婚"設置      恢夏功能        
                使用    未用
是      碗荻    保持原有的字符串内存表的債(上位机也一祥)        初始字得率内存表的疽(上位机也一祥)
                用系統菜単操作初婚字符串内存表付:字符串内存表的初始値(上位机字一祥)     
        未碗杁  上位机字的内容  
否      (元敷)  保持原有字符串内存表内容        初婚字符車内存表
                用系統菜単操作初婚字特車内存表町:字特車内存表的初始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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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功能]
宇符車内存表本身没有湿示功能。
要昆示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用7-9"字符卑湿示"(310萸)。
使用"扱警列表"和"扱警厨史"(341頁)功能,字符串也能作力信息呈示。
[輸入功能]
当字符車内存表分配給ヒ位机的一ノト字或九千字吋,字的内容可以漢出和存殿。
但是,仮舵漢出当並並示画面所使用的字符串内存表(在夏韻字符車内存表吋,可漢出夏制
源内存表所分配宇的内容)。
「輸出功能1
当芋符串内存衰分配給上位机的一介字或几分字吋,字符車内存表的内容可以写到字中。
但是,只能在以」ヒ几神情況下執行写人。
・由子NT31/NT31C的操作而改変了字符串内存表内容日生警如用触摸升美夏制内存表,或
使用輸入汲置功能。
・在碗荻字符串的"初婚化"設置条件下,在NT31/NT31C上屯,変位或杁系統菜単韓族到遠
行模式吋,(分配姶上位机字的所有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和其碗杁的"初婚化"没貴会写
人)。
{5tl理功能]
字符串内存表没有数提起理功能。
[与其官元素的美系]
・当使用"字特車湿示"吋,以字符串形式実耐湿示字符車内存表的内容(310頁)。
・当使用"扱警列表"或"振警防史"吋,作カー条信息遣示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341頁)。
・当使用"字符串輸入"吋,字符串可以杁NT31/NT31C的画面輸入到字符串内存表中(367
頁),也可杁連接在NT31/Nr31C上的条彫碍聞違器輸入字符串。
・使用触摸升美文制没貴功能吋,可以夏制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284頁)。
・通辻"管状志控$ll区"的操作,夙.一ヒ位机的内存表1旬夏制数据(234頁)。
・如果由予NT31/NT31C的操作改変丁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核改変会通知給"m状志通
知区"(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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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位内存表
[功能概述1
位内存表用ず位数据的内部存虻器。
官伯可分配給上位机的一介位井能根据核位的状恋執行某介特殊的功能。
給位内存衰分配位内存表編号以便能単独管理和指定官田。
位内存表有以下功能。
・画面切換功能
当分配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弘"0"(OFF)改変力"1"(ON)吋,将呈示在位内存表中没置画
面編号的画面。
No.2
0.3
如果多ノト位内存表的分配位回付変ON。編号最小的位内存表有仇先杖。
・振替列表/厨史功能
当分配了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的状恋愛力1(ON)吋,将星示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和方位
内存表汲置的国形/庫数据(迭就是"扱警列表功能)。力了使用扱警列表功能,必須事先
登妃画面,如果多介位内存表登記了扱警列表功能,編号最小的位内存表有湿示仇先叔,
肉此,可指定1順序或仇発根呈示信息。
如果指定扱警防史中的登氾,分配了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的状恋愛到"1"吋的吋同特撮
乗在扱警坊史中("扱警防史功能")。
具体細辛,参照7-11"扱警列表,振警Jh－史"(341頁)。
                                                                
                                                        位PC    
                                ←      手秤湘南存表50号的劉象/1徽据0}`51       」他↑3、、、           
        レ綱内存表⇒                                                    
        ●                              字符1納存表32号的閤像/序数据102A                一⊥.」2.⊥     ←1(ON)
                内懐/倖数据・10λへ                             　No,t4-'一一「Vo.15            
                                        字何事内存来集号的閤像扉数据1畑                 
                                                                
                                                                
        牢                                                      
方位内存表N4,,14設置的倍息
(字符串内存表32号)和国像/
庫数据{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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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扱警列表/」万史功能吋的操作如下
附注一対干扱警列表功能,以位内存表編号逓増的次序呈示,対手根警防史功能,是以衆生的次
序(ノ)人最新義三景域♪人最1Hii己泉ヲ干始)或以頻率的次序呈示。
一対干扱整列表功能,当分配了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在呈示吋近回"0"(OFF)吋,自動清除
信息和閤形/庫数据。
(1)当位内存表的状杏変成"1"(ON)日寸,所汲置的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作力信息並示。
刃状志変成"1"(ON)射術内有義
雌的辮内轡艦曇蕊　劉設鑑　;
「一一ーー一「一'
爪o
ll如果佐内存衰世盾了{£先的増大
ll順庁,湿/辿繊榊耽先J5,;順
ll相一緻力
ll
ll
L____」
(2)毎分宿患区是一介触摸升美,按下一条信息将呈示没量的国形/庫数据,河酎,所鞍下的
信息以反象呈示。
PROCESS3STOPPED▲       
WATERTANKO∨ERHEAT{NG念 
        
事      
▼      
却.▲   
WAτERTANKOVE只H∈AＴlNG        全
        
        事
        ▼
'z
「一一ー一「
ll
ll
l、　干故障,isjPl3!
{停嶋－l
L....__,.-P_」
」《第一千振警信息的圏像/庫数据
第一分損警信息対脱船阿保/咋
数据扱聾列表出几介触摸礎li
成,当一千打的扱瞥f鴇鞍下
后,蔵本相席的圏橡/庫数据,所
投下的撮警情思以灰色示、,
(3)在旦示多条信息的情況下,按男外一条情思将会使新旗下的信息以反象呈示,井且並示
相応的国形/埣数据。
第二ノト撮書信息対座的閤像/庫数据
↓
PFIOCESS3STOPPεD▲..± 一一
        ●
        ▼
「一ーー一一「
1團!
ll
l縫秒lll量器!l
l{
L..一____」
也可在位内存表和画面号之何段
置歌系,LSC{ll,第二ノトtEt警情思1苛∫
次按下局相∫立的劒角鋼」示,、
(4)当再次按下以反色品示的宿患吋,将切換到皿示遠組画面編号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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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一上面描述的情況中,"国形/庫昆示"和"画面切換"功能都汲置了。鞍下触摸升美吋的操作
由以下汲置決定。
閤形/庫呈示     画面切換        触摸升美        
                第一次  第二次
未汲置  未汲置  元敷    尤敷
米汲置  ・没置  画面切換        一
汲置    未汲置  毘示国形/庫数据 尤効
設置    汲置    呈示固形/庫数据 画面切換
一注意,如果信息呈示的顔色(位内存表顔色)利根警列表/肪史反量的背景色相悶,那4該
宿患条按下問,文字将不可児。
[限制]
・位内密表数目在支持工具中可汲置力以下其中之・。
-256(位内存表号O・-255)
-1000(位内存表号O～999)
虫干位内存泰和画面数裾分車内存区,位内存ム数目没置注大将減少画面数据可用的内
存区。
【通用属性1
位内在兼有以下的通用属性。
特性    可能的没貴
        含又
功能    元/切換画面/根警
        位内存表功能当汲置力"元"吋,即使分配了表的上位机位蛮力ON,也不会友生什ゑ情況
説明    
        湿示毎分功能特殊的没置
PC地趾  上位机中仕何位的地批
        分配r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
1/0注経 文字最多16小字符
        注経説明位内存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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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位
位内存表可分配給以下上位机(PC)区。
符号    C系列PC 分配    CVM1/CV系列PC   分配
DM      数据内存        〉      数据内存        ∨
CH      1/0継屯器       ∨      1/0地毛器       ∨
TIM     定吋器当前値    ×      定吋器当前値    ×
CNT     汁数器当前偵    ×      汁数器当前値    ×
HR      保持継電器      〉/     一      －
AR      補助継屯器      ∨      特殊補助継屯器  X
LR      縫接継屯器      〉/     ㎜      －
V:OK×:不可以
虫干CVM1/CV系列PC的特殊補助地山器全i部口分配了系統功能,就不能再用作其冨用
途了、、
毎年内存区的萢固根据PC葉理而不同,参照甜菜L"PC内存圏",551頁、、
如果指定数据内存(DM),必須在吊輪号后指定位編号(OO～15)。
湿示功能ユ
・画面切換功能
当使用画面切換功能吋,除了通用属性,必須設置以下的属性、,
特性    可能的汲置
        含叉
画面編号        000仁3999:画面号1～39999001:麦生房史画面9002:頻挙用史画面9020:編程器功能画面(抄展功能)9999:"返回以前画面"指定
        当位内存表状恋変力"1"(ON)吋,並示的画面号
・当使用具有画面切換功能的位内存表付,当分配了位内存表的位的状志変成"1"(ON)吋,
並示切換到方位内存表所没定的画面(即使核位近回"0"(OFF),該画面也一直保持湿
示)。
252
---------------------[End of Page 2198]---------------------



内存表
第7--3令
附注一通泣PT状杏控制区的操作(405頁),触摸升実操作(406頁),或通Lt使用扱警列表/』万史
功能(409頁)也能切換画面昆示。
一要呈示一ノト重登画面,指定父画面的画面編号。
一如果指定的画面編号上役有指定的登記元素,則不切換画面。
・扱警列表/厨史功能
当使用扱警列表/防虫功能吋,除r通用属性外,以下特性必須波賀。
特性    可能的没貴
        含叉
茄史    有逃捧椋氾(氾景)/元迭拝椋↓己(不↓己景)
        決定是否要記章振替坊丈当役置一介造拝栃妃后,当位内存衰分配位的状恣変成"1"(ON)吋,氾乗会員到扱警痂史中。
切換画面        逸鋒転記(切換)/元逃捧祢記(画面没有切換)
        決定了是否使用了画面切換功能当造拝椋氾汲置后,按筒鳥条阿次(当位内存衰分配位的状杏変成"1"(ON)吋呈示)将把呈示切換到指定的画面。
画面編号        0001～3999‡画面号1～3999goo]=麦生肪史画面9002:頻率1万史面面9020:鏑程器功能画面(打展功能)9999:"近回以前画面"指定,__.__
        当按信息条二次(位内存表的位的状志変成"1"(ON)耐湿示)吋呈示的画面号。
字符中表人口    0-1999(在字符串内存表花圃内)
        当位内存衰分配位的状恣変成"1"(ON)吋,在扱警列表/房史中作力信息呈示的字符車内存表的編号
閤形/1牟数碍    000}1:没有呈示(没有碗杁椋妃)0001-OFFI恥固形数据1000-3F田{:痒数据
        当位内存衰分配位的状志変成"1"(0旬吋,ヌ寸泣干昆示信息的国形/度数据代硝(以4位16遥i制数表述)
前景色  黒/藍/紅/深江/緑/紫/黄/白
        文字信息的顔色(NT31仮有白和黒)
・効果力・ノト画面登己了"扱警列表"和"扱警防史"功能,会按照位内存表的状志昆示信息
和陶形/庫数据(参照"通用属性"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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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按Nr31/NT31c"堆炉模式菜単"画面中的"扱警厨史"触摸升美也能逸舞振警防史,具体参照
6-11-5"呈示和打印振警防史記乗"(185頁)。
【輸入功能]
当・イ'位内存表分配給上位机的位日寸,可以遠出位的内容井且根掘位状志逃行処理。
但是,只能在以下情況下執行凌出。
・当方位内存表汲置了一ノト功能(画面切換,扱警防史)吋。
1輸出功能]
位内存表技有輸出功能,位内存表的内容不能写到上位机的位中。
[蛇理功能]
位内存表没有i数据赴理功能。
【与其官元素閥的共糸]
・当使用振警列表功能吋,能按上位机中位的状杏実耐量示信息和国像/庫数据。
・当使用根善用史功能吋,可呈示上位机位状杏変成"1"(ON)的吋河和蛮力ON的次数。
附注当振警用史M景区氾満吋,按照在支持工具的"PT杓成"一"系統"一"工具"桓下対"茄史
炭量"所願的投足遊行赴理。
一撮警(使用跡形媛沖器)
如果迭里没責了逸弾緑泥,当選泉区満后如果皮生子警振,将捌除最旧的氾乗数据以存
人斬的扱警坊実数据(扱警圧上存虻)。
如果技有没置造拝椋妃,近景区満盾不再存定款的扱警茄史数据。
一画面(使用圷形緩神器)
如果遠里浸漬了逸持株妃,如果在妃景区満月,設置了一ノト厨史属性的画面,最旧的妃乗
将被胴除井且存人新酌量承所史(扱警座上存虻),,
如果没有設置逸拝椋泥,当妃泉区充満后,不再存人斬的昆示厨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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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固定呈示
"固定旦示"足指那些始終呈示在画面上不変化的国形和文字,本市給出固定呈示的細
布。
以下力固定呈示的美型。
一文字264頁
一国255頁
一弧255頁
一扇形255頁
一折銭255頁
一多辺形255頁
一矩形255頁
一填、充267頁
一称↓己26gjミ
附注支持工具把国形数据和庫数据也包括在固定呈示元素中,但是虫干功能不同,本手排中将官
伯単独赴理。圏像和度数据的具体細芋,参照7-5"閤像和庫数据"(272貞)。
1述
一概
4能
一功
牌ノ{
圓、弧、扇形、折銭、多辺形、矩形(固定呈示)
迂些国形始終湿示的。根据固形,可以作様准、反撮、囚煤和反並肉糠星示。
虫干固定湿示蘭留形始終按在支持工具中創建的次序湿示(先創建国形被后創建的閤形覆
蓋),在創建圏形付一定要考慮次序。但是可通迂支持工具修改在一介固定呈示閤形里的昆
示次序。
.○
覗ー)
・扇形
◎
・折銭
★能1田il島最多254/i＼;P
l向点的遠鏡1気銭。
・多辺形
☆
★能画出最多255
介頂角的多辺形
・矩形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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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在一イ'画面中最多可登i己65523介下列国形,白子一ノト重葺画面包含8ノト子画面,最大力
524280介画面(65535×8ノト画面)。
固定湿示文字、圓、弧、扇形、折銭、多辺形、矩形、填充、杯氾
カー介画面数据文件登記的国形数目没有限制:只要不起辻数据文件的容量,好個数目
都可登記。
・一・一条折銭最多包含起始点和終点在内的256介逢接点。
・一ノト多辺形最多可有255頂点。
不能指定超出画面区域的元素(除了没有実陪西出的那部分元素,鯛麺瓠形的中心点)。
[通用属性]
分別硯明各市元素的通用属性。
[呈示功能1
・弧
弧的特性和湿示的国形間的相互矢祭如下所示:
一特性
普通                    
        位置            
                中心点  包含狐釣園中心点坐椋
                起点    弧起点坐祢
                終点    弧終点坐椋
        尺寸            
                {半径   包含狐釣閻的半径(以点単位)
        属性            弧的湿示模式("呈示属性和絵画結果",257頁)椋准/灰皿/囚懸/反証囚嬬
        顔色            
                前景    湿示弧的顔色(仮NT31C有無和白之外的顔色)黒/藍/虹/深紅/線/紫/黄/日
銭型固定方"実費",残径固定力1分点。
在支持工具中,指定中心点、起点和終点如下闇所示,当起点設置后,半径会自助地相
座汲置。
中㍗
パジ
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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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呈示属性和絵圏結果
属性    絵圏結果
椋准    仮弧残月前景色画。
反湿    弧銭和起点、終点間直銭i新色囹的区域以前景色呈示。
囚糠    在"椋准"呈示和元呈示1旬交替重夏、、⇔木蓮示
反湿丙掠        在"反鐡"和"椋准"呈示「日]交替重夏。㎡、一▼
・園
図的特性和湿示固形之同的美察知下所示。
一特性
普通                    
        位貴1           
                中心点1園中心点坐椋     
        尺寸            
                1半径   圓的半径(以点単位)
        属性            圓的旦示模式("並示属性和絵圏結果",258頁)。椋准/反昆/囚焙/反湿丙妬
        顔色            
                前景    圓的呈示顔色(仮NT31C有黒和白之外的顔色)黒/蕗/紅/深紅/緑/紫/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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鋳型固定力"実践",銭径固定力1分点,在支持工具中,中心点和半径如下国所示来指
定。
心
一湿示属性和絵閤結果
属性    絵国詰果
椋准    仮園辺縁的銭用前景色画、
反湿    整十口用前景色湿示、,1』[7
囚燐    在"椋准"毘承和不昆示1司交替重夏。く⇒不　R
反別刀懸        在"反量"和"椋准"昆示間交替重夏。■一』1』}⇔■-7
・矩形
矩形的特性和晟示固形河的相互芙系如下研水。
一特性
普通                    
        位置            矩形左上頂角点的坐椋
        尺寸            矩形的寛和長(以点単位)
        属性            矩形湿示模式("湿示属性和絵圏結果",259頁)祢准/反1浸/同源/反毘囚懸
        顔色            
                前景    矩形的呈示顔色(仮NT31C描絵的除黒和白之外的顔色)黒/藍/z[/深紅/緑/紫/黄/古
銭型固定力"実践",残後嗣定方1全点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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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工具中,如下国所示,指定起点和終点(没有必要弘左頂角到右下角画矩形),通述
汲置起点和終点,就自助没置了位置和尺寸。
起点
↓
ノ
位置{矩形左頂角)
ロトー
＼一＼
jN・・」一{X方向)終点
一呈示属性和絵圏結果
属性    絵図結果
椋准    奴矩形的辺枢用前景色画出。口
反湿    整ノト矩形用前景色見示。一■一
閃焔    在"椋准"呈示和不昆示阿交替重夏。[二]⇔…
反湿洞椋        在"反皿"和"椋准"湿示間交替重夏。1-[コー
・多辺形
多辺形特性和呈示的固形1司的実家如下所示。
一特性
普通                    
        位置            
                1属性点 填充的起始位置的点的坐椋以反昆或反湿囚煤昆示。
        属性            多辺形的湿示模式("呈示属性和絵閤結果"260頁)。椋准/反湿/囚殊/反湿囚畑i
        顔色            
                前景    多辺形湿示的顔色(伎NT31C具有黒和白以外的顔色)黒/藍/虹/深江/録/紫/黄/日
銭型固定力"実践",残径固定力1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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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工具中,以…介三角形労基杣,通道改変頂角的数目和位置創建多辺形,其属性点
自明汲置在多辺形内(位置可改変)。
/
右缶遠里
{増加・牛角)
⊂〉
呈示属性和絵圏結果
属性    絵圏結果
椋准    仮多辺形的辺馬前景色画出。
　反量  多辺形内用前景色湿示(如下)。
因煤    在"椋准"湿示和不呈示1司交替重夏。⇔イ　臓示
反足固糠        在"血色"和"椋准"昆示1司交替重夏(如下)。⇔
如果一ント有多イ'封聞区域的多辺形没置力反昆或反皇図畑…呈示,却下国所示,仮填充包
含属性点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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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銭
折銭特性和湿示的国形同的美系如下所示。
一特性
幾程固定力1分点。
在支持工具中,用1条盲残労基磯,通泣改変頂角的数目和位置創建新銭。
/
右点[L遠里{増加小角)
一呈示属性和絵圏結果
⇒
⇒
属性    絵圏結果
椋准    以前景色昆示新銭。＼
1月偏   在"椋准"呈示和不昆示同交替重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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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
扇形特性和呈示的閤形同的美系如下所示。
一特性
普通                    
        位置            
                中心点  包含扇形的園的坐椋。
                起点    扇形i起点坐椋
                終点    扇形終点坐椋
        尺寸            
                1半径   包含扇形的圓的半径(以点単位)
        属性            扇形的呈示模式("呈示属性和絵圏結果",260頁)。椋准/反並/囚爆/反湿囚爆
        顔色            
                前景    扇形呈示的顔色(仮NT31C具有黒和白之外的顔色)黒/藍/紅/深紅/緑/紫/黄/日
銭型固定力"実費",銭径固定刃1全点粗鋼。
在支持工具中,指定中心点、起点和終点,如下留所ホ,根掘起点的設置自明汲置半
径。
中心点
↓
叫[ブ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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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属性和絵圏錯=果
属性    絵圏結果
杯准    仮扇形的辺枢用前景色麺出。
灰皿    整ノト扇形用前景色鬼示。レb
囚懸    在"称准"昆示和不並示間交替予:夏、,⇔イ湿示
反昆閃糠        在"反並"和"椋准"昼示同交替重夏。レ⇔b
1輸入功能]
園、弧、崩形、折銭、多辺形或笥形没イ]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1
円、弧、扇形、折銭、多辺形或矩形没有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倒、弧扇形、折銭、多辺形或矩形没有数据吐理功能。
{与其官元素向的矢系]
・当使用填充吋,可用指定的閤案填充没由連接実践封閉的区域(267頁)。但是,如来銭条
在某全点上甑升,或囚煤或被捌除,填充圏案也会覆蓋区域的外部。如来按照湿示次序,
在辺界銭前約呈示,那ム圏案也会佳到没想的遺残外面。
・通辻組合多介国定呈示元素,可須成単ノト庫数据呈示。如果在遠祥一小品示中的任何元
素的tip－示属性都方"囚殊"或"反湿内火球",1)q糠星示将相没置・致。
・所イ丁元素f{勺1フ]焙…日寸1同者5イ:目1司,,
・固定皇宗的文字(264頁)相称昆(269頁)特撰照創建的次序相互重登,当然,官僧重貢的
方式再使用支持工具避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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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功能概述」
文字(固定呈示)
遠是作方固定昆示形式連接湿示的字符串,允許以祢准,内抵相反並肉畑…方式遊行呈示(可
以指定交換字符串前景色和背景色的反昼同源)。
虫干元素的湿示順序忌是眼随用支持工具創建元素的次序(后面倒建的字符串可能重畳在
以前創建的字符串),所以当字符串有可能重畳吋,必須考慮創建的順序。
可呈示数字字母和符号。
[Nl工3ifG
[服制]
・在一↑画面中最多可登i己65535ノト下列国形,虫干・ノト重聲画面可包含8介子画面,最大
偉力524280(65535x8全画面)。
嗣定呈示文字,園、弧、扇形、折残、多辺形、矩形、填充、椋妃
一介画面数据文件可登記的国形数目没有限制=可登}己的数目是任意的,只要不超辻数
据文件的容量。
・根掘比例,一ント文字呈示ラ君素中能励示以下数目的字符。
1x1(等高)=最多40ノト字符
Ix2(加商):最多40ノト字符
2×1(加寛):最多20Al字Pti
2x2:最多20・金字符
3×3:最多13分字符
4x4=最多10Al字符
8×8:最多5分字符
・当湿示ント包含椋氾的字符串吋,即使字体逸拝力"半高",緑泥イ乃保持"椋准高度"字体
鼠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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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功能]
文字皿示元素的特性潤昼示的固形的矢系如下所示。
・特性
普通                    
        描述            昼示的文字字母数字和符号、楓己
        位置            包含文字的矩形左頂角的坐椋
        字体美型                字母数字的字体祢准/半商
        比例            文子呈示的比例("放大忌示",265頁)。1×1(相同),1×2(加高),2×1(加寛),2x2,3×3,4x4,8x8
        平滑            是否対2x2或更大比例的文字使用下溝("平滑",266頁)。迭捧椋氾(執行平滑)/元造拝椋妃(不執行平滑)
        属性            文τ・」証示模式("呈示属性和絵圏結果",265亘)祢准/内藤/反1正囚抵
        顔色            
                前景    文字並示的顔色(収NT31C有除黒和白之外的顔色)黒/蓋/£ll/深Z[/緑/紫/黄/白/透明
                背景    文字的背景色(伎NT31C有黒和白之外顔色)黒/藍/幻1/深紅/暴/紫/黄/白/透明
罐竃耳3岬.
慧亀)
一旗大豆示(呈示色)
字符串(文字和椋妃)可湿示以下見神尺寸。
PTPTPT
l×1(相等)2×1(加寛)1×2(加高)
PT
2x2
P工
3×3
P工
4×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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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
字符放火到2×2或更大尺寸呈示吋可用給廓自動平滑呈示,迭介功能吼1"平滑"功能。
注意対極妃不能遊行平滑妙理。
使用平滑
尤平滑
Chara巳七ers
Ch且ra(]七ers
・呈示属性和絵固結果
1輸入功能]
文字昆示技有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
文字職承役有輸出功能,、
[地理功能]
文字湿示没有数据妙理功能。
[与其官元素同的美系]
・通江組合多介固定量水元素可以組成単ノト庫数据,如果在迭祥…分皿氷卓任何元素的呈
示属性均力"囚懸"或"反昆囚畑i",那久昆示将根掘咳没賢遊行内殊。
・所有元素的囚殊吋河相同,,
・渕、弧、扇形、折残、多辺形、矩形(255頁)和祢↓己(269頁)根掘窟ll]砲‖建的順序相互重聲,
但可以用支持不具改変亡伯重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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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2212]---------------------



固定顕示
第7-4令
7-4-3填充
[功能概述]
用一条指定顔色的銭折句圃的区域用指定的填充圏案填充。
「コ⇒購騨
[限制
・在－AI画面中最多可登記65535介下列国形,国力一直ノト重養画面包含8Al子画面,最大方
524280(65536×8ノト画面)。
固定呈示文字、圓、弧、扇形、多重銭、多辺形、矩形、填充、椋正
一全画面数据文件可登記的閤形数目没有限制,只要不起泣数据文件的容量,可以整正
任意数目。
・要填充的区域必須由一根回祥顔色的実践包固。如果残余在某点断Jl㍉或囚妬或被捌除,
那ム填充閤案也特種蓋残余外部的区域。如果披見示次序一介閤形在辺界前呈示,邪念
填充可能打散到没想的辺界銭外部。
・根掘…介固形(填充吋)的前景色、占景色知辺界銭顔色的組合,口∫能国形的部分枢架会
不可見,遠是彩色LCD特有的現象,而不是pr出惜,如果出現遠神的河題,清修改顔色的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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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呈示
[呈示功能]
L輸入功能1
[輸出功能]
268
第7-4市
填充特性和填充方式同的矢系如下所示。
・特性
普通                    
        位貴            填充起始的坐椋
        閤案            填充閤案("圏案和顔色",268頁)統一右斜.一方盒棚格⊂〕口〔寸〔兀〕000U干000〔⊃000⊂〕〔」0000□0000‡左斜棚点べ・:・:÷:・:条紋追銭く1酬菱形半色凋
        顔色            
                前景    填充圏寒蘭呈示顔色(側Ψr31C有除黒和白之外的顔色)黒/藍/21:/深z[/緑/紫/黄/白
                背景    填充圏素的背景色(仮NT31C有透明和黒、白以夕卜的顔色)黒/藍/£[/深江/緑/紫/黄/白/透明
                迫枢    封閉填充的銭条顔色(仮NT31C有無和白之外的顔色)黒/就/江/深江/緑/紫/黄/白
・圏案和顔色
圏案和顔色間夫系如下図所示,以"柵点"圏案内例.
画面背景色
填充圏案的顔色辺枢
填充圏案的前景色
填充圏案的背景色
当指定"透明"后,在填充同案
'ド面的顔色和陶形可以看児、,
填充投宿輸入功能。
填充技有輸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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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顕示
第7-4市
1処理功能]
填充没有数据処理功能。
[与其官元素河的失禁ユ
・填充可包括在庫数据中,井同共営国形一起量示、、
・圓、弧、扇形、折銭、多迦形、矩形(255頁)和祢氾(269頁)根掘官餌飼連日寸前順序重書,但
是,可用支持工具改変官田重登的方式。
氾
椋
4述
一概
4能
一功
q1[
椋i日足]6x16点陣組成的国画,可通遊字符代碍指定。
可用支持工具中的禄i己編輯器創建栃氾,独立干画面,可按需要在任何画面住僧位置昆示所
要的祢}己。官佃也可以包含在園定星示的字符串和字符中肉存表中,井根掘字符串的特性
呈示。
・創建和使用椋記的歩瞭
遠里概要描述'一下在…ノト画面中創建和登↓己様氾的歩蝶,具体細布,参照支持工具的操
作手冊。
1鏑縮緬器}
↓
1指定縞目代屑1
↓
1創建緑泥1
↓
1退出概継端登i己概1
↓
遊行画面編輯
1
↓
1
登記所創建的赤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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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昼示
第7-4市
[限制]
・最多能カー分画画数据文件生成224小休↓己:可在FF20～FFFEI萢園内任意分配椋ぼ的
宇符代碍,以便能管理和指定椋記,但是要注意FFEF-・`FFF[F,,同的椋↓己已力系統所用,井
且如東宮伯被惨敗,ロ∫能不能正碗昆示趨勢困的触摸升美等。如果称妃写了遠望代碍,例
如在見男・i台不同型号的pr特操数据付,把椋↓日数招宴制成男外的代碍,然后夏位遠些
椋記数据,遠些代商的祢氾削回到初婚状杏。
・在一ノト画面中最多可登}己65535介下列閤形,Bl労力ーー－Al重畳画面包含8/i子画面,所以最
大力524280(65535×8ノ↑'画面)。
固定昆示文件,圓、弧、扇形、新銭、多辺形、矩形、填充、椋妃
一↑画面数据文件可登記的墨形数量没有限制,只要不起辻数据文件的容量,可登妃任
意数目。
・当包含了椋氾的字符串用平滑功能放大量示吋,椋氾不能平滑。
L量示功能1
椋妃呈示的特性以及官田同量示国字符串間的美系如下新米。
遠里,"椋竜呈示",意味着以固定直示的形式皇宗単介椋氾,美干包含在学符華中的椋妃呈
示的具体細」育,参照7-4-2"文字(固定並示)"(264頁)和7-9"字省:串呈示"(310頁)。
・特性
普通                    
        位置            椋↓己左上角的坐椋
        代碍            祢杞的字符代渦FF20～FFF轟
        属性            椋妃的呈示模式("皇宗属性和絵閤結果"271頁)椋准/1刃源/反湿内抵
        尺・1'          緑泥呈示的尺寸("放大並示"271頁)
        顔色            
                前景    椋↓己的昆示顔色(仮NT31C有黒和白以外的顔色)黒/藍/江/深幻ン緑/紫/黄/白/透明
                背景    緑泥的背景色(仮NT31C有黒和白以外的顔色)黒/盤/紅/深江/緑/紫/黄/白/透明
位置(椋iJ左上チfi)前景色
⊇i)16,,R
こ;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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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呈示
第7-4市
・放大星示
祢氾可湿示力以下尺寸。
》
・)の
)
1×1(窄日等)2×1(力ll寛)1×2(力lh高)
圏)》
/
4×4
嬢))
8亘
D
旬
2×2
)/3
＼ーノ×
)'3
薩
如果休配的尺寸汲置力2×2或更大,也投宿平滑功能。
呈示属性和絵図結果
属性    陰間結果
称准    椋杞以指定的前景色相背景色呈示、
        麩幽翠
        ㌔　E
        ㍊∴
囚蛛    仮在"椋准"」61承和背景亀岡交替重夏。
        ∨鞠ド」
反並肉煤        日頃色牢晴京色重夏互換,、
        謝ぱi－腰1、
        運㌻
[輸入功能]
椋氾没有輸入功能。
1輸出功能】
緑泥渡海輸出功能。
1処理功能]
緑泥没有数据妙理功能。
[与其官元素回的美系1
・通辻組合多介固定昆示元素可創建単介度数据湿示,如果返染元素並示属性力"丙線"或
"反並肉煤"湿示将根掘核波賀囚螺、、所有元素的囚慰問洞相同。
・柄i紀和其官固定呈示元素根据官伯登記的順序重養,但是,可用支持工具惨敗重畳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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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像和庫数据
第7-5苓
7--5圏像和底数据
7-5-1固像数据呈示
[功能概述1
圏係数据是以点降組成的関係,可没貴方以下植園内的任意尺寸。
寛:8～320点,8点力草位
高:8～240点,8点力草位
用支持工具中的圏爆縮輯稲生成閤係数据,官独立干画面,根掘需要嘗可在任何画面任何位
置呈示任意次,也可以以Win95的BMP格式輸人文件,井登i己力園象数据。
把2k常使用的国家和宴楽的医1像登記方困係数据,以便在需要財能随町方痩地呈示。
omRon
当国係数据在"二色"慎式中生成吋,能指江別景色和背景色。
当国像数据在"八色"模式中生成時,白丁刃毎分点指定顔色(8稗可用顔色)。
在生成圏係数据付,ロ∫指定数据的圧縮。但是,要注意昆示圧縮的圏係数据比量示没有圧縮
白勺使用白勺日寸1司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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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像和庫数据
第7-5常
・生成和使用圏係数据的歩隊
遠里筒述生成閤係数据和将之登氾在画面ヒ的歩聚。具体情況,参照支持工具的操作
手冊。
朔月関係編輯器
↓
指定図像代碍
1
十
指定彩色/単色,和尺寸
↓
生成閤係数据
十
退出国保編輯器笄登記園係数据
斗
逃行画面編輯
十
方旦示登↓己所生成的圏係数据
[限制1
・…ノト画面数継父件可生成的圏係数据最大力4095↑:毎↑團像数据可在0001-・OFI7E,萢
園内指定所要的代碍(圏像/庫代碍花圃),以便能管理和指定。
・在－Al画面中最多能登氾256ノト下列元素,虫干・一・7卜重畳画面包含8介子画面,所以最大
方1024。
圏係数据,庫数据
・圏係数据的尺寸可指定如下
寛:8～320点,8点力車位
高:8～240点,8点力単位
・閤像数据所用前代碍提供給閤像/庫数据使用。
閤係数据不能象称↓己一祥包含在字符串中。
・不能指定超出画面区的閤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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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像和庫数据
第7-5下
[呈示功能1
擦1係数据和掃示方式河約美系如下所示。
・特性
普通                    
        位置            閤家数据左上角的坐祢
        尺寸            圏係数据的尺・r
        代褐            圏係数据的閤像/席代硝㎜1到OFFEI
        模式            圏係数据顔色模式(用圏像編輯而指定)2色/8色
        注罧            力閤係数据指定静注粋(用圏係数据一起指定)
                顔色(対]二NT3L"模式"汲置刃"2色"吋オ布敷。       
                前景    岡f家数据約湿.示顔色(イ又NT31C有黒子目白以夕卜的顔色)黒/蔭/亥17深紅/録/紫/黄/白
                背景    内係数据的青景色(伐NT31C有黒和H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深紅/緑/紫/黄/白/透明
イ、1至
(1冬i係数栽左頂角)揖景色前景色
1亘唾蜘)酬__
＼一一,_..一_一一___,_ノ空目区虹貞也包含在fN'j'内・1
尺寸(X方向)
如果圃係数据PilJnl有空山区域,也包括在1劉像中。以"2色"模式指定背景色町清把住。
附注当把顔色数据粘貼到"2色"転式圏係数鋸申付,除黒色之外所有顔色都変成白色。
・当指定没有登記遣前代碍肘
当指定・全波有登己團係数据的代碍吋,在支持工具中皿示一介代表代碍未登己的符号
(回),但在Nr31バT31C上イ1'広都不嚇。
1輸入功能1
圏係数据没有愉人功能。
「輸出功能1
閤係数据没有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圏係数据没有数振起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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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徴租庫数据
第7-5市
[与其官元素的矢系]
・圏係数据和倖数据的区別
圏係数据由点陣組成可取任意形式,但庫数据仮能通柱組合固定的旦示文字和国形組
成。
白干度数据仮登記字符和国形的描絵信息,簡閲像i敗据要登記画面h所有呈示釣魚陣,
因此庫数据比圏係数据占用更少射角存。
男一介区別是圏係数据不能以"1勾鯨"和"反旦"呈示,但庫数据可根据所登記的元素的湿
示属性,以迭些模式並示,所有元素同対内抵。
・当灯(閤像/庫灯)升与美吋,可以方呈示的国形指定不同的甕像/度数据(278頁)。
・対振替列表/振警防史功能町方呈示的毎Al信息指定不同的困像/痒数据(341頁)。
・閤係数据元素与其官固定呈示元素按照官田登記的順序重養,但是,重畳的方式可用支
持工具修改。
7-5-2庫数据呈示
[功能概述]
庫数据是由多介固定昆示文字和作方単ノト元素登記的国形元素組合而成,庫数据可登記力
任何所要的尺寸。
庫数据用支持工具中的庫編輯器創建,独立干画面,可在任何画面任何位置呈示所要的庫数
据。
可将経常使用和夏祭的圏像登記内庫数据,以便殖財方便地墨示。
白干度数据中的元素以宮田在支持工具中創建的順序豆示,(較早創建的国形将被后来創建
的覆蓋〉,所以,在創建吋,一定要考慮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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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像和庫数据
第7-5市
・創建和使用庫数据的歩聚
在遠里簡単描迷創建庫数据和将之登人画面的歩聚,具体細布,参照支持工具的操作
乎朋・。
1凋用庫編輯器1
十
指定庫代碍
十
1創建庫数据1
十
1指定萢園1
斗
退出庫編輯器井登記オ数据
↓
1画礁輯1
十
1力呈示登}己所生成射倖数据1
1限制]
・一ノト画面数据文件最多可生成12288介庫数据:可在1000～3FFFH萢園内力毎今庄数据
指定所要的代碍,以便能管理和指定。
・在…幅画面中可登L己最多力256介以下元素,蚤然一・ノト重聲画面包含8↑画面,最大イ乃力
256。
圏係数据、庫数据
・一介庫数据可登記的元素数目的最大力64。
・庫数据中口∫登記的元素力以下固定湿示元素:其官元素不能登記。
文字,圓、弧、扇形、折銭、多辺形、矩形、填充、椋1己
・1奉数据所用的代硯也可提供姶関係/庫数据使用。
庫数据不能象椋記…一祥包含在字符中中。
・不能指定超出画面区域的庫数据。
1呈示功能]
庫数据和官伯皿示方式河的美系如下所示、,
・特性
        普通    
        位置    庫数据左上角的坐椋
        尺寸    庫数据的尺寸
        代碍    度数据的蟹像/庫代碍1000～3FFFH
        注経    分配姶庫数据的注稗(用庫編輯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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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像和庫数据
第7-5令
位貴く庫数据左上角)
↓
旦一
一
尺.、1'(X方向)
・当指定…含浸有登記的代硯肘
当指定了一介没有登記的庫数据的代碍吋,在支持工具中将会呈示表示代碍未登妃的符
号(図),但在NT31/Nr31C上将什会都不呈示。
[輸入功能]
庫数据没有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
庫数据投宿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庫数据没有数据妙理功能。
[与其宮元素面的矢系]
・圏像i数据和庫数据的区別
閤像数据是由点陣組成的任意形式,但庫数据仮出国定量示的文字和固形的組合而成。
由手摩数据イ又登記r字符和国形的絵回信息,而圏係数提要求画面上所有呈示的点陣登
田力数据形式,因此庫数据比図像数据占用更少的内存。
男一一区別足囲像数据不能以"囚煤"和"反昆"昆示,他序数据能根掘所登氾的元素的湿示
属性豆示,所有元素回付囚懸。
・在灯(團像/庫灯)井和美吋,可以力呈示的固形指定不同的圏像/庫数据,(278頁)。
・可力振警列表/振替』万史所顕示的信息指定不同的圏像/庫数据(341頁)。
・序数据元素与其官固定昆示元素按宮相湿示的順序重畳,但是,可用支持工具修改重登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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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7-6灯
【功能概述]
278
灯是能根掘没置位的状杏改変的国形,灯可分成以下主要的二美。
・普通(椋准)灯
普通(椋准)灯改変固定湿示顔形的呈示状志(美/升/囚抵)。
■●
升
卵
巣状志井杁念
・閤像/庫灯
圏像/洋灯在井和美状悉呈示不同的国形(顯像/庫数据)
國
美状志升状志
在用支持工具生成画面数括目寸将灯布置利改貴在画面上。
第7-6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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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第7-6市
[限制1
・一幅画面最多可登}己256介灯,由『「Lノト重養画面包含8小子画面,所以最大力1024。
一介画面数据文件所能登氾蘭灯数没有ll艮制;只要不起泣数据文件的容量,可登記任意
ノト。但是,如果登}己了大量的元素,庇参照"出京服制"(517頁)栓査是否符合元素湿示的
限制,,
・当多辺形作方普通(椋准)灯的,V.示国形吋,一介多辺形最多可有255イト頂角。
・取大熊回付W－派的内像/倖灯数也受同像和作数据的限制,速就是晩在一ノト嘔i西中能湿
示的圏像/庫灯和閤像和序数据的最大数力256,量然然ノト重替1田i面包含8ノト子画面,但
最大刃1024。
・当序数据同・介圏像/庫灯一起晶示吋,如果序数揚超出了画面区域,将什玄都不呈示,
通常,支持不具保証数据不超出画面区域。
・如果没有力指定的閤像/庫灯代碍登竜数据,将什久都不ll直示。
・灯呈示的順∫了由灯創建吋的順序決定,但是,可用支持工具修改灯湿示的順序。
[通用属性]
通用属性根掘灯前業抑イ∫根多変化,因此,射干各別1情況要単独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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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2225]---------------------



灯
第7-6市
[呈示功能1
・普通(椋准)灯
普通(椋准)灯的特性与昆示的固形同的矢系如下所示。
～特性
普通                    
        位置            灯呈示区域左上角的坐椋
        尺寸            灯毘示区域的寛和高(以点力単位)
        椋笠            是否有精貼在灯上的字符串逸拝祢氾(有学符串)/尤迭拝椋妃(元宇符串)
        説明            粘貼在灯上的宇符単字母数宇和符号椋i己一十椋泥弘作2十字符椋笠的具体特性,参照7-4-2"文字(固定呈示)"(264頁)
        樵架            有/尤灯呈示国形的権架逸拝祢氾(使用枢架)/尤逸捧椋己(元枢架)
        形状            灯的形状(呈示固形)矩形、多辺形、圓、扇形
        顔色            
                権架    枢架顔色(仮当方以.ヒ的"枢架"没責了逸拝椋↓己固有敷),イ又NT31C有験白和黒以外的顔色。黒/藍/虹/深紅/録/紫/黄/白
                ON/1河源        在井或1河状志吋的灯顔色(伎NT31C有験白和黒以外的顔色黒/盤/紅/深紅/緑/紫/黄/白
                OFF     在実状恋吋灯的顔色(伎NT31C有除白和黒以外的顔色)黒/蓋/z[/深紅/緑/紫/黄/白
        亮的功能                
        地趾            
                PC位    灯約分配位("分配位"281頁)
                1/O注秤 表示分配位内容的注経最多16介数字字母…和符号的学籍串
        灯属性          
                ON美型  灯升目、拍勺霊示模式亮/内煤
附注可力灯的椋答分別汲置美和升的顔色,但是,背景色固定力"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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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灯的形状
矩形
{立直　成r|月"
↑匡架顔色
剛灯㌘
＼__ノ
尺寸(X方向)
圓
㌫慰
一ノ
尺・]'(X方lr1D
－分配位
灯位可分配給下列PC区域
多辺形
還ゴ∴
、一____ノ
尺寸(X方向)
扇形
位i雪="説明"
嚇撫
八一」鴫(X方向)
符号    C系列PC 分配    CVM1/dv系列PC   分配
DM      数据内存        ∨      数据内存        ∀
CH      1/0継電器       ∀      1/0地竜器       ∀
質M     定吋器当館値    X       定時講書前疽    ×
CNT     汁数器当前値    X       計数器当前假    ×
HR      保持地竜器      ∨      一      －
AR      輔助地中器      ∨      特殊輔助継屯器  ×
LR      縫接地毛帯      ∨      }       一
ン:OK×:不可以
由干CVM/CV系列PC的特殊輔助地竜器都已分配了系統功能,就不能増作共営用途
了。
毎分内存区池園随PC神業而不同,参照附乗"PC内存国",551頁。
一灯的昆示
根掘分配位的状杏,灯毘示如下。
0(OFF):美
1(eN):升或囚源
在灯位没置力"玉"(ON)吋,灯是達1雲点亮迷児内懸由"ON美型"属性決定。
注意,灯在ON吋的昆示或囚焼也能根据有元枢架而不同。
有権架肘:一頁昆示椎柴。
元枢架吋:根掘OFF的顔色,在美吋有可能看不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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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権架湿示吋1{尤椎柴呈示吋]
{OFF){OFF)
□福二□ロミ睡□
収枢柴内区域囚蛛灯在呈示if寸i不ll紘示状念1司交替
一改変椋笠
普通(椋准)灯的椋竿足固走競示文言。如要根掘条件改変析答,要生成一↑圏像/庫
灯,井対ON状志和OFF状恋登記不同的内像/庫数据。
閤f象/}牟タ丁
困像/庫灯的特性和呈示的墨形1可約美系如下所示。
一特性
普通                            
                OFF状恋         
                X、Y            OFF状恋吋並示的圏像/序数据左上角坐椋
                寛、高          在OFF状志呈示的1冬1像/倖数据的寛/高
                代碍            在OFF状志呈示的閤像/庫代碍
                顔色(伎対在"2色"模式中的圏係数据布敷)           
                前景            在OFF状志圏像/庫灯的前景色(仮NT31C有除白和黒以外的顔色)黒/菅/紅/探鉱/緑/紫/黄/白
                背景            仮NT31C有除白和黒之外的顔色)黒/藍/幻:/深刻:/緑/紫/寅/白/透明
                ON状恋          
                X、Y            ON財呈示的図像/庫灯左上角的坐椋
                寛、高          在ON状忍耐並示的関係/倖数据的寛和高
                代褐            在ON状杏吋毘示的困像/度数据的代碍
                        顔色(伎対症"2色)模式中簡閲係数据有効)   
                        前景    在ON状恋吋閤像/庫灯静静景色(仮NT31C有除白和黒以外的顔色)黒/藍/幻/深紅/緑/紫/黄/白
                        背景    在ON状忍耐[塑像/庫灯的背景色(奴NT31C有験白和黒以外的顔色)黒/藍/江/深紅/緑/紫/黄/白/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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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的功能                
        地趾            
                PC位地祉        灯約分配位("分配位",283頁)
                1/0洞洞 表示分配位内容的注秤最多16小数字字母字符
イノ詮
位置
旨L
叉状志井状志
一分配位
灯位可分配給以下上位机(PC)区。
符号    C系列PC 分配    CV顕/CV系列PC   分配
DM      数鋸商存        〉      数鋸歯存        〉
CH      レ0継屯器       ∨      1/0継屯器       〉〆
TIM     定対審当前値    ×      定時器当前値    ×
CNr     汁数器当前値    ×      計数器当前値    ×
HR      保持継電器      ∨      一      －
AR      輔助継屯器      〉/     特殊輔助継屯器  ×
皿      縫接継屯器      〉      一      一
由予CVM1/CV系列PC的特殊補助継鬼門都己分配了系統功能,就不能用作其官用
途了。
毎・↑'内存萢圃根掘PC美型而不同,参照附乗1:`PC内存圏",551頁。
【輸入功能]
灯旗出上位机中位的内容井根据位状恋執行処理、。
但仮可在以下情況下演出位醜状恣:
・当該灯是在当前湿示的画面ヒ所使用吋
【輸出功能]
灯没有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灯没有数据妙理功能。
[与其官元素的矢系]
・触摸汗美(284頁)与普通(椋准)灯有相同的湿示功能。
・灯和英宮元素根掘在支持工具内在画面中豊氾的順序重畳,但是,可用支持工具修改重
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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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触摸升美
〔功能筒介〕
NT31/NT31C允許杁画面的触摸板遊行輸入。鞍下接触画面上的触摸升美,可以切換M31/
NT31C的画面,位信息可以佳送到上位机。
20点
16寛×▲2高{7,2nmi)
/
点㎜
02
2γ
'介触摸升JXiTil以由多介
功能案施
触摸升x元素ll成
投下触摸升美吋,
就実施設置的功能
対千灯,力触摸升失投量的国家能随着一ノト没定位状志的改変而作相泣変化,此外,逐要力
官設置一介能探測到触摸的区域(触摸升美区)。
使用支持工具創建一一幅画面数据付,就把触摸升美排列井設置在画面上。
当技下一ノト触摸升美酎,就会実施預先汲置的功能。
可以分別汲置触摸輝美湿示的方式,以及投下営吋的赴理方式。
触摸区域
呈示辺櫃
当按下達
小位置
触摸升美功能実現
注意不要将舷摸弁天輸入功能用干対生命有危険,或有可能造成戸重財声毅圷的場合,也不要
用倣緊急停止升美。
不要用火干30N的力接触袋井美。
不要在青灯業因吋,或画面ヒ元任何湿示吋,不経意地按劫触摸升美。否則系統会遊行不
可預知的操作。只有碗杁系統安全后オ可鞍下触摸丹美。
注意如果赴快達接地旗下触摸升美,那広可能元法成功的接収※些輸入命令。
在移向下一介操作前,首先庇碗仏土一介触摸升美的輸入已被成功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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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2230]---------------------



触摸升美
第7-7帯
附注一鞍下三介触摸升美吋的注意事項
当多ノ↑'触摸升美如下例所示排列,井且破間吋鞍下吋,由手触摸升美的特殊机理,会声生
一ノト渓功作。
注意如何排列触摸弁天。
例:当触摸井美設置在A点,B点,以及交叉点C或D
」請麟難纏縫鍛習麟認:;触
韓土?'麟竃蕊繊麗綴織+触
最小的触摸升文革.位
・可以方触摸汗美設定的功能
可以内触摸井美汲置下列任一一・功能,細辛参考"赴理功能"(292頁)。
・上位机通知功能
按下…十触摸升美吋,上位机中起通知作用的位("通知位")的状悉就会改変。
官可以下面四神方式的任一神方式変化。
一瞬劫
当按下鮎摸汗美吋,通知位置成"1"(ON),群放射,通知位迩練成"o"(OFF)。
一交替
毎次鞍下触摸升美吋,如果当前状恋是"0"(OFF)則通知位豊成"1"(ON);如果当前状
志是"1"(ON)則通知位置成"0"(09F),,
一貴位
投下触摸升美,通知位置成"1"(ON)。
一夏位
按下鮎摸升芙,通知位置成"0"(OFF)。
一圃
触摸升美1
⇒
分配用作通知的
位(触摸升美1)
・画面切換功能
投下一介触摸升美吋,昆示切換到改定的画面。
按下鮎摸升共t
⇒
"画面No.5"足力触袋井X1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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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健控制功能
和数字/字符串没定功能組合使用吋,核功能能将数債(祢答)輸入到輸入区。也可実施一
些特殊功能,象検査或清除輸入数字値和字符串,移功光椋以及用箭美鍵移功輸入区。
■08自豆田墨■[唖囮■
数字遊走輸入1>(
・字符串輸入健功能
核功能写字符串改定功能組合使用吋,按功一ノト触摸升美,可以特称笠論人到輸入区。
学符串輸入区
                
                
        弓NT31c1'輸入   
        lNT31cl[三]圃   
                
・箇白鍵功能
咳功能使得投下触摸升焚刑,能打井和美囲一介菌口。
按遠里
⇒
打升触摸升美
・夏制鍵功能
通道鞍下触摸升美,咳功能可以把内存表中的数据或常量夏制到其官的内存表中,或夏
制到数字改定/字符串輸入区,、
        /夏繊一ーーーーーーーー一「数字内存表1          
1・・…i[杵畠呈示                       
                00000   _L夏柑
                        
                12345   
                        
                w≡L    
代硯
－L[亘亘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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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椋移動鍵功能
在画面上有若干数字設定或字符串輸入区吋,咳功能可以将光祢移到任…要求的輸入
区。
光椋移動鍵
画技鯉
口匝1国
輸入位置
□[働
口[旦旦8
輸入位置
移劫
画面打印鍵功能
核功能通達按下鮎摸井X,可以往一十与NT31/NT31c相違的打印机上,打印出当前呈示
画面白勺硬拷リミ。
画面硬拷Jlu,一,rYj鍵
按下達介健,ld劫}田1面硬拷
貝的打印,.
y田1面硬拷興取消健
投下遠介健,取消1田1面伎特
別的打印,,
[限制〕
・…介画面最多可以登乗256介触摸井美。対手一介含有8小子画面肘頭養画面来悦,最大
1鳶[也是毎ノ↑～画面256ノ↑s。
一介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乗的触摸升実在数量上段有限制:只異数据文件容量没有超
出,可以登最低何数量的触摸升美。然而,当盗泉r大量的元素吋,要参考"丘示限制"
(517頁)校験是否符合元素呈示的限制。
・在同一位置最多可以汲置256介触接升美。枝下一介没置了多介触摸升美的位置日寸,所有
没量的触摸野犬功能都会実施。然雨除了上位机通知功能以外的功能,毎次只能抗行－
Al功能。因比布一ノト位置上只能有…介触摸汗芙可炭量」1三上位机通知功能。所有具各上
位机通知功能的触摸升美将同吋通知上位机。
・多辺形用作触摸升美的霊示国形吋,一介多辺形最多可由255ノト頂点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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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升美共有的汲定如下所示。依据功能也↓午需要更遊一歩的設定。
・特性
…般的                  
        位置            触摸弄美並示区左上角的坐椋
        尺寸            触摸升美星示区的寛和高(以点力単位)
        杯盤            触摸汗染上有或没有一・↑'字符串(椋答)有逃捧椋氾(有字符串)/元逃拝i緑泥(元字符串)
        説明            触摸弄美上的字符串鞭」こ字母和符号,赤児
                        一ノト祢笠最多可没置40ノト数午字母,和符号(或相当
                        的〉。一一全称氾春作是衛十字符。
                        椋笠参数的細廿参考7-4-2"文本(固定呈示)"(264
                        頁)。
        辺権            触摸升※皿バ国形有辺椎/元込梅有迭捧椋i己(使用辺椎)/秀逸捧椋i己(不使用迦樵)
        形状            触摸升美(呈示閤形)的形状・固定形状昼示辺枢
                        元椎柴/椋准/閉影/3雄
                        ・自由形状湿示辺桓
                        矩形/多辺形/圓/扇形
        湿示ON状恋              鞍下触摸弁天,是否用度撮形式呈示灯。
        顔色            
                辺枢    辺枢的顔色(仮当方上面的"辺枢"設定了逃拝緑泥吋宿敵)。(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
                        黒/藍/紅/洋江/禄/深藍/黄/白
                        当館摸肝実力ON吋的湿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
                ON      以外的顔色〉。
                        黒/藍/幻1/洋紅/緑/深藍/黄/白
                        当触摸升実力OFF肘的湿示顔色(侠NT31C有除了黒,白
                OFF     '以夕卜的顔色)。
                        黒/疏/紅/洋紅/緑/深藍/黄/白/透明
改定                    
        功能            鞍下触摸升美吋,執行的赴理功能・通知位
                        ・画面切換
                        ・輸入健投制
                        ・輸入鍵一串
                        ・輸入鍵一鍵盤
                        ・夏制改定
                        ・光椋移動
                        ・打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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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功能                  
        地趾            
                PC位地批        力量示触摸升美分配的位("分配位",290頁)
                1/0注秤 注経説明"分配位"的内容奈多16ノト字母或符号的字符串
        灯属性          
                ON形式  当触摸井美是ON吋湿示国形的反湿(当形状設置成"開影"和"3一錐i"吋1元効)。灯亮/内抵
・灯形状
く帯固定形状呈示椎柴〉
当逃用固定形状湿示吋,作方触摸チF美的胸座,以精碗形状的一一一・Al区域昆示灯。
当造用"売据架"吋,除非接収到来自上位机的灯亮(丙畑i)指令,或i按下鮎摸升美,否則只
呈示椋答(如果役役貴様答,除非按下館摸井芙,否側仕ム也不呈示)。
天辺桓
位置"説明"
鵠垣欝
一
尺寸(X方向〉
椋准
位置"悦明"
ぴ
一.ノ
八」'(X方向)
辺枢=触摸
升美区」或
OFF顔色/
ON顔色
阻影
{並置　説明"
鵠
＼_._._ノ
尺寸(X方向)
OFF顔色/
ON顔色
3一錐
位置"説明"
鵠
＼_、___ノン
尺寸(X方向)
辺枢=触摸
升美区域
0]FF顔色/
ON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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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形状量示辺桓〉
造用自由形状湿示辺枢吋,作方触摸升美(触摸升美区)絢泣的呈示悪形可以独立設置在
任一地方。
矩形
位置"混明"
辺枢顔色
尺寸1
(Y方向)
圓
(1
、_一
人」'(X方H)
□罐朕[コ認
OFF顔色/
ON顔色
イン㌣"説明"
辺樵顔色
㌫El]醗,
＼_一__ノ
尺寸(X方向)
[コ鵠桜口繭
多辺形
"説明"
辺枢顔色
尺寸LABEL
燵担、
＼_____一ノ
人・]'〈X方向)
□㌶朕□;雇
用形
OFF顔色ノ
ON顔色
辺枢顔色
㌫(ピL「:罐、
、._≠_ノ
尺寸(x方向)
口麟朕[コ齢
・分配位
灯位u∫以分配到下列上位机(PC)区域
符号    C系列PCs        分配    CVM1/CV系列PCs  分配
DIW     数据存虻区      v       数据存虻区      v
cH      1/0継屯器       v       1/0継電器       v
TIM     汁吋器当前値    ×      汁吋器当前値    ×
CNT     汁数器当前借    ×      汁数器当前値    ×
HR      保持地毛器      v       }       －
AR      補助地毛器      ◇      特殊補助継電器  ×
皿      鍵接地屯器      v       一      －
V:可以×:不可以
由干CVMI/CV系列PCs的特殊補助継屯器都己分配姶系統功能,因此,不能将官何用干
除系統以外的地方。
毎分存虻区的萢固依PC的美型而不同。参考附乗"PC内存表",551頁。
附注対手没責了上位机通知功能的触摸升美,除灯位外迩必須分配一…小用作上位机通知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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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功能〕
ヌポF灯,可以力触摸升美改定一介圏象区域,法国象区域依据上位机中的一介位的状茶瓶以
不同方式品示。上位机中用干控制触摸升美並示的位弥助"灯位"。
灯位的状恣会戸主下面的効用。
0(0狸):灯美閉
1(ON):灯亮或囚抵
当灯位設置成"1"吋,灯亮迩是囚焼是歯触摸升美L的"ON的形式"逮・属性的炭量決定
的。
■圃願

■

分配的位(触摸井美】)
ぐコ1[1←1
(触摸升Xl)
如果炭量了"昆示ON状恋",按下鮎摸井美ヨ寸,則反兄呈示閤象。
[輸入功能]
NT31四T31C的触摸井夫元素在画面上以寛力16介単・位,高力12介単位的同格形式排列。可
以用多ノト触摸丼美元素生成一介大的矩形触摸弄美、、
16・'・12高(鑑)
/
b
20点
(7.2mm)
1功蹴
②。
訓城
町鋼
美元
升美
瑛升
触摸
小鮎
一介
就D
,龍
田功
人的
升定
摸倣
触了
ド現
按文
如果旗下改定的触摸升美区的任一ノト触摸升美元素,則ひ力是触摸井美作方…介整体被鞍
下,就実施所改定的功能。
如築造置了"湿示ON状志",枝下触摸秀美吋,則以反湿毘示圏象。
附注如果在述有其官健{乃赴手技下状茶時,按下一介具有画面切換功能或弾出健功能的触摸升
美,那久遠介鍵的功能元法実現。所以清先経放其官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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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292
第7-7布
依握力官改定的性理功能触摸狂夫能完成以下輸出。
一ヒ位机通知功能
上位机中的一十位按照改定的通知方法被裏写。
一画面打印健功能
可以往一一ノト与NT31/NT31C相違的打印机上封印出}㌔前置示画面的硬拷貝。
細布参考下面的"処理功能"、,
按下触摸月夫吋,就実現力'ビ没量的功能,、
可以内触操升美瑛貴八秒功能,如下所示。
一ヒ位机通知功能
一画面切換功能
一校制鍵功能
一字符串愉人証功能
一箇1-1鍵功能
一夏制鍵功能
一光椋移功鍵功能
一画面打印健功能
・上位机通知功能
逮項功能通知上位机,有一介触摸升美巳経被按下。
使用遮項功能吋,必須力触摸升芙設定一介用作通知的位(通知位)。如果没改定通知位,
触摸チF美将不起作用(伎作方ーノト灯工作)。在Nr31/M31C中規示的触摸升美的輸入状
志均能反映在通知値上。
輸人通知的特性如下所示。
設定                    
        地趾            
                PC位地祉        力触摸戊1:美通知分配的位("通知位的分配",294頁)
                1/0注群 注馨悦明"分配位"的内容至多含有16介数字字母和符号的字符串
                幼作形式        鞍下触摸汗美射的通知操作瞬功,交替,置位,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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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操作美型
可以迭捧下面四科1方法,通知上位机。
一瞬劫
鞍下触摸升美吋,通知位是"1"(ON),放升触摸升美吋,通知位近回"0"(OFF>。
,按ド群放按下祥放
↓↓↓↓
通知位㍑,瑠、影鍵慧
一交替
毎次鞍下触摸升美吋,如果当前状志是"0"(Olop)則通知位変成"1"(ON);如果当前状
杏是"1"(ON)則通知位変成"0"(OFF)。
枝下秤放鞍下特赦
↓↓↓↓
通知位1㍑)難織懸想
一畳位
按下鮎摸弄美吋,通知位置成"1"(ON),兀芙特赦后官一直保持在ON状恣。
旗下群放鞍下特赦
↓↓lL
通知位ll㌫)∵ぷ慰㍑∫溺麟糖'㍑
一夏位
按下鮎i摸汗美肘,通知位置放、"0"(OFF),升美辞散居ピー・宜保持在OFF状恋。
鞍下特赦按ド特赦
↓↓↓↓
通知位㍑麗翻__
附注如果在一介画面上有多介瞬劫触摸弁天,官田是分配姶同一介位,井且回付按下和経敬遠些
升美,在毎次有…ノト升美特赦吋向上位机通知一次。
・通知操作的注稗
触摸升美通知功能的実施方式依据通知操作和通信方式而不同,如下所示。
通知操作実理    使用上位机鍵接使用NT鑓接(DM区)  使用NT縫接(除DM区外)
瞬功    (D通知以学力単位(字中共官位力OFF)       (3)通知以位力単位
交替,置位,変位  (2)通知以学力単位(注意,在画面上凄取学的内容,通知以此内容力基部) (4)通知以位力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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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触摸升美輸入通知,注意下面几点。
一表中(1)的情況下,同一イト手中其1≧位経迂通知鞍力OFF。
位151410枝下触摸升美位151410
匝ユ===匝】⇒
匝〔==コ囮
lL__」
触摸升美通知位除通知位外的其
'ピ仁変成OFF
－表中(2)的情況下,虫干通知是依摺足示前字的内合而抗行的,字中共官位不夏写。然而,
記示道程中如果上位机中手的内容改変,官秘剣依据呈示前約内容被笈写。
一旗下一介瞬功触摸iFl美吋,如果切換画面,触摸升美本身将消失,井且"OFF"状恣通知給
上位机。因此表中(1)的情況下,字中所有位将置成"OFF"。
一使用上位机縫接吋,虫干不能以位力単位時人,所以画面切換吋,分配給瞬劫/置位/星
位触摸升美的字中,除通知位以外的位尤法保持,、
一如果使用Nr30/NT3㏄,不允t午対同一・Al4'分配一・↑＼瞬功触摸升美和分配其ビ功能(交替,
置位,夏位)的触摸Jl:美,但遠対手NT31/NT31C是允}午的。
一如果不是用触…摸升実操作,例如,通辻編程器操作,来改変分配拾主替触摸刀美的一十位
的状恣,則可能元法保証交替型触摸弄美杁逮一点升始的笹踊操作。(ON,OFF状恣有可
能倒置)。
一在lt表(3),(4)情況下,通知対字中共官位没有影桐。
附注上表情況(1)中,・…Al位的状恋即使通jSJ梯形閤程序的自敬操作指令KEEP遊行保持,也将会
被変成OFF。刃避免返様,当使用NT縫接吋分配位不使用DM区。
・通知位的分配
通知位可以分配給下面釣上位机(PC)区域
符号    C系列PCs        分配    CVMI/CV系列PCs  分配
DI班    数据存虻区      ◇      数据存殿区      ◇
CH      1/0継屯器       v       1/0地竜器       v
TIM     汁吋器当前値    ×      う梱寸器当前付  ×
CNT     汁数器当前借    ×      汁数器当前値    ×
服      保持継屯器      v       一      －
AR      補助継電器      v       特殊補助継電器  ×
LR      鑓接継屯器      v       一      －
v=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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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干CVM1/CV系列PCs的特殊輔助継屯器都口分配給系統功能,因此官僧不能用干除
系統以外的地方、、
毎ノト存虻区的池園依PC的炎i型而不同。参考附求L"PC内存表",551頁。
・画面切換功能
遠項功能允許在NT31/NT31C中,通道触摸升実操作南元需来自ヒ位机射手旨今来切換画
面.
使用迭項功能吋。要力触摸汗美改定要証示的画面。鞍下触摸升美吋,呈示切換到没定的
画面(遺時,経由河状恋通知区通知新的画面編号)。
附注一当鎗…介触摸井美分配的画面其編号不是下表所示花圃吋,画面不切換,当前呈示的画面
イ乃保持湿示。
一可以通達pr状杏擦制区操作(405頁),位存虻表操作(408頁),稲扱警/1万史功能(409
頁)切換画面。
一力了見示一介重登画面,指定父画面的画面編号。
画面切換属性如下所示。
新的昆示画面的端号
1至‖3999,9001,9002,9020,9999
一指定的画面縮写及呈示操作
在NT31/NT31C中的呈示操作,取決手指定的画面編号,如下所示。
一画面Nos.1至3999
呈示切換到帯有指定画面編号的画面。新星示画面的画面編号通知上位机。
一画面No.9001
呈示房史(以事件刃序)画面。画面編号9001通知ヒ位机。
一画面No.9002
湿示防虫(以頻率%」序)画面。画面編号9002通知上位机。
一画面No.9020
呈示編程器画面。画面編号9020通知上位机。
迭勅使得在追行模式下〔仮当使用NTl;1髄接),也可以使用編程器功能。盤面,送行
模式取消。
一画面No.9999
重新品示前ント並示画面。湿示画面的画面編号通知ヒ位机。
遠里,触摸井美円作画面切換近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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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999以タト的画面1
投下触摸升Xl
－
fJ触摸升美1汲置"画面Nξ).5"
[No,9999画面]
菜単画面
巨同
国
　
旧1画切換
・来自上位机的指令
・画面切換鍵
力触襖升美1没置
"画面No.9999"
4
按下鮎横井美1
・字符串愉人健功能
在使用字符串輸入功能吋,用干字符串的輸入。
没有力文本鍵改定的属性。如来触摸汗美改定成文本縫,則触旗弁美的椋笠輸入到一介
輸入区。
附注也可用"控制鍵"触i摸升美(0到9,A到F),和見一介与NT31/M31C相違的条形碍達人器
向字符串輸入区給人。
在使用"字符串設定吋'
輸入。
必須使用一介"控制鍵"触摸ヲ干美(EM'或回〉来碗仏学符串
・控制代砂輸入功能
数字輸入功能中,擦制健也可用作数字健(0到9,A到F),和作力有固定功能的特殊鍵。
可将一小燈制健分配給一介触摸升美,以用十執行一介特殊功能。
控制鍵属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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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力触摸刀咲控制健投燈下列功能
鍵      功能
0～9,A～F       用干輸入数字(1位)
CLR     清除輸入区内的数値和字符串
±      力輸人的数値祢定正,負号
        用干輸入十逃制小数点
HOME    用干将光椋移幼到屏幕左七色的輸入区
↑,斗,<一,→    用干将光椋移動到所需的論人区
回      陥杁輸入光椋不移動下一介輸入区
画      停止蝶蝿器
含,阜   在輸入区之阿移動
MENU    呈示系統菜単
CA      取消文本輸人
BS      刷除光祢前前数字或茅符
DEL     鰯除光椋赴的数字或字符
<,芦    用干移功輸人光祢
ENT     碗荻輸入(碗臥斤,光椋移到下…ノト輸入区)
・商口鍵功能
当使用窟口健功能(7-14-1"賓]功能",372頁)日生遠!卜健用子非∫井和美問筒口。
附注一当Iyr状志控制区的"打弄蘭口"位没茂成"1"(禁…ll二)吋,不§旨在NT31/NT31C中吊触i摸升実
操作来手丁ノモ・菌llo
－周支持工具通辻把蘭口和"光椋移劫鍵'
口。
'触摸升実相朕系,可以按光椋移動健来打井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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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菌口鍵可以下列方式控制商口。
一打升
ナ丁チF本旨定日勺雀r口、、
鞍下"打升"筒口鍵吋,通泣触摸升美的装置,打升指定的箇口(然而,商口是否真的打升
了,要看呈示状志和触摸升美属性〉。
商口的湿示位置就是生成一介商口吋指定的位置。
完全什久形式的呈示,如果指定的商口已鑑昼承了,則鞍下"打升"触摸升美吋,什4事情
也不会友生。如果指定的商口不存在,同祥也是仕入事情都不麦生。
"打汗"蜜口健的属性如下所示。
要呈示的筒口画面的画面編号
1到3999
一美因
美閉所昆示的箇目、,
按下"美閉"筒口健吋,美閉当前呈示的商口。
一交替
打升或矢間指定的宙「]。
如果指定的箇日没呈示,鞍下"交替"鍵,以投下"打升"鍵相同的方式打升菌口。
如果指定的屋口口湿示,旗下"交替"健,以鞍下"美囲"鍵相同的方式美団窟口。
如果指定的商口不存在,什ム事情也不会友生。
"交替"商口健属性如下所示。
要打升的筒口画面的画面編号
1到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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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親鍵功能
遠項功能用手屑一介内存表中的数据或常量夏制到男一ノト内存表或輸入区内。遠射干将
数字/字符串呈示改定到官的初婚状杏,以及将相同内容(即初始値)輸入到多介数字/
字符串論人区是彼有用的。
下面組合的夏制是允誓約。
夏制源
笈制目的地
一
数字内存表
一
数字内存表
数字没宝輪人区
字符車内存表
宇符串投足輸入底
数宇内存表
数字没足輪人区
附注一由町状志控制区的操作也可以完成内存表之河的夏制。
・…一如果在Nr31/NT31C中,用象夏制鍵遠洋的i操作改変了一介数字/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
那ム迭介変化血判通知姶上位机中的臼状悉通知区。
夏制鍵的属性如下所所。
改定                    
        夏制源          
                実理    夏制源実理数字表
                        字符中表
                        代掲
                内存表  夏制源内存表編号,如常量就是一ノト数値
                編号/   ・ヌ才子数字/字符串内存表
                固定値  0到1999
                        ・射干常数
                        一2147483648至lj147483647
        夏制到          
                美型    夏制目的地実理
                        数字表
                        字符串表
                        光称位置(数字/字符串輸入区)
                内存表編号      夏制目的地内存表編号(如果"笈摺到"是用"光椋位
                        置"改定的,刺咬設置元敷)
                        0到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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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椋移功鍵功能
遠攻功能将光椋移到一ント預定的数字/字符串輸入区内職人倣准各。
也可随着光椋的移功同肘打升…介指定的菌口,井目根据輸入区自劫呈示一一介宙口。
附注一当数字/宇特車輸入区登泉在一ノト画面上吋,可以自幼生成光椋移功鍵。
一可以用輸入鍵一控制指定輸入区。
光椋移動鍵的属性如下所示。
改定                    
                使用鍵盤画面    
                        打升商口?有逃特称氾(打升)/先進拝椋i己(不打升)
                画面編号        要打升筒口的画面編号(只有当"使用鍵盈画面"没有逸捧椋妃吋有数)1～3999
        自助排列                
                        在支持工具編輯中足否与相美輸入区一起移劫?有逸拝椋志(YES)/元逸鐸椋志(NO)
・画面打印鍵功能
咳功能允許起劫或停止,在一十与Nr31/Nr31c相違的打印杭打印一介当前呈示画面的
硬拷型。
附注－NT31/M31c在打印期1司迷霧工作。
一打印机墨型和打印方法(彩色/単色(8ノト灰度等級))是由NT31/M31c中内存外美没貴
決定的。
用汀"状恋按制位"操作也可弦打印画面的硬持唄。在違和情況下,鞍下一介触摸丹美可
以1冬止打印。
画面打印属性如下所示。
改定                    
        打印画面                
                湿示画面的打印  改定触摸丹美是起動打印,迩是停1ヒ打印。起功/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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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官元素的夷祭〕
・用"輸入鍵一字符串"和"輸入鍵一控制"与"数字輸入"(352頁)和"字符串輸入"(367頁)
相結合,可以輸入数値和字符串。
・在菌口中登最遠些鍵,以健在需要吋可切換商口,使用金運的輸入。
・可力下列元素自助生成具有特殊功能(輸人鍵一控制)的寺用触摸升美、、
超i勢・曲銭函(327頁),i}反響　‖表(341頁),き艮1警』万史↓日乗(341〕頁),i炭量チFi)Ci,(359頁)
・触摸升美可以与共営元素,按照利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登乗元素的順序相重畳。
然而,用支持工具可以改変触摸升美相互重豊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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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of Page 2247]---------------------



数字呈示
第7-8市
7-8数字呈示
[功能筒介]
数字内存表的内容是作方数字値量示的。
数字偵可以以土遊制或十六遊制湿示。
如下所示,有両神査閲方法,用来査1珂要償呈示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
・直接査1凋(提供相美数宇内存表的線号)
{囹1調
分配■
(数学内存表NO,18)
数字内存在NO.18DMOIOO
二二〇〇620062
盲接査閲
・間接査渕(査閲的数字内存表,提供稲美数字内在表的編号)
一顧
                                
                                分軋子(数字内存・表数字内在」《NO.18DMO100
                        一      
        17777↓一                       一ーioO62
        」                      ■1■ll珂接酬lDM。、。。
                                
                                1777771γ1717
【限制]
数字内右表NO.62分tlL了
(数二≠内在表NO.62)
・一・小画面最多可以登乗256ノト数字呈示。射干…介含有8小子画面的重畳画面,最大値是
1024ノト。
対手一介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乗的数字湿示在数量上没有限制=只要数据文件容量没有
超出,多少数量都可以登景。然而,当登乗了大量的元素吋,要校強元素湿添釣眼制泣符
合参考"昆示限制"(517頁)部分的要求。
・可以湿示的数字値花園是由数字内存表的"存定業型"("BCD碍"或"二遊制碍"),"豆示
美型"("十遠端"或"十六遡i制"")和"昆示符号"岩的汲置模式決定。細管参考7-3-1"数
字内存表"(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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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説明了数字呈示的特性和良示的数字偵之何的美系。
・特性
'般的                   
        位置            数字湿示所在区域的左上角坐椋。
        字型            字符的字型祢准/半高/双寛
        比例            数字旦示的比例("放火的呈示",304頁)。1×1(相等),1×2(力日高〉,2×1(力目覚),2x2,3×3,4x4,8×8
        平滑            対手2×2或更大比例的数字呈示是否迭用平滑("平滑",304頁)。荷造i拷…]示↓己(執行平滑〉/元逃捧椋氾(不執行平滑)
        属性            数子呈示模式("呈示属性以及絵制結果",304頁)。祢准/丙畑i/反星河畑…
        顔色            
                前景    数字的呈示顔色(仮NT31C有験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背景    数■的背景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ヒ!以夕卜的顔色)黒/菰/虹/洋紅/緑/深蔭/黄/日
没定                    
        査1凋           
                剛妾査閲        査閲数字内存表的方法("直接有間"和"1司接査閲",305頁)有逃揮転記(間接査閲)/元遥拝椋↓己(直接査渕)
                表人口  力呈示査閲的数字内存表編号("直接査1凋"和"1旬接査閲",305頁)4位BCD数・指定"直接査閲"吋存慮要毘示其数値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存表編号・指定"間接査閲"吋存虻数字内存表拘縮号,法内存表中存有其数値要被湿示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存表編号
        湿示美型                数字値湿示的格式("存虻的数据及呈示的数字値",306頁)十遺制/十六遺制
                格式("湿示位的小数",305頁       
                整数    数字値整数部分的位数
                小数    数字値小数部分的位数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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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定            
        消零    是否使用消零("消零",306頁)荷造拝杯↓己(使用消零)/元逃捧椋妃(不使用消零)
        呈示符号        是否指示負数(如果"昆示格式"逸用"十六遊制",則塚造貴兄効)有校鐙椋志(指示負数}/元校捨杯志(不指示負数)
k=]2難
肯景顔色
・放大姫示
数字偵可以以下列比例呈示,、
123
123
4×4
123
8×8
123
・平滑
打大到2×2或更大比例的学籍,官能以自助平滑的牟釦郭遊行呈示。迭項功能称作"平
滑"。
123
平滑
・湿球属性以及昆示効果
123
不平滑
属性    毘示効果
椋准    以指定的背景顔色和前景顔色昆示数字。1睡
内畑i   "称准"毘示和"元旦示"交替重夏。∨〉㌧1　i⇔'
反泉区縣        背景顔色和前景顔色重夏交換。⊂∨萎,!、"、w－つ"ぐ,r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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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査閲和間接査閲
直接査閲是直接指定要昆示其内容射数字内存表的方法。
一1國
分配字
(数字内存表NO.18)
数字内存表NO.18DMOIOO
二二ー
直接査閲
                
        E亜コ・二       二
                
同棲査1渦中,不盲捜指定要呈示内容的内存表:所指定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一介数字
偵)春作是一介数字内存表的編号,具有該編号的内存表的内容将作呈示。注意,1旬接査
閲比直接査閲需要更多的妙理吋河。
■一回幽
                        
        17777ト・●     一      分配字(数字内存表数字内存表NO」8DMoiOO-一」0062αOI6121司㈱Ll_。。
                        
                        17777`ll
                        
数字内イei表NO.62つト目己≒F
(数字内右表NO.62)
・昆示的数字位
数字内存表中所有的内容是作方整数形式存虻的。如果要呈示一介帯有小数部分的数字
値,把"小数"没豊成"1"或更大的値,咳疽摺出小数点后面的位数,然后自動摘入了小数
点。
注意,如果呈示数据的位数大干改定的"整数"和"小数"位数的忌和,就会声生錯涙井且
所有的位将星示"☆"。
下面姶出一介例子(迭里假定力"消零"汲置了逸拝椋i己。)
{列:湿元iR``123456　
一"整数"改定力8位;"小数"投足力零位:
昆示結果:00123456
-"整数"改定力4位;"小数"改定力4位=
旦示£苦果:0012.3456
-"整数"改定力2位;"小数"設定力4位:
昆示結果:12.3456
-"整数"設定力1位;"小数"改定力4位:
湿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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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零
使呈示的数値的位数右対芥在指定的"整数"位相"小数"的息和之内。通常,当数字値的
位数小千摺定位数相討,左辺剰余的位朴零。当逸拝了"消零"汲置肘,多余的数値不朴零
保持空白。
自⑭012345
12345
尤消零有消零
(当呈示位数是8)
・存貯的数据以及呈示的数字値
呈示的襲換方法以及呈示的数値萢国是由下面的設置決定的:
呈示炎型("'卜遊制"/"十六遊制")
呈示符号(是否呈示負値)
〈根据"旦示炎型"遊行特操〉
依据"呈示美型"的没置,対存在数宇内存表中的数据避付知下襲換。
一"十逃制":
数字内存表中春虻的数字値(帯符号的二透徹)韓族成十遊制形式。
一"十六逃制":
数宇内存表中在世的数字値(帯符号的二遊制)原拝見示(不必聴換)。
附注数宇内存表以帯符号的二逃制存世数据。
〈そ寺号メ寸牟セ換白勺景多‖向〉
対干元符号的i'"L#制値,如乗数宇内存表中数据的特操結果是負的,将官鞍換力絶対値
后呈示。
対手帯符号射干避制値,如乗数宇内存表中数据的特操結果是負的,呈示付帯一介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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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的呈示萢嗣〉
如下所示,允許的昼示萢国是由"呈示美型"和"呈示符号"的汲置決定的。
湿示美型        符号    允↓午呈示池園
十遺制  不帯符号        0到2147483648★
        帯符号  一2147483648至‖2147483647
十六遊制        一      0到FFFFFF陶
当呈示分配給上位机字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吋,不仮数字毘示特性,而且"存慮炎型"和
対数宇内存表所作的"宇"改定部将影駒允涛的湿示萢臓。如下所示,根据辻些特性陥定
允許的呈示遊園。
存定業型        字      呈示美型        符号    允杵酌量赤池聞
BCD     1       土遊制  下帯符号        0到9999
                        帯符二号        一999到9999
                十六遊制        一      0到270El
        2       十遺制  不帯符号        0到99999999
                        帯符号  一9999999到99999999
                十六送制        一      0到5F5EOF罰1
二逃制  1       十遊制  不帯符号        0到32768★
                        帯符号  一32768到32767
                十六遊制        一      0到FFFE{
        2       土遊制  不帯符号        0到2147483648★
                        帯符号  一2147483648至‖2147483647
                十六逃制        一      0到FFFFFFF罰]
★注意,迭介抱関与数字輸入(352頁)的苑国是不同的。当数字内存表的内容是8000H
(-32768)吋,湿示32768;当数字内存表的内容是80000000H(-2147483648)吋,昆示
2147483648。遠是国方当数字不帯符号的吋,仮仮足省略符号,井且数字以絶対値的形
式昆示。32768和2147483648不能作方正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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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机字的内容和見示的数字値之1旬的矢系〉
当展示一介分配給」二位机学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吋,字巾的内容首先特換成数字内存表
的存虻形式(帯符号的卜六透徹〉,然后再版据"湿示炎型',"昆示符号"的没置避行特操,
以便呈示。因此桜蝦"字","存虻炎型"的没定,撤示結果有所不同。
下面給出一ノト初子、,
上位机字的内容  "存定業型"      "字"    存慮在数字内存表中的数字値      "昼示美型"      符号    呈示的数字僚
123・4  BCD     1       000004D211      十遊制  元符号  1234
F123                    FFFFFF85H                       123
FOOOl234                2       FFFrFB2E11                      1234
1234            1       000004D211              帯符号  1234
F123                    FFFFFF85H                       一123
FOOOI234                2       FFFFFB2Eu                       一1234
i234            1       000004D211      十六遺制        一      4D2
F123                    FFFFFF85H                       FF85
FOOOl234                2       FFFFFB2Ell                      FFFFFB2E
1234    」遊制  1       00001234H       十遺制  尤符号  4600
F123                    FFFFFl23H                       3805
FOOOI234                2       FOOI2341}                       268430796
1234            1       0000123411              群符号  4660
F123                    FFFFF12311                      一3805
FOOOl234                2       FOOO123411                      一268430796
】234           1       0000123411      一卜六遺制      一      1234
Fl23                    FFFFF123H                       F123
FOOO1234                2       FOOO123411                      FOOOl234
附注在数字内存表中帯符号数据是以四小字」盲K的数据形式存甦的。
如果"存肝炎型"没賛成"BCD硯1",上位机字的内容(BCD碍)鷲換成帯符号的二遊制数(十六
遊制数)存虻在数字内存表山。如果字内容的最高布敷位是"F",則宕被春作是一ノト負債。如
果BCD碍数据不1[i碗,官符元法演出,井保留存在的値。
如果"存虻美醜"汲置成"二避制",ヒ位机学的内容元需特換,直接存尤有数宇内存表。然而,
如果在分配的卜:位机字的字数力IR寸言人負数,那久在存肥前按帯符号2ノト字数据先増加
位数(参考上面"F123"例)。
如果昆示的数字億波賀成下帯符号的,那名官以絶対値形式昆示。
〔顕示功能〕
数字並示中,按照"一般的"改定昆示数字値。
至1二按照"一般的"没定遊行昆示的畑」盲,参考"通用属性"(3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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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功能〕
数字量示波布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
数字呈示没有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随着数字呈示,数字内存表的内容校服"…般的"没定特換成呈示的数字伯:。
至ず按照"・〃・般的"設定送行鞍換的細布,参考"通用見性"(303頁)。
〔同其宮元素的美系}
・数字呈示中使用射精換方法和呈示方法勾"数字輸入"(352頁)中線示数据付使用的方法
是相同的。
・数字疽在数字内存表中如何存虻的細布「司題,清参考7-3-1"数字内存表"(238頁)。
・数字呈示弓共営元素按照利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登求的死票順序柏葉登。然而,用支持
工具能改変官田的重畳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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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字符串呈示
〔功能筒介〕
宇符串内存表的内容是以字符串的形式呈示的。
Pt∫以呈示数字,字母和符号。在字符串中也可以呈示椋志(字符代碍FF20到FFFEO。
如下所示,有丙秒査1珂方法,用来査閲内容要倣呈示的字符串内存表。
・直接査閲(提供相実字符宇内存表的輪号)
一圃
分配亭
亭符事由存表N・,51濡濡前表NO・5])
二二=abcd6162
6364
〔1接査閲
・間接査詞(査閲的数字内存表,提供相英字符車内存表的鋪号)
一■1
分配宇
(数宇内右表NO,20}
数字内右表NO.20
abcd
間接査閲
DMO100
字符串内存表NO.51
分配字
{宇符串内存表ENO.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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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一抱－Al画面最多可以登景256小字符串旦示。刈干一介含有8小子画面酌量養画面,最大値
是1024ノト。
対手一介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景的字符串展示在数量上役有限制:只要不超出数据文
件容量,多少数量都可以登乗。然而,当登泰了大量的元素吋,要参考"旦示限制"(157頁)
校註是否符合元素呈示的限制。
・一イ'字符串呈示中可以湿示的字符数写字符尺寸有美,如下所示。
1x1(相等):最多40↑宇符
2xl(カロ寛):最多40ノ↑一字符
1x2(加商):最多20Al字符
2×2:最多20Al字符
3x3:最多13・↑'字符
4×4:最多10十字符
8×8:最多5分字符
・可以呈示的字符是字母,符号和椋志。即値字形設置成"半高",椋志也以椋准高度並示。
因此,如果在呈示椋志后若再呈示普通的字母和符号,那ム如下所示,椋志的一部分伍保
持昼示。
・如果"字形"没置成"半高",井且在椋志呈示盾寄人字符串,那ム却下所示,椋志的一部分
価保持昼示。
直酬hil
往還秒情況下,要創建空格符作方病i志,写人遠些椋志后,再写入字母和符号覆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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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硯明了字符串呈示特性相星示的字特車之同的矢系。
・特性
一般的                  
        位置            字符串湿球所在区域的左上角坐椋。
        字型            字符的字型
                        椋准/半高
        比例            字符卑湿示的比例("放火呈示",313頁〉
                        lx1(相等),lx2(加高),2×1(加寛)2x2,3x3,
                        4x4,8x8
        平滑            対手2x2或更大比例的字特車墨承足否逸用平滑("光
                        滑'β13頁)。
                        有迭捧椋妃(執行平滑)/
                        先進拝椋杞(不執行平滑)
        属性            字符串呈示方式("皿示属性以及呈示効果",314頁)。
                        椋准/囚焙/灰皿囚煽
        顔色            
                前景    文本酌量示顔色({又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髪[/緑/深藍/黄/白
                        文木皿示的背景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前頭
                ヨヒ旦日永      色)
                        黒/蔽/虹/洋紅/録/深藍/黄/力
投定                    
        査閲            
                同棲査1凋       査閲字符串内存表的方法("直接査閲"和"間接査閲",
                        314頁)
                        荷造揮椋己(1同棲査閲)/元迭揮椋↓己(直接査閲)
                表人口  呈示査閲用的内存表編号("直接査閲"和"間接査閲",
                        314頁〉
                        ・指定"直接査閲"吋
                        存殿要枝豆示字符串的数字内存表的表編号。
                        ・指定"1司接査1璃"吋
                        存虻内存表的編号,核内存表中存有要被呈示的字
                        符串的内存表的内存表編号。
        矢度            昆示字符的全数
                        倒40
位置
運頭コ
背景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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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大昆示
字符串可以以下列比例湿示。
P工P工
1×1(相等)2×1(加寛)
PT
3x3
P工
4x4
PT
l×2(加高)
P工
2×2
P工
8x8
・平滑
散大到2×2或更大比例的字符,官能以自助平滑的給廃置示。遠攻功能称作"平滑"。
椋志呈示不能使用"平滑"
平滑
不平滑
Charac七ers
Characters
・字符数量和"長度"之間的偏差
如果字符串内存表中数据的実隊字符ノト数大王"長度"指定的全数,多余的部分被暗雲。
如果字符車内存表中数据約文隊字符全数小子"長度"指定的命数,字符量示区域的尺寸
借由"長度"和"比例"的設置決定的。在迭神情況下,字符串左対茶通示,用空格填充剰余
的部分。因此,如果数字内存表内容的字符変少,那久先前数据的字符元法保留在右側呈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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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示属性以及呈示敷果
属性
椋准
1刈懸
反呈1)q懸
湿示効果
字符中皿示元素以指定的背景顔色和前景顔色昼示。
萎
ii
"椋准"皿承和元量示交替重星。
㌔濃議論轍㌧
背景顔色和前景顔色重夏交換。
細鱗羅麟一
・直接査閲和1可接査閲
宜接査閲是一秒直接指定其内容要散見示的内存表前方法。
一画
分配字
{'子笹串内存表NO.51)
宇符串内存在NO.5SDMOICO
二二=abcd6162
6364
直接査閲
間接査1河南内容要倣呈示的内存表不是直接指定的:指定数字内存表的内容春作是一介
字符串内存表的編号,具有核錦号的内存表的内容将倣呈示。間接査1阿比直接査閲需要
更多的赴理H寸1司。
一睡
分配字
{数字内右表NO.20)
数字内存表Nα20DMOOOO
abcd-一一{=亘]亘三国=i==トーーーーー一{豆[鉦亘工]]
rHiat査eeh
DMOIOO
ab
字符車内有義NO,51
分配字
{字雑筆内存表NO.51)
〔呈示功能〕
字符串昆示中,按照"一般的"設定昆示字符串。
至手技照"…般的"設定遊行並示的細廿,参考"通用属性"(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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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功能〕
宇符串湿承役有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
字符串昆示没有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字符串呈示没有性理功能。
〔同其官元素的美系〕
・字符串呈示中使用的韓換方法和呈示方法与"零梅串輸入"(367頁)中皿示字符串使用的
方法是相同的。
・字符串在字符車内存義甲如何存虻的細辛同趣,清参考7-3-2"字符串内存表"(245
頁)。
・字符串呈示与共営元素按照利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登康元素的順序相重畳。然而,用支
持工具能改変12伯重畳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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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国表
NT31/NT31C可使用下面三秒美型的曲残困。官旗出内存表的内容,井且自劫刷新固形亙
示。如果数字内存表是分配給上位机的一ノト或多介字,那久国形将達鎮的反映宇内容射変
化。
一棒閤316頁
一折銭圏321頁
一走き勢圏327頁
7-10-1棒園
〔功能筒介〕
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以棒圏的形式呈示出来。能以官占指定数字値的百分比的形式昆示数字
値。
60%
一コ
〔限制〕
・一介画面最多可登乗50'↑'棒圏。対手一介含有8ノト子画面酌量聲画面,最多是400介。
射干一一↑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素的棒圏在数量上段有限制:只要数据文件容量役畜超
出,多少数量都可以登乗。然而,当登乗了大量的元素吋,要絞輪元素呈示的限制態符合
"昆示限制"(517頁)的要求。
・棒圏不能用数字内存表遊行1旬接査閲。官僧必須通道宜捜査渕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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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7-・10令
下面説明了棒圏的特性和呈示結果之間的美系。
・特性
一般的                  
        位貴            棒圏区域左上角的坐椋。
        尺寸            棒困呈示区域的寛和高(以点力単位)寛:2到230高:2到240
        辺桓            閤形区是否呈示辺枢有逃摺…椋氾(呈示辺椎)/元迭捧椋妃(不呈示辺枢)
        呈示符号                是否呈示負区域。有逸捧椋氾(呈示〉/元逸操椋記(不呈示)
        方向            棒園丁展方向("棒圏曲銭増加的方向",319頁)上/下/左/右
        顔色            
                辺枢    辺椎酌量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自以外的顔色)黒/盤/紅/洋紅/緑/深盤/黄/白
                +区域   正値萢蘭的湿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蕗/江/洋紅/緑/深藍/黄/白
                _区域   負値池園的呈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仮当"呈示符号"没責了造拝椋妃吋有効。)黒/藍/虹/洋江/緑/深藍/黄/白
波定                    
        数値            
                表人口  内容要作呈示的数字内存表的編号
                湿示百分比      数字内存表内容酌量示是否要有百分億指示("計算百分値的方法㌧319頁)有遥拝祢妃(旦示百分比)/元逸捧椋妃(不呈示百分比)"百分比湿示"特性的細布参考7-4-2"文本(固定酌量示)"(264頁。)★2
        100%★1         
                表人口  碗ひ数字内存表酌婦号摘出百分比汁算中需要的100%値・指定存有100%値的数字内存表射術号池園:0到1999
                数値    碗杁和裁出百分比計算中需要的100%億・指定100%値(鉄省値1100)花園:-2147483648至‖214748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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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定                    
        0%★】          
                表人口  碗荻数字内存表的編号,我出百分比汁算中需要的0%値
                        ・指定存有0%億的数字内存表的編号
                        池園10到1999
                数値    碗畝和裁出百分比汁算中需要的0%偵
                        ・指定0%値(幼省値:0)
                        萢1固:-2147483648至‖2147483647
                一100%★茎(仮当"呈示符号"投力密造拝栃妃吋有数)  
                表人口  晩秋数字内存表的編号,我出百分比計算中需要的一100%
                        値
                        ・指定存有一100%値的数宇内存表的編号
                        萢圃:0到1999
                数値    碗杁和裁出百分比計算中需要的一100%疽
                        ・i指定一100%値(毎巨省値:-100)
                        萢圃=-2147483648至‖2147483647
'1-100%値,0%債和100%値必須符合下列美系:-100%<0%<100%
対一ノト値只能用"表人口"和"数値"中任…↑来没置,不能丙全都用。可以分別力毎
一介値逸捧設置方法。
☆2百分比呈示不能指定字枠属性或背景顔色。
・結果昆示
〈"呈示符号"炭量力元逸拝椋↓己吋〉
位量
(包括圏形相百分比呈示
的矩形区域的左上角)
辺梶顔色
百分比湿示
鵠向濱「_顔色
0%位置
loo%位置
〈"呈示符号"没有逸拝緑泥吋〉
在送辞情況下,不管"100%","0%","-loo%"的汲置憂患祥的,国表的中心忌是0%位
置。
位置
{包括閤形和百分比呈示
的矩形区域的左上角}
誌絆示…_.
－Ioo%位置
尺寸(X方向)
0%位置ICO%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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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圏増長的方向
棒圏的増長方向,是由"方向"的汲置決定的,如下所示(仮遣用干"呈示符号"没有設置迭
舞振記吋)。
"上":"下":
棒圏16」上増長。棒困向下増長。
ピ1↓加
"左"="右":
棒圏向左増長。棒圏向右増長。
亡=■■■■=コ
←→
方向方向
・汁算百分比的方法
根掘数字債大手逐是小芋0%,百分比債分別用下列公式計算。
一当呈示的数字値≧"0%",井且"昆矛符号"没有造拝梼i正射:
醐ヒ値上㍑機[諾%1・1・・
一当呈示的数字偉く"0%"時言
酬ヒ傭需籍質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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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不同的百分値,棒圏湿示方法1可約差別。
棒圏呈示方法随着百分億的植園而不同。
(1)当百分比債在負区域
依据"亙示符号"的没定量示方法不同,如下所示。
一先逸拝椋泥:作方0%提示
一孝ぎ逸拝ホ示↓己:在i灸1区二域皿石≒
(2>当百分比絶対値在100e/・到999%萢園内
百分比値原祥呈示。棒閤接着"品示符号"的設置倣如下呈示。
一元迭持続己
依据"辺枢"的没貴逃行」ξi赤:
〈量定r-・↑・辺権〉
百分比」γ∫^
↓
999%
↑
0%位]登
↑マ
100・/e位鷺同形寛:8分点
〈未改定辺樵〉
百分比ivJ'
↓
999%
↑
0%位置
1点寛度的　1白
↓
■
↑乏↑'
100%位置圏形寛:8<卜点
一有造拝椋
在園形的負数区域与力逸掻椋己的昆示圏案相同。
(3)当百分比的絶対値大子1000%
閤形按照上面(2)中許述的方法遊行湿示。
百分比偵按照"呈示符号"的設置倣如下昆示=
一元逃挿木示氾:"★★★%"
一有迭捧析口:"★★婦%"
〔昆示功能〕
棒閤是按照"一般的"改定呈示数字値。
按照"一般的"改定遊行呈示的£田廿参考"通用属性"(317頁〉。
〔輸入功能〕
棒圏没有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
棒国役有輸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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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処理功能〕
棒閤按照"改定"中設置的模式汁算百分比値。
按照"改定"的没置遡i行汁算的細布参考"通用属性"(317頁)。
〔同其官元素的美系〕
・数字偵在数字内存表中如何存甦的細布,清参考7-3-1"数字内在表"(238頁)。
・棒圏弓其官元素按照用支持工具在画面ヒ登最尤素的順序相重登。然而,用支持工具能
改変官偏重聲的次序。
7-10-2折銭圏
〔功能筒介〕
折銭圏以折銭的形式毘示多介達鎮数字内存表的内容。折銭圏能直覗酌量示達躾数字内存
表的内容,使之易干接収。
方便子比較,可以在同一ノト閤桓中呈示多十折我国,。
100%
0%
在速介例了中,以帯符・琴曲形式帖
承了1!ノト数宇内存在的位。
-iooo/,
折我国中可以汲置100%値,0%假以及一100%担,以便用百分比的形式汁算和見示数字内
存表的値。然而,対手毎ノト数字内存表没有百分値湿示。
〔限制〕
・一一介画面可以登景一・介折銭国権。対手・介含有8小子画面的重畳画面,一ント画面最多可
以登設8介折織留桓。不管国権数是多少,一ノト画面最多一共可以登景256介折我国。
ヌ寸干'介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景的折残園枢在数量上没有限制:只要数据文件容量没斎
燈出,多少数量都可以盗泉。然而,当登景了大量的元素吋,要校註元素呈示釣眼制」立符
合"昆示限制"(517頁)的要求。
・一介折残閤最多可以呈示320ノト連接数字内存表的内容。
・折銭圏不能用数字内存表遊行同接指定。宮佃必須通迂直接査閲指定。
321
---------------------[End of Page 2267]---------------------



国表
〔通用属性〕
322
第7-10市
下面説明了折残圏特性和駐示結果之尚的矢系。
・特性
        一般的(圏枢的特性)              
        位置            国形区域左上角的坐椋。
        尺寸            新銭閤昆示区域的寛和高(以点力単位)寛:2至‖230高:2至‖240
        圏枢            固形区域是否呈示辺枢有迭拝椋氾(昆示辺枢)/元逃持緑泥(不呈示辺権)
        呈示符号                是否鐡示負区域有迭特称己(展示)/尤造i怪称妃(不呈示)
        方向            数字内在表的内容以新銭圏形式呈示吋的方向(較小編号到較大錨号)("折銭圏的方円",325頁)上/下/左/右
        顔色            
                迦枢    辺樵的呈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嘆,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緑/深藍/丈/日
                +区域   正値萢圃的呈示顔色(仮NT3托有除r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蓋/幻二/洋紅/緑/深藍/黄/白
                一区域  負、値:池田的呈示顔色({又NT31(=有験了黒,L]以夕卜釣瓶　色)(仮当"兄示符号"汲置了遮持株う己吋有効。)黒/薩/紅/洋匂二/緑/深疏/黄/白
        没定(時条折銭的特性)            
        ノF始数字内存表人日★1          用干新銭呈示的数子内存嚢中的第…ノト数子内存表花園:0到】999
        点数☆1         折我国湿示中的頂点数目(毎小頂点使用一・↑㌧数字内在表)池園:2到320
        「司隔美型              在折銭中数宇内存表向的間隔。均句/不均勾(数据不能重現)(0到新銭岡rlコ"方向"1]勺尺寸減D
        銭段            
                顔色    新銭的湿示顔色(仮NT3]C具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疏/江/洋江/緑/深疏・/黄/白
                美型    折銭圏中使用的銭形実践虚残一ー一一ー一一ーー一点則銭双魚則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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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定(毎条新銭的特性)            
        100%★2         
                表人口  礁1杁数字内存表編号以i伐出百分比汁真中需要的100%債
                        ・指定存有100%値的数字内在表的編号
                        萢1乱0到1999
                数値    碗弘和伐出百分比計算中需要的100%値
                        ・指定100%値(訣省値:100)
                        萢圃:-2147483648至‖2147483647
        0%★2           
                表入口  磯杁数宇内存表編号以投出百分比廿算中需要的100%値
                        ・指定存有0%値的教子内存表的編号
                        菊園:0到1999
                数値    碗汰和伐出百分比汁真中需要的的100%恒
                        ・指定0%偉(敏省値:0)
                        萢「目;-2147483648至‖2147483647
        一      100%★2ざ       
                表人口  碗畝数据内存表的端碍以我出百分比汁真中需要的一100%
                        値
                        ・指定存有－loo%値的数字内存表編碍
                        萢li目;0到1999
                数但    碗弘和我出百分比汁算中的一100%栢
                        ・指定司oo%値(訣省値:-loo)
                        ヂ富国:-2147483648至匹2147483647
㌔投足吋要保証升始内存表入口億弓点数之和不能超出最大内存妻入ll。
☆2-100%値,0%値,100%値必須遵守下列実家:-100%偉く0%値く100%疽
注意,対一介値只能用"表人日"和"数∬f"中仕一十水没註,不能爾全都用。可以分別力
毎一イ'値逸拝没青方法。
折銭園中残寛固定力1分点単位、,
附注如果"間隔美型"汲置了一ノ1絞小的数値,那4,即使銭形指定力"虚銭","点則銭"或"双点刻
銭i",銭段也以実践鍼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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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呈示
〈"提示符号"・没貴方方逸拝椋己〉
値嵩
(包含閤形的矩形区」域的左上殆)
不ぷレ了負債
尺'づ'(Y方向)負債       辺糎顔色                
        4-》・          
                        
                        1い1'(X方向)
                        
〈"呈示符号"没置力倉造拝郁i己〉
在速神情況下、不管"100%","0%",
位置、,
位?'⊥
(包含['`i形的矩形区域的左.ヒ角)
湿氷魚イ亡∫
一_一__ノ
尺寸
(X方向)
IOO%位置
.正伯1区臓示顔色
竣段(顔色,美型>
0%位置
㌧100%"的没置是悉神的,癒表的中心急是0%
loo%f)ゴ
.|E.{j」:区{邑ノJk勘i色
残段(顔色.実理)
0%位置
σ↑債区〒レ」二顔色
－loo%位「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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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銭圏的方向
下面呈示由"方向"的没鷺決定的折残圏賄方向。
折銭函的1"方向"是指数宇内存表値的絵制方向,数字内在表的錦号杁小到大検照返介
方向依次絵制数値。
当"方向"是水平的吋候,100%値在辺枢的頂部;当"方向"是垂直的吋候,100%値在辺枢
的右側。
　ヒ"L`ド"
門形杁下川⊥jt加閤形杁上川下増加
大輪号小端弓
隠。%![乙
小緬寸大錦号
"左""右"
挫1形見右向左増加隆1形見左向オ増加
団㎜[■㎜
くト　　　　　　　　　
大綱号小twa・41・小編号大錦号
・点数
…ノト折銭圏最多可以湿示320AI点(数子内存表),他出干肉存表之1司宰賑需要一介点酌
量小向隔,因此根掘国形辺枢的寛度(点数),要符合下面的服制。
国形辺桓的寛度(点数)≧""点数"
・数字内存表之同的1司隔
可以分別的力毎ノト数宇内存表汲置内存表之同的昆示河幅。
当"1司隔実理"逸用"均句"吋,1再編均勾的排列以便利用整合図形区域的寛度。
例:1司隔変化的折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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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的汁算方法
根掘数字債是大手或小手0%的値,百分値分別月下列公式計算。
然而,尽管折銭函的毎ノト頂点都足技照返介値湿示,但不昆示毎分点的百分値。
一当呈示的数字偵≧"0%",井且"呈示符号"没荷造持株↓己吋:
百分比値=警艦浩」0響]×1・・
一当昆示的数字値く"o%"吋:
百鋼辿鵠機織」・1・・
・対不同的百分値,折残留呈示方法同的差別。
新銭圏並示方法随着百分値的萢閨而不同。
(1)当百分比血荒賃借区域吋
並示依据"呈示符号"的設定而不同,刻下所示。
元遊拝緑肥:作方0%並示
有逃掻板記:在負債区呈示国形
(2)当百分比的絶対値超迂100%吋
如来百分値超出100%或一100%,井且神出国形区域,那久只呈示在国形区域内的銭
段部分。
不んJ超出迭介抱園的値
[昆示功能1
対折残留来耕,閤形区域是桜煎"一般的"没定避行湿示的,折銭是按照"没定"(残段属性)的
設置遊行湿示的。
按照"…般的"没貴和"投遣"的設置遊行昆示的細辛同題参考"通用属性"(322頁)。
・如果登乗下多介折銭,宮相按照査求的順序相互愛重写,,当折銭相互重登吋,官伯按照
XOR原理(219頁)昆示,閑地残的i炎型和顔色会和指定的不同。当折銭与国形道程重畳吋,
該原理同祥遥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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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功能〕
折銭国役有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
折銭閤投宿描出功能。
〔処理功能〕
折銭圏連類"没定"(毎条折銭的特性)的汲置汁算百分比値。
按照"投足"的汲置遊行汁算的細布参考"通用属性"(322頁)。
〔同共営元素的美系〕
・ix:r:値在数子内存表中如何存置的細廿,清参考7-3-1"数字内存表"(238頁)。
・新銭同時其ピ元素按照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登乗元素的順序相重登。熱間,用支持工具
能改変官田重登的次序。
7-10-3趨勢圏
〔功能筒介〕
趨勢内用一条銭段表示数字内存表的内容随吋同的変化、,
方便干比較,可以在同・辺梅内呈示多介遠祥的残段。
日一臼一目一国
有丙称美型的趨勢閤:椋准型,遠離国形的絵制好象是銅篭在紙上移功;"鋼筆氾景型",逮吋
固形駒絵制好象是紙在宅下面移劫。
趨勢間中要碇置100%疽,0%値以及一100%値,以便用百分比的形式汁算和呈示数字内在
表的債。可以田示当前山百分比。
辻芸的値也可以近景,井通辻近回去遊行昆示("氾景功能"),即使呈示其官画面的吋候,也
可以采集数宇内存表的内容("背景功能")。
〔服制〕
・…'ノト画面可以登景一ノト趨勢圏枢。対]二一・↑'含有8ノト子画面酌量養画面,…介画面最多町
以登求8介趨勢腐植、,毎分画面最多一共可以登泉50ノト趨勢圏。本管国権数是多少,一
介画面最多一業可以登ポ50・介趨勢圏。
ヌ重手一介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景的趨勢圏枢在数量上没有限制】只要数据文件容量没有
超出,多少数量都可以盗泉。然而,当登景了大量的元素吋,要校柱元素皿示的服制庇符
合"湿示限制"(517頁)自勺要求。
対丁包含通辻"妃釆功能"妃景的」立去値的趨勢困,…ノト画面最多可登※8Al新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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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圏不能用数字内存表遊行間接指定。官伯必須通道直接査閲指定
・如果設定的采祥周期小子湿示更新赴理研需的吋同,那久不能及吋処理的采祥結果就被
雛遊,閣此元法正碗湿示数据。
例:左閤中,用×号椋氾的数据不能及吋的処理以更新画面,官伯就被跳辻:因此只能呈
示用0号椋氾的数据湿示結果如右国所示。
→
下面説明了趨勢圏特性利益示結果之河的美系。
・特性
一般的                  
        位置            閤形区域左上角的坐椋。
        尺寸            趨勢圏昆示区域的寛和高(以点力単位)寛:2至‖230高:2至‖240
        呈示            
                美型    絵制銭段的方法("銭段絵制方法",334頁)椋准型/筆↓己乗型
                絵制寛度        絵制固形中連珪数据洞以点力単位的1司隔("絵制寛度"333頁)
        国権            国形区域走査湿示辺枢荷造捧椋記(昆示辺枢)/元逸拝椋↓己(不並示辺枢)
        湿示符号                是否呈示負債区域有逃捧極冠(昆示)/X逸揮緑泥(不呈示)
        方向            趨勢園移動的方向("残段絵制方法",334頁)上,下,左,右・椋准型:移功的方向林最新的絵制点升始・妃乗型=銭段作カー介整体的移功方向
        采拝周期                逮数据(刷新国形)的周期(吋1司間隔)萢蘭=0,5到6553.5,以0.5秒力単位(輸入5到65535(×0,1);必須是5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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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                  
        顔色            
                辺枢    辺椎的呈示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区域   正値萢園的湿示顔色(促M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仮当"呈示符号"汲置了迭拝祢正対有敷。)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一区域  負値池園的昆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酌顔色)(仮当"呈示符号"設置了逃拝椋氾吋有効。)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没定(毎茶銭段的特性)            
        妻入1-i         内容要作呈示的数字内存表的編号。0到1999
        湿示百分比              数字内存表内容的呈示是否要有官分植指示("汁算百分値的方法",335頁)有造拝椋妃(呈示百分比)/秀逸拝椋氾(不呈示百分比)"提示百分比"特性的細廿参考7-4-2"文本(固定的呈示)"(264頁)。
        銭段            
                顔色    銭段的湿示顔色(仮NT31C具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録/深盗/黄/白
                美型    趨勢回申使用的銭形・実践・虚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ー一・点刻銭・双魚則銭
        loo%★1         
                表人口  碗杁数字内存表編号投出百分比汁算中需要的100%債(仮当"呈示%"没有迭捧赤堀吋布敷)・指定在宿100%値的数字内存表的編号池園:0到1999
                数値    碗荻和裁出百分比汁算中需要的100%値(仮当"湿示%"没荷送捧椋泌吋有数〉・指定100%値(訣省値:100)一華富国;-2147483648至‖214748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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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定(毎茶銭段的特性)            
        0%刈            
                表人口  碗杁数字内存表的縮写按出百分比汁真中需要的0%
                        値(仮当"呈示%"没有造拝椋配付有効)
                        ・指定存有0%値的数宇内存表的編号
                        池園:0到1999
                数値    碗仏和投出百分比汁真中需要的0%値(仮当"昆
                        示%"改造拝椋}己吋有数)
                        ド指定0%億(訣省値:0)
                        萢圃:-2147483648至‖2147483647
        一100%三1               
                表人口  陥杁数字内存表的編号投出百分比計算中需要的
                        一100%偉(仮当"呈示%"没有迭拝椋氾吋有効)
                        ・指定存有一100%値的数据内存表的編号
                        苑1乱0到1999
                数値    碗畝和i茂出石』4ナ比汁真中需要的一工00%イ直(イ又当``湿L示%"没有逃拝・椋氾町有炊)
                        ・指定一100%値(訣省値:-loo)
                        萢li劉:-2147483648i歪‖2147483647
氾乗                    
        数据↓己景              
                        是否使用氾景功能("数据妃乗功能和背景功能",336
                        頁)
                        有造捧緑泥(使用氾乗功能)/
                        元迭捧椋↓己(不使用正員功能)
                背景☆2 是否使用背景功能("数据妃乗功能和背景功能",(336
                        頁)
                        有迭捧}示↓己イ吏用背景功白髭)/
                        元迭持株氾(不使用背景功能)
                向前★2 是否没置一ント触摸升美用干精到下一頁
                        有迭捧椋妃(設置触摸汗芙)/
                        元迭捧緑泥(不炭量触摸升美)
                向后★2 是否設置一ノト触摸升美用干近回到前一頁
                        荷造i捧椋妃(設置触摸升美)/
                        元逃持株氾(不汲置触摸汗美)
                清除党是★2     是否汲置一介触摸升共用干清除記乗数据有迭拝椋氾(汲置触摸升美)/
                        元逸拝椋}己(不設置触摸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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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員                    
                呈示功能的触摸升美      
                停      是否汲置一ノト触摸升実用干停止数据来集有迭捧椋氾(汲置触摸升美)/尤逸拝緑泥(不設置触摸升美)
                清除湿示        是否汲置一介触摸升美用干清除趨勢圏湿示有迭ヨ翠緑↓己(没畳触摸升美)/元迭拝・椋杞(不汲置触摸升美)
                継鎮    是否汲置一介触摸井美用予重新井始数据来集有迭捧椋己(設置触摸井美)/元迭捧椋氾(不汲置触摸井美)
㌣100%値,0%値,100%疽必須符合下列美系:-100%値く0%値く100%疽
対一ノト値只能用"表人口"和"数値"中低一介来設置,不能丙介都用。可以独立聞方毎
一介値逸捧設置方法。
含迭些設定只有使用了記釆功能吋オ有効。
趨勢閤中観覧固定力1全点単位。
附注一如果"間隔美型"没貴了一ノト較小的数値,邪念,即使銭形指定力"虚銭","点則残"或"双点
則践",織殿也以実践艮示。
一杯准型趨勢圏中,由"表人口"的設置来決定100%,0%和一100%的償,如果査閲数字内存
表的内容改変,国形将変得不達鍍。
例:
IOO%
作方loo%原基位的数
字内存表的内容変化使
毘示的出銭断井,,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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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圏酌量示元素
趨勢圏由三小皿示元素組成。除了国形区域以外,共営的元素可以逸拝是否要呈示。
国形並示区域
岬i鶏}最一一
控制国形皿示的触摸升美
〈国形区域〉
通達力趨勢圏内"一般的"特性没畳模式決定並示方法。
〈百分比値〉
当"設定"(毎茶銭段的特性)的没豊中"呈示%"特性項力有造拝赤口吋,呈示百分比。
"呈示%"特性決定呈示方法。可以按需要造拝呈示位置,尺寸和顔色。"呈示属性"必須没
貴方椋准。
〈触摸野美〉
"昆示功能的触摸升美"的没置決定是否提示触摸升美。触摸弄美的位置可以改変,但尺
寸和顔色不能改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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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呈示
〈"呈示符号"元逸捧杯氾〉
位置
(包含閤形.百分比呈示和独摸升美
的矩形区域的左上角)
L
端数据180%
一一一最新数据1-120%
|
尺寸1
(Y方向)1
1
迦枢顔色
L___
一
尺寸(X方1'liJ)
        一ーーー|       一一'一一「P    
        喝＼〈∠/〉＼＼         ¶
                        －
loo%位鶯
正値区履示顔色
銭段く顔色,炎型)
銭段(顔色,美型)
0%位腎
〈"呈示符号"有造樺椋氾〉
在遠称情況下,不管"100%","0%","-100%"的波賀是億神的,国表的中心急是0%位
置。
位賓
(包含国形,'ii分比」".示和独摸升メ　
的矩形区域的左上痛)
尺寸
(Y方向)
        辺植顔色r--1尺巡ど向)   
        !弓晶   一■
        ＼＼7㌦〉喝     
        喝1最新数据⇒[二二竺魎1』竺」   
loo%イ山.
il-{1{区　_ド顔色
銭蔵(顔色,実理)
o%位置
銭段(顔色,美型)
負債区層示顔色
一100%イ立'a.
・絵制寛度
絵制寛度足指在移動方向上絵制連接点的間隔。如桑摘定一ノト超出呈示区域的値,国形
将不湿示。
移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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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銭段絵制方法
閤形如下所示按照"美型"和"方向"的設定方式遊行絵制。
当"方向"是水平的吋候,100%値在辺枢的頂部;当"方向"是垂直的吋候,100%値左辺梅
的右側。
〈当"実理"汲置成"椋准型"吋〉
椋准型中,陸着吋陶的推移,最新的絵制位置准看"方向"指定的方向移功。如果移動的方
向是"右",昼示象下面演示的那祥改変。当銭段到迭国形区域駒迎界吋,銭段清除,井杁
失呈示。
日一日モヨーE許Eヨー』ヨ
移幼方向
○最新数据
○最新数据○最新数据
○最新数据
弄始,肝31/
Nr31C絵制一
条.』人0到最新
数据的銭段。
毎小"方向"的設置決定的絵制結果如下所示。
"上"="下"=
絵制七賢川上移功。絵制位置向下移動。
⇒園
100%
"左":
絵制位置川左移動。
区ヨ熾
　
移動方向
⇒風
"右":
絵制位置向右移動。
巨]蹴
一
種功方向
○最新数据
比肩,NT31/
NT31C絵制一
条杖鼓居敷
据到最新数裾
前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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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当"美型"没置成"筆記景型"日寸〉
"筈必衰型"中,最新的絵制位置息是是示在国形区域的辺界。随着時同的推移,已経呈示
的困殆活着"方向"指定的方向移功(好象紙在宅下面移幼)。効果移功的方向是"右",呈
示象下面演示的郭様改変。当銭段到辻留形区域的辺界肘,数据杁最升始的一介弄始清
除。
日一日－EヨーE]一団ヨーEヨ
移功方向○最新数据○最新数据○最新数据○最新数据
井始,NT31/
N'r31C絵制一
条杁0到最新
数据的銭段ζ,
毎ノト"方向"的没貴決定的絵制結果如下所示。
"一ヒ":"下":
絵制位置向上移功、,絵制位置向下移動。
⇒区
"左":
絵制位置向左種切.
回㎜
⇒鳳
"右'㌔
絵制位置向右移幼1、
國眺
←________一一ーーー一一ー一一→卜
移動方ll可移動方向
・計算百分比的方法
根掘数字値是火干或小手O%的値,百分債分別用下列公式計算。
一当湿示的数字値i≧"0%",或者"昆示符号"有逃拝椋己吋:
醐ヒ値=聾警緕隼{諜]・1・・
一当亙示的数字債く"0%"日寸:
醐嶋湿鵠警些諾1・1・・
○最新数据
杁最先的数
据升始逐歩
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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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不同的百分値,趨勢圏湿示方法内的差別。
趨勢閤昆示方法随着百分値的植園而不同。
臼)当百分比値在負区域
亙示依据"昆示符号"的没定而不同,如下所示。
一元迭i捧椋}己:作男0%呈示
_有逃i捧椋記:在負区域呈示国形
(2)当百分比的絶対値在IOOOI・到999%萢圏内
如果百分比値在100%到999%或一100%到一999%萢園内,井且銭段伸出国形区域,
那久只呈示図形区域内部釣銭段。
如果"呈示%"没荷造拝椋己,那4呈示汁算的百分比。
←-100%
-e・-e最新数据50%
←-0%一ー一景新教据一300%
←一一一100%
(3)当百分比的絶対値大干1000%
如果百分値超辻1000%或低干一1000a/e,井且織殿押出国形区域,象(2)中一祥,只呈
示固形区」或内部釣銭段。
如果"呈示%"没有造特称↓己,那久百分比如下足示。
_"★"★%"
・数据配乗功能和背景功能
数据妃乗功能足指在内部氾乗湿示数字値的功能。
通常,一ノト趨勢閤的采祥数据在内部不倣妃乗,但使用了数据氾ポ功能,就可以返固去井
顕示遣去的数据。
NT31/NT31C中,数据tESt功能最多可用干8条銭段的数据。毎条銭段最多可妃乗的点数
是14004,如果超出了速介抱圃,見最旧約点升始捌除。
如果改定了"清除氾※"触摸升美,可以随河清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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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功能允}午在不呈示趨勢閤的情況下切遊行数据釆集。
通常,ヌ仁王趨勢閤,県有湿示趨勢国財才能来集数据,画面切換吋,停IL采集。通達使用背
景功能,即使不湿示趨勢圏也能遊行数据来集。当呈示趨勢閤吋,通辻返同根踪可以呈示
近景的数据。
背景功能只能同数据妃泉功能結合使用,妃設的数据也=是内数据妃衆功能服努的。然而,
虫干使用背景功能吋釆祥継接遊行,因此NT31/NT31C的心理府会延退。
附注i数据記章功能保留的数据将…宜保持有効,宜到執行下面任－Al操作。
_M31/M31C屯源英断。
_NT31/Nr31C夏位。
一佳送所有的画面数据。
一数据以画面力単位佳送付。
如果操作停止,例如通逆恨示系統菜卓,即使使用了背景功能采祥也将停止;当操作重新井
始,采祥也重新JF始(数据保留,記章接着最后一・イト数据升始)。
根掘是否使用数据氾乗功能和背景功能,数据的氾乗如下描述的那祥。
〈当数据氾乗功能和背景功能都不使用吋〉
返口
回
　[
圓
超勢圏1司厨其'亡1田ll垣1自勢圏画面
(ね勢閤苧別て新テF始)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ニコ
小執行数据1し破
く当使用数据↓己乗功能,不使用背景功能吋〉
團ご「]=回
超勢墜1画|tti其'ピ画面趨勢圏1別面
[=======コ[二二二======ニコ[======コ
執行数据湿釆※ノト期同役有数擦足※執行数据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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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町使用数据記章功能和背景功能吋〉
国璽ローF
乗掛医1画面其官画面趨勢圏画面
一
連繧執行数据1己乗
・依据触摸井美的呈示控制
趨勢圏可以以下面所示的形式呈示,用相美躾的触摸升芙控制・操作。
磯
回回顧密画魎
遠些指定的触摸汗美可用手数据来集和顕示操作。
仮当技事触摸升芙吋,オ執行相美的功能。
回働蜘美
古止数据来集。回付停止趨勢圏呈示的刷新。
停ll来集期1司,"停止"触摸升芙亮。
如果使用了背景功能,那会按下"停止"触換丹芙日寸,背『的来集也停止。
当磁示来集停止前景后妃乗的数据吋,官在当前呈示的固形之后湿示。
鞍下回(停止)触摸升美后,如果按下国(前一真(近回)触摸弄美,近回到以
前的昆示,之后又按下歯(重新店功(多迷鎮)触摸ヲ1:美,重新井始来集,那ム不足
示以前的数据,重斬升始昆示新的数据。
例=
圖"重調劫幽)触敵
軍新眉功由"停止"触摸升美停止的来集。回付趨勢閤昆示的刷新重新升始。采集
期間,"重新店功"(継鎮)触摸■: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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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功能〕
第7--10市
囲・⊇除・㈱蹴虫摸升美
清除趨勢圏呈示。保留}己求的数据,不遊行消除。
囲・↓嚇除・㈱己景)㈱F美
消除所有氾設的数据,,同時清除正在呈示的趨勢閤。注意,其官画面中砲景的趨
勢圏的数据也被清除。遠介触摸升美只者使用数据氾景功能吋オ有数。
国・前項棚)角脚夫
呈示当前趨勢圏以前的紀乗数据。迭介触摸汗美只有使用数据記章功能吋オ布
敷、
如果在呈示最新数据日寸鞍下迭ノト触摸升美,去呈示以前約数据,井且之后又按下
"下一頁"(向前〉触摸升美,重斬呈示最新的数据,邪念最新数据絵制在以前数据
的后面。
例=
國"下刻向前)触摸朕
艮示比当前景示的趨勢圏更新的妃量数据。麹小鮎摸升美只有使用数据↓己乗功
能吋オ有数。
当数据泥最期1町並ホ最新的数据付,自助重斬升始趨勢圏呈示的刷新。
"前一頁"(近回)触摸升美和"下一更"(向前)触摸升美中,后鞍下的保持亮。
対趨勢圏来洪,閤形区域是按照"…般的"改定遊行昆示的,折銭是按照"没定"(銭段属性)的
設置遊行湿示的。
按照"一般的"汲置和"没定"的設置遊行湿示的細Tr阿題参考"通用属性"(328頁)。
如果登泉了多介折銭,宮幻按照査乗的順序相互重写。当折銭相互重畳吋,官伯按照XOR原
理(219頁)呈示,因此銭的炎型和顔色会和指定的不同。当折銭時圏形辺庭重登吋,核原理同
棒遣用。
趨勢園没有輸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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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功能〕
趨勢圏没有輸出功能。
〔処理功能〕
趨勢圏遵照"没定"模式中(毎条折残的特性)的汲置汁算百分比億。
按照"改定"中的設置遊行汁算的細廿,参考"通用属性"(328頁)。
〔同其官元素的共糸〕
・i数字偉在数字内存表如何存虻的細布,清参考7-3-1"数字内存表"(238頁)。
・趨勢国与其官元素按照官佃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登乗元素的順序相重登。然而,用支持
工具能改変'ピ佃重登的次序。
附注不要在趨勢圏絵制区域内重登百分比和其官元素。遠祥会使湿示的曲技不正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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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扱警列表,扱警防史
〔功能筒介〕
・扱警列表
NT31/NT31C能移監祝相違的上位机中分配給位内存表位的変化。当特定位的状杏変成
"1"(ON)吋,呈示相応的信息(来日宇符串内存表)或国家/序数据。用丁執行遠ノト功能的
元素称力"扱警列表"。
方位内存表NO.14没量的信息
(字符車内存表NO,32)
圏象/
痒数据lt3c
手術串内存表NO.50
圏象/序数据Ioo2
:符串内右表NO.32
国衆/序数据113じ
字的串内存表No.54
臣]象/J筆致節}1125
ト」o'13
、、
、
No.14
,"
NO.15
位上位祝
部認願一,(。、}
D【}1001S
当鞍下正在蝦　云的イ目忌吋.湿示力位内存
表No、14i≦乏鴛白勺圏象/庄…数i塙(重」3C)L、
・振警肪史
Nr31/NT31C能暢達鎮盟祝上位机中分配給位内存表位的変化。氾景宮相状恋変成"1"
(ON)的日寸間,以及状志変成"1"(ON)的次数,以及将官伯与美朕的屯文(来自学符車内存
表)一・起呈示。用干執行逮介功能的元素称方"報警厨史"。
振警用史記員数据是由NT31/NT31C的内部屯池狙支持的,因此,即値NT31/NT31C的屯
源三芙…断或NT31/NT31C夏位日寸,i数据イ乃然保‡寺。
方位内存在NO.14設置的情思
(宇符車内存表NO,32)
                                        }己乗数据                       
        1       r                                               
        字符串内右表No.13                                       字符串内存表No.ll隔象/炸数据005F                位内存表NO.2497/12/041い19=20
        1デ符車内存表NO.12                                                      
                                司              字枠中肉薪炭NO.}2田象/膵数据lo払                位内在表NO,田97/12/0411=25=12
                                                        No.22No.237No、24       
                                                字書串内存表No、13固象/序数据10ZB               
                霞岳1。、1」                                            
                                                                ⌒ノ
                」」                                            
                                                                
                                                一              
当按下正在呈示的信息吋,腿示力位内有
義NO.13設置的同家/咋数据(io2B)。
附注如果屯池能量不足,那ム在NT31/NT31C的電源美断或NT31/NT31C夏位吋,扱警防史数据
全部清除。
如果皮現屯池塩圧低,庇立即更換屯池。更換屯池的方法参考10-3--1"更換竜池"(5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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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警列泰和扱警防史之同的差昇
扱警列表利根警防史在以下几介方面存在差昇。
項目    扱警列表        扱警防史
昆示方法        仮作力元素      作方元素如来自系統菜単的呈示画面
盟控的数据      上位机中分配給指定萢圃内的位内存表的位  上位机中分配給設定了"肪史"功能的位内存表的位。
盟控吋同        仮当呈示根警列表元素吋  木管呈示的画面,達鎮盟控
↓己最  不執行氾最      不記法事件的吋1司。
情意内容        当呈示振替列表情息吋,逮出力位内存表汲置的宇符串内存表的内容。   一事件1順序:当上位机中一介盟控位的状恣変成"1"(ON)吋,漬出刃位内存表設置的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一頻率順序:当呈示根警肪史信息吋,凄出方位内存表設置的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
輸出数据到支持工具      不可能,因力没有妃乗数据 可以(同吋侍送事件順序和頻率順序的i己景)
呈示次序        按照位内存表編号升高的順序      下列方式:一事件ll陳序:按照盟控位状志変成'`1"(ON)的吋削1匝序(根掘NT31/NT31C中内存升美的設置決定,弘最先的杞景述是夙最新的己乗升始毘示)一頻率順序依裾短介位状悉変成"1"(ON)的次数,夙最多昆示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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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警列表/扱警防史操作筒介
下面説明扱警列表利根警防史的操作。
附注扱警列表伎校註指定花園内分配給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只有湿示扱警列表付,オ執行校
註。
報答厨史只枝輪分配給没定了"坊主"功能的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有美的」二位机位是連
鎮校註的。因此,如果設置了大量的上位机位,NT31/INT31C的赴現有可能延退。
-v－撮警列表按照位内存表編号升商的順序昼示,振警厨史i按照事件順序或頻率順序呈示。
当技警防史按照事件順序湿示吋,可以通柱Nr31/NT31c中"坊史呈示的方法"内存井美
的汲置,指定方杖最新的数据升始或弘最先的数据升始。
根警列表付,如果分配給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的状恋愛成"0"(OFF),同対自劫清除信息
和国象/庫数据。
扱警肪史吋,即使分配給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的状恣変成"0"(OFF),信息和国象/庫数
据也継躾保留。
撮警厨史i己乗数据可以在NT31/N'1"31C系統菜単下細述行模式中皿示井打印出来。
(D当役置了根警列表/厨史功能的位内存表的一ノト分配位的状志変成"1"(ON)吋,所設置
釣手符車内存表的内容作方一一条信息呈示。
粒状悉変成``1"的位内存表`設
置拍手得率西春表的内容。
如果創建一一小多行的扱警列表,那
「一ー一一一寸
応接照位内存表升門的順序廿示
ll
ll振瞥・
11如果按照伐先順序設置位内存表,
ll那広」砧」也按照仇先jrぼ序排列。
li
L_____」
(2>毎小宿息区域是一十触摸万夫,鞍下…条信息,昆示一鎖閤象/庫数据。同時按下的信息
条以反!毘呈示。
相庖王第一1条振替倍息的閤象/庫数据
↓
「一一ー一一「服警列表出触摸升美組成。当枝下
lL・ノ↑'湿球的倍息吋,就湿示埼此相
ll鹿的閤像/序数据,同吋按下的信息
ll条反s・・L,、
1迂程3因故障停止。l
l清検査DM2500。l
L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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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対子育多条湿示宿患的情況,按下男外…条信息会便宜反呈,井且湿示相庇的国家/庫
数据。
相泣干第∴条撮書信息的圏象/庫数据
4
「…}一ーー一「可以建立位内存友和画面編号之間的朕
li系。遠里,如果再次按下策:条信息,那久
1櫟1糎示随的輌。
11
已査恒淵－
L___.一__」
(4)如果再次按下反毘的信息,湿示将切換到具有改定画面編号的画面。
辻程3停1ヒ▲e籠一念     
        亭
        ▼
附注上面供述的情況中,既炭量了"圏象/庫数字呈示"功能,又汲置了"画面切換"功能。投下一
介触摸升美吋的操作是虫下面的没置決定的。
閤象/庫呈示     画面切換        触摸牙美        
                第一次  第二次
汲汲貴  技量貴  没作用  没作用
役役置  汲置    画面切換        一
投置    投資置  国家/庫数字呈示 没作用
没置    設置    圏象/1準数字湿示        画面切換
〔服制〕
・一介画面最多一共能旦示4ノト振警列表和振替坊主。対手含有8介子爾面的重聲画面,最
大値也是一共4卒。
・一介扱警列表/扱警防史最多可以同時湿示12条信息。
・当随国振警列表/扱警防史元素湿示国家/度数据付,圏家相犀数据的最多同耐湿示的
限制也遥用。因此,一介画面最多可以呈示256ノト用干扱警列表/振警厨史的閤象/度
数据,以及其官用途的圏象和庫数据。対手含有8ノト子画面的重畳画面,最大値是1024
介。
・如果昆示帯荷扱警列表/扱警』万東元素的庫数据付,庫数据超出閤象/庫数据呈示区
域,那《ム将什久也不湿示。対干圏象数据,仮呈示区域内的部分。
・如果没有力扱警列表/扱警房史使用的圏象/庫数据的編号登乗数据,那客将什久也不
湿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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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時刻漢出作力抜警列表和扱警防史倍息湿示的学籍串内在表的内容。
一当通道画面切換湿示一介完全的扱警列表或扱書房史肘
一当通道扱警列表功能盟控的位醜状志杁OFF変成ON吋,井最示相応的信息。
即使手符串内存表的内容改変,已呈示釣宿息不受影桐。
・扱警列表/扱警厨史的情思呈示区域是触摸升美。不要拙宅伯和英官触摸升実相重登。
〔通用属性〕
下面耕述根警列表利根警防史共同特性笥呈示結果同的美系。
一特性
一一般的                        
        位置            扱警列表/根警厨史的左上角坐椋。
        尺寸            扱警列表/扱警坊史的寛和高(以点刃単位)(注意,只能以触摸∫1美的尺寸単位移功)
        信息            
                長度    在呈示信息中最多字符数池園:1到39振警茄史功能中,字符的数目丸随着"厨史信息"提示所需削字符数減少的。相庇手"比例"的汲置,対比也有限制、、
                昆示打数        湿示信息的最多数目萢蘭:1到12
                尺寸    呈示倍息的尺寸("散大的湿示",313頁)。1x1(相等),1×2(加高),2x1(加寛),2×2,3×3,4x4,8×8
                平滑    ヌ寸干2×2或更大比例的数字昆示是否逃用平滑("平滑",313頂)。有逸弾椋氾(執行平滑)/元逸捧椋氾(不執行平滑)
        行溶功触摸弁天          是/否汲置以行力単位溶劫信息行的触摸升実有迭捧]示己(汲置触摸升美)元迭持株妃(不設置触摸弄美)
        頁液司触摸升美          是/否設置以真先単位溶劫情意行前触摸升実有迭捧椋記(設置触摸升美)元送葬椋妃(不汲置触摸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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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                  
        顔色                    
                辺枢            迦椎的呈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背景            
                        ON      信息呈示区ON的呈示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OFF     信息呈示区OFF的呈示顔色(収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蔽/鉦/洋紅/緑/深藍/黄/白
                圏象和庫                
                呈示閤形庫              是/否呈示国形庫有造拝椋↓己(呈示)元迭捧椋妃(不呈示)
                顔色            
                        前景    国家的前景顔色(在"2色"模式仮封圏家数据有敷)黒/蕗/虹/洋紅/蝶/深藍/黄/白
                        背景    圏象的背景顔色黒/蓋/紅/洋紅/緑/深藍/黄/白/透明(透明只能用干扱警列表)
{ユ鷺
(包括信息湿示区域,触摸升X和国
象/庫数据」並示区的矩形的左上角)
ー
・姦撫略、哨・'
辺枢顔色
尺寸(X方向)
ON/OFF的証示顔色
圏象/庫数据」並示区域
上一ー
一一「
「一一
・顯象/庫数据呈示区域的位置和尺寸可以元限割地改変。
・行/頁液劫触摸井美的位置的改定可以没有限制。然而,湿示顔色和尺寸不能改変。
附注可以通江扱警列表/房史功能切換的画面編号,以及可以設定的閤象/庫編号的細辛,清参
考7-3-3「,"位内存表"(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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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功能〕
・扱警列表
除了"通用属性"以外,振警列表迩府下面的属性。
一特性
設定                    
        列表没定                
                起始位内存表人口        用干盟擦振警列表的第一イ'位内存表編号。萢園:0到1999
                参照位的数目    用干1塩擦根警列表的位内存表的数目。萢圏:0到1000
位内存表
住内存表NO.24   
位内存表NO.25   鴫二」位'
位凶行表NO.26   
位内行末NO.27   
位内存表Nf}.28  
位内存表NO.29   
粒剤布衣NO.30   
佐内存表NO.31   
第一－Al位内存表編号=25
位内在よ数M:5
・絵制結果
扱警列素雅視分配給指定萢園内位内存表的上位机位,官館彼位内存表功能属性投遣,
井且按"一一般"没定星示。
按照"一般的"没置顕示的方法,参考"通用属性"(345頁)。
振警列表允許按照位内存表的投足切換画面。細」青参考7-3-3"位内存表"(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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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警防史
除了"通用属性"以外,扱警防史逐右下列属性。
一特性
没定                    
        厨史借息                是/否旦示麦生吋同/友生顔率(遠意味着,在"以事
                        件力序"中足否呈示麦生吋同;在"以頻率力序"中
                        是否呈示麦生頻率)
                        有迭拝椋氾(是)/先進拝椋妃(否)
        順序美型                呈示美型
                        頻率順序/事件順序
                宿患i渠型       麦生吋同的呈示方法(只者当"美型"没置力"事件順
                        序",井且"厨史信息"没有逃捧祢妃吋有数。)
                        Y/M/Dh:m年/月/日小肘:分仲(15位数)
                        M/Dh:m月/吋小肘:分仲(12位数)
                        h:m小肘;分紳(6位数)
並示結果
按照"一般的"和"改定"的没置,房吏党乗』姦示如下。
友ノ1:頻率/麦生E1寸1司
一殻斗4位数
一年/月/日小肘:分紳15イ～敬
信息一月/日小肘:分封ll2仁数
分帥6{サ数
ヌ
行譲劫触摸升芙
頁譲功触摸汗美
(イウ数由"L反"決定)_小肘:ll     
[一一一一ーーーコ⊂一コ ▲
[=一一一一一一ーコ⊂一コ[一ー一一一一}コ[一コ[一一一一一一ーコ[一コ[一一ー一一ーーコ[一]        圭
        
        》▼
        
按照"一般的"設置呈示的鋼帯同趣,参考"通用属性"(345頁)。
扱警防史允許画面按照位内存表的改定遊行切換。£田廿参考7-3-3"位内存表"(2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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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懐取信息的口才向
対手以頻率力順序的扱警列表和服警防史,呈示一介信息吋,液劫或画面切換都会,逮取
方位内存表改定的学籍車内存表,井湿示最新的信息。
相反,在以事件力順序的扱警防史中,只有当位内存衰分配位的状杏変成"1"(ON)吋,オ
漢取方位内存表汲置的字符串内存表,井近景其内容。因此,即使字符串内存表的内容后
来改変了,呈示的信息也将保持所記皐的内容。然而,当旦示一介以事件方序的扱警防史
吋,如果房一一・↑'塩控的上位机的位変成"1"(ON),則在那一点呈示最新的信息。
・信息刷新吋的呈示
在呈示扱警列表或振警防史吋,如果盤投釣上位机的位状悉改変,那広呈示按下面所示
変化。
一撮警列表
対子振警列表,当臨控的上位机位状杏変成"1"(ON)吋,呈示相座的信息,当官変回
"0"(OFF)吋,清除昆示的信息(宿患族類位内存表升高射順序並示)。
〔当増加一ノト情思吋〕
一如果在呈示萢閨之外加一'条信息(在呈示萢圃前面或局面),正在昼示的信息没有変
化。
一如果在呈示池園之内加一条信息,則湿示新知的宿患,在官后面的信息向下移一一行。
〔当捌1除一一イ、イ言㌧自、B寸〕
一如果在呈示花圃之外(在湿示遊園前面或層面)燗除一一ノト信息,[E在呈示的信息没有
変化。
一如果在呈示萢聞之内観除一イ'信息,宮居面的借息向上移一行,除了捌除的是屏幕中
最上面的信息吋,返抄情況吋,借,息排在当前的呈示萢囹上面並示。
如果同日寸胴除金部呈示信息,宿患湿示杁具有相同序号的信息升始(林頂部算起)作
方呈示的頂点。(例,如果先前的湿示杁序号7升始,新的湿示也杁具有庵号7的信息、
汗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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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件力序的扱警防史
刈干以事件刃序的扱警防史,当塩控的上位机位的状杏変成"1"(ON)吋,相1的信息成力
最新的信息(夙最先的信思弁始呈示,迷児見最新升始呈示,是由NT31/NT31C中内存外
美的没貴決定)。当位的状恋愛回"0"(OFF)吋,保持量示的信息。
如果多介位的状志回付変成"玉"(ON)吋,編号最小的位内存表具有仇先枚。
〔夙最先的氾乗升始呈示〕
一由手垢的信息加在防史記景的末端,所呈示的信息不改変。然而,当昆示最后一頁,井
且新的信息加在官后面吋,則円融摸升美反湿,通知操作者已鍾加上一イ'宿患。
〔弘最新的記章升始呈示〕
新的信息加在厨史記乗的頂部。当加h-↑信息日寸,不管当前的呈示位置,画面切換到
弘第一・↑・信息升始的昆示。
・以頻挙党序的振替厨史
対干以頻率力序前根警坊史,当盤控的上位机位的状恣変成"1"(ON)吋,汁算位変"1",次
数的汁数値増加1,井目提示切換到反映新増加的置生頻率。
当位醜状恋愛回"0"(OFF)吋,頻率湿、フ示保持不変。
如果有事件頻率相同的位,遠吋,綿弓最小的位内在表的位排在最蓑近所史記景的頂部
並示。
一見示的内容按照事件頻率実吋変化,但是昆示萢爾不改変。頂部位置信息的序号(夙頂
部算起)保持不変,除非通道触摸升美操作改変呈示萢囹。
・信息呈示区域的以及策動触摸ヲ干美的点亮
宿患呈示区域和独摸升美如下所示,按照撮警列表/房史的状志点亮。
一信息呈示区域
当湿示后第一次鞍下宿患湿示区域,或鞍下共営信息后鞍下吋,如果力相庖的位内存
表汲置了閤象/庫数据,遠時借息区域灯亮(遠吋昆示相庇的国家/犀数据)。迭祥使
手一・眼知道呈示的圏象/庫数据対庶子卿・下僧息。
一行淡明触摸汗美
如果在昼示萢囹的上面或下面有信息,送些触横井美点亮。迭神使子…眼知道,在昆示
区域外是否運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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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液劫触摸升美
如果在湿示萢閨的上面或下面有一頁或更多情息,迭介触摸升美点亮。遠祥使手一眼
知道,在昆示区域外是否運有信息。
・清除根警厨史記乗数据的注意事項
扱警防史的泥乗数据可以用下列方法清除(初始化)。
一弘系統菜単迭拝"堆炉模式"一戸"内存初婚化"→"扱警房史"。
一将】ヰ状恣控制位的位1(振警防史初始化)設置成"1"(ON)。
〔輸入功能〕
扱警列泰和根警坊史只是逮取位内存表的状志,因此没有責接輸入功能。
美干盟控上位机位的方法,参考7-3-3"位内存表"(249頁)。
〔輸出功能〕
扱警列表和扱警厨史没有輸出功能。
〔赴理功能〕
振警列泰和根警厨史没有数据性理功能。
〔同其宿元素的共系〕
・撮警列表和扱警尻史按照位内存表的投足,盟控上位机位的状恋,昆示宿患和国象/庫
数据,切換画面等等。洋見7-3-3"位内存表"(249災)。
・扱警列表利根警防史可以和其営元素,按照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二登景元素的順序相重
畳。然而,用支持工具能改変官幻重登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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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数字雛型{"数字輸入")
〔功能筒介〕
数字健型数字没定輸入区是用干在画面上輸入数字値的論人区。
用触摸ヲ1二美輸入到数字改定輸入区的数字値写人到数字内存表。
可以用十遊観形式輸入,也可以用十六遺制形式輸入数字値。
・操作筒介
下面昆示,数¥鍵型数子設定輸入区的基本操作
(1)用触摸升美将一ノト数字輸入到・…介数子値設定輸入区。
一
花数字辻▲翰人民
　　貢的数7fil
                
                
                
        ]12341聯/人田面厨口     
                
在LHIuSIL用数字鍵輸人数了痘
(2)用ENT健或回触摸汗美碗杁写人数宇内存表的数字値。
逮吋,数字内存表内容豹変化経連pr的状恣通知区通知給上位机。
一
                                数字ピ人通知
        h2                      
                41              i12341」上位机1
        `田田圃苗圃固口回回ロー ,輸入           数宇内右表按下〔ヨ健1吋,愉人的数字値_」人数宇内右表,同吋特注ノト歪化通
                                
                                
知姶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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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制〕
・一ノト画面・共最多可以登釆256介下列元素。節倹対手含有8介子画面的重畳画面,也只
能在在'介子画面上登景数字改定輸入区。
数字改定輸入区(数字鍵型)
数字投足論人区(抜盈型)
一介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釆的輸入区在数量上役有限制:只要数据文件容量没有超出,
多少数量都可以登泉。然而,当登泉下大量的元素吋,要校柱元素昆示的限制庇符合"昼
示服制"(517頁)的要求。
・不可以在園…画面ヒ通辻多介数字設定輸入区(数字健型或抜盈型),向同一全数宇内存
表改定給人。
当ヒ位机中的値既要以十避制形式輸入,又要以十六遊制形式輸入吋,奇特数据輸入分
別貴人不同的数字内存表,但二者部分配給同一区域。
・能{移愉人的数字値的萢国是由数字内存表的"存慮炎型"("BCD"褐或二道制数),"呈示美
型"("十逃制"或"十六遺制"),和"呈示符号"針対数字改定輸入区的汲置決定的。洋見
7-3-1``i数字V]存i表「'(238頁)。
〔通用属性〕
数字没定輸入区的特性同数子値輸入及品示之何的矢亨表示如下。
・特性
一般的                  
        位置            数字設定輸入区的左上角錐椋。
        字型            数字字型椋准/半高/双寛
        比例            数字顕示的比例("散大的呈示",304頁)、,1×1(相等),1×2(力日高),2×1(カ回覧),2×2,3×3,4×4,8×8
        平滑            刈干2×2或寛大比例的数字湿示是奔逸用平滑("平滑",304頁)。有逸拝‡示↓己(執行平滑)/元造拝椋1己(不執行平滑)
        属性            数字昆示模式("呈示属性以及湿示効果",304頁)
        顔色            
                前景    数字呈示的前景顔色(仮NT31C有除r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背景    数字呈示的背景顔色(仮NT31C省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幻二/洋江/緑/深藍/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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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定                            
        表入口          湾入数字僚的数字内存表編号。遊園:0到1999        
        呈示炎型                数字億的呈示格式("輸人的数字値及存儲的数据",355頁手遊制/卜六遺制        
                格式("呈示的位数",355頁)                
                整数    数字債整数部分的位数萢隔L1到10  忌位数的最大値是10位
                小数    数字偵小数部分的位数萢閨:0到9   
                限制("上/下"(最大/取小)根限検査,358頁)          
                最大値  可以輸入的数字僚的上限  
                最小値  可以輸人的数了値的下ll艮        
        消零            是否使用池亭("消零",306頁)有逃拝椋把(使用消窒)/光迭捧椋記(使用泡零)     
        呈示符号                是夜昼示負数(如果"呈示格式"逸用"十六遊制",刑法没百方敷)("愉人的数値及存儲的数据",355頁)荷造拝称氾(協示負数)/元逃持椋妃(不賊示負数)      
        中心辺梅                有/尤指示数字没定輸入区已珪酸各好接収輸入的迫椎有迭揖…椋氾(使用辺枢)/元逃拝称レ己(不使用辺症)  
        対中属性                数字伽輸入礁荻前的呈示状志("湿球属性和絵制結果",304勃椋κ1/皮膚/内探/反間ン」煤 
イ∫置
ヒ]2畿
背景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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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示的位数
数宇内存表中的内容是作方整数存虻的。如果要在数字改定輸入巨巖示一介有小数部分
的数値.則把"小数"没豊成"1"或更大的値,咳値指出小数点后面的位数,然后自助摘入
了小数点。
注意,如果昆示数据的位数大ず没定的"整数"和"小数"位数的忌和,就含声生錯俣,井且
所有的位格呈示"★"。
例:銀示`L123456"
・4`ag数"改定力8位;"小数"段差力0位:
旦示結果:00123456
・4s整i数"没震う勺4位;Cdノ」、数"没入L)勺4{立:
呈示結果:0012.3456
・"整数"設定力2位;"小数"改定力4位:
呈示結果:12.3456
・"整数"設定力1位;"小数"没定力4位:
呈示結果:★★★★★★
対手十六麸[制呈示,仮指定整数部分的位数。
・輸入的数字億及存姫的数弛
・輸入数字値的池園以及存虻韓族方法是由下面的設置決定的。
一湿示美型("十遊制"/"1'六遺制")
一呈示符号(是否昆示負数)
〈由"呈示美型"決定的襲換〉
依据"湿示美型"的没置,力了将数字存人数宇内存表,対数据倣如下特操:
一"十遺制":
輸入的十遺制数鞍換成帯符号的二逃制形式,存定在数字内存表中。
一"十六遊制":
輸人的十六遊制数元需鞍換,存殿在数字内存表中。
附注数字内存表以帯符号的二遊制形式存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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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的輸入池園〉
下面例子説明,允n二的輸入池園是由"呈示美型"和"昆示符号"的汲置決定的。
呈示美型        符号    允許品示萢問
十逃制  不帯符号        0到2147483647ナ
        帯符号  一2147483648至lj2147483647
十六遺制        一      到FFFFFFFFh
当分配給上位机字的数字1/1存表写人内容吋,不仮数寧波定輸入区特性。面目内存表的
　存肥葉理"和"字"没江都将彫物允}午的輸入遊園。地下所示,允許的輸入池園是由迭些
特性決月」」。如果試問輸入一介允許論人萢r1]外的数倍,NT31/NT31C持札吉井禁止真鍮
ん、
存肝炎刑        '子     兄示美型        符号    允許的迎水池園
BCD偶   1       十辺llil        不帯符号        0到9999
                        '11∫特写       一999到9999
                卜六遺制        一      FC99到FFF蝋負数)0到2701(正数)
        2       十逃制  元符号  0到99999999
                        帯符与  一9999999到99999999
                十六遊制        一_     FF676981ii;lFFFFFFF日1(負数)0到5FEO蹴(正数)
　:遊制数       1       十遊制  元符号  0到32767★
                        d了符号 一32768到32767
                十六』1制       一      o到F拠㍉
        2       1・逃制 元符・ン        0到214748364プ
                        帯符号  一2147483648∫‖2147483647
                十六遺制        一      0到FFFFFFF罫1
★汁意,遠些値是同数」:並ポ池田有区別的。数子並水中,由∫二月尤符引」勺十遺制数昆示
的Fl寸候,負数以絶対値1]勺形式ぴ示,因此如"32768"和"2147483648"不可能輸入,但可L弘
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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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二位机字的内容和輸入数字偵之同的夷祭〉
当数字値輸入到ノト分配給上位机学的数字内在表吋,数字値首先按照"並示実理"和
"並示符号"的設定,特換成帯符号的'}一六逃;剖数,存慮在数宇内存表中。然后,按照数字
内存表"字"和"存匹美型"〔1勺設置写到ヒ位机字。因此,根据"宇"和"存肝炎型"(``BCD"碍
或"二辺i個数")的没定イく同,雨宿不同的結果,,
輸入数字値      "掃示歩型"      符・}   数宇内存義甲存虻的数値  字      "存娯美型"      上位机中学的内容
1234    1・遊制 イ帯杓「}       0〔X)004D2      1宇     BCD碍   1234
123                     0000007B        1字             Ol23
1234                    000004D2        2㌔二           000{}1234
1234            |;符号  000004D2        1宇             1234
一123                   FFFFFF85        1字             F123
一1234                  FFFFFB2E        2字             FOOOl234
(XXX}04D2       十六遊制        }       000004D2        1字             1234
FFFFFF85                        FFFFFF85        1字             Fl23
FFFFFB2E                        FFFFFB2E        2字             FOOOl234
4660    /遺制   イ請待一        00001234        貯:     二遊制数        1234
268430796                       OFFIEDCC        2字             OFFFEDCC
4660            帯符号  000Gl234        】字            1234
一32768                 FFFF8000(00⑪08(X}0)★  1子             8000
一268430796                     FOOO1234        2字             FOOOI234
1234    十六遊制        一      00001234        1子             1234
Fi23                    旺HH23(0000Fl23)★      ]宇             FI23
FO(X)正234                      FOOOl234        2字             FOOO1234
★括号中的値是輸入后的即刻疽。当数据輸入后夙上位机中速出日寸,数据韓換成32位的
負数,井且改変数了二内存表中的値、、
附注当"存虻美型"是BCD渦吋,帯符号的二遊制数(十六遺制数)韓換成左上位机字中数据的在
世形式(BCD)碍,井1=t導入上位机。如果数字値是貧的,手中最高的有効位没晋成"F"。逮意
味着,負数輸人的最多位数(整数部分加小数部分)是7位。
当"存虻炎型"是"二遊観数"吋,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尤需鞍換,可直接再入上位机字中。
然而,当負数写入一ノト数字内存表,核数字内存表在上位机中分配字的数目是一ノト吋,数据
輸入后立即以16位負数存疋,、
当数提防后杁ヒ位机中欧出吋,数据特換成32位負数,井且数字億改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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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ヒ/下(最大/最小)限栓査
Nr31/NT31C具有栓査輸人数僚的正碗性.防止允1午池園以外的数字億輸人的功能,使得
不合法的数値不会対系統声生」不拘影ロ向。
対手数字健型数字設定輸入区,当陥汰輸入値付,就会実施検査。如果数値大干最高限定
或小子最低限定,蜂鳴器‖向三声,井且清除輸人的数字値(恢夏到輸人前的状恣)。
注意当機弘輸人的数字債自主検査上/下限。
〔呈示功能〕
数字値按照"一般的"没定呈示在数字設定輸入区,,
接蝋"一般的"改定逃行呈示的細辛参考"通用属性",(353頁)。
〔輸入功能〕
通道"牲制代硝輸入健"触摸升共寝数疽輸入到数字改定輸入区。
〔輸出功能〕
数字没定輸入区只是把輸人的数字但写到数字内存表:宮相没有直接輸出数据到外部終端
的功能(如果軍人数字償的数宇内存表是分配給上位机的,数据可以洞接輸出到上位机)。
然而,此数字伍的輸入経由書状恋通知区通知ヒ位机。
〔処理功能〕
数字設定輸入区中,輸入的数字疽按照"投足"的特性,襲換成帯符号的二選個数。
按照"没定"特性遊行特撰的細廿参考"通用属性"(353頁)。
〔伺其官元素的共糸〕
・"数字霊示"(302頁)与数字没㎏輸入区使用相同的鞍換方法和皿示方法。
・数了:値在数字内存義甲如何存虻約姻廿参考7-3--1"iSC-f内存表"(238頁)。
・使用数字没定輸入区需要輸人和礁荻触摸升芙。当布多↑数字没定輸入区吋,可以用触
摸升美在官佃之回遊行進棒利移劫(439頁)。
・数字没定輸入区与其宮元素按照宮川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盗泉的順序相重畳。然而,用
支持工具能改変官田的重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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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按盈型("援盈井美")
〔功能筒介〕
抜盤外美型数字改定輸入区是在画面ヒ輸入数字値的輸入区。
力無位数提供増量或減量触摸升美,復容易惨敗数学値,和把数字値写人数宇内存表。
可以用卜'遡i制形式輸入,也可以用十六遊制形式輸入数字値,、
・操作筒介
下面供述抜意型数子改定輸入区白雪基本操作。
(D使Jl]増量和減量(+,一)触摸井美可以改変数字設定輸入区的数値。
一
ド●下(一)触授刀夫,虚減数伽
按下(+)触摸肝美,逆蛸数値
(2)毎次数字億的修改,都得到碗畝,井且友生的"改変"都通」立Pr状杏通知区域通知上
位机。
一
                        
        鰯              嚇据一1234通知司上鉋数午内存義母次按下(+)或(一)鍵,輸人的数字恒'人数
                        
了:内存表,迭介改変目附通知上位机、
〔限制〕
・対千波有相互重蒋的画面,毎分画面最多可以登乗64介殻盈型数字改定輸入区。
・一介画面一共取多可以盗泉256ノト下列元素。即使対手含有8介子画面的重登画面,也只
能在'小子画面L登求数字没定輸入区。
数字投足輸入区(数字健型)
刈'干…全画面数据文件可以登乗的輸入区在数量上没有限制:只要数据文件容量技有超
出,多少数量都可以登景。然而,当登泉了大量的元素吋,要検査元素湿示的限制泣符合
"湿球限制"(517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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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在同一画面上通道多ノト数字改定輸入区(数字鍵型或抜祖型),将輸入設定到一小
数宇内存表中。
当上位机中的数値要求既要以十遺制形式輸人,又要以}'六遊制形式輸入吋,分別設定
数字輸入到各自的数学内存表,但二者部分配給同一区域。
・能移輸人的数字値的遊園是歯数宇内存表的"存虻美型"("BCD"碍或二道制数),和力数
字没定輸入区所倣的"昆示炎型"("十逃制"或"十六遊借ll"),和"湿示符号"設置決定的。
細背参考7-3-1"数字内存表"(238頁)。
〔通用属性〕
下面耕述抜盈型数字没定輸入区的特性同数子値輸入和呈示之何的美系。
・特性
…般的                  
        位置            数字改定輸入狂的左上角坐椋。
        字刑            輸入区的尺・1』小/中/大
        結束板          是否在数字没定輸入区汲置結束板有逃捧行氾(汲置結束板)/元逃捧椋党(不渡置結束板)
        属性            数字湿示模式("呈示属性以及呈示敷果",304頁)椋准/囚焙/反昆囚源
        抜煮顔色                
                辺樵    数字投足論人区辺桓的顔色(仮Nr31C具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鉦/洋紅/緑/深藍/黄/日
                前景    数字設定輸入区前景的顔色(仮Nr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1監/江/洋紅/録/深藍/黄/白
                背景    数字設定輸入区背景的顔色(仮Nr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字符顔色                
                前景    数字的昆示顔色(仮NT31C有線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江/洋江/緑/深藍/黄/白
                背景    数字的背景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藍/烈/洋江/緑/深藍/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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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定                            
        表人口          百人数字偵的数字内存表編号。池園:0到1999        
        湿示i炎型               数字傭的湿示格式("輸人的数字他及存儲的数据",362頁十遊制/i'六避制        
                格式("昆示的位数",362頁)                
                整数    数字疽整数部分的位数萢1脇1到10  
                小数    数字偵小数部分的位数遊園:0到9   
                限制("ヒ/下"(最大/最小)根限栓査,365頁)          
                最大値  可以輸人的数字億的上限  
                最小値  可以愉人的数字値的下限  
        湿球符号                是否呈示負数(如果"昆示格式"逸用"十六遺制",鄭亥没青天敷)("輸人的数値及存儲的数据",362頁)有迭捧椋己母1示負数)/元迭揮緑泥(不昆示負数)      
輸入区顔色(前景/背景的填充1冬1案顔色)
位置辺虹顔色申付顔色
0田
田40田
口0田
口0口
数
帆
個
数
小難
号
付
板
疎
ん　ロ
「
日0日
目0田
口0口
叩・日
日0田
小数点
小数部分的付数
・散大昆示
抜書型数字設定輸入区可以以下面3秒尺寸昼示。毎分例子中,触aCiFF美的尺寸分別是
1x1,2×2和3×3,以最小的単位(20x20点)力碁准。
小中大
日-田
白、4、田一
　
白3・里
劃
　              '〈…へくこ〉   バ「～'
1口     て三ユ          臼:
　:∴　::       　      三　‥　        ∴　　　
1       2       3       4
耳      　、、こ、、v　ご》ぐ.'・'甲1   ∵二二・∴・∵㍉二圧}　∵　、'.、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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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示属性以及絵制結果
昼示属性        絵制結果
椋准    以指定的前景顔色和背景顔色呈示数字改定輸人区。
        一'
        日1臼
        一
因煤    "椋准"呈示和"元旦示"交替重夏。
        一㎜「一一〔コ∈]
        壬⇔
        庄1臼
        直一ー一
反昆囚抵        前景顔色和背景顔色重夏交換。
        一【一
        嵐〔コ
        1⇔口口[ユ
        一一
・恨示的位数
数』一内存表中所有的内容是以整数形式存虻的.効果要昼示一ノト帯有小数部分的数値,
則把"小数"没豊成"1"或亜大的値,核値指定小数点后面的位数,燃眉自助摘入了小数
点。
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湿示息和的最大値足10位。整数部分至少有一位。
注意,如果霊示数字的位数大干設定的"整数"和"小数"位数的息和,就会声生錯嗅,井且
所有的位将星示"☆"。
例:呈示"123456"
一"整数"改定力8位;"小数"改定力0位:
昆示結果:00123456
-"整数"没定力4位;"小数"没定力4位:
湿示多吉果:0012.3456
-"整数"設定力2位;"小数"設定力4位:
最示結果:12.3456
-"整数"改定力1位;"小数"改定力4位:
昆示結果:★★★★★☆
・輸人的数字値及存虻的数据
能移輸入数字値的花圃以及存虻所需射精換方法是虫下列汲置決定的。
皿示美型("土遊制"/"十ブv遊制")
呈示符号(是否呈示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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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掘"量示炎型"遊行特操〉
依据"呈示美型"的段置("十遊制"/"十プこ近親")和"湿示符号"的没貴(是否呈示負数),
力了在数宇内存表在定論人的数据,要償如下鞍換:
一"十返制":
輸人的十遊制数特操成帯符号的二避制形式,存虻在数字内存表中。
一"十六遊制":
輸人的十六遊観数元需特操,存定在数字内存義甲。
附注数字内存表以帯符号的二選制存疋数字値。
〈輸入萢囹和鞍換例子〉
下面例子説明,允許的輸入萢閏是由"呈示美型"和"競示符号"的炭量決定的。
昆示美醜        符号    允許的輸入萢圃
十遊制  不帯符号        0到2147483647
        帯符号  一2147483648至‖2147483647
十六遺制        一      0到FFFFFFF董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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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数字寄人分配給上位机字的数字内在表付,不仮数字改定輸入区的特性,而且内存表
的"存慮美型"和"字"設定部将影胸允↓午的輸入遊所L,如下所示,允許的輸入池園是宙返
些特性決定的。如果輸入一介数値超出允ピF輸入萢圃,N'r31/NT31c将校強弁禁止其輸
入。
存世業型        通道    昆示炎型        符号    允許的呈示萢1封
BCD褐   1       十遊制  不帯符号        0到9999
                        帯符号  一999到g999
                十六送制        一      FC99到FFFEI(負数)0到270nl
        2       十遊制  元符号  0到99999999
                        帯符号  一9999999到g9999999
                一十六逃制      一      FF676981至‖FFFFFFFF1(]無数)0到5F5EOFE1(n・数)
二遊制数        1       卜遊制  元符号  0到3276㍗
                        帯符号  一32768到32767
                十六逃$1        一      0到FFI「El
        2       ・1一送制       尤符号  0到214748364プ
                        帯符号  一2147483648i剖2147483647
                十六遊制        一      0到FFFFFFFr;1
★注意,逮些値是同数字呈示萢固有区別的。数字呈示中,由丁用足符号山十避制数兄示
的吋候,負数以絶対値的形式昆示。園地如"32768"和"2147483648"不可能輸入,但可以
昼示。
附注当"存世業型"是BCD碍吋,帯符号的=二Mll制数(十パ逃制数),要特撰成在h位祝事中数据的
存吐形式(BCD碍),井且写入上位机。如果数値是貧的,字中垣高的有効位没豊成"F"。遠意
味着,負数輸人的最多位数(整数部分加小数部分)是7位。
当"存虻炎型"是"二遊制数"吋,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元需鞍換,」互接写人上位机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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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最大/最小)根粒査
NT31/NT31C具有検査輸入数倍的正碗性,防止允i午池園以外的数値輸人的功能,使得不
合法的数値不会対系統戸生杯的影哨。
按照数字没定輸入区的美型,左下列時刻執行上/下(最大/最小)限栓査。
射干投獄型数字改定輸入区,毎次按下一介位的増量/減量健,就執行一次検査。
対手抜盈型数字没定輸入区,如果n...n<m...ml上限lln...n,下限:Om...m("n"和
"m"是毎ノト位的任意値)],在最高数位,近位和降位是不可以的。
例:
如果上限侃和下限値分別是1200和201,相応的数字値可以改変的萢掴如下:如果初婚数
値是3位的,1遊園是201到999;如果初婚数値是4位的,池園是1000到1200。
声生巨神結果的原因是,上/下(最大/最小)限検査功能不允沸最高位的数字値杁0変
成1或杁1変成0。
方避免迭祥,没紅上限禾ll下限力"n...n≧m,..m1`",或者乗用一介触i摸iFFee分別写人遊位
和降位的数値。
注意当輸人的数字疽磯訊問,検査上/下限、
〔顕示功能〕
数字値按照"'般的"没定在数子改定輸入区呈示。
按照"一般的"設定遊行品示的細布参考"通用属性",(360頁)。
〔輸入功能〕
通遺方毎分散位没書:"+"和"一"触摸井美将数値輸入到抜盆型数字没定輸入区。
〔輸出功能〕
数字・設定輸入区只是把輸人的数子値寄人到数字内存表:官僧没有将数据直接輸出到外部
終端的功能(如乗数据写人的数字内存表=是分配給上位机的,此数値可以間接輸出到上位
机)。
然而,此数了:値的輸入経由1γr的状志通知区通知上位机。
〔処理功能〕
数字没定輸入区没有数据妙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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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宿元素的美系茎
・"数字呈示"(302頁)同数字設定輸入区使用相同的特操方法和呈示方法。
・数字値在数字内存表如何存虻的鋼市参考7-3-1"数字内存表"(238頁)。
・数字改定輸入区有其官元素按照宮川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登景元素的順序相重畳。然
而,用支持工具能改変官田重畳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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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輸入字符串
〔功能筒介〕
字符串輸入区是在画面上輸入字符串的輸人区。
月蝕摸汗芙職人到字符串輸入区的字得率写到字符串内存表。
通泣与NT31/NT31C相違的条形碍遠人器,也可以遠取和輸入条形碍。
附注夙条彫碍渡人器職人字符串吋有両神輸人方法:"自励碗荻",此国字符串輸入肘自動碗杁;
"手助碗杁",此吋字笹津要通道触摸井美操作碗弘。使用郷一稗方法,是由系統菜単的内存
IFF実力通信端[]A所倣的没貴決定的(没置"象形碍旗人器",然后在"通信設定"桓没晋自助
碗弘或手翰碗杁)。
功能筒介
下面供述字符串輸入区的基本操作。
(1)使用触摸升美或条形碍瑛人器将一分字符串輸入郵亭符串輸入区.輸入約文本描
在当前輸入光椋所在的位置。
■陸堅■■一
字符串輸入
摘入
…Ic〔亟][過
(2)用ENT鍵或団触摸升美碗荻輸人的字特車:字符串寄人郵亭符串内存表(拭条形碍炭
入器輸入吋,輸入方式逸力"自助碗荻"模式,字符車輪人付自助碗杁)。
送付,字符車内存表内容一改変,其内容就会経由臼状恣通知区通知上位机。
字符串数据写人字符串内在表,以及通知上位机,不会是只在字符串輸入区昆示一介字
符率爾自明執行。当技下ENT鍵或回鍵触摸升美吋,オ執行写人和通知。
■LN■Ri■KK■1駆■1領■
                        散斑封入回'
                        
        品目巨回国]国           －NT31C上位字符串内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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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介画面怠業最多可以登景256介下列元素。即使射干含有8介子画面的藁蕎画面,也只
能在一介子画面上登景字符串輸入区。
字特車輸入区
刈干…一介画面数据文作目∫以登乗的輸入区在数量上役有限制:只要数据文件容量波布超
出,多少数量都町以登乗。然而,当登議了大量的元素吋,要栓査元素湿示的限制庇符合
"湿ノ」≒β艮希il"(5i7頁)自勺要,.k。
・不可以往同一画面上通迂多介字符串輸入区,将輸人ピ没定到・分字符串内存表中。
・在一介字符串輸入区可以湿刀的字符数当字符尺寸有美。
lx1(相等):
1×2(増高):
2×1(ナ曽寛):
2x2:
3x3:
4×4:
8×8:
最多4rOAI字符
最多40十字符
取多20介tf:符
最多20ノト字符
最多13ノト学籍
最多10十字符
最多5介　丁:符
・可以昆示的」符包括子母,符号和椋志、即使字形汲置刃"半高",也呈示椋准商的椋志。
因此,如里並示椋志后再提示通常的字母和符号,那久却下所示,杯志的・…部分伍保持
並示。
・如果`子形"没H方"半高",井口昆示完称志后弓人一・-Al字符串,那ゑ称念的一=部分OJ保
持呈示,如下所示。
直鋼hij
在遠利1情況下,創建空格符作方椋志,寄人逮些椋志,然后再寄人字母和符号覆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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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説明了字符串輸入区的特性和輸入及湿示的■符串之何的美系、
・特性
一般的                  
        位置            字符串輸入区的左上角坐椋。
        字型            字符的字型椋准/半商
        比例            宇符串呈示的比例("放火酌量示",313頁)。1xl(相等),1x2(力日高),2xl(カrl寛),2x2,3x3,4x4,8x8
        平滑            ヌ才子2x2或更大比例的字符串呈示是否逃用平滑("平滑",3]3粟)、、有造拝祢氾(執行平滑)/先進拝椋己(不抜行平滑)
        属性            字符串呈示方式("呈示属性以及湿示効果",304頁祢准/丙焙/双星内爆
        顔色            
                前景    文本的並示顔色(杖NT31C宥除了黒,H以外的顔色)黒/藍/紅/洋紅/録/深藍/黄/日
                背景    文本星示的背景顔色(仮NT31C有除了黒,白以外的顔色)黒/蔽/紅/洋紅/緑/深藍/黄/白
改定                    
        表人口          寄人輸人的字符串的■符串内存表的編号萢圃:0到1999
        投度            字符車内存表中最多的字符数目池園:1到40
        中心辺枢                有/元指示字符串輸入区巳経縦谷好接牧輸人的辺枢有逸掻椋氾(使用辺枢)/先進拝椋妃(不便周辺枢)
        対中属性                字符串輸入碗仏前的呈示状志("呈示属性和絵制結果",370頁)椋准/反昆/内抵/反湿囚煤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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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功能〕
〔輸入功能〕
〔輸出功能〕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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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脈輸入的字符数目大rF字符串輸入区設定的輸人数,忽略多発rl勺字符。
如果菜隊輸入射手符数日小十字符串輸入区設定的輸人数,字特車夜光杯位置輸入,井
且光杯右面的字符向右側移功、,因此輸入一小字符串,官曲学符数小丁投足的輸入散財,
先前昆示的字符呈示在迭'卜字符中之后。力了使遠些宇符力空,或者用室格填朴剰余的
部分,或者碗弘前川帯有控制代碍功能的触摸升美("BS","DEL"等等)卵除多余的字符、、
・呈示属性以及絵制結果
呈示属性        絵制結果
椋准    以指定的前景顔色和背景顔色昆示学籍串改定輸入区。瀧i繍懸購
囚蠕    "杯准"湿石和"元湿示"交替重夏,、i綿磁鷲耀嘩騰難詰
反昆囚麻        前景顔色和背景顔色重夏交換。顯繊灘麟一畷翻1竪鷺劉闘
按照"・・般的"没定在宇符串輸入区旦示字特車。
按照"一般的"設定遊行昆示的細廿参考"通用属性",(369頁)。
字符串通江"輸入鍵一字符串"和"輸入鍵一控制"触摸ヲ干美或条形碍達人器輸人到字符串輸
入区。
条形碍凄入器的改定和達接的畑廿参考3-4"連接一介条形碍旗人器"(39頁〉。
字符串輸入区只是把輸入的字符串写到字符車内存・表:官田没有将数据直接輸出到外部終
端的功能(如来算入字符串的学行串内存表是分配姶上位机的,数据可以内接輸出到上位
机。
然而,字荷車的給人是鑑由1プr状恋通知区通知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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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字符串
第7-13苓
[処理功能]
字符串輸入区没有処理功能。
[同其官元素的美系]
・"字符卑湿示"(310頁)同字符串輸入区使用相同的湿示方法。
・字符串在字符串内存表如何存簡約細布参考7-3-2"字符串内存表"(245頁)。
・使用字符串輸入区必須没密輸入和晩秋触摸升美,除非使用"自動碗杁"没量的条形碍達
人器。当有多介字特車輸入区吋,需要在官伯之同遊行逸拝和移劫的触摸升美(455頁)。
・字符串論人区与共営元素按照用支持工具在画面上登景元素的順序相重畳。然而,用支
持工具能改変官田重畳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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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特殊功能
除了元素以外,NT31/NT3玉C迷盲下列可以由M31/NT31C自身真現前功能。
・筒口功能372頁
・湿示防虫功能375頁
・扱警防史功能378頁
・恢夏功能381頁
・屏幕保炉功能382頁
・蜂鳴器功能383頁
・吋紳功能385頁
・打印功能386頁
・縮程器功能(打展功能}389頁
下面介招迭些特殊功能。
7-・14--1箇日功能
NT31/NT31C具有在当前足示画面(基本画面)上童鍾呈示商口的功能,,不管何吋需要,都町
以元帳割地打升商口。
附注
骨仏是筒口?
通道PT状志控制区的操作可以禁止打升商口。
"窟口"是一十可以往当前呈示画面(基本画面)上童替呈示的画面。官的尺寸和見示位置是
没有限制的。筒口主要用子下列座用。虫干箇日常作方鍵盤使用,因比高支持工具木濡中称
)勺"健盈画面"、,
一箇日中耳以登最説明惟信息,使官在操作期1可用作報助画面。

[[○○畢

按遠里
⇒
                        
                        
[       校制イ々輸帯            
()                      
                        
⑳輌            ,       
                        
打ヲ干商u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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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以通道登求多介輸入鍵一字符串(触摸i汗芙)来遊行数字/字符申渡定,可以按需要切
換画面増加可使用鍵的数量,允許多称美型的輸入。
芋竺区          按下"数字"                                      
11                      〔                              
歎ず竺円                一      團      1       2       3       
                                4       5       6       
                                ■                      
                                                        
                                                数字筒口        
                                                        
                        [コ                             
        ,按下"字母"                                             
                        E]      A       8       C       
                                D       E       F       
                                                        
                        1                               
字母宙「1
附注方了遊行数字/字符串設定,需要一介鍵来碗杁輸人的数字億或字符串。把ENT輸入鍵一控
制或巨]鍵分配姶一介触摸汗美,以生成迭介鍵。
一通違登粟多ノト画面切換鍵(触摸野美),可以創建画面切換的菜単。
≡
⇒
按適1牲
当按下"国形"吋
当鞍下"下'介"吋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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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口画面和呈示元素
使用宙口功能,可以在任一編号林1到3999的用戸画面中生成筒口(登乗了簡口的画面称作
"商口画面")。
当一ノト画面登衆力窟口画面吋,必須指定菌口来改定宙口的尺寸。箇口忌是以"筒口区"尺寸
湿示。
呈示中商口的位置就是在宿口画面力"商口区"改定的位置。
一ノトNT31/NT31C商口可以登最下列元素。如果一介衝口画面登最遠些元素以外的元素,裏
打升窟口付,官伯不倣呈示。
一固定酌量示元素(文本,国形,圏象数据,庫数据,椋志)
一触摸升美(但不能使用輸入通知功能和画面打印功能)
一数字/字符串輸入改定区(只能使用一十,井且成方一十"暫存輸入区")
通逆力商口画面没定"背景顔色"画面属性,筒口可以以不同干基本画面的背景顔色旦示。
附注一箇口紅升吋,不昆示超出商口区域以外的元素。
一箇口紅升吋,昆示妙理梢有延退。
暫存輸入区
一介筒口只能登乗一介数字或字符串設定輸入区。逮ノト輸入区可以和基本画面上大量的数
字和字符串輸入区結合使用,用干数字輸入到基本画面輸入区之前的暫存輸入。箇口中遠神
的数字或字符串輸入区称力"暫存輸入区"。
暫存輸入区的伐点在干,当校査基本画面的当前設置吋,人口可以輸入暫密輸入区。
数字設定輸入区暫存輸入区(呈示正在輸人的数据)
        i{              
                        
        11234561工      〔コ741±OT     
        10002711■              
                ●      
                        
当前段定
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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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基本画面上一ノト数字或字符串設定輸入区也没有日仁将不、匝示暫存輸入区。注意,
新春輸入区不能用干抜抱型輸入区。
如果暫存輸入{X的位数少]二基本画面上的実防輸入区的位数(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小数
点位+符号位),那久可以観示暫存輸入区,但不能使用。
如果不能使用暫存輸入D〈,那久数据必須直接輸入到基本画面,,
7・・-14-2呈示防史i己泉功能
昆示厨史記求功能用∫二近景操作辻秘中画面呈示的次序和呈示的頻率、,瓜系統菜単或在操
作期間可以呈示利権査泥乗的数据。
使用呈示茄史↓己乗功能的歩藤
使用湿示坊史記景功能曲玉』聚如下所示。
(D〔改定画面属性〕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力呈示厨史要倣妃乗的画面改定"厨史"属性。対手迭ノト没
定,可以盗泉一介字特車("祢題")硯明画面的内容。最多24ノト字笹丘。
只存没置了"厨史"属性的画面オ是呈示厨史記設功能的対象。
(2)〔初婚化毘赤房史〕
升始妃最前,昆ポ坊史必須由NT31/NT31C的系統菜単初婚化,清除迂去的把乗。
(3)〔厄歳晶示房史〕
象平吋…祥操作N'1'31/NT31C。
当操作期間嘉承…全段有"房史"属セ長的画面吋,配乗宮的呈示吋同和日経亙示的次数。
(4)〔検査呈示房史妃泉〕
昆示和稔査所記※的昆示茄史妃景。
撤退作事有両神方法:杁系統菜単昆示記※;在送行吋湿示一ノト登乗了呈示房史妃景功
能画面。
珂秒方法中,都町以按事件順序(湿示順序)或頻率順序(昆示顕率的順序)呈示妃景。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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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一只有用戸画面可以改定"坊史"属性。系統画面不能改定"坊史"属性,因此呈示防史妃最中
不包括逮些画面。
一当呈示一介重登画面吋,把衆父画面的数据。
一円'状志控制位的位ll(提示房史初婚化)可以用千旦示尻史記乗的初婚化。
呈示防史泥象的妃景格式
方旦示房史氾釆,在内存表牛方没有"防史"属性的画面妃最下列数据。
一画面縮号
一旦示吋何
一呈示厨史椋題
附注呈示坊史U衆是由NT31/NT31C中的内部鬼瀬支i持的,因此即値NT31/M31C的屯源英断或
NT31/M'31C夏位付,数据OJ保持。
↓己景的最大値
・以事件力存
在以事件刃序酌量示厨史記最中最多可以氾乗1024・↑画面的数据。1024介氾乗超泣吋,
操作取決手支持工具中,"pr杓成"一"系統"画面的"画面(使用杯形緩沖器)"設置:造拝
是停止妃景述是捌除旧的正議。
如果"画面(使用ヨ不形緩神器)"没有段置逸持病氾,則停止↓己乗;如果没置了逸拝祢↓日,氾
最新的数据,捌除最旧前記乗。
・以旗挙力序
在以頻率力序的湿宗風史氾最中最多可以連乗255ノト画面的数据。即値超出逮ノト萢圃,也
保持湿示255介紀粟。
検査党員
有両神栓査昆示扉史記乗的方法:IENT31/NT31C的推炉模式下槍春泥景内容,和在追行期
1旬呈示一介具有呈示厨史記泉功能的画面。
・昆示的画面
死絵以事件力序迩是以旗挙力序,M31/NT31C中一・介画面最多可以呈示14介↓己景。力了
査看不在当前画面上湿示的記章,使用"上","下"触摸升美箭失鍵液功画面。
如果没有↓己景品示厨史,呈示"没有我到昆示房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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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順序
按照画面呈示的順序豆示画面↓日乗。在Nr31/Nr31C中月内存外美的設置決定杁最老的
記章升始湿示,迩是夙最新的肥景升始昆示。
一頻率順序
以相座面面的呈示頻率(昆示的次数)力序呈示画面う己景。
・在錐i抄模式下栓査i己乗
夙系統菜単中逸捧堆炉模式井昆示房史竜泉。
系統菜単操作的細布参考6-11-4"昆承和打印呈示茄史↓己景"(183頁)。
・往返行期間検査妃乗
往返行類同,通泣呈示下面任一画面可以検査湿示厨史記景。
画面NO.9001:事件房史画面
画面NO.9002:頻率厨史画面
附注画面NO.9001和NO.9002反湿,以便呈示昆示坊史i己乗。官伯不能用予其宮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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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3扱警防吏党景功能
扱警厨史記景功能達鎮盟控預先役定的上位机位的状志,妃最遠些位的状悉変成"1"(ON)的
吋刻。可以在位内存表中改定盟控位。
即使在送行期河也可以杁系統菜単並承和校験氾乗的数据。
使用撮警防史竜泉功能的歩藤
使月]扱警防史記景功能的歩聚,如下所示。・
(1)〔没定位内存表〕
在支持工具中,把上位机的位分配給位内存表,井且特段貴成"坊史"。遠吋,可以指定含
有説明扱警内容信息的字符車内存表彼位内存表的功能。
只有没責了"茄史"属性的位オ是根警厨史功§2的対象。不管画面是否呈示,NT31/NT31C
道行類同,一宜連鎖盟持役有"坊史"属性的位。
(2)〔初始化根警痴史〕・
升始氾最前,扱警房史必須由Nr31州丁田C的系統菜単遊行初婚化,清除辻芸的配乗、,
(3)〔妃乗根警坊史〕.、
象平吋一祥操…作NT31/NT31C。
在道行類同当一介没有"坊史"属性的位的状志変成"1"(ON)吋,妃最遠介事件的吋同和
位変成ON的次数。
(4)〔栓査扱警厨史記衰〕
湿示和検査所氾乗的扱警防史妃景。
倣迭件事有両神方法=見系統菜単湿示近景;在道行吋呈示一・令登乗了振警防史元素的
画面。
両神方法中,都可以按事件順序(豆示順序)或頻率順序(呈示頻率的順序)毘示妃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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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警防史妃泉的‡己泉形式
対手根警防史i己景,方分配給状恣変成"1't(ON)的位的位内存表氾泉下列数据。
一信息(方位内存表汲置的字符車内存表的内容)
一呈示吋阿
附注一投警防史記泉数据是由NT31/NT31C中的内部鬼瀬支持的,因此即使NT31/NT31C的屯源
英断或M31/NT31C夏位付,数据イ乃保持。
-pr状本校制位的位1(扱警防史初始化)ロ丁以用手根警房史的初始化。
i己景的最大偵
・以事件力序
在以事件方序的振替原史妃最中,最多可以妃乗256ノト位内存表(位)的数据。256'↑'氾景
超迂吋,操作取決干支持丁昇中,"PT杓成'㌧"系統"画面上ヌ寸"根警(使用杯形緩沖器)"
的没貴:迭拝是停止已皐述是捌除旧約厄歳。
如果``根警(使用圷形媛神器)"没有汲置逸拝椋憺,則停止配乗;如果汲置了進捗椋妃,泥
最新的数据,依次捌除旧的氾求。
・以頻率由序
在以頻率力序的扱警防史氾乗中景多可以氾乗255企画面的数据。即使超出途小藩閨,也
保持昆示255介IU>1。
栓査う己※
有閑稗検査扱警呈示坊史i己景的方法:在NT31/NT31C堆炉模式下検査厄歳内容,在送行類
同昆示一ノト登景了扱警防史元素的画面。
扱警肪史記乗功能的証示,根掘官是杁雄炉模式凋出,述是見違行期間凋出面不同。
・昆示的数据
下面介錯具有扱警防史氾泉功能的数据呈示。
一事件順序
按照改定的位内存表的状恣変成"1"(ON)的順序湿示↓己景。用NT31/NT31C中内存外夫的
汲置,決定弘最老的妃京升始呈示,迩是杁最新的↓己京升始皿示。
一頻率順序
按照位内存表的状志変成"1"(ON>的次数排列昆示己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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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i抄模式不稔査妃泉
夙系統菜単中逃捧鎗i炉模式,井毘示扱警防史宙乗。
系統菜単操作的細廿参考6-11-5"昼示和打印扱警防史氾景"(185頁)。
在錐炉模式下校強記乗付,呈示如下画面。
一事件順序画面
20524{脱6Tesnp.しowLe)ei
3②524e841Pr(xcess2Stoped
4et524{b841Pr◎ocess1Stx)ped
S肪240849(拓rMeyorStOPP
605241521CorrveyorStePP
7②5260844P/S1.Q,NVoltag
8②S2フ1フ32(≧)rNeyorStop
9{笑～2フ土12STemp.LowLe●e
}1麟磯艦:慧i鵠…、
12㈱∂421e6(iorNesyorStopped
1醐42152C・r・ve…S』dl[1・
一頻率順序画面
i蕗+Tefnp.Lo田Le㌔句…》1
49Ｔemp.Hi8hI、eve1
工6P/SLo脚V◇ユtage
15Pr◎ocess3StOpped
13Watei－Ｔank()verheating
llPr()cc)5ss2Stopped
6Pro◇oess1St◎pped
ぐ　ぬえ
}!駕:、1⑪1.。r
㊥〒Ｔ
PI・t,
;[き・
・追行期間検査配乗
在遂行吋,通道毘示…介脊梁了扱警防史元素的画面,来栓査扱警防史記乗。
遮吋,按下面所示的方式呈示扱警元素。然而,要注意,可以通道参数的設定改変扱警茄
史元素的寛和高,以及吋1旬的呈示方法。姻㌣清参考7-ll"扱警列表,扱書房史"(341
頁)。
-1…1寸恒1川貝戊茅原ij面
　r　　　r　　▲高坊龍華ノじ.不IE常06!0709:21   ±
循」不i吋1司超辻06/1715:44      
        
s●吟   》
        ▼
織査道程1/0貨送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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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頻率順序画面
一▲高刀ワ自旨司巨フ1Cイこ正常'53       一会
遮程レ0不正常39 
        亭
        ▼
循跡付何避道loo毫秒
就乗用下面的対策:電新穂
査程序,便宜不会栓測剣術
跡吋問題出。
7-14-4恢夏功能
NT31/NT31C具有保炉功能,官能保持道行迂程中修政道的内存表的内容(通江数字/字特
車没定功能,或来日上位机的指令),即使NT31/NT31C的屯源欠餅或NT31/NT31C友位吋,
内容仰保持,役得下一次宿坊NT31/NT31C吋,所以在相同状恣下重新店劫。遠項功能称作
"仮痘功能"。
如果汲置了恢夏功能,当屯源英断,或NT31/NT31C変位吋,戒杖系統菜単退出吋,内在表的
内容不被初婚化、,
迭意味着当下一一次重新聞功操作吋,把存虻在内存表的数据得人上位机,就可以呈示埼以前
相同的画面。然而,如県内存衰分配給上位机中的分字,井且内存表汲置成不物始化.那久
上位机字的内容会写入内存表,因此内存表中以前的内容曇失。
即使汲置了恢夏功能,如来執行内存表初婚化,内存表的内容将由支持工具初婚化成訣省没
置。
是否使用恢箆功能是由NT31、4W31C的内君iFl美設置的。細廿参考6-9-10"没定収夏功能"
(167頁)。
附注Nr31/NTf31C的内部屯地竜圧変低吋,副使設定了恢笈功能,内存表的内容也元法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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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5展墓保持功能
NT3.1/NT31C具有最大限度延長背灯使用期限秒防止形成余象的功能。如果経一・段吋同役有
執行操作吋,就業閉面面昆示和背灯。
如果矢叫同(釣24小肘)並示季目同的数据,屏幕上将形成余象,力阻止遠祥,或者使用屏幕保
扮功能,或者定吋切換画面。
有下面同和炎型的屏幕保扮功能。
・美朗画面和青灯,保扮屏幕。
・毎次在画面上随机的位置(NT31C中顔色也随机改変),以一一今渡定的吋同派度量示字符
車内存表No.0的内容。逮利1屏嘉保炉不美囲背灯。
注意不要在背灯足業囲吋,或画面上元任御湿示吋,不経意地按劫触摸升美。
在旗下触摸丹美前,要先碗弘系統的安全性。
注意如果K吋間(釣24小肘)並ノ妻≒相同的国形,将形成余象。
力阻止形成余象,或者使用屏幕保炉功能,或考定吋切換画面。
附注可以用m状志控制位的位15(画面呈示)自助屏幕保扮功能。
重新昆示一十清除的画面
当一介画面由干屏嘉保炉功能已k清除吋,通道按下M31/M31C的触摸升美,或来自上位
机的画面切換指令,百重新呈示(如果青灯是美閉的,也博打升)。如果象数字値或字符串遠
神的呈示内容已経改変,将不重斬呈示画面。
没定屏幕保持功能
是否使用屏幕保炉功能,以及如果使用,等待執行的吋「司是多少,由NT31/NT31C的内存外美
汲置。
没貴方法的多田市参考6-9-7改定"屏幕保扮劫作"(162頁)和"改定屏幕保炉眉功吋同"
(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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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6蜂鳴器功能
Nr31/NT31C的蜂鳴器能支出声音,通知緊急情況和NT31/NT31C出惜。
附注蜂鳴器是否真的友声是由NT31/M31C的内存外美炭量決定的。月内存外美可以作下面三神
蜂鳴器設置。
一美閾蜂鳴器不呵呵
一出借問ON当NT31/NT31C出錯1吋鳴叫
一打汗蜂鳴器胸座来自上位机的指令和画面属性時明。
鋼市参考6-9-4"遊走蜂鳴器声"(157頁)"。
明明的美型
NT31/M31C可以友出下列三秒美型的蜂鳴声。
一連繧鳩岡
蜂鳴器達鎮鳴叫
一働田歌鳴叫
蜂鳴器重星交替鳴叫和毎次持鎮0.5秒的停止状恋。
一長内歌唱叫
蜂哨器量夏交替鳴叫和毎次持蹟1.0秒的停止状恋。
如果用PT状恋控制値段置了不只一沖鳴叫美型,下面列出了蜂鳴声仇先級順序(最高仇先
級在頂部)。
(1)達旗鴨川
(2)短間敬呵呵
(3)長岡歌時明
例:如果同吋指定達蝶蝶鳴声和短河敬蜂鳴声,哨起連接蜂鳴声。
鳴‖向蜂鳴諸
味非蜂鳴器汲置力根本不明,否別当NT3]/NT3]C出惜吋,蜂鳴器自助鳴叫。除此以外,宿下
列丙秒方法鳩胸蜂鳴器。
・由来自上位机的控制鳴物蜂鳴器
蜂鳴器可以往逆行吋,由上位机通道pr状恣控制区的操作(395萸)鳴叫。
・使用"蜂鳴器"画面属性蘭方法
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数据付,設置"蜂鳴器"画面属性,当量示創建的画面吋,蜂鳴器鳴
自身(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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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蜂鴫器
蜂鳴器鳴朝時,可以用下列方法停止。
・由.ヒ位机操作pr状志控制区(396頁)。
然而,使用迭介方法吋,必須将蜂鳴審美型的三十位一連鎮,短同敏,矢向敬,都汲置成
"0"(OFF),才能停止鳴叫。
・観示一・小波汲置蜂鳴属性的画面。(396頁)。
・通Ni按下一介没有蜂鳴停止功能的触i摸井美鍵(397頁)。
通泣在世有蜂鳴属性的画面創建一介没有蜂鳴停止属性的触摸井美(輸入健一按制),鞍下
遠介汗美可以停止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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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7吋紳功能
NT31/NT31C具有改定和見示同期利付同的吋紳功能。吋紳功能是由NT31/NT31C的1ノ守部屯
池支持的、,
附注一在内部屯池南庄変低的情}兄下,当英断NT31/NT31C的電源吋,或及位NT31/NT31CJII」吋
同数据尤法保持,因此吋即功不能正碗送行、,
-NT31/NT31C不允許用支持⊥具的吋紳功能遡i行吋紳数据的並示相投疋,、没且川lllj吋,用
系統菜単或数宇内存表操作。
一声品出〔i寸,没存没置田が或自判輻数据,、
和肘紳功能一起使用的数字内存表
NT31/NT31C中将杁NO.247到NO.255的数宇内存表用チ町勢1」数据。如下表研水,NO.247到
NO.253只用千旦示禾lll糞取,NO.254秒NO.255用干時間没貴。
NO.247到NO.253存虻的数据由NT31/NT31C内部的吋紳刷新、、数据不能山卜:位祝宴写。
功能    数字内存表      位的位置        信息    値      各注
只能呈示神域取  247             秒      00到59  
        248             分割    00到5gl 
        249             小円    。。舩1州24一州酬       
        250             日期    Ol到31  
        251             月      0囲12   
        252             年      oo到99  　弔的ぷ后剛㌧
        253             星期    (X)到06 児卜画
具能設置        254     E=工「⊥_==τ一1㌣ユ}　〒㌦'罫堂童這冬中台      秒      00到59  
                        分帥    00到59  
                        小肘    00到23  小肘24一小肘系統
                        日期    Ol到31  
        255     「=二1二=[=]一ーザ〈T「-Wτ'霊※]L、昔興        月      01到12  
                        年      oo到99  仏向最后両舷
                        星期    00到06  
                        空      oo      
烏星期対痘的数字値如下所示、、
里親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明二  星親王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値      oo      01      02      03      04      05      06
没定例子:1998年,3月27号(星期五),14: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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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NO.247到NO.255数字内存装用干吋紳数据,不能再分配給h位机的字。
設置酎件数据
可用下面両神方法汲置吋紳数据。
・弘系統菜単.汲置
杁系統菜単中呈示用干量蒸和汲置吋紳数据的菜単,然后遡i行没置。細苦参考6-11-2
"晟示/設置目尻知日拘沖"(179頁)。
・改号pao.254和NO,255数子内存表
使用内存表更$1功能改写NO.254和NO,255数字内存表,没煮付御数据(不能由上位机
改写NO.254和NO.255数字内存表)。細廿参考8-IO"白房吋仲的昆示和造注"(467
頁)、、
7-14-8打印功能
下列数据可以往与NT31/NT31C相違的打EIJ机上打印出来、,
一当前昆示的画面(硬猪口)
一呈示厨史/扱警防史記泉数据
打印的汲置
力了在与NT31/Nr31C相違的打印机上打印数据,必須用NT31/NT31C的内存外夫役定所使
用打印机的美型和打印方法。
一打印机的炎型
可以使用下列美型的打印机:彷真NECPCPR20工H型打印机,和与ESC/P24--J83C(彩
色)或ESC/P24-J82(単色)椋准兼容射打印机,或与PCL5兼容的封印机、,
一打印方法
当使用一介彩色打印税吋,尤需加男外的没貴,就可以遊行彩打。当使用一'介単色打印
机吋,顔色可以用8級友度・表示("色詞")。然而,NT31不能逃有彩色打印或"色凋"打
印。
当使用PLC5吋,只能遊行"色凋"打印(不支持彩色打印),、
汲置内存汗美方法的細布参考6--9-5"没定打印机控制器"(159更)和6-9-6"没定打印
方法"(仮対NT31C)(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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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一介画面圏象
可用下面丙利1方法押印当前置示画面的硬拷囚,、
・使用帯有洞面打印功能的触摸井美
当創建一一幅要打印的画面吋,方官登景一一介帯有画面打印功能的触摸井美。
当道行期伺呈示※・↑＼両面吋,按下北触摸井美可以打印出画面硬猪口、、
細布参考7-7"触摸]1:lt"(284真)。
附注一打印焼伺NT31/NT31C多迷鎮工作。
一如果力・イs画面登求了「1ξ有停止打印功能的触摸升美,按下迭ノト弄美可以停止打印。
・使用PT状悉牲制仙的方法
当PT状志控制位中"画面打Ll]"位(位7)U9状志以置成"1"(ON)吋,遠聞]了印ll漸漸前便
拷囚。畑下参考7-2-1"pr状悉控制区(h位枕金NT31/NT31C)"(224頁)。
附注一打印朝岡NT31/INT3三C継ち≒工作。
一在把"画面打印"位(位7)的状恋没置力"]"(ON)之前,要碗弘,PT状志通知位的"tj'印机
操作状恋"位(位7)的状杏是"0"(OFF)。
一当使用町状念控制位遊行打印付,打印不能中途停1ヒ。
・封印示例
●團圏四国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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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呈示坊史利根警防史記乗数据
通泣杁系統菜単中凋出"昆赤房史"和"芋艮警防史"i両面,可以打印出NT31/NT31C中i己釆酌量
示防虫和服警1ガ史,,
内在NT31/NT31C道行吋遊行封印,湿示'令兄赤坊史吉用的画面,或力其登承了扱警防史
的画面,然后使用画面打印功能逃行打聞、,
画面切換可以通江鞍下分配了LMI面切換功能的触摸ヲFX逃行,也可以通道把画面錨号宮人
M'状恣官制区的"画面没骨"手中遊行、、打印一'介画面,既所以通江鞍下分配了画面切換功
能的融払狂夫,也可以通江把P1'状恋按制位中B勺"画面打印"位没青成"ON"未実現。
旦赤坊更し用的画面是:
事件風上辿i面:goo1
顔弓・吏ヲ了上LNI)it-:9002
・打印例了
_皿示厨史
事件順序
}ノ月/[1
gg/02/23
98/02/23
98/02/23
98/02/23
98/02/23
98/02/23
98/02/23
98/02/23
98/〔}2/23
98/G2/23
98/02/23
98/02/23
98/02/23
98/02/23
ノ1、吋:分紳
08:45
08:46
{}8:47
08:47
08:48
08:50
08:51
08=55
09:06
09:07
09:07
10:50
呈0:51
10:52
各注.
菜単画面
才1又幣制面
設定'画面
抜書i田1面
菜単画面
扱警画面
没定画面
采単画菌
根警画面
菜単岡面
設定画面
扱警面面
来年lj前面
没定画面
頻率順序
数40
次11
各注
菜単画面
扱警画面
殴定項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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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警防史
事件順序
注群
氷箱追熟
辻程3停止
泣程3停止
提供原料A
水箱泣熱
水箱温度太低
水箱辻熱
iSl程5紫急停止
温度超出没定萢「Fl
提供椋筆紙
提供原料A
温度超¶没走還1打
水箱温度泣低
提供原料A
温度超出没定池園
年/月/1・3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98/{}2/22
98/02/22
98/02/22
98/02/22
小日寸:分仲
13:05
13:06
13:08
13:09
{3:lo
l3=12
13=15
13:20
i3:21
15=42
15:42
15:45
15:49
15:52
15=57
頻率与件
注群
水精追熟
水精温度太低
違程3停止
温度止.t没定萢圏
提イ井原判A
是程5緊,己停.止
提{共椋i壁紙A
提供原料B
迂程3停止
道程1停1卜
数
次循14ω
7-14-9鏑程器功能抽L展功能}
作カー介折居功能,Nr31/NT3]C具有"編程器功能",咳功能可以用干C系列CPM1
(CPMIA),或CQM1,C200HX/HG/HE-ZE中取代(C2001LPRO27-E型)編程器。
除了在盒式磁帯中氾最(存貯)梯形国税庁和重放(凄取〉功能外,人多数控制功能都是可以
来施的。
使用編程器功能吋系統拘成的細布,-ljPC的連接方法以及如何使用編程器功能的細布参考
6-12"編程器功能"(205頁)。
PLC赴十返行模式吋,也可以使用編程器功能。
注意,庇用編程器功能吋,NT31ハIT31C庇停止送行,,(這行状悉友光二根管)ξ閉)。
按下編程器功能中的"退出"触摸升美吋,画面近回到凋用輪程器功能前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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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PT杓成没定
除了NT31/NT31C中内存升美的白身没〔置外,NT31/NT31C的基本操作也是由支持工具中tq
"rT杓成"決定的。
遠廿介鋸"智杓成"下的改定。然而要注意在遠里波布介招支持工具中的操作。遠部分丘作
畑中参考肝系列支持工具Windows95,2.0版(VO45-El-口)操作手用。
7-15-1"PT絢成"没定
有下列的1γr杓成改定。
〔1γ1'E型〕
設定相違円的美型。参考8-1"画面創建歩螺"(392頁),,
〔注綱
設定弓画面数据相美的注群。然而,遠ノト注秤仮在支持工具内イ∫敷,在NT31/NT31C中本1㎡
が。、
〔pr控制区/Pr通知区〕
力PT状念校制巨利vr状志通知区量産分配字。参考7-2"控制匿/通知区"(224ッO。
〔物始化1田1面〕
投足NT31/NT3三C操作Ji:始吋呈示1田1面的画面編号、,然而,遠里湿示的画面段違,恨　IIIyl'状
志控制区的"画面切換没定"吉凶没置是惜俣的画直1-吋,作方初婚画面。鋼筆参考"1γr状志
仁制区的功能"(225)fi〈)e
〔防虫改定ユ
改定当湿示冴史功能和扱警防史功能的妃泉区}己満吋的処理方法。参考"扱警列表/厨丈功
倫旨"(253頁),、
〔義人〕編号〕
没定数宇内存表編号,宇符串内存表編号和位内存表編号。美干可設定編号駒組寺㌔参考7-
3"内存表"(238頁)、,
〔数字存疋美型〕
改定分配字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作方BCD碍妙理,迩是作力二避制数亘理。然而,遠里設定
的数字値存虻方法,仮当毎一介相美的数字内存・表的"存甦美型"都設置力"系統"日寸オ有
数。2田市参考7-3-1"数字内在表"(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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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PT
本章介錯如何使用PT提供的功能。
8-1創建画面的歩螺
8-2蜂鳴器,青灯,和呈示控制
8-2-10LgIl向蜂ロ弓器
8-2-2停止蜂鳴零時叫
8-2-3控制背灯
8-2-4美1羽画面
8-2-5重二皿美1》H的画面
8-3画面湿示和通知
8-3-1切換画面
8-3-2査淘当前呈示画面的画面編号
制
控
禰
-⊥う品
的一一
44
ロ
ー一
〇〇〇◎
4
一
8
打升/美囲一十宿口
禁…⊥L/允↓午打井宿口
8-5改変数字和trr符串展示
8-5-1
示-
昆一
彦6
コフ一
閲8
6
一
8
改変数子値和字特車
改変趨勢圏湿示
8-7数字値和字符串的輸入
8--7-1輸入数字値
8-7-2輸入字符串
8-8使用扱警列表/厨史功能
8-8-1
如何使用扱警列表/1万史
ヒヒ
ムロ"
功
止
坊
示-
並一
用つ
使8
9
一
8
如何使用毘示房史
8-IO日田吋神的湿示和改定
8-10-1
8-IO-2
没定日期知日寸1司
昆示日期利付向
8-ll打印数据和検査打印机状恋
8-11-1打印画面
8-]2允許/禁止pr操作
8--12-1允杵和禁止NT31/NT31C的操作
叢袈裟篇念念㌶裟㌫鴛娚2㌫鴛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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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画面的赤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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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創建画面的歩螺
亀
創建N'1'1i剛∫上|吋炭1|塗1"Nr3.1",
創建NTIK:画1川1寸殴`f`t"NT3.1"、,
NT31/NT31C按照下面所示的赤螺創建画面、
下面給出的歩5聚假定NT31/NT31C的没o苫巳鋒完成,、遠里没有給出支持不具的操作歩喋。支
持工具的操作歩螺,参考NT系列支持工具操作吉瑞(VO45-El-・iコ)、,
〔働1建'Al*」〒1田1irlT〕〔修IE－介巴布有文件〕〔輸入DoS版本数pmi〕
|共役賢(1γr兀1り文件指定文件指定
指定一・介τ作文件.指定一介要述有数据特操的」,作文件。
畢
没骨決定NT31/N'1'31C・tEk本操作的
内在升叉、
遠輪蔵血判遊行数字/官符串/仙1ノ寸
々表的没腎、
畢
lyr状念衿制/,u'知区没賢
将Fr状志搾制区和1γr状志通知区分配給
.1..イウ机的字,i刻メ刈j'】'1　接JS接功能足必
要的、
ξ田Jρ参考7-2"招く]11J/通ハ↓】「ズ"(224ワて)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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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画面的歩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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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校1}.・AjtMl山
指定一一■r|画i苗ノ;¶殴「Eil画頂i」寺'n二,脊泉1里IEfllノし素或』参11-|田IIItiし女1|果
需要,創建杯志,Pli家数IJel和作数据,井汲置内イ了右的初婚僚、.
夫子画面和兀素的細豹,参閲第7廿"NI'31/iNl'1"31C功1嵩".
存ピ文件
将創建的画面数据存が在・AI文{ノ1中、
畢
1仕送岬数鋳口
将創建的画面数据朽逆剥NT31"NT31C,
将NT31/NT31C設定力任送模式后,用支持
1」ミ辿そTl田1面数据イ婁送操作、
NT31/NT31C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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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背灯和呈示控制
第8-2市
8-2蜂鳴器,青灯和顕示控制
下面介第控制or状悉的ル蝶,包括蜂1鳴器的呵呵,背灯船升/矢状悉,以及画面湿示的打升
/矢間。
8-2-10豊口‖蜂口唱器
NT31/NT31Cロ∫以提供下列三奉ll蜂鳴器声音。
一連鐘声
蜂明器達鎮鴨川1
一恒b]敵元'
蜂鳴器以0.5秒的間隔周期性唱酬。
一長1可敬角
蝉1鳴器以LO秒的1司隔同期性ロ弓叫。
NT31/NT31C中可以使用下面痢稗方法呵呵蜂鳴器。
一旦示一・下段有蜂明器属性的画面
一使川円'状忍笠割賦操作
附注蜂呵器是否真的皮月足由NT31/NT31C的内在升美汲置決定的。内存Jl:美右下列_三神汝定位
置、,
-Xl司:蜂鳴器不笈芦
一出錯吋ON:奴当NT31/NT31C出借財友芦
一打升:蜂鳴器殖産来日上位机的指令和画面属性鳴ll星以及出借問友ブ。
要控r国蜂鳴器,需将内在」}:美汲置力"ON"。細」肯参考7-14-6"蜂鳴器功能"(383頁)。
通道呈示没有蜂鳴器属性的画面,鴫明峰鳴器
如果使用遮介方法,当兄示一介指定画面吋,蜂鳴器自動1鳴叫,,
〔没定〕
当用支持⊥具創建画面吋,可以力画面没貴下面的任・蜂鳴器属性。不倣任何造庭吋作方訣
省設置、、
一連接
一短1可敬消口Li
－長句歌1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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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鴎器,背灯和呈示控制
第8-2市
〔操作〕
当NT31/NT31C操作類同呈示没有蜂鳴器属性的画面吋,蜂鳴器会根据改定自助的鴨川。修
改画面的歩聚参考8-3-1"切換画面"(405頁)。
通近在状恋控制区的操作,鳴明峰鳴器。
遠神方法允↓乍操作員在任何需要的吋候鳴明峰鴎器。
＼↓
べ
峰町器呵呵
⇔
圃
P]'杁心挫
創司
内存表設定
←控間数据
〔設定〕
pr的状志控制区必須分配給上位机的一・↑'宇,蜂鳴器不需要亨目的設置。
〔操作〕
由M'状悉控制区井始的第四ノト字(n+3分字)提供控制pr状恣的位(PT状志控制位)。
15141312t11098ア6543210位                                                                                                                                       
川1川1・口U田川1                                                                                                                口      控制項目        1(ON)   0(OFF)
1`      」」    `●     `       `       ●      ト      ●      `       ト      `       ●      8       `       `                       
                                                                                                                        画面呈示        執行    不執行
                                                                                                                                        
                                                                                                                        妙理伐先登景(用NT鑓接(1:N))     登乗    取消
                                                                                                                                        
                                                                                                                        達鎮蜂鳴声      鳴ロ日  停止
                                                                                                                                        
                                                                                                                        同歓蜂鳴声(短)  鳴叫    停止
                                                                                                                                        
                                                                                                                        呈示坊史初始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忌力"0" 
                                                                                                                                        
                                                                                                                        回飲蜂鳴声(×)  ‖向    停止
                                                                                                                                        
                                                                                                                        背灯模式        亮      囚爆
                                                                                                                151413121310987654321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打升噸揮        禁止    允許
                                                                                                                                        
                                                                                                                        数字/鞘串輸入   禁止    允許
                                                                                                                                        
                                                                                                                        pr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内存表更制試行  執行    不執行
                                                                                                                                        
                                                                                                                        内存表夏制美型  数字    字符串
                                                                                                                                        
                                                                                                                        扱警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一〇                    
                                                                                                                        不用    恵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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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背灯和呈示控制
第8-2■
妄想在NT31/NT31C操作類同鳴駒蜂窩器,按照如下所示操作ew状恋控制区。
(1)根掘需要的鳴叫声音,将pr状恋控制区第四小字的下列位没置成"1"(ON)。
一連鎮鴨川位13
一短同歌唱叫位12
一長1盲〕]4欠鳴NLIf立9
8-2-2停止蜂鳴器鴫叫
NT3i/N「1'31C中,可以用下面3稗方法停止蜂鳴器鳴nq。
一呈示…イ'役役置蜂鳴器属性的画面
一操作書状恋控制区
一鞍下具有"蜂鳴器停」ピ'功能的触摸升美
通辻呈示一介未設置蜂鴫器属性的画面,停止蜂鴫器
如果使用遠ノト方法,当画面切換到来設置蜂鳴器属性的画面吋,蜂鳴器自劫停止鴨川。
〔設定〕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日寸,取消蜂鳴器不友声画面上的蝶蝿器逸捧椋i妃。(通常,不逸
]季蜂鳴器属性。)
喘鳴墨型「一一　ゴ　
　　　__　　　　　　　　　　
〔操作〕
当NT31/NT31C…操作期1司昆示未進]季蜂鳴器属性的画面吋,蜂鳴器自助停止ll印†'1.切換画面
的歩蝶参考8-3-1"切換画面"(405頁)。
通近在PT状杏控制区的操作,停止蜂鴫器。
返抄方法允許i操作員在任何需要的吋候停止蜂鳴器。
、鍵一鷲.
画面切換設定
蜂鳴器鳴叫
夏嗣
ぐコ
内存表没定
←_控制数据
PF状恋控制没定
留作系統使用
〔設定〕
pr的状恋捷報区必須分配姶上位机的一介字,対蜂鳴器的控制不審要吉n的没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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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背灯和呈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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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1
控制pr状恋射術(M'状恣控制位)由lo「Y状悉按制区汗始的第四介宇(n+3)提供、、
                                        1514131211109876543210口川111                                                                           位田                    
                                        1・1{口1川                                                                                      控制項目        1(ON)   0(OFF)
1`      `4      L                       L                       L       `●             呂      ●              ●      `                       
                                                                                                                                画面最示        執行    不執行
                                                                                                                                                
                                                                                                                                赴埋伏先登景(対NT鑓接(1:N)}     登永    取消
                                                                                                                                                
                                                                                                                                逢襲弊鳴戸      鴨川    停止
                                                                                                                                                
                                                                                                                                阿歌蜂鳴声(短)  鳴叫    停止
                                                                                                                                                
                                                                                                                                顕示坊史初婚化  執行    1不執行
                                                                                                                                                
                                                                                                                                不用    恵方"0" 
                                                                                                                                                
                                                                                                                                1司敏蜂鳴戸(長) ‖向    佃ヒ
                                                                                                                                                
                                                                                                                                青灯桓式        亮      囚蛛
                                                                                                                        書5141312`11{09876543s21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打汗Pr商口      禁止    允杵
                                                                                                                                                
                                                                                                                                数字/与符斗輸入 禁止    允許
                                                                                                                                                
                                                                                                                                pr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内右表夏制執行  執行    不執行
                                                                                                                                                
                                                                                                                                内存表更制実現  数字    字符串
                                                                                                                                                
                                                                                                                                振替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一〇                    
                                                                                                                                不用    ,二、カ"0"      
妄想在NT31/NT31C操作期1可停止蜂鳴声,按照刻下所示掠作町状恋控制区c,
(1)vaPT状志控制区第四分字的下列位全部置成"1"(ON)。
一連銭呵1叫:{立13
_毎回敵鴨川:位12
一長同憂定時叫:位9
附注如果上面所示位中回附有不止〃一介是"1"(ON)状恋,按照仇先扱順序只有一称美襲弊11弓器友
声:達鎮蜂鳴声〉短同歌蜂鳴声〉長1∀」敬蜂鳴声。使正在1鳴叫的蜂鳴器停止鳴叫,要把上面
所有位没恩威"0"(OFF);如果只将相/並蜂鳴器実現的位没豊成"o"(OFF),那久元法美閉蜂
哨器。
通逆接下具有"蜂鳴器停止"功能的触摸井美,停止蜂鳴器
使用遠ノト方法,操作員ロ∫以通辻Nr31/NT31C中的操作停1}:蜂鳴器。通常,没有蜂鳴器属性的
画面都登rk-Al``蜂鳴器停1と"触摸升美,、
1設定]
一惧有"酬器停止"功能的・論人鍵一酬・触摸朕(叫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在画面上登最遠介触摸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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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背灯和皐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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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ra下具有"蝶蝿器停止"功能的触摸汗美,停止蜂鳴器。
8-2-3控制青灯
NT31/NT31C提供下面同種背灯模式。
一亮:背灯持接点亮
一内探:背灯交替亮和不売状志
NT31/NT31C中,可以用下面両神方法控制青灯模式。
一呈示ント没皆r背灯属性的画面
一操作pr状念控制区
附注如果房幕保炉功能没豊成"昆示消除",若NT31/NT3ユC在一・段間河内没有操作,屏嘉保炉功
能)∈朗該画面,或由pr状志挫創区的操作美1司法画面,背灯随着画面・起芙囲。即使背灯已
経美白],如果背灯的模式山1γr状恣控制区的操作改変,那久背灯将校照没定点亮或丙低。
逓送呈示一ノト没有"青灯"属性的画面,控制青灯状杏
使用違和方法,当霊示一ノト指定画面吋,能自助控制背灯、,
〔没定〕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酎,如果要控制波面面的背灯,刃画面的"背灯"属性汲置下面任一神
状悉,,(訣省状志汲置是"亮"。)
一亮
一剛江
〔操作〕
当NT31/NT31C操作期同切換画面吋,背灯的状念是山新潟人画面的背灯属性没買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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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背灯和呈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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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迂pr状杏控制区的操作控制背灯状恋
使用遠神方波付,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時候控制背灯的状恋(亮/囚娠)。
唖睡閣
背灯囚螺
画面切換没定
　　
ぐ〕内存表凝
I」1'状恋控制没定←掠制数据
留作系統使用
↓

＼1/　一/1＼

〔設定〕
pr的状恋控制区必須分配給上位机的一ント字,所以蜂鳴器的控制不需要寺口的汲置。
〔操作〕
15141312
由ew状恣投縄区弄始的第四小字(n+3小字)提供控制PS状恣的位(pr状忍笠制位)。
1†109876543210{立
15141312111098
76543210
控制項目        1(ON)   0(OFF)
画面豆示        執行    不執行
妙理仇先登泉(対NT笹掻(1:N)}     登景    取消
達鎮蜂鳴声      鳴叫    停止
岡敏蜂鳴声(短)  鳴四日  停止
湿示房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恵方"0" 
同敏蜂鳴声(長)  n向     停止
背灯模式        亮      囚除
菌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打升pr筒口      禁止    允許
数字/学術串輸入 禁止    允杵
p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内存表更制執行  執行    不抜行
内存表更制美型  数字    字符車
扱警吏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恵方"0" 
力在N'T31/NT31C操作類同控制背灯状悉,按照如下所示操作ew状恋控制区。
(1)将pr状恋控制区起始的第四・↑'字中的位8▼没置成"0"(OFF)或``1"(ON)。
字n+3位8
-}丁チFkUikＴ:0(OFF)一>1(ON)
一因人伝青灯:1(ON)→0(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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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美閉画面
画廊不便月日寸美閉画面可以延長背灯的寿命,回付,可以防止湿示屏.ヒ釣糸象。当美陶画面
付,自動藁囲青灯、、如果屏幕保炉功能汲置成"呈示",由干美閉画面吋不X閉背灯,因此不能
延長背灯寿命、,
NT31/NT31C提供下面函神美閉画面的方法。
一{吏月]iNT3]/NT31C的屏・幕保炉功能
一揉作pr状茶柱制区
注意力防止余象的形成,或者使用屏嘉保抄功能,或考定吋切換画面、,
附注一通辻指定0号画面1田1面可以遡i入元湿添状恋、、然而,在※利1状志下青灯保持号或者囚爆。
一当画面吐ナ尤呈示状悉日∫,只允許来日上位机的画面切拡操作.
一当画面改正〔成美閉吋,由NT31/NT31C保持檎山美自]前…刻的兄示画面。
使用M31/NT31C的屏嘉保特功能美1笥画面
使用逮イト方法,当在一介預量的吋間内没避行任何『ぷ細ポ画面自動英断,
〔設定〕
使用NT3工/NT31C的系統菜単,刃"」井オ=保炉L幼時河"碇置一一介除"000"以タト的イぼ(NT31/
NT31C虹后一介操作后,副肝幕保扮実施前的吋同氏展);カ"屏幕イ1ド炉遠行"没貴"垂示消
除"。(如果"屏幕保抄眉訪問同"没貴方"㎜",不執行屏嘉保ザ」功能。)
附注当"屏幕保炉心功吋同"没苦力除"000"以外的値,井且"屏幕保抄込イ∫"段丘戊ゴ`昆示"吋,画
面随机鋭示字符串表NO.0中的字符串,,遠称情況一ド,背灯不美朗。
〔操作〕
如果NT31/NT31C道行期間,在預没的吋間内NT31/NT31C没有操作(触摸升実操作,画面切
換操作),那ム画面白功美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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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在斑状杏控制区的操作美閉画面
遠神方法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吋候美閉画面。
睡國園圃趨■
湖画亨
⇔
←控制数槍
〔設定〕
PT的状恋控制区必須分配姶上位机的一一分字,因此蜂鳴器的控制不需要号n的汲置。
〔操作〕
15141312
由ew状悉控制区起始的第四AI字(n+3十字)提供。控制fT状恣的位(M'状恋控制位)
W109876543210f立
54・3210
寸`14B4-14竃
9876543210
控制項目        1(ON)   0(OFF)
画面湿示        執行    不執行
娃理伐先登景(ヌ寸NT鑓接(】:N))  登景    取消
連壁蜂鳴声      鳴叫    停止
同敏蜂鳴声(短)  蜘月    停止
昆示房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息力"0" 
河敬蜂鳴声(長)  ‖向    停止
背灯模式        亮      丙焙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打升p隔日       禁止    允杵
数字/字符串輸入 禁止    允許
PT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内存表更制執行^ 執行    不抜行
内存表更制美型  数字    字符車
扱警吏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恵方"0" 
方在NT31/NT31C操作吋美朗画面,按如下所示操作PS状恣控制区。
(1)将]汀状恣控制区外始第四分字(n+3字)的位15直方"0"(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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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重新呈示美閉的画面
通柱下列操作重新呈示由屏嘉保炉功能或口状恣控制区的操作美囲的画面。
切換呈示的画面(正常呈示1新的画面)
pr状恋控制区的操作(重新呈示先前昆示的画面)
鞍下触摸屏(重新呈示先前呈示的画面)
通迂切換墨示的画面,重新呈示画面
如果使用遠介方法,重新呈示画面不需要青目的操作。画面自幼童新呈示。
〔設定〕
元需十日的設置。
〔操作〕
NT31/Nr31C操作期1司通辻画面切換取消画面的実例状悉湿示新的画面。
切換画面的歩聚参考8-3-1"切換画面"(405頁)。
通道pr状杏控制区的操作,重新呈示画面
返ノト方法允杵操作員在任何需要的吋候重新星示画面。
一
重新星示画面
ぐコ
■
円'微志控制区
画面切換設定
夏制
内々来援定
FS状恋控制呈」'
1留作系統使用
一
←控制数据
〔没定〕
pr的状志控制区必須分配姶上位机的一介字,因此蜂鳴器的控制不需要七口的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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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青灯和呈示控制
第8-2芋
〔操作〕
由IyT状春燈制区起始的第四ノト字(ll+3分字〉提供控制pr状恋的位(Pl'状志控制位),、
151413121}109676543210{ウ:                                                                                                                              
口1川1。口口川川1                                                                                                       口      控制項目        1(ON)   0(OFF)
L       L●●   ●                      6       L       L               ●      L       口      `                               
                                                                                                                1両面呈示       執行    不執行
                                                                                                                                
                                                                                                                娃i理{尤撒E盗泉(x寸NT縫{妾(1:N))        登畏    取消
                                                                                                                                
                                                                                                                達繧蜂鳴声      1鳴叫   停止
                                                                                                                                
                                                                                                                阿敬蜂鳴声(短)  明明    停止
                                                                                                                                
                                                                                                                呈示防虫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忌)勺"0"        
                                                                                                                                
                                                                                                                同融蜂鳴声(K)   ll向    停止
                                                                                                                                
                                                                                                                彦灯模式        亮      囚懸
                                                                                                        15141312wto987θ54321                   
                                                                                                                画面打印        抜荷    不抜行
                                                                                                                                
                                                                                                                打升P1宿口      禁1ヒ   允許
                                                                                                                                
                                                                                                                数⊥/字符申輸入 禁止    允許
                                                                                                                                
                                                                                                                Pl画面切換      禁止    允[午
                                                                                                                                
                                                                                                                内右表笈制執行  執行    不執行
                                                                                                                                
                                                                                                                内右表夏親芋型  数字    字符串
                                                                                                                                
                                                                                                                撮警吏初婚化    執イ∫  不執行
                                                                                                        一〇                    
                                                                                                                不用    心力"0" 
内在Nr3{/NT31C操作,期間重斬ll1㌧1'画面,按照如下1折示操作肝状志佐制区、、
(D将円「状恋控制区外始第四介宇中的位15没『五戒"1"(ON),,
按下館摸屏重斬呈示画面
使用遠介方法,転作虹通遺NT31/M31C的操作仁寸以根容易重所見示画面。
重斬li∂丁画蜘
〔⇒
↓      
        1
＼1/⊆璽墨}1    
i       
注意不要在背灯美閤或画面上元住僧並示吋,不鍾意的按下鮎摸升美。
在鞍下触摸汗美前,先碗荻系統的安全性。
附注一即使投下触摸屏上一介設置了触摸Jl:,Xi的位置,也不抗行触摸汗美的功能,但会湿示画
面,、
一如果画面美開府,元素的内容日経改変,則元素以新状悉重新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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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背灯和呈示控制
第8-2市
〔設定〕
〔操作〕
元常々n的汲置、,
按下鮎摸屏以取消画面的美筒状恋,湿示画面美閉前一・刻毘示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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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呈示和通知
第8-3市
8-3画面呈示和通知
遠市1井述改変和栓査由NT31/NT31C量示的画面的毎一ノト歩螺。
8-3-1切換画面
NT31/NT31C提供下面四神切換画面的方法。
一在監状恋控制区的操作
一鞍下具有"切換画面"功能的触摸井美
一使用位内存表中的画面切換功能
一使用扱警列表/房史功能的画面切換功能
通運在野状杏控制区的操作切換画面
使用返抄方法,画面可以通道上位机投出的指令,在需要的吋候,切換到所需的画面。
1面団囚国国■
〔没定〕
〔操作〕
⇔
Ivr状杏控制区
←画面編暑
夏制
内存夫役定
Fr状恋控制改定
留作系統使用
質的状志控制区必須分配姶上位机的一介字,因此蜂鳴器的控制不需要寺n的没置。
在P'r状悉控制区的起始昼(字n),有一介用手函面切換命令和画面編号通知的区域(画面切
換改定区)。
字1Sl4131211109876543210イ立
n画面切換没定
::1〕-
n+3pr状志控制
n+4
画面煽号(4位BCD娼或十六遊制数)          
夏制源内存表編号(4位BCD碍或十六遺制数)夏制目的的存表編号(4位BCD碍或十六避制数)          
                
pr壮志控制区            
留作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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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昆示和通知
第8-3合
接如1こ所示操作」牙状悉控制区来切換画面。
(D将要呈示画面的画面編号用4位BCD,或者用十六遊制数写到pr状悉挫制区的起始字
(,r-n)。用支持工具力"工具一1γr杓成一系統"中的"数字存殿美型"改定使用BCD碍迩是
卜六通i制iiM」,,
日∫以改定的画面縮写有:
-0000:元毘ぷ(画面丈IXI)
-000玉到3999:画面NO.1-NO.3999
-goo]:事件1力史画1百「
-9002:頻率1ガ史画面
附注一指定父画面的lmi面編宮居手工:喬画頂i、、
一当肩劫N"1'31/NT31{H,/t,按§召"円'杓成"中ツゾ"系統"白勺"初婚画面"没ff的画面編号並!」ミ画
面。如果指定画面的内容不ll二碗(由]:一ーノト元素没有盗泉或廿:'ビ原因),hTi.il国画鏑与花
虻在留状志控制区的曲面切換量定区中的画面。如果培全画面也イtl三崩,{lli小一余情灰
イ言息、
一如果指定的画面縮号没イ」登浪九素,画面不切換。
通道按下具有画面切換功能的触摸i汗共切換画面
遠利1方法允書辿辻NT31/NT31C卜的操作切換画面。
力触摸升叉設定"1田1而No.5"
1               
τbn6x一        時㈹en  
        b       
                
⇒
                
        ScreenNo、5     
                
{設定1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カー一介触摸井美汲置"切換画面"功能,井指定要切換到胸脚面的
画面編ワ,、遠分画面編号泣登求到此両面ヒ。
可指定的画面編骨力:
・0001至IS3999=画面]NO.1-NO.3999
・9001:事件灰史画面
・9002:頻率1万史画面
・9020:編程器功能画面(抄展功能)
・9999:近回先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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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顕示和通知
第8-31t
附注一指定父画面的画面縮写呈示玉昼画面.
一如果指定的画面編号没有益最元素,画面不切換。
〔操作〕
(1>当要切換画面吋,按下具有画面切換功能的触摸升美。
附注当画面切換吋,新的画面編号与到yr状志控制区的"画面切換康定区"后,pr状窓通知位的
"画面切換迭通"変成"1"(ON),以便将画面切換逮一事件通知給上位机。之后,"画面切換迭
通"自由近回"0"({)FF)状志。
〔使用示例〕
〔除画面NO.9999以外的画面〕
.4鞍下触摸升美i
－
方触摸弁天1iN:livi二"5号IPt.11bi"
〔画面NO.9999〕
菜単画1直1
≡
胸
当接触摸升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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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呈示和通知
第8--3市
通道使用位内存表的画面切換功能切換画面
如果使用送介方法,可以通泣.ヒ位机的位操作切換画面。
-1頗
付表1
画1fflNO.31ぐ=コ
↑
用支持工具改晋
づ1>itLiイ吉(仲表1)
1コパ〔ON}
1砺イinBII間日鋒被pr状志
搾制レく中"画面切換設定
区"的数据切換
↓
分配位(位表1)
同一・(OFF)
(在Pr上,画面縮号イ呆摘fl"3")
〔没定〕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在位内存表設定"切換画面"功能,指定要昆示画面的画面
編号,、把住内存衰分配給ヒ位机中的位、,
可以指定的画面編号有:
・OOOI到3999:画面NO.1-NO.3999
・goo1:事イノ1:Jh'史画面
・9002:歩爽率〃ゴ史画面
'9020:編程器功能画面(折居功能)
・9999:返1可先前画面
附注一指定父画面的画面編号以湿示重養画面。
一如果指定的画面編号没有益ヌ元素,画面不切換。
〔操作〕
(D当切換画所耐,将佐"画面切換"功能中,位内存表所分配的ヒ位机位設置成"1"(ON)。
(2)碗弘按照町状杏控制区的"画面切換設定"手得到的数据,或其1言数据的要求,画面己鋒
切換后,将L位机中的位近回"0"(OFF)。
附注当内存表所分配姶的位的状杏山"0"(OFF>変成"1"(ON)吋,NT31/NT31C的画面遊行切換。清
注意,位的状念由"1"(ON)変成"0"(OFF)吋,画面不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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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墨泰和通知
第8-3市
使用扱警列表/坊史功能的画面切換功能切換画面
返稗方法允許画面切換到対座下扱警列表/坊史功能湿示信息的画面。
扱警列表/厨史功能通江…介位内在表盟控上位机中的位、、如果上位机中指定的位変成"1"
(ON),核功能湿示相応的信息(学府車内存表),或圏家数据/序数据。咳功能也能相画面切
換到…介指定画面。
対応rf二位内作表ト泊.10的位
■
　牛罐篇内存表lo)
No,tO
No.†1
触接信息条,将画面切換到
位内存長泣定的両面、,
〔設定〕
(D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按如下所示没定位内在表,井把位内存表分配到上位机中的位。
一功能
根警(扱警列表/厨史功能)
一切換画面
逸軽励日没定
串表人口
当位鉤状悉是"1"(ON)吋,存人要並示イ青息約手符車内存表的表編号。
・0至iJl999
一閤象/庫代碍
当位的状杏是"1"(ON)吋,所呈示胸囲象数据/庫数据的代碍。
・0001到OFFFH:閤家数据
・1000到3FFFH: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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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呈示和通知
第8-3弔
画面編号:
画面的綿弓,咳画面対庇干位内在表中"1"(ON>位(上位机中)。
・9001:事件灰史画面
・9002:頻率防虫画面
・9020:編程器功能画面
(抄展功能)
・9999:返回先前画面
位内存表改定的£田市参考7-3-3"位内存在"(249頁)、,
附注一指定父画面的画面編号以艮示重登画面、、
一如果指定的画面編号没有益景元素,画面不切換。
(2)当創建画面吋,力官登求…命根整列表/」ガ史元素,。
撮警列表/房史的細細rtr参考7-ll"扱警列表,撮警防史"(341頁),,
〔操作〕
(1)当呈示扱整列表/坊史的元素吋,如来上位机中指定約分配位的状恋変成"1"(ON),就並
示相庇的信息。(対手撮警列表,如果指定的位返河"0"(OFF),信息夙列表}:捌除)。
(2)信息区是一介触摸升美,当技下此触摸汗染町並示設定的閤家数据/庫数据。同吋信息
条反湿。
(3)当再一次按下戻1危宿息吋,画面切換到指定的1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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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量奉和通知
第8--3SS
附注一上面的説明,遥用']二在位内存表中回付汲置了国家/庫代碍和画面編号的情況。如果没有
汲置閤象/席代砂,第一次按不信息茶時,画面就切換。
一按下戻昆信息楽日仁NT31/NT31c切換画面。如果分配位的状恋杁"1"(oN)変成"o"(()FF),
不切換画面。
一当道辻NT31/NT31C的操作切換画面吋,pr状恋通知位的M画面切換逸通"変成"1"(ON),
以便将画面切換遠一事件通知拾上位机。回付新画面的画面編号写逃河状恋控制区的
"画面切換改定"字。(411頁)
〔使用示例〕
使用扱警列表/坊史功能」上行画面切換的例子,参考8-8"使用扱…警列表/防虫功能"(459
頁)。
8-3-2査淘当前呈示画面的画面編号
由干Nr31/NT31c的…操作切換湿示画面肘,NT31/NT31ctL有把画面切換送・事件,以及新画
面的画面舗号,通知給上位机的功能。
上位机用下面的方法査明画面切換時間和新的画面綱「}。
一逮町状恋控制区和臼状杏通知区。
逮pr状恣控制区和PT状恣通知区
当画面切換吋,'ピ通知到下列区域
一画面切換吋1司:
在M'状志通知区的"画面切換造通"
一当耐湿示画面的画面編号:
在Iyr状恣通知区的"画面切換設定"宇
園圃
Pl状念校制[x
⇒
Pl'状恣通知区
Co図ty
ロ了st息tus
←幽内端号
←1馴Al切換迭通称志
〔没定〕
sw状恋表割巨利PT状杏通知区必須分配給上位机的一'小字,漬取状悉不需要号IJ的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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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霊示和通知
第8-3弔
〔操作}
i按照下面所示的歩際,栓査由NT31/NT31C的操作執行的画面切i換。
・凄取画面切換対向
lyr状志通知区起始的第ント字(m+1字)提供通知pr状忠岡位(河状杏通知位)。
1514131211↑09876543210イ立
[・1川ll・1・川1・1・1・1。1・1・1                                      通知宿患        1(ON)           0(OFF)
1　     一      ●      一      ■                              
                                        1γ1操作状志    道行            停止
                                                                
                                        1包地祇念       低              正常
                                                                
                                        1面面切換逃遁数字設定逃道椋志子符牢k定逃遁拓,』、                       
                                                                
                                15f312111076                            
                                                                
                                        打印机操作状志          {1印    仁ll二
                                                                
                                        街灯状志                OFF     亮/丙鯨
                                                                
(1)編制一介在上位机退行的程序,以便検査PT状恣通知区起始的第:ノト字(m+1寧)的位
12(画面切換逸通)的ヒ升沿。
如果麹介位変成"1"(ON)表示,画面巳由fNT31/NT31C的操作切換。
附注
当画面切換事件通知給上位机后,画面切換逃通日功返照"0"(0董'F)。
・通知画面編号
在er状恋通知区的升始(nf:)提供画面切換命令区和画面編号通知区。
字t514131211109876543210{立
n画面切換設定
::1〕-
n+31/r状志校制
B+4
(D用ヒ位机中射程序漢取H'状志控制区的起始字(n字)。
NT31/NT31C中皿示画面的画面編号以4位BCD碍,或4位十六遺制数形式存虻。使用
BCD或十六避制数通知可在支持工具的"lyr杓成"的"数字存貼薬型"老中投遣。
111画面編号(4位BCD弓頭卜六送i{1田麩)lll         
夏制源内存表編号(4位BCD碍或/'六遊$1数)1夏制目的1力布表編り(4位BCD硝或十六逃制数)                
                
1丁状志按制区           
1留作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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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呈示和通知
第8-3令
聞注当Nr31/NT31c遂行吋,当前足示画面的画面編号,忌是正最在1rr状恋控制区的"画面切換
没定"■中(除非昆示的画面是一介出儲画面,或系統菜単画面,在遠秤情況下,官保存前一
刻昆示画面的画面編号)。
〔使用示例〕
下面介紹PC程序的・ノト例子,核程序在由NT31/NT31C的操作毎次切換画面吋,逮取画面編
号。迭介示例程序也存虻先前的画面編号。
・用支持工具没定
用支持工具設定下列字
－pr状志士土制区中的分配字
00ユ00(字100,在C10区)
一円状恣通知区中的分配字
00110(字IIO,在CIO区)
・PC程序
如下所示自lj建－Alpcas形圏程序。
tll12
画面切
換逸通
(D
存肥先li『画面的画面縮　的字
(2)
通知当前.示画面的画面編J植字
存虻新岡面的画面編号的デ
・程序操作
(1>当画面切換造通値(位11112),由十NT31/NT31C的操作切換画面変成ON吋,程序将
DMe100中的数槍佳送到DMOIO1。先前的画面編号存虻到光速介目的而提供的字
中、,
(2)程序逮取通知給NT31/NT3]C的新高面輪号,侍送到DMO100,,NT31/NT31C中当前錫
示画面的画面編号存散在DM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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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口的呈示和控制
第8-4市
8-4冒ロ的呈示和控制
商口是指可以在当前湿示画面(基本画面)上昆示的部分画面,,
ロ∫以道辻登求画面編号在1到3999池園内的画面作方"鍵盈画面",創建一介窟Ll,,
迭市介招下列可以用干箇[的操作炎型、、
一打升/美街街n
－禁止/允汁打升商口
附注在支持工具中,衝口称作"鍵盤画面"。
8-4-1打弄/美田一介商口
NT31/NT31C中提供下列打升/美閉箇rl的方法。
一校下具有"輸入健一鍵意"功能的触摸JF美
_按下具有"光椋移功鍵"功能的触摸井丈(仮打升商口)
附注如果将"打汗箇L」"IＬr状志控制位没貴方"1"(禁止),元法用NT31/NT31C的操作打i汗筒
口。(允}午美岡筒口。)
一如果指定"打升"的商口井不是一介門口画面,那久此宙目打汗命令尤数。
一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可以指定一介与画面湿示同時打升的商口(用画面属性的"装載
鍵盤画面"属性没置)。
通道按下具有"輸入鍵一鍵塩"功能的触摸井美,打升/美翔一介薗口
如果使用迂ノト方法,可以由NT31/NT31C的操作打升或美囲指定的門口。
使用具有"輸入鍵一鍵盤"功能的健打升/美朗一介宙Ll,有二神授制方法。
一打升
打刑旨定的屋口。如果男外一介箇日日軽打汗,打升指定窟口前,先妻美1司宮。如果指
定的筒口已軽打井,不執行任何操作。
一美因
美閉打升的宙口写指定的筒口綱手元美。
一打升/美閉
如果指定的菌[已鍾打升,就美朗宮;如果指定的宙口口鑑美1羽,就打iFF'LY。如果男外
一介筒口已後打井,打升指定衝口前,先業岡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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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吋刻只能打井一介筒口。在重登画面的情況下,只存在父画面属性設定的"鍵盈画面編
号"有効。
当画面切換到男一介画面吋,打升的筒口自助矢間,,
按1.文例間'尤変化按1画栢11尤変化
按1画lfi'i1]Base
Screen1
き　　ピピ　　
美1;←三－i:器:N2
:
按順前日1按h田1面21
▼
Base
                                
                        BaseScreen      
                SC只εεN†             
箇「U'・/美1イ摘1.12,-                          
                SCREE卜ε2CLOSE         
                                
                                
                                
●      ▲              1                                                       
                        `                                                       
                        4                                                       
                        1               按ll町回21                                      
                        L       ●一一  ●一一」●      一      一      ●              伺・●
                                        按1画面21                                       
                L"      一      一一⇔  一一●●・      一      ←      一      一      一
                                        按朕聞                                  
SCREEN†
SCREEN2
CLOS[…
Screen2
〔没定〕
倒建一・転画面吋,力触摸井夫設定"輸入鍵一鍵盈"功能,核功能町方此触摸升美打チ}:/美周
一ノト面目,井且指定裏打升憲口的蘭口細号(鍵盈画面編弓)。刃画面登ポ衝口輪号、,
可以設定的筒口画面鋪号:
0001到3999:画面(鍵盈i南面)NO.1-NO.3999
附注如果指定的編号不足面目画獅的端書,不会打井筒r二1。
〔操作〕
按下具有"輸入鍵一鍵撫"功能的触摸月二美,以打升/夫1掴・Ales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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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遊技下具有"光椋移劫鍵"功能的触摸升共,打i汗/美田一介霞目
可以賦予一'ト用干指定数字或字笹津輸入区的"光杯移功鍵"打升街口的功能。
遠介方法中,当通江NT31/NT31C的・操作,指定一介数字或字符串輸入区的同吋,可以打升一
介指定的箇1'1(鍵盈筒口〉。
当使用…介"光椋移功鍵"吋,商口以下面所示的方式打升,。
指定的箇口(健撮箇n>打升。如果男外…介1蒙ll己鋒打]1:,打升指定窃口前,先妻美岡宮。類
纂指定的商口已鋒打升,就下遊行狂句操作、、
設置∫光祢移動
和習1'1打升功能
曲角童僕升美
数字移動功能            /字符串輸入区                   
                                        
                        1       1       
                        h234561         
                        欄■    唖ABCDE一       
                        一日目・書              
                                        
⇒
祁
∬笈
下升
按摸
　組
符串輸入                                                
                                                
                                                
        ■置■  †23456                         
                                                
                                                
                        14      25      36      
                                                
                                ▲              
指定釣宿口t」升
〔設定〕
用支持工孔創建画面吋,カー介触摸升丈設置"光椋移功"功能,井且指定輸入区、然后,指定
要回付昆示爾口(鍵盤箇日)的門口鏑号,井将官伯登式在此画面L。
可以没定的窟口画面編号:
0001到3999:画面(健盈画面)NO.1-NO.3999
附注如果指定的編号不足菌口回面的縮写,就不能打汗箇日。
〔操作〕
(1)按下具有"光杯移動"功能的触摸升美去指定数字/虜:符串輸入区。指定的筒口自励
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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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口的顕示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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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禁止/允拝打弄商口
通道M31/NT31C的操作,可以使用下面i井迷的方法允許/禁止打斉一・'ノト菌口。
一通迂pr状恣i控制区的操作控制商口
通LtPT状杏擦制区的操作,控制宙口
速秒方法允許打井通ISJNT31/NT31C的操作禁止打升的一一小樹口。(即使商口的打升被禁止,
可以通柱NT31/NT31C的操作也可以美囲菌口。)
〔没定〕
[操作〕
15t41312
pr的状志控制区必須分配給⊥位机的一介字,因此窟口的控制不需要寺1コ的没置。
由prl・t状杏控制区起始的第四分字(n+3分字)提供控制pr状志的位(PT状恋控制位)。
11109876543210位
5432†098ア6543210
控詣頭目        1(ON)   0(OFF)
画面呈示        執行    不執行
赴埋伏先登景{対Nr縫接(1=N))     登乗    取消
達鎮蜂鳴声      鳴叫    停止
聞敬蜂鳴声(短)  口唱叫  停止
呈示厨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恵方"0" 
洞敬蜂鳴声(投)  碗      停止
背灯模式        亮      閃煤
画面打印        抜打    不抜打
打i秤噛口       禁止    允許
数字/字符串輸入 禁止    允許
pr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内存表慶制執行  執行    不挟行
内存表更制美型  数字    宇符串
扱警史初給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忌力"0" 
大在NT31/NT31C操作期間打升一介窟口,按照如下所示操作or状恣控制区。
(1)将河状志控制区起始的第四介■中的位6没豊成"1"(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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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酌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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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本」肯描述改変已分配姶上位机的数字和字符串内存表間内容射歩聚,及通道在上位机的操
作来改変N'T31/NT31C的昆示白勺歩5聚、,
至干在NT31/NT31Cヒ昼示数字和字符串内存表内容的歩聚,参閲7-8市"i数字呈示"(320
頁)和7-9廿"字符中皿示"(310頁)。
8-5-1改変数字値和字符串
NT31/NT31C提供以下方法来改変数字和字符串内存壷中的内容:
一致変数宇内存衰分配字的内容
一改変字符串内存衰分配字的内容
一通辻在町状恣控制区的操作遊行内容友制
一按帯有"夏制設定"功能的触摸∫{夫
附注使用数字量定功能和子符串設定功能,通近在NT31/NT31(;上的…操作,就能把i数据輸人到数
字内存表和字符串内存表中。
詳細操作,参見8-7市"数字値和字符串的輸入"(439頁)。
改変数字内存表中分配学的内容
通辻把一介数字衰分配給上位机的一ノト字,可以根方便地在数字内存表中反映出蕨手的変
化。
然而,用這稗方法仮能逮出NT31/NT31C用手当前画面上昆示的内存衰分配的字的内容。而
号並示力美的分配字的内容則不能演出。
・直接指定
数字内有義No.18
二二〇〇62
盲捜指定
国
分配字(数午:
内存表No.18)
DMOIOO
OO62
・間接指定
一
                                分配字(数的存表No数字内存表N・・180MOIOOlOO62
        【7777}                 
        1       `'一            7■111噛綻lDM。、。。
                                
                                177777171717
                                
分配字(数字
内存表No.62)
分配字(数字
内存表No.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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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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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一ノト数字内存衰分配給上位机吋,可以規定以下特性。即使相同的数据,校注些規定在
数宇内存表中的存虻方法也不同。
・存儲美型
－BCD:
分配字的内容被当作BCD碍(二i`遊制),井拙宅輪換成帯符号的二遊制数据虻
存在表中。如果此数据的最高位是"F",那此伯被杁作負債。如果此学的内容是非法的
(最高位是"A"到"E"或者除r最高位外典1≧位有"A"到"F"),那久遠介数字不能存儲
製表中(原先的内容柵保留在数字内在表中)。
一二避制:
在分配字中的内容以二避制数存疋布数字内存表中。
・字
一単子
凄出上位机中的串字数据。
如果存儲美型力"二逃制",那ゑ数据内容就被特操hk双学長(32位)二進制数存放到
数字内存表中。如果字的内容是"FFFO"(-16,十遊制),那ム先把此数据着換成
"FFFFFFFO"存放到数字内存表中。
一双子
i妻出上位机中双一子数据,咳字的排列次序如下:咳字較小的宇編号是低位了:(最低有数
位),字編号大的是高位字(取高布敷位)。
附注在一イ'数字内在表中,一介数字偵以帯符号、二逆剃数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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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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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散在数字内存義甲随分配字数裾前働手
下表表明了如何把上位机学的内容存放到一ント数字内存表中,,
卜,位机中ント学的内容   宇      存緒犬型        数字内存表内容
1234    単字    BcD     000004D2
                二遺制  00001234
Fl23    単字    BCD     FFFFFF85
                ∴遺制  FFFFFI23
123B    単字    BCD     (保留嫁先的億)
                二遊観  0000123B
FOOO1234        双三子  BCD     FFFFFB2E
                二進制  FOOOI234
FFFF    }粕・   BcD     (保留原先的債)
                二避制  FFFFFFFF
0000FFFF        双∫:   BCD     (保留原先的値)
                二避制  0000FFFF
FF臼FFFF        双倍    BCD     (保留原先的値)
                二遊制  FFFFFFFF
・分配姶上位机的数ゴ内在表的並示御子
下表表示忠祥1正示分配姶」二位机的数了/内存表的内容,,
在此情況下,根掘数字内存表所造捧的"字数"和"存儲美型"相対数字晶示的"呈示美型"
和"符「}星小"的逸弾,呈示的内容不相同、、
一上位机三下的内容      存傭実刑        字数    '存儲在数字内在表中的数字但     皿π.失型       符号    湿示的数字値
1234H   BCD     1       000004D211      一1一遊観       元      1234
F123H                   FFFFFF85H                       123
FOOO12341i              2       FFFFFB2EH                       1234
1234H           1       000004D2H               有      1234
FI23H                   FFFFIF85H                       一]23
FOOOI234H               2       FFFFFB2FH                       一1234
1234H           1       000004D2H       】・・六逃制    一      4D2
F123H                   FF量「FFF85H                    FFFFFF85
FOOO1234H               2       FFFFFB2EH                       FFFFFB2E
1234H   二避制  五      00001234H       ■一遊制        元      4660
F123H                   FFFFFl23H                       3805
FOOO1234H               2       FOOO1234H                       268430796
1234H           i       0000123411              有      マ4660
F123H                   1「FFFFl23H                     一3805
FOOO1234H               2       FOOOl234H                       一268430796
1234H           ]       00001234H       十六送倒        一      1234
FI23H                   FFFFFl23H                       F123
FOOO工23411             2       FOOOl234H                       FOOOI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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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昆示
第8-5弔
文麻1二,根掘"整数部分和十遺制小数部分的位数"迩要役定一・一・■IN十遺制小数点(305頁)。
夙以上表格中可児,愚然所湿示的一介宇内容射子下面所示多H合足相同的,但量示的数字億
対各牙ヰ情況不相同。
一対"存虻美型"是"BCD","昆示実理"是"十遺制"的数字伯,□示数字内存表的内容。
一対"存慮業型"是"二逃制","呈示炎型"是"}'六遺制"的数字値,並示数宇内存表的内容。
[没定]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介画面吋,要役定数宇内存表的分配字、,在微速介投足吋必須仔細考慮
"手数"和"存肝炎型"的設定。
附注実魅上口∫以使用的数子内存表編号的池園,由支持1二具中巾"不具"一"pr杓成"
統"改定的数了・内存本数目決定,
"系
[操作]
(1)改変上位机中被分配数字内存表的　r内容。
根据数字内存表的没ぜ,迭イト子的内容反映到数子内存未申、、
注意:当内存衣被用干一介正由NT31/M31C呈示1」勺元素吋,才能凄出分配字的i数宇内
存表中的内容(如果已カー介趨勢圏没肯r背景功能,対lt的字的内在息是能逮出
来)。而与毘示元文的分配宇的内容則不能U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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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挙例]
1百接指定1
毘示分配到一小数宇内存表的PC字的内容捌手如下。当PC字的内容改変吋,在NT31/
NT31C屏幕的晟示出現相同的変化t、
・在支持工具上改定
用支持工具作如下段定、、
一致'了二内存表No.1:
DOOO(字:2,存贋竺i美i型,BCD)
一数字内存表No.2:
DOOO2(字:1,存定業型:BCD)
_画面登量的内容:
数字呈示(数字内存表No.1和No.2)
教子内在友No・1(8.位ius')
銭1
Qty,[二三⑳鞠
Defects[=亘]単位
数字pkj右表No,2(4位湿示)
・PC程序
写成的PC程序如下所矛。
25502(圭秒図引1)
DIFU13
00100
eOIOO
lNC38
DMOOOO
Nc,.1低四位字
25506{=)
INC38
DMOOOt
No.1高四位宇
OOOO1
INC38
DMOOO2
No.2字
㈹
②
{3)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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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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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操作
(1)DOOOO的内容毎秒紳加L,在NT31/INT31C中,数字内存表No.1的呈示位色毎秒加1。
(2)在上面(D中姪理加]毎次友土遊位付,DOOO1的内容就増加1。在NT31/NT31C中,
No,1数字内在表的高4位数字増加1、、
(3)当位OOOO1;)lgON日寸,DOOO2字的内容》就加1在NT31/NT31C中,数字内存表No,2的
昆示値就加1。
〔間接指定〕
下列説明:通江将一介増加付加到作方間接指定基准的分配字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中
未改変湿示的数子値、,
・在支持工具上段定
用支持工具作如下改定。
－No.51数?一一内存表:
DOOOO(数値:ユ00,字tw,1,存置美型:BCD)
－No,loo数7一内存表:
DOO10(字数:1,存慮炎型:BCD}
－N・.101数宇内存表:
DOOI1(字数1,存虻美型=BCD)
一角虫i操チ1フ∈(.十一弔):
・功能遊走"通知位"
・PC蹴㎜100
・作用炎型:"瞬功"
・杯答:TARGET
－触摸升美(下部):
・功能設定:"通知位"
・PC地祉:OOOOIO1
・作用美型:"瞬功"
・ホ示答:ACHIEVED
－登泉的画面内容
数字湿示(No.51数字内在表,伺i接指定),
触摸升美(閉介,如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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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
銭
失N。.10
lTARGETl
lACHIE∨ED1
■団団軸
数字湿球
(Ne.51数字内存表是間接指定的)
触摸升美Nf,.ll
・PC程序
按如下所示編制PC梯形圏程序。
要求縮写的程序把"ACilll]VED"的値存人DOO10和把"TARGET"的値存放到DOO11中。
ooloo
@INC38(1)
DMOOOO用工1旬1妾オ旨定的数字1ソ1右表剖‖号
OO101
@DEC39(2)
DMOOOO用干1判接te疋的数宇内存表編七
・程序操作
(D当技下"TARGET"(触摸升美No.10)吋,呈示No,101数字内存表的内容(目椋値)。
(2)当鞍下"ACH[,EVED"(触摸升美No.11),皿庁No」00数字内省表的内容(美麻完成
値)。
在迭イト例子中没有検査在1司接指定中作方基准的No.51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如果実隙測
試程序,No.51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必須不能超出OlOO到0101的萢閑。
通iEt;使用触摸汗美的灯位,可以滴定」1三用干湿示的数字内存表。洋網説明参閲7-7市"触
摸兄矢"(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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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字符串内存表分配学的内容
通〕武将一一小字符串衰分配給上位机的一・ノト字,在ヒ位机中村逮介学的修改能根方便地反映
到字符車内存表中。
然而,以遠神方法,当字符車内存表用干NT31/NT31C当館正在呈示的一・ノト元素吋,才能渓出
内存表分配学的内容。而与霊示元美的分配宇内容則不能被凌出。
当一一小字符碍被写到上位机的・…ノト字中尉,字符代硯不帯修改存人字符車内存表中。将FF20
指定力FFEわ使手符車中包括符号。
存人在上位机手中的字符碍鞍下列順序存人字符車内存表中
　
"A"・41・・"B"・42・首字⊥μ+±直
"C"=43H,"D"・44・静+1⊥餌L
-→"ABCD▲EF')
"A"・FF。IH首デ・2LE幽⊥1
"E"=45H、"F"=46HHi+3SW
当符号数据碍跨接丙イ＼宇目寸:
"A"=4fH,"B"=42H
目C"=43H
"▲"=FFOtH
猛D"=44H,白E'`=45H,
"F"=46H
計,一
目字+143F=F
目子+20144
首字+34546
一一→"ABC▲DEF"
附注一如果控制碍00H被写到一－Al字中,在NT31/NT31C上白作一・令室格呈示。由千官可作方}z
符的結束弱,因此手符串的昆示到此方止。当把手符碍写封手中日寸,不要将00H写人字符
串中。
一当NT31/NT31C在一ノト字符串内存表中漬出遠↑宇吋,官只遠出在"三戸'設定中指定的学
的編号,在銘池園外的字符申不能漢出。
[投足〕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内字符串内存表改定分配字。'`字"設定必須仔細汲置。
附注実隊可使用的字符車内存表編号萢園由在支持工具中"pr杓成"一"系統"中段定的字符串内
存表数目決定。
[操作〕
(1)修改上位机已分配字符車内存表的字的内容。
根据字符串内存表的没定,字的内容反映到字符車内存表。
注意:只有当内存表用布Nr31/NT31C正在湿示的一－Ai元素吋,才能渡出字符車内存表分
配字的内容。而不能渡田均当前並示元美的分配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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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第8-5市
〔皮用挙例〕
〔鳶接指定〕
分配姶■符車内存表的PC字的内容的呈示挙例如下。
在NT31/NT31C中画面豆示的変化与PC字内容変化相同。如果系統結絢是用千人屯脳通達
一一・↑'通信単元洛学符串写到字中表,可在NT31/NT31C上呈示所需要信息。
・在支持工具上段定
用支持工具按如下所示没定
－No,150字符車内存表
DOO300(tfi数:6)
一画面登景的内容
No.]50字符串内存表
字符山内存表No.150
・PC程序
当用一台ノト人竜脳修改一小字的内容吋,不需要有按制NT31/NT31C的雪1']梯形圏程
序。
・程序操作
学的内容始終作カー小字符串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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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丘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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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棲指定〕
下面例子表示通違格一介増加値加製作内聞接指定基准的分配字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中来
改変湿示的数字値。
・在支持工具上段定
用支持工具作如下改定。
-No.51数字内存表:
-No.100字符串内存表:
-No.101字符串内存表　
-N・.102字符車内存表:
-No,103字符車内存表:
DOOOO(字数:1),数値　100
債:"NT631C"(6位数字)
値:"NT631"(6位数字)
{直:"NT31C,,(6位数壬宇二)
値:"Nr31"(6位数字)
一画面登景的内容:数字呈示(数宇内存表No.51,間接指定)
PR・DUCT■illllllllll■
デ特牛呈示
{按間接指定的数i内存表N・.51)
・PC程序
編制的PC梯形圏程序如下所示。
ooloo
@INC38
DMOOOO
(1)
用」二河接指定的数字内在表編号
00101
@DεC39
DMOOOO
(2)
用]二間接指定的数字内在表編号
・程序操作
(1)在位00100毎次特ON吋,NT31/NT31C上的呈示特捜"NT631C"→"NT631"→"NT31C"
→"NT31"的順序精到下一項。
(2)在位oo101毎次韓oN吋,NT31/M31c上酌量示将校"NT31"→"N'r31c"→"NT631"→
"IVT631C"的順序特到下一一項。
往返イ・例子中,没有検査作方間接指定菱縫的No.51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如果要役汁実
隊測試程序,庇保征No.51数字内存表的内容不能超出OlOO到0103的萢囹。
427
---------------------[End of Page 2373]---------------------



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第8--5常
在皿状杏控制区上通遊宴制操作兼修改数字/字符串
若使用此神方法,吻庇来日上位机的命令,在需要的内存表之阿随時遡i行内春夏制。
注意只存在以下組合中オ能使用遠秒方法。
数字内存表→
字符串内存表→
画
数宇内存表
学府串内存表
        内存表
囚＼↓  lAlAl
        
夏{側溝ぐコ
夏制目杯
(用下足示)
Fr状念控制区
←宴制「1株内在表号
牛一夏制]丸イ∫命令
←夏制源内存表号
附注如果在内存表之同(夏制源衰相夏制口称表)"字数"碇星不相同,由干在NT31/Nr31C中一・
分数宇内存表陥保'介宇禾i.1-一十st符串自存表碗保20ノト字,因此数享和r符串酌女制伍是
正碗的。但如果内存衰分配給上位机中的一介字、而相者"字数"没萱在内存表之同(夏制源
和良剤[椋表)不相同,那玄麦制就可能不能正碗地執行。
〔没定〕
pr状志控制区必須被分配到上位机中的一介字,対干夏制内存表之阿的数据不需要遊行特
男綱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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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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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PS状恋擦剤区提供以下区域用干肉存表之間数裾前夏制、,
一法区起始的第二分字(字n+1)
夏制源内存表編号
一1亥区起始的第三・↑、字(字11+2)
夏制目胸内存表編号
一法区起始的第四小字(宇11+3)
内存表炎型(位2)和M'状杏控制位(位3)(控制夏制的実施〉
(n:町状杏控制区的起始宇編号)
字S5141312
n
n+1
n+2
n+3
n+4
109876
543210位
画1酊切換汲置
〕一－
Pl1状恋}1制
PT状志控制(字n+3)
15141312†1109876543210                                                                                                 位                      
口日日。相川1日目                                                                                                       1・1    控制項目        1(ON)   0(OFF)
u'              ■              L               ●      ■●                    ■      ●      ●      」                      
                                                                                                                画面呈示        執行    不執行
                                                                                                                                
                                                                                                                性理仇先登泉(対M健接(1:N)       登乗    元効
                                                                                                                                
                                                                                                                達鎮蜂鳴器      日向    停止
                                                                                                                                
                                                                                                                詞隙蜂鳴器(短)  ロ向    停止
                                                                                                                                
                                                                                                                呈示切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息力"0" 
                                                                                                                                
                                                                                                                間隙蜂鳴器(民)  駒      不噛
                                                                                                                                
                                                                                                                背灯模式        亮      囚懸
                                                                                                        151413121†10987654321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pr祝窃打升      禁止    允許
                                                                                                                                
                                                                                                                数字/字符串輸入 禁止    允許
                                                                                                                                
                                                                                                                班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内存表更制執行  執行    不執行
                                                                                                                                
                                                                                                                内存表更制炎型  数字    字符串
                                                                                                                                
                                                                                                                扱警吏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一〇                    
                                                                                                                不用    忌力"0" 
用如下方法操作口状杏控制区来夏制内存表之1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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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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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下所示将数字内存表i縮写以4位BCD碍或4位・卜六遊制数形式百人ew状杏控制区。
通道在支持工具下対"pr杓成"一"存儲美型"的没定,決定逸用BCD砂逐是十六遊制
数。
一起始第二ノト字(字n+1)
㎜到199腹$1源内存繍号(0-1999)
一起女舎弟三三ノNlf等?:(字n+2)
0000到1999;夏制目椋内存表編号(O-1999)
附注実陪可使用的数字/字得率内存表編量的萢園,由存支持工具中"PTva成1に"系統"競走的
数字内在表和字符串内存表的数目決定。
(2)如下所示,》没定ur状志控制区的起始第4分字(字n+3)的位2,与特集施変制的内存表
的癸型相待。
内存麦突型:位2
一字符串内存表:0(OFF)
一数字内存表:1(ON)
(3)設置pr状杏控制区的起始第4小字(字n+3)的位3刃"1"(ON)。
在指定美型和指定編号的内存表之同遊行数据夏制,如果夏制目椋表被分配給上位机
中的一↑字,那4上位机迭分字的内容也会被修改。左内存表内容中所出現的修改也通
知到PT状恣通知区。
(4)内存表更制執行后,把pr状志控制区外始第4小字(デn+3)的位3重新没定力"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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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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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用挙例】
・在支持工具上段定
如下所示用支持工具設定宇和内容。
一在1γr状悉挫創区的分配字:
00100(在CIO区字100)
一要在画面登最的内容:
宇符車内存表No.4
字二符'串内イ子表Nt》.4
字符車内存表内股定的内容
序号    内容    位数
4       NORMAI、        4位
10      FAULT   4位
lI      NORMAL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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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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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程序
編制一介PC梯形圏程序如下所示。
09000
出惜椋志
夏制目椋内存表号
笈制F{拘1デ
夏制海内在表号
笈制源三デ
変制犬型、内在表象制執行位
田'状念控制位的学
TIM#0010
00(i,OS)
(1)
TIMoe1
        @ANDW(34}
ー      
        #FFF7
        103
        103
内在本星制執行他見]r.力0
09000
↑
出4日赤志
@MOV{21}
#0004
102
@MOV(21
#oo11
101
@ORW(35}
#OOO8
103
103
TIMOO2
        @ANDW{34)
ー      
        #FFF7
        103
        103
変制英ノ[」,夏制目赫内府表号
笈制目林子
夏制源内宥よ暑
夏1国源学
友制美型,内存表裏制執行位
FrWtA.控制位的了l
Tl#OOIO
OO{1.OS}
内存表宴制執行位杁1置力0
(2)
・程序操作
(1)如果出現錯俣(位09000変ON),NT31/NT31C上的湿示鞍変成"FAUI.T"。
(2)当錯俣消除后(位09000変OFF),NT31/NT31C上的湿示近回到"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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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変数字和字符串的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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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逆接劫具有"夏制仮定"功能的触摸升美来修欧数字値/字符串
此方法使操作員通辻対NT31/NT31C的筒単操作修改一内存表的内容。使用遠神方法也可2
把数据夏制到一介数字設定/字符串輸入区。用"夏制改定"功能,可以接頭定的方法夏制数
据。触摸升美"夏制設定"功能執行下列組合夏制。
夏制源夏制目的
陸亟仁ユ一一麟蕊人区
字特車内存義
字符中肉存在
字符串輸入区
⊂二}一一舞㌶人区
挙例:用帯有"夏制改定"功能的触摸井美対計数器変位、
        宴制鍵一一一ー一{一一　一一「数字内存表1代偶            
嗣[≠ピ                 
1>呈示                  
                00000   
                        晶1・・…1
                12345   
一                      
                『7竺_  
〔没定〕
当用支持工・異朝1建－t・幅画面吋,方一一・-Al触摸升夫役定"笈制設定"功能。碗定夏制源和夏制目
的内存表編号、数値和輸入区,然眉作画面登最。
一内存表:
0000到1999:数字/字符車内存表No.(0～1999)
一常数:
-2147483648～2147483647
一輸入区:
力画面碗定一小口登景的輸入区
附注美麻可使用的数字/字符車内存表編号的池園由在支持工具中"PT絢成1'一"系統"改定的数
字内存表和字符車内存表的数目決定。
{操作]
(1)按下帯有"夏制設定"功能的触摸升美夏制数据。
附注如通辻在M'31/NT31C使用夏制優等i操作,使数字/字笹津内在表的内容声生了変化,迭づ＼情
況也会通知到上位桃内的er状杏通知区(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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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曲残留
第8-6市
8-6呈示曲銭圏
NT31/N'r31C提供三粋美型的国表,官的国形按一介数字内存表中的数据変化。
・棒困
当霊示…ノト棒国財,棒的長度随一小数宇内存表的数字値変化。
通道汁算指定値的一'介百分数(100%、0%、-100%)来決定官的長度。也可表示負債(向
正値棒圏的相反方向伸長)。
必要吋,也可呈示一介外権利昆示償的百分数指示。
60%
一
・新銭圏
一幅折残圏湿示在数字内存表中多令達鋲的数字値,遠些点用折残連接。折磯上的毎分
頂点相当手数宇内存表中的一介数字値。
通迂汁算指定値的一・↑'百分数(100%、0%、-100%)決定頂点的位貴,也可表示負債。
如有必要,也可以呈示外撰。
力了使丁比較可以在一ノト梅子内撒示多条折銭。
lOOOI.
0%
一100%
晶」云帯符号的11命数宇
内存表的数値的初子
・趨勢閤
趨勢国是用折銭表示的一ノト数字内存表中的数字値随吋阿的変化。国形中旬ノト頂点相当
干辻去的某日寸間数字内存表的数値。通道汁算指定値的一介百分数(100%、0%、-100%)
決定頂点的位鷺,也可表示負債。
如需要,也可湿示一介圏枢和品示値的百分数指示。
力了便干出校可以在一介閤極内昆示多幅趨勢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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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曲銭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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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国有…允可以泥景泣去数据的"数据氾乗功能"和一ノト"背景功能"。即使在不昆示吋也
可以保持監視数字内存表内容的変化。提供一ノト亨1コ的触接升実用手遣除道去的数据。
ロー目－Eヨモヨ
8-6・-1修改趨勢圏呈示
遠里用一介趨勢困作例子説明修改造勢困呈示的歩藤。
NT31/M31C可用寺「1的触摸井美対趨勢国作如下操作。
脳
回[コ圏囹回顧
迭些触摸升美可用手数据来集和湿示操作。
一旦鞍下触摸升美,就執行相美的功能。
回喘艦美
停止数据来集,回付中止趨勢圏湿示的刷新。
当采集停止吋,"停止"触摸升美点亮。
当使用"背景功能"吋,鞍下"停止"触摸升美停止在背景中的采集。
停止来集之前,呈示記章酌量后数据,古墨示在当前呈示曲銭的后面。
按下回(停止)触摸升美后,如按図(前頁(倒巻))触摸升美近回到以前酌量示,然后
按配(重新宿劫(継鎮i))触摸升美,重新采集,就不量示以前的数据,井且重新井始呈
示新的数据。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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顕示曲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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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噺自動"幽)触鰍
重斬自動由干鞍下"停止"触摸升美而停止的数据来集。両肘升始刷新趨勢圏湿示。
在数据采集類洞,"重新店功"(継鎮逢虫摸」「美点i莞。
如果使用背景功能,即使不並示趨勢圏,数据来集依然継接逃行。
囲}示"(清除蹴虫摸升美
清除趨勢閤晟示,但記素的数据不被清除,イ乃保留着。
囲"清除}渓"㈱蹴d摸朕
清除全部己員数据,国財也清除昆示的趨勢閤。白干用干其他画面的党是的数据也被
情味,所以操作前座当仔細考慮,、達弁触摸弄共只有使用数据正員功能吋オ布敷,,
⑭"自噸㈱鰍
提示咋前恒示的趨勢困以前的己乗数据。遺ノト触摸升美只有在使用数据厄歳功能吋オ
有効。
如果在呈示最近数据遡河,按此触摸升美追回到以前的数据,然后按"下頁"(同前)触
摸井美重返到し新数据的呈示,最近数据接到泣虫的数据上。
例=
"下頁"(同前)触摸月美
困
湿示当前壷示約趨勢圏以盾的妃求数据。遠介触摸弄美只有在使用数据功能付汁有
効。
当在妃乗数据期間呈示最新数据付,自裁重斬自助趨勢圏呈示的刷新。
丙ノト升美中一停止汗美或重新店功ノr美(継接)一ふ有ント点亮。
在呈示辻去的数据付,元稔最后按下前頁(倒巻)触摸升美或者后頁(向前)触摸升美,宅部保持煮
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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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出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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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示美型和質商推進方向
趨勢閤有商神提示美型。遠些美型即使在"移劫方向"オ創司条件下,描絵数槍的方向也相
反。
一杯准型
最近的画点位置i按設定的方向移動。当最近的画点到迭樹形湿示区的辺縁吋,呈示立
刻波涛除,然后夙物始状悉継接'描絵。
日－Eヨー巨ヨ上『]一日目Eヨ
移功力巾や○:最近数据○:最近数据
チF婚対,曲我
見o画到最近
的数据
○:最近散斑○:最近数据○:最近数据
第二次及其以
后,西園杁上衣
最后的数据画
到最近的数据
一筆氾乗型
整イ'新銭滑"方向"移幼,井且最近数据急足呈示在園形呈示区辺縁。
日一「⊥「ヨー巨]-E－日
移動方1句一一〇:最近数据○:最近数据
チ1:始日寸,強殺
杁o画到最近
的数据
○:最近数据○=最近数据○:最近数据
旧約数据逐歩
被清除
対:ず"下頁"(向前)和"前頁"(倒巻)的移動方向,当"方向"是"→"吋,表示如下:
[椋准美型画圏]
1示的一頁
ヨ
ー
ー
ー最
　リレ
前真下頁
(倒巻)〈同前)
⑭困
ー近
景
〔筈氾景型画閤〕
呈示的一頁
!.　一一"、
近
ー最
愛
　のレ
下真前頁
(欝)趨巻)
↑
最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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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曲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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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呈示見違去近回到呈示最近数据酎的湿示
当昆示辻芸数据后,頁翻到最近数据付,湿添的趨勢圏如下。
一杯准型
一頁湿刀ミ
並示
王=ピ]⇒[≡]
))ll
最近的数据最近的数据
一箸記章型
在宅記章型趨勢圏呈示中,虫干最近数据画点位置忌是在園形呈示区的逆縁,帝位去
数据的呈示曲銭可能不連躾(在NT31/NT31C中的曲銭是連接的)表示如下,遠取決手
最近数据位置的呈示頁所来集的数据的数目。
・・頁旦示
湿示
　
ベノ十⇒E]
1))1
最近的数据最近的数据
〔投定〕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力画面登乗一ノト趨勢国許通迂対呈示寺用触摸升美的没貴
方"数据氾乗功能"汲置一介遥拝椋志。遠些寺用触摸升美随后会自切地附在画面上。用支持
工具的元素編輯功能,可以移動寺用的触摸升美的位置。
〔操作〕
(D投下具有所需功能的触摸升美。
根掘所接触摸升美的功能改変趨勢圏的湿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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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債和字符串的輸入
第8-7市
8-7数字値和字符串的輸入
通泣在NT31バT31C上操作来輸入数字値和字符串的歩畷説明如下。
8-7-1輸入数字債
"控制碍輸入功能"触摸井美用干輸入数字値。原理上,是用排列布局一一画面上帯"控制碍輸
入功能"的触摸升美(以后称力"輸入健一控制")将一介数字値宜接輸入到一介数字没定輸
入区。如有必要,可以使用登泉在一介宙口上(鍵盤画面)的"輸入健一控制"和登景在一介奮
口中的"暫存輸入区"。在一介画面上可以珪素多介数字改定輸入区。内在多年輸入区中指空
輸人目椋,可以使用輸入鍵一控制移劫輸人目椋或使用光椋移功。
本廿分別説明下列操作。
一在同一画面上用"輸入鍵－i控制"職人数字値
一画面上存在多介数字設定輸入区的情況(没有光椋移劫鍵)
一画面上存在多介数字没定輸入区的情況(有光椋移動健)
一往…箇口上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数字疽
一用暫存輸入区輸入数字疽
也説明抜盈升美型的数字設定輸入区的使用方法。
一用抜盈升美型的数字没定輸入区輸入数字値
在岡一介画面上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数字億。
以下描述在同一介画面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基本数字値的歩畷。假定在画面上只有一ーイ'
輸入区,我佃解経将一ノト数字値輸人到数字設定輸入区的歩螺。
附注使用触摸升美的"夏制設定"功能(433頁〉可以将一介常数或一ノill2S(宇内存表革的内容夏制
到一ノト数字没定輸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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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一ノト画面吋,在画面上設定如下所示的元素:
一数字投足論人区(数字優美型)
一"輸人鍵一擦制"触摸弄美
・O～9
・A～F(只用干十六遊制昼示格式的数字改定輸入区)
・ENT或回(碗汰輸入吋需要〉
如有需要,可以登景以下各健
・CLR(用干消除正在輸人的数字値)
・±(用干輸入一負債)
・.(用干輸入十逃制小数点)
・CA(用干撤消輸入)
・BS(用手脚除輸入光椋位置前的一・Al字符)
・DEL(用手脚除輸入光極位貴店的一ノト字符〉
・〈,〉(用下膨功輸入光椋)
〔操作〕
(1)湿示登乗数宇没定輸入区的画面。
(2)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一ノ1iSc字値。
輸入一介数字値的歩藤,参閲"使用触摸升美的輸入操作"(441頁)。
附注当画面収有一介数字設定輸入区吋,鞍下"控制鍵"(0～9,A～F)自助起劫数字値的輸入。不
必指定日赤数字没定輸入区。
(3)鞍下"論人健一控制"中的ENT鍵或回健腕杁此輸入。
当輸入被碗荻吋,輸入数字疽存儲到一イト数字内存表中。燃眉,数字内存表内容的変化
通1立PT状志通知区(234頁)通知到上位机。
附注
如果力数字改定輸入区汲置了"上限/下限(最大/最小)栓査"功能,当輸入被碗杁后,此功能
栓査輸入数字値是否潜在指定的花園之内。若数字値遇出指定的花園,蜂鳴器会桐三次,輸
人的数字値被取消,井且画面凹到汗始輸入之前的呈示。在遠称情況下,既不写到数字内存
表也不通知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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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触摸升美遊行輸入操作
使用"輸入健一控制"触摸升美就如使用屯子音算器一祥的方式輸入数字値。
〈初婚呈示〉
当呈示数字没定輸入区吋,会湿示写入数字億的数字内存表的内容。
〈光椋権〉
如果数字遊走輸入区改定了－Al"光祢枢",那4当輸入区接受輸入吋,就湿示包園輸人
区的外枢。
光杯枢
幽
〈輸入整数部分和十逃制小数部分〉
在整数部分,見淵吏低位位置輸入数字,井当新的数字輸入吋,輸入値向左移,如果輸入億
超出整数部分量示数字的数目,那《ム最高位ヒ的数被清除。
在十遊制小数点輸入后,接下米的数字輸入作方十送倒小数。在十遊制小数部分,第一介
輸人的数量示在第一ノト位置,燃眉輸人的数字並示在前面論人数字的右辺。要輸人的値
超出昆示萢圃,小数点右辺的第一分数被清除。
輸入鍵  呈示的数値
(初婚状恋)      1234.5678
9       0009.0000
0       0090.0000
,       0090.0000
4       0090.4000
5       0090.4500
〈呈示符号〉
如果数字改定輸入区規定力"帯符号値"改定,毎次技士鍵符号(+和一)交替。
〈碗杁輸入数字値〉
-Altw字値輸入后,悪婆按ENr健或回健以碗杁辻介輸入。碗杁輸入后,就把輸人的数
字債写到数字内存表中,共在数字内存表的内容出現変化吋,就通知到河状志通知区
(234頁)。
ENT健和回健在以下方面彼此不同。
-ENr鍵
当画面上存在多・↑～数字鍵美型的数字設定輸入区日寸,当輸入被碗ひ后,輸入自称就特
操到下一ノト輸入区。輸入日赤移功的次序通江支持工具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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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健
即使当画面上存在多ノト数字鍵実理的数字設定職人区吋,輸入碗荻居曲不特換輸入自
称。
〈輸人鍵初婚操作〉
初婚輸入的操作(画面呈示后的第一ノト給人或前面輸入碗杁后)ヌ寸操作符号(±)健,十遇i
制小数点(.)健和字無縫(A到F)的操作情況硯明如下:
一符号(±)鍵:
呈示清零。
一ー卜遊制小数点(.)鍵:
昆示達零,井且升始小数部分的輸入。如果小数部分的位数是"0",那■A不避行小数部
分的数字輸入。
一宇母(A至ijF)鍵:
土遊制給人方式:輸入元美,井且蜂鳴器哨三次。
十六遊制輸入方式:呈示輸人的字母。
〈輸入挙例〉
真麻数字輸人中,輸入数字償的変化呈示如下。
輸入挙例1)
帯符号,4位整数部分和三位小数部分的十遊制呈示
順序    鍵      呈示的数字疽    順序    鍵      呈示的数字値    順序    鍵      呈示的数∫:値
初始値          0000,000        7       囚      一1524.OOO      14      口      0000,000
1       口      000tOOO 8       口      一1524.000      15      日      0000,700
2       回      0015,0◎O       9       口      一1524.100      16      回      OOOO,720
3       回      0152,000        †0     固      一1524.150      17      回      0000,720
4       回      0152,OOO        11      回      一1524152       18      日      0000,000
5       口      一〇152,000     12      口      一1524.527      19      口      0001,000
6       回      一朽24.000      13      回      一†524.527     20      口      一〇〇〇1.000
輸入挙例2)'
元符号、四位整数部分和三位小数部分的十遊制呈示
順序    健      昆示的数字偵    順序    鍵      湿示的数字値    順序    鍵      昆示的数字値
初始値          000α000        5       巴      0152,000        10      回      1524,130
1       口      0001,000        6       回      1524,000        11      口      0000,000
2       回      0015,000        7       口      1524,000        毛2     回      0000,900
3       回      0†52,000       8       口      1524,100        13      回      0000950
4       回      0152,000        9       団      1524,130        14      回      00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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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介画面上存在多介数字設定輸入区的情況(元光椋移動鍵)
以下描述在多介数字鍵美型的数字没定区的画面上輸入一介数字値的歩聚。園述在不用"光
転移功健"触摸升美的情況下用"輸入鍵一控制"的操作指定輸入区域。
対手使用"光椋移動鍵"的操作,参閲"在一'介画面上存在多介数字改定輸入区的情況(帯有
光椋移動)"(445頁)。
遠里,不再説明数字値輸人的基本方法:集中説明億祥処理多ノト数字設定輸入区。至f数字
値輸人的歩糠和其他稲美操作,参閲"在同一画面上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数子値t'(439)。
[設定]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力画面遊走下列元素:
一数字投足輸入区(数字鍵美型,没有光椋移劫縫)(爾今或丙介以一ヒ輸入区)
一触摸升美"輸入健一控制"
・0～9
・A-F(只用干十六遊制呈示格式的数学没定輸入区)
・ENT或⑭(廟汰輸入〉
・HOME或↑,十,←,一㍉含,阜(用手指定一・-Al輸入区〉
如有必要可登景以下各健。
・CLR(用干消除正在輸入的数字値)
・±(用子輸入…負値〉
・,(用干輸入士道制小数点)
・CA(用干撤消輸入)
'BS(用手捌除輸入光椋位豊前的一介字符)
・DEL(用予測除輸入光椋位置后的…・仁子符)
・<,レ(用干移功輸入光椋)
附注如果画面有多介数字鍵芙型的数字没定区(没有光椋移功健),有必要用遮些鍵:HOME,↑,
↓,←,→・,肯,・じ指定輸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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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昆示一介已登泉数字改定輸入区的画面。
(2)用"輸入鍵一控制"(HOME↑,↓,千一,→,含,与)指定目椋数字改定輸入区。
美干指定自称論人区的歩吸,参閲"用輸入健一控制指定目椋数字改定輸入区"(`V44
頁)。
(3)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一ノト数字値。
美干輸入一ノト数字値的歩曜,参1珂"使用触摸井美的輸入操作"(441頁)。
(4)按"輸人鍵一推測"中的ENT鍵或回健腕臥輸入。
当輸人碗弘后,把輸人的数字値存殿到一分数宇内存喪中。然后,在数字内存表内容所
出現的変化,経辻町状志通知区通知到上位机(234頁)。
附注一如果在碗杁給人之前,已祭切換了日赤輸入区,那久取消輸入的数字値井且画面近回到輸
入数字値前的呈示画面。
一如果刃数字設定輸入区没定了"上限/下限(最大/最小)栓査"的功能,DK/A在碗杁輸入吋
咳功能検査輸人的数字値是否在指定的池園之内。如果輸人的数字値超出指定的花圃,
蜂鳴器桐三次,輸人的数字償被取消,井且画面返回到升始輸人之前的昼示。在遠稗情況
下,数字値不写人数宇内存表也不通知上位机。
一如果按〔コ健以碗杁輸入,那広即使上一次輸入已被碗荻,同一介輸入区切然是自称輸入
区。如乗鞍ENT鍵用作碗荻輸入,那ゑ下一イト輸入区被逸作目椋輸入区。
・用輸入鍵一掘割指定目縁数字改定論人区
内了用触摸井芙"輸入鍵一控制"去指定目椋数字没定輸入区,歩聚描述如下:
〈用HOME↑,↓,←,→健指定目病輸入区〉
如下方式按HOME↑,↓,←,→鍵以造拝自称輸入区。
晴鉤歯
評詠一
按HOME健逸捧画面左上角的区作目椋輸入区。如果九分輸入区被安排在画面左上角相
同的距禽内,那久在左上角的一ノト区被逸作目椋輸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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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含和与健指定目椋輸入区〉
接合和与鍵切換用支持工具按順序創建射目椋輸入区。
例如当創建了三ノト数字設定輸人区吋,如下所示以輸入区創建順序切換副示輸入区。
t』Key:lst→2nd→レ3rd→1st→.,.
↓Key:lst-→3rd→>2nd→レ1s卜〉..、
在一十画面上当存在多介数字没定輸入区的情況下(帯有光椋移劫健)
以下描述在一介画面上有多ノ↑'数字鍵美型的数字改定区的数字輸入的歩螺。説明用"光椋移
幼鍵"触摸升美来指定輸入区的方法。
対干用"輸入鍵一控制"来指定国振輸入区的操作,参鋼"在一・介画面存在多介数字設定輸入
区的情況(帯有光椋移劫健)"(443頁)。
当在一介画面上使用支持工具登記一・↑・数字優美型輸入区后,可把一介"光椋移劫健"触摸
升美建立在重畳輸入区中。通道按遠ノト升美使被途中的輸入区可以接受輸入。
遠里,不再夏迷輸入数字値的基本方法,集中硯明如何赴理多ノト数字設定輸入区。射干数字
値輸人的歩暴利其他相実操作,参岡"在同一画面上用"輸入鍵一挫創"鍵輸入数字値"(439
頁)。
光跡移劫鍵
[〔亟]按遠
ロ[鉋
輸入位置
輸入佳賓
日面働
口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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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置1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力画面汲置以下指定的元素。
一数字没直輸入区(数字優美型,帯有光椋移動健)(2・↑'或2ノト以上区域)
一触摸井美"輸入鍵一投縄"
・0到9
・A到F(只用丁十六遊制呈示格式的数字汲置輸入区)
・ENT或⑭(用干碗杁輸入)
如果需要運河以登景以下各健
・CIR(用干清除所輸人的数字値)
・±(用手翰人魚値)
・.(用ず輸入小数部分)
・CA(用干取消輸入)
・BS(立即鵬除位干輸入光椋前的字符)
・DEL(立即剛除位干輸入光椋后射撃符)
・<1,治(用予移動輸人光椋)
〔操作〕
(1)昆示登乗了数字没直輸入区的画面。
(2)旗下将被輸入数字値的数字汲置輸入区,拙宅倣刃自称輸入区。
(3)用"輸入鍵一控$1"輸入数字値
至予輸入数字値的迂程,参考"使用触摸升美的輸入操作"(441頁)。
(4)按下"輸入鍵一控制"的ENT健或回鍵以碗荻輸入。
当輸入被碗荻,輸人的数字億被虻存到数字内存表。然后,数字内存表内容
的改変通Ltpns状志通知区通知到上位机(234頁)。
附注如黒目椋輸入区在碗荻輸人前轄移,那久輸入数字償被取消,井且画面返画塾輸入数字値
之前約昆示。
如果力数字設置輸入区没責了"上/下(最大/最小)根限栓査"功能,当輸入被碗杁吋,此
功能将検査輸入数字値是否在指定萢園内。如乗数字値在指定萢園外,蜂鳴器ロ向三次,輸
入数字値被取消,弄瓦画面近回到輸入之前酌量示。往返秒情況下,既不執行寄人数字内
存表,也不抜行通知上位机。
一如果枝回鍵以碗臥輸入,即使以前的翁人已鋒被碗汰,此輸入区切然保持力目椋浦人
区。如果按下ENT鍵以碗臥輸入,則下一分目椋輸入区被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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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口中使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数字債
以下介招使用力筒口登景的"輸入鍵一控制"把数字値輸入到主画面的数字没直輸入区的歩
蝶。
遠里不霜解粋輸入数字値的基本方法:集中解経如何赴理窟口中的"輸入鍵一控制"。至rF
数字億輸人歩陳以及指定数字設置輸入区的歩源,参考以前班給出射数字億輸入方法説
明。
蘭口
〔没貿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力画面登景以下元素。
一数字没貴輸入区(数字鍵美型)
一"商口打升鍵"触摸狂夫
指定用干輸入数字値的筒口的窟rll画面号。
(当方輸入数字値苗打升商口吋使用。如果方"光椋移勇健"没責了"商口打ヲ干"功能,則
不必避行此操作)。
創建用干輸人的商口画面井力官登乗以下元素。
一触摸井美"輸入健一控制"
・0到9
・A到F(只用干十六遊制呈示格式的数字没直輸入区)
・±(用干輸入負債)
・.(用干輸入土遊制小数点)
・ENT或回(用干碗杁輸入)
如果需要述可盗泉以下各健。
・HOME或↑,↓,←,'一",t,与(指定輸入区所必須)
・CLR(用干清除所輸人的数字値)
・CA(用干取消輸入)
・BS(捌除位干輸入光椋前約一ノト字符)
・DEL(捌除位干輸入光椋后随一分字符)
・<,芦(用干移功輸入光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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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対rF"輸入鍵一控制"触摸井美的登棄,有必要登求在基本画面ヒ輸人数据所需要的健,以及
登景在商口愉人類同根据需要被特操的鍵一例如字母和数字。
1操作】
(1)湿示盗泉了数字汲置輸入区的画面。
(2)使用"輸入鍵一控制"秒"光称移動鍵"指定自称数字汲置輸入区。
至干指定自称数字設置輸人区的歩蝶,参考"使用輸入健一控制"指定口称数字設置輸
入区(444頁)。
附注効果力"光椋移動鍵"設置了"箇目打升"功能,那指定的筒口自助打井。
(3)枝下"商口打升健"以打升用手翰人数字伯的宙1コ。
附注以何神方式打升窟「]根掘力"宙目打井鍵"所設置的属性不同而不同(297頁)。
(4)使用"輸入鍵一控制"輸入数字値。
輸入数子債的歩5聚,参考"使用触摸健的輸入操作"(441頁)。
(5)按下"輸入va-1控制"的ENT鍵或回鍵以碗駄輸入。
当輸入披閲荻,輸人的数字値被虻存到数子内存表。然后,数字内存表内容的改変通辻
pr状悉通知区通知到,.上位机(234頁)。
附注一如果R椋輸入区在碗畝輸入前波馨移,那ム輸入数字値被取消,井且画面近回到輸入数字
疽之前的呈示。
一如果刃数字没亙輸入区設置了"上/下(最大/最小)根限杉査"功能,当輸入被磯弘吋,此
功能将検査輸入数字値是否在指定萢園内。如来数字値在指定萢園外,蜂鳴器哨三次,論
人数字億被取消,弄瓦画面近回到輸入之前酌量示。夜遊稗情況下,既不執行写人数宇内
存表,也不執行通知上位机的操作。
一如果鞍下⑭健以碗杁輸入,即使以前的輸入已経被碗杁,此輸入区伍然保持力自伝輸入
区。如果鞍下ENr健以碗臥輸入,則下一ノト日赤輸入区被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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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暫存輸入区輸入数字値
以下介紹使用力商口登景的"暫存輸入区"論人…ノト数字偵的歩螺。木i吾"暫存輸入区"是指
力蜜口登景的数字鍵炎型数字貴殿輸入区。在輸入被碗仏前,官被用作"暫存輸入区"、、騒然
数字値的暫存輸人区和字符的"暫存輸人区之同役有区別,箇口中的字符串輸入区也能被用
作数字暫存輸入区。
在使用一介暫存輸入区吋,可以輸入一ノト数字値帰来普代在基本画面的輸入数字汲置輸入
区以前起作用的数字値、、
遠里不再解舞輸入数子値的基本方法:集中解経如何使用窟口中的"暫存輸入区"。至'1:二数
字直輸入歩蝶以及指定数字汲置輸入区的法螺,参考以前所給出的数子債輸入方法説明、、
愉人
智存輸入区
箇川
股置〕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力画面登景以下指定的元素。
●数字没監給人区(数字鍵失型)
触摸升美"輸入鍵一控制"
・ENT或回(用干碗弘輸入)
如果需要述可以登景以下各鍵。
・HOME或↑,↓,←,一",t,↓(指定輸入区)
・cm(用干清除正在輸入的数字値)
'CA(用干取消輸入)
・BS(立即卵除位干輸入光板前削字符)
・DEL(立即捌除位干輸入光赤馬的字符)
●<,治(用干移劫輸入光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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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口‡丁戊子鍵　自重摸ヲ干美
指定用予愉人数宇値的街口的菌n画面号。
(当方輸入数字債面打汗商口吋使用。如果力"光椋移功鍵"炭量了"商口打i汗"功能,則
不必遊行此操作)。
創建用干輸入的商口画面井力官登乗下列元素。
一触摸飛X"輸入鍵一控制"
・0到g
・A到F(只用干十六制昆示格式的数字汲置輸入区)
・±(用ず輸入負値)
・.(用子輸入小数部分)
一数字汲置輸入区(数字鍵炎型)(暫存輸入区)1介区域
附注一介箇口中只能登景一ノト数子投遣輸入区(数字鍵炎型),井且此数字汲置輸入区被用作暫
存輸入区(不能力商口登乗被蓋ヲ{美美現数下段直輸入区)。
[操作]
(D並示整式r数子投出二輪人区的画面。
(2)使用"輸入鍵一挽割"和"光椋移幼健"指定日赤数字汲置輸入区,、
宇J'指短目杯数字汲置輸入区的歩蝶,参考"使用論人鍵一控親指定日椋
数了岐直輸入区(444戻)c,
附注如果力"光称移劫鍵"没置了"門口打弄"功能,則指定筒口自助打ヲ{二,、
(3)按下"商口打升健"以打外用j輸入数字債的商口。
附注以何稗方式打汗街目板据力"箇田打弄健"斤段丘的属性不同而不同。
(4)使用"輸入鍵一控制"把数字億輸入到暫存輸入区。
可以使用与把数字値輸入到正常数字汲置輸入区相同的歩喋。輸入数子値的辻程,参考
"使用触摸汗美的輸入操作"(441頁)。
至」二使用暫存輸入区的限制,参考"使用暫存輸入区的限制"(4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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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一如果在窃「{中段糧了暫存輸入区,那久輸入将自動没葺在暫存輸入区中,、
一在初婚状恋,口称輸入区的初婚状志内容鉦示往哲存輸入区。
一基本画面上的日赤輸入区保持初婚状志並示真玉輸入碗汰。
(5)按下"論人鍵一按制"的EM鍵或回鍵以碗荻輸入。
当輸入被碗臥,輸人的数'了:植肥存到数〆内存表。燃眉,数字内存表内容的改変通Ltl'}'
状恋通知区通知到上位机(234頁)。
附注一如果自称輸入区在碗杁輸人前鞍移,那4愉人数jz億被取消,井口画面返固到輸入数字但
之前的霊示、,
一如果力数字没直輸入枢友置了"上/下(最大/最小)根限検査"功能,当輸入被碗秋吋,此
功能将栓査愉人数宇値是否在指定池田内。如果数字値在指定萢田外,蜂鳴器絢三次,輸
入数字疽被取消,井且画面近回到輸入之前約晶示。在逮利1情況'ド,既不猟行写人数f:内
存表,也不執行通知上位机的操作。
・使用哲存輸入区的限制
一対∫二抜盈チ1美美型数字愉人区,不允許使用暫存輸入区。
一如果暫存輸入区的位数小丁基本画面上目椋輸入区所需的位数(救数部分位+小数部
分粒+小数点位+符号位),那名輸入只能在暫存摘入区位数萢園内遊行。
一如果基本画面上不存在輸入区,則不H示暫存輸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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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実例〕
〈基本画面〉
五・ト輸入設置
ぐ菌日〉
暫存輸入区
OOOOOO1200.03-00.04-◎0000005噸数ア:宇建←商1コ手∫チ{咋建㌧    '、                     整数位:8;十遺制小数位フ0;符号鐙示:冗;零消除:元;整数位:8;十逃制小数位:0}符号長示:尤;零消除:有;整数位:2;1'避4司ノ1、数値:2;符号呈示:元;零消除:元;整数位:2;十遊制小数位=2;符号顕示:有;く消除:元;整数位:8;土遊制小数イ立:0;符号昆示=有;零消除=元;                                                           8介整数位,元符・二(可呈示8位数字)←輸入鍵一控制         
                                                                                                                
                                                                        ●      一]                             
        司                                                                                                      
        喝                                                              1唖㊥㎜旺国                                     
        喝                                                                                                      
        司                                                                                                      
        ノ                                                                                                      
                                                                                                                
1       数三鍵「                                                                                                        
                        回回            '、             国                                                      
rlOOOOOOOll2GO.03-00.04-00000005        OOOOOOO1唖唖㊥唖        、ノ            00000001200.03-0σ04-00000005、[鉋      00000078㊥《㊥唖                                '00000078コ00.03-00.04-00000005数鑓s    口㊥《唖匝=胸                   「ノ    
                        ●                              ●、                                                    
.圏                                             ノ                                                              
打升視箇」示没置数据董                                                          碗杁井通知pc移功枢呈示没置数据                                          
        ,団                                                                                                     
                、      口              '、             口固    s               r、                             
'000000782輌一〇〇.04-00000005陣s       晒⑭《囮唖                      000000782輌一〇α04-OOOOOOO5陶s ㊥圃唖唖唖                              000000782輌一〇〇.04-00000005数生鍵     匝]㊥《㊥唖                             
                        ●                              ●                                                      
                ノ                              ノ                                                      ノ      
移功枢皇宗没置数据                                                                                                              
        1団                                                                                                     
                        回口回固●              '、             団      」              r、                             
'OO◎00078200.03-OO.04-00000005國       一〇〇.04㊥卿《唖       、ノ            OOOOOO78200.◎3-0α04-00000005圏s       …唖《㊥㊥                              OOOOOO7820α03-Oα041-000000051数字鍵   』㊥卿《唖                              
                                                        ●                                                      
＼                                              '                                                       〆      
移動桂
艮示没置数据
移劫桓
輸入位数溢出
清除暫存輸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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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按盤外美美型輸入区輸入数字値
以下介留把数字値輸入到投獄升美炎型愉人区的歩啄、,
当触摸口鍵村域L`1"
当触摸[ヨξ建lj寸増`'1"
殴置]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カ1日間晋景以下元素、
一数字段丘輸入区(投獄升美失型)
附注因力抜商二升美尖型数字没書二区本身弗有用来輸入数子値的触摸兀美,因此不必再力輸入数
字自」曲書証其'ピ的元〆こ,、
[操作1
(D並示具有抜盈升美久型数字没茂区的画面、
(2)使用位干抜商升美英型数・‡歳旦区各位所在位置的上方和ド方的増/減(+,一)鍵来改
変数字伍、
至∫'改変数字値的上藤,参考"使用援謙升美炎型愉人区"(454顕)。
附注一存援塩牙天業型数字汲置区,数」二値力改変月・写人数∫/没置区后,ゾ即被碗訊。同吋,把在
数字投力三内存表内容中所出現的変化通知姶上位机。
一'1]艮石投盈升美談型数字鼓音区肘,在輸人数's:値之前,将冠水存甦在数子内存表中的
数子億。
一即使・介画面上終有多介抜盈丹天業型数字没書区,也不必指定〔椋輸入区,四方輸入
是通達使用所密輸入区中的援揖弁美未完成的。
一如果力数字没貴輸入区炭量了"上/下(最大/取小)根限栓査"功能,ll輸入被磯畝吋,此
功能将校査輸入数字僚是活在指定萢園内,、如果数字債在指定地園外,蜂鳴暑苦哨三次,輸
入数字値被取消,井且画面返周到輸入之前約晟示。在遠1神情況下,既不抜行写人数宇内
存表,也不」丸行通知L位机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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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抜甜升美美型輸入区
栓抜盆升芙美型輸入区,使用位不抜盈升美炎型数字没煮区各位所在位置的上方或下方
的増/減(+,一)鍵来輸入数字値。
〈指定数字値〉
当按下増/減(+.一)健吋,相座位的数字値増或減"1"。毎次鞍下〔+〕鍵或〔一〕鍵,改変
的数字値存虻到数字内存表中,井且数字内存表内容的改変通知到上位机,勺数字健美
型輸入区不同,宕不必通柱按ENr健或圃健来硫汰輸入数字値。
使用抜盈升美実刑数字汲置輸入区吋,不允YI二使用"輸入健一校報"輸入数子値。
雀蛾盈升x美田輸入区没`殼数字値
_一_数宇内イ∫表
・3・[三夏豆田
按{
22342234Hest
↑1咲数・子増"1"
〈改変符号〉
如果力抜血肝美実刑数字没骨輸人区的"品示符号"没置了逃拝椋氾,当按下符号掃示位
上龍燈吋〔+〕和〔一〕健月来改変符号。按下〔+〕健把符号変)勺"+",旗下〔一〕鍵把符号
文力"一"。
〈栓査上/下根限〉
NT31/NT31C具有検査輸入数了:値:[E碗性的功能,防1ヒ愉入超出允許晶出之外的数イ値,
保証輸入LIO「P法伍不会影哨到系統c
根掘数字没貴輸入区的実刑,]二/下(最大/最小)根限栓査在以下所示的吋河執行。
刈干抜煮汁芙美型数字没置輸人民,毎次各位上的増/減健投下吋執行検査。
使用抜盗汗)∈実理数字汲置輸入区,如果n…n<m…m〔上板限:ln…n,下根限Om…m
("n"和"m"是各位ξ拘任意仙)〕,測在最高位位置ヒ増加和減少都是不可能的C
例子=
如果上板阪和下扱限分別力1200和201,数字値只能在以下池園内改変=如果初始値是
3位値,数値林201到g99;如乗初始値是4位債,数字値杁IOOO到1200。
原因是上/下(最大/最小)根限検査功能不允許最高位的数字値杁0蛮力1或杁1蛮力
0。
力避免遠些,没置上利下根限値"n…n≧m…m"或者分別提供触摸ヲ1二美来寄人数字値和
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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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輸入字符串
使用触摸汗美"輸入鍵一字符串"輸入字特車。原則上使用位干同一画面上的"輸入鍵一串"
将子笹串直接輸入到字符串輸入区,,但也可以使用カー介"筒口"飯豊最的"輸入鍵一串"或
"暫存輸入区"。
国力箇口中用丁数字債的暫存輸入区和用ず字府中的暫存輸入区投宿区別,因此窟口上的
数子鍵美型数]Z没』呈輸入鼠色能被用十字符串暫存輸入区、,允許在一・介画面中盗泉多介字
待時輸入区。力了在多輸入区中指定日椋輸入区,再使用在輸入区中移劫的"輸入鍵一控
制",或者使用光椋移動縫、,
在輸入宇符申付,輸入区的指定,留口打外歩孫以及暫存輸入区的主要用途」了愉人数宇佐相
同。以下的解粋集中在字得率是忽祥輸入的;不ホ『沿其官仁息。指紘輸入区和打斤宙口的歩
8聚,以及暫存輸人区的主要用途,参見介招"数子値輸入"操作的相b;Z条目。
力学符串輸入操作中,也可使用'与NT31/NT31c相違的条碍聞違器,余剰数据可以作方字符輸
入、、
遠里収同論以下主題、、
一花伺一一画面ヒ使用"輸入鍵一牢"
一使用余得閲凄器
・当使用暫存輸入区対対子特牛輸人的特殊限制
在輸入字符申付,暫存輸入区可以用干輸入数子値。但暫存摘入民用干輸入字符中吋,泣
注意以下特殊限制。
一往輸入字符中日寸,暫存輸入区也必須足手特車輸入区。
一即使暫存輸入区位数少子基本画面上釣目椋輸入区的位数,暫存輸入区也能用来輸入
字符串。往返秒情況下,空白数位保留在基本画面上的学府串輸入区中,井且迭些空白
数位填神室格、,在初婚最示中,溢出暫存輸入区的与符被忽視。
一即使暫存輸入区位数多干基本画面L射目椋輸入区的位数,暫存輸入区也可用干輸入
字得率。在返抄情況下,輸入字符串将溢出基本画面射手符串輸入区井目忽略溢出
字符。
一如果基本画面不存在輸入区,不良示暫存輸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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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画面上使用"輸入鍵一串"輸入手得串
以下介結了基本的字符串輸入道程一当画面只有一イト字符串輸入区吋使用同一画面上提
供的"輸入鍵一串",把字符串輸入到字符車輪人区。
字符串輸入区
附注允涛使用触摸升美"夏制設置"功能把宇符串内存表的内容夏制到宇符串輸入区(434頁)。
曙置〕
当使用支持τ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力画面登謙以下元素。
一宇符串輸入区
一触摸弄美"輸入健一串"
使用力"椋笠"登最的㊦符来翰人'子符串。
可以通道指定FF20至FFFF,,来輸入椋妃、,
一触摸」1:美"輸入鍵一控制"
・ENT或回(用干碗杁輸入)
如来需要可登竜以下各鍵
・CLR(用干清除所輸人的字符串)
・CA(用干取消輸入)
・BS(立即捌除位干輸入光祢前的字符)
・DEL(立即{脳膝位子輸入光椋后的字符)
・司,」(用干移劫輸入光祢)
附注0至9和A至F的"輸人健－i控制"可用来輸入字符串。
【操作1
(D昆示具有字符串輸入区間画面。
(2)使用"輸入鍵一串"論人字符串。
附注如果画面只有一'ト字符串輸入区,当技下"輸入健一串"吋,自助升始字符串輸入。(不必指定
自称輸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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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下ENT鍵或回鍵以碗杁輸ん、
在輸入碗臥房,輸入的字符串存虻郵亭符串内存表、、然后,字符串内存表内容中所出現
的変化通迂pr状志通知区通知到.}:位机(234りζ)c,
附注如果輸入的字符串的字笹薮少子字符内存表尺寸的字符数,左辺空白他用空格填朴。
使用条形碍閲漢語輸入字符串
以下介紹当画面只有一小子符車輪入区吋,使用条硯滴旗器把字特車輸入到字符串輸入区
的歩聚。
字符串輸入区
                        
                        
                』レ1ミlNT31cl●輸入    
                        
                18_1日馴        
当使用条石弓聞違帯付,可以逸捧以下任一方法碗弘輸入。
一手劫碗荻:
使用ENT鍵或回鍵碗杁愉人的字符串。
一白劫碗荻:
輸入字特車在条碍閲旗器漢取条硝数据(午符串)胸回吋自動被碗弘。
附注一当逸捧"手助"方式使用条碍聞違器輸入字特車吋,可以使用触摸肝芙'`輸入鍵一串"修正
無碍数据(字符串)或添加任何所需字符。
一在NT31/Nr31c的系統菜単中,条硯間違器的通信条件汲置中速]季"自助/手助"。
一允許使用触摸升美"笈制汲置"功能把手符串内存表的内容夏制到字符串輸入区(4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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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億和字符串的輸入
第8-7弔
〔没置〕
在使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力画面登求以下元素。
一字符串輸入区
如果条石弓1珂凄器使用"手動"操作,那欠如果需要,可汲置"輸入鍵一串"和"輸入鍵一控制"触
摸弄美。
一触摸升美"愉人健一串"
使用登示力"椋笠"的字符来輸入字符串。
可以通日立指定FF20至FFFtil来輸入椋↓己、
一触旗弁夫"輸入健一控制"
・ENT或回(用干碗臥輸入)
・CIR(用干清除所輸入削字符串)
・CA(用干取消輸入)
・BS(立即燗除位干輸入光椋前約字符)
・DEL(立即剛除位干輸入光椋后的字符)
・司,芦(用干移功輸入光杯)
附注0至9和A全F的"輸入鍵一控制"可以用米輸入　ゴ:符・P。
〔操作〕
(1)昆示具有字符串輸入区的一ノト画面。
(2)使用条鶴間涙器以上条碍数拓井把懐出射数据作方字符串輸入。
附注一隅条石引旬凄器使用"自動"力式操作吋,花霞出条渦数据的同時碗荻愉人的字符串。如果圃
商運有共営字符串輸入区,那ム口称輸入区自助移功割下一ノト職人区。
一如果面面只有一小字特車輸入区,当技下"輸入鍵一串"吋,自助自助字符串的輸入(不必
指定目椋輸入区)。
(3)当余得閲漬器使用"手助"方式吋,按下ENT鍵或0健陥杁輸入。
当輸入被碗杁后,輸人的手得串被存虻刻字符串内存表。然活字符串内存表内容的改変通泣
1rr状志通知区通知姶上位机(234頁)、,
附注如果輸人的字符串少子字符内存表的宇符数,剰余部分用室格填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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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振替列表/坊史功能
第8-8市
8-8使用扱警列表/防史功能
本章介紹志祥使用"扱警列表"和"振警防虫"。官田監視上位机位的状恣,井且如果一・↑'粒状
恋変力"1"(ON)吋,呈示相応的信息和国象/倖数据。
使用NT31/M"31C的系統菜単可以栓査扱警列表/防史。在道行吋也可以把官僧作方元素登
最到画面井栓査官田(根警列表只能作方元素使用〉。
支持工具能遠出存定在Nr31/NT31C中的扱警坊史記乗数据作方文本文件送倒上位机。漬出
振警厨史記乗数据的歩繰,参考NT－系列支持工具操作手冊(VO45-E1-口)。
8-8-1忘祥使用振警列表/万史
根警列表只能作方元素呈示,而根警肪史既可以笠示在弘系統菜単上凋用的画面上,也可以
作方…介元素.兄示。
退行期間作方元素検査
当NT31/NT31C在送行吋,可以栓衣被監視的位的状志(扱警列表)初位状恋鞍変約妃皐(根
書房史)。
・扱警列表
ラ》イ立「勺ギr表N《).14汲置
                片勺イL∫,息(宇杓:串イ是.No.32)                                                 
                                                                        
        ,       L                                                       
                                                了'符・ヰ非No.50閨像/14数据・}oo2       No13「、、一一」、-No.14                
        =輻:特串表No3う                                                         
                                                                        
                                                字符F}`表Nu.32糊像/」牟数据・【13C                      1一位机AOOOOOOしoo'oo3パ{ON)ooloo15
                                                                        
                        閲像/倖数据jI3{=1一     喝                      ■No15.一一一一"一              
                                                '噺=符辞表N。.541馴象/r,散斑1125                        
                                                                        
                                                                        
                                                                        
当技下倍息五ピH寸,則並小力内イ∫表
No.14設置的圏象/埣数据(113C)"
・扱警防史
$J位内々表No.24i隻置
的信1(宇特牛表N,,.13)                                                           
                                                                
                                ●                              
                                                字符串表No.11閉像/序数据005F    No22No23        位内花表Nu.2497/12/04H:19:20
        宇符華表No、13                                                  
        字・符中表No.12                                                 
                                                字符串表・N。.121劉像/咋数据10ぴ                位内存表Nθ.2397/12/0411;25:12
                                                                
                国像/庫数据io2B                                 /No.24  
                                                宇符串表N。.13関係/庫数据102n           
                                                                
                ,                                               
当技ド⊥部的信息湿示,則昆示位内存表
No.13う≦±置府与国象/戸ド数ま居(102B)、、
459
---------------------[End of Page 2405]---------------------



使用扱警列表/坊史功能
第8-8市
〔設置〕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遊行以下汲置。
・位内存表
汲置上位机申被盗視的位号如下所示(下面未提及的信息,按需没貴。)。
-PC地趾:ヒ位机中要盗視的位
一功能:扱警
一尻史:
・対振整列表:没腎逸葺板↓己或元造拝椋妃
・対根警1ガ史:没置迭拝称道
一串表人口:
作方呈示信息的子符串内存表的表号(0至1999)
一国象/庫代碍:
回信息一起並示的同家/庫代硝
・鋼1和水
・00011.1至‖OFFFH:li自象
・100011至‖31・1・Fll:角r
－画面号
当同次旗下イ言息祭日・t,設置要呈示画面的画面号(0001至3999),
只存在切換到此画面吋此段置オ有効。
・扱警列表/防虫
按以下方式把扱警列表/房史登景到画面(以下未提及信息,根掘需要也要遊行設置。)。
一振警列表
・肩劫位表人口=
登最上位帆布要監視的位中第一ノト位的内存表的編号。
・参考位編号
盗泉ヒ位机中被益祝位的位内存表的編号、,
一振警防史
・美型:頻率次序或友生次序
力了以麦生次序湿示振警防史,使用NT31/NT31Clil勺"坊史並示方法"内存井美来設置
妃求数据的湿示次序(瓜田数据/杁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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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扱警列表/坊史功能
第8--8令
〔操作〕
(])根掘需要物始化已↓己釆的扱警防史氾※数槍
力了使用系統菜単操作物始化扱警防史記乗数据,逸拝"内在初婚化菜単"画面上的"扱
警防史"、、
力了通江{γr状志控制区的操作,初婚化扱警厨史}日永数据,将杁pr状恣控徹底升始的
第4↑字(字n+3)位1的状恣改成"]"(ON)、,
通泣操作Pr状恣控制区扱警防史記景数据初婚化石,把位1的状悉恢復力"0"(OFF)。
(2)昆示登景撮i警列表/房史的画面
射干扱警防史,氾素数据昆示在画面上。対十和警列表,如果.ヒ位机中被蓋祝位状志蛮
力"1"(ON),則没量的7一符串内存表的内容被作力信息昆示。
力推誉列表/坊史提供触摸汗美。使用遠些触摸井美的歩畷,参考"如何使用振警列表/
防虫触摸汗美"(462頁)c,
弐7拡充…変ジ日`もド'(ON)白勺イ立rjsイ∫茸長
泣t的字符中肉存表的内容Cd
↓      
PROCESS3STOPPED ▲
WATERTANKOVEnHEATlNG    会
        
        字
        ▼
「一一嗣一一一「
{l
ll
ll
ll
li
L__._."一ー－j」
如果創建的走一ノト歩行拍板警列
表,按佐内存表編号升商的次序㌦
水抜鷲,
如来位内在表設置了枕元級次序,
、JU./1≒按仇先級次庁排列。
(3)国方信息区是一介触摸汗美,鞍下宿患条将星示改定的閤象/庫数据。回付,按下的信息
条以ON顔色毘示。
凹一・一一▲    
W∧TERTANKOVERHεAτlNG 全
        
        事
        ▼
対痘第一介扱警情思的困像/度数据
nL-⊇騰㌶鞭瀬
ll顔色旦示。
ll
lp・。・・ss3st。ρρedbyfa・}t・1
　わ　　む　をらむリコ
ll
L___.-r-一」
(4)在当湿示多ノト信息吋,如果按下男一・介信息、,則最新鞍下的倍息将以灰皿湿示,井呈示
相庇的国家/庫数据,,
PROCESS3STOPPε…D▲一一

一会

字
▼
対ハ国籍、'↑撮書信息的園像/}牢数据
「上r]§辮灘
{l
ll
lCh。,kth。th。m。。t。tll
L_____」
(5)当技下反毘信息条吋,画面特蛮力設置的画面号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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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損害列表/坊史功能
第8-8『肯
・忽祥使用扱警列表/房史的触摸升X
力撮警列表/1ガ史元素提供下列触摸弁天。
信息
{位数随"矢度"寵愛)
麦生頻率俄生吋1旬
一頻i率:41."z
－月三/月/日!j、H寸:分:15イ立
_月/H/jxti寸:5}=12{立
一小肘:分:6位
↓↓    
[一一一一一一ーコ[一コ  ▲
[=一一ーー一一ーコ[一コ 金
{=一一一一一一…=][一コ 
[=一一ー一一一一コ[一コ 亭
[=}一一一一一一コ[一コ  ▼
ヌ
溶液劫触摸升文
責濠幼触摸月美
一行溶幼触摸弁天(液功到前/后行)
触摸升美以行力単位両前和向后策動呈示区。
如果在呈示区以前或以后存在数据,触摸升美将以反昆鍼示。按下非反最昆示的触摸升
美将不倣赴理。
一策劫触摸井美(液劫到前/后頁)
触摸升美以真丸単位向前和向原譲幼呈示区。
如果在呈示区前后存在数据,触摸Jl:美将以辰星呈示。按下非反並並示的触摸升美将不
倣妙理。
以系統菜単湿示振警坊主妃景
可以杁系統菜単中袴杳dl己式的扱警坊史記乗数据。允びF使用連接NT31バT31C前打印机打
印扱警肪史記波数据。
・以笈生次序湿ポ
20524㊥806T●p.LowLeve!
3¢524{う841Pr◎ocess25topped
40524㊥8tttPr(xxcesslStopped
50524¢849Convey◎rStopped
60524152iCo爬yOt・Stopped
70526鋤4P/SLowVoltage
8eES?7]73クGc}爬y◎rStopped
9朕}271125Te而P.1,cx-1£vel
1{う053e2109Pr'occe,SL91Stopped
lle6e4i833ProocessiStopped
1206042106C◎TTveyorStopped
13蜘2152Con∨eyOrStopped
・以頻率次序星状
1∈X3Temp,LowLevel
49Tem{〉,HighLeve1
16P/SLo脚Volt88e
15Pr(>c囑3Stopped
130aterTank(>verheating
llPrcooess2Stopped
6Pro(xoe合s1Stopped
4Pin1
{!饗,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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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扱警列表/防史功能
第8-8市
〔波罫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幅画面吋,設置以下内容。
・位内存表
按上位机中被監視的位号没貴如下(以下未提及的信息,按需要近存没豊)。
一分配位:
一功能:
一塊史
一切換画面
一中表人口
上位机中妻監視的位
扱警
設置迭拝硫己
充迭拝称妃
作方信息冠示的.r二符中肉存表的表号(0～1999>
力r以29i生次序呈示扱警坊史,使用M"31/NT31C的"房史翌示方法"内在井美来没貴妃乗数
据的呈示次序(成人旧数据/弘新数据)。
〔操作〕
(D根据需要物始化已ie・N的振警切史記求数据,、
力了使用系統菜単操作初婚化扱警厨史記員数据,在"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一ヒ遥拝"扱
警厨史"。
刃了通道PT状杏擦剤区的抹作初始化根…瞥坊史記乗数据,把PIId状念校制区升始的第4
小字(字n+3)中位1的状志改成"1"(ON)。
在通辻PT状念持制区的操竹初給化扱警防史記乗数撫肩,把位1的状恋恢蘂到0"
(OFF),,
(2)夙系統菜単,湿示扱警防史栓査画面。
呈示已這最的扱警厨史記乗数据,,
初子=以笈生次序呈示
20そ」2aO806Temp,Lo馴Level
3摂5240841Proocess2Stopped
405240StSiPr・cocesslStopped
50524¢849(bmeyorStOpped
605241521(bnvey◎rStopped
;麟鵠ζi㍑U;雛d
905271t25Temp.L◎wlevel
le∈}5302iogPr◎くヌコe5$iStopped
麸麟罐糠購,6罐dP「t'
13(061)42152Ciorive…S…P・dPI;・
(3)通道按↑和↓鍵町並示前頁和后寅。
(4)力r結束湿示,鞍下"退出"触摸i月:美。
附注弘系統菜単昆示扱警防史的歩5聚,参考6-11-5"湿示打印扱警防史記景"(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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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赤房史功能
第8-9常
8-9使用量示坊史功能
本方分留魚群使用妃求画面昆示次序和頻率的"並承所史",,
使用NT31/NT31C的系統菜単能検査昆示防虫。通迂並示湿示切史画面的i操作也能検査。
美'r虻存在NT31/NT31C中的湿・」≒坊史↓己求数据,支持工具能移以文本文件形式將12凄出到
上位机中。玉子凌{∂示防虫1己求数据的歩4聚,参考Wlndows95下的NT－系列支持ユ三具2,0版
操作手筋(VO45-El-1」)。
8--9・-1
窓祥使用顕示防虫
呈示厨史可以昆示在操作吋凋用的寺用画面上,或者湿承在見系統菜単凋用的画面上。
在操作中呈示音用画面
在NT31/NT31C操作中可以碗弘賊示1ガ史。
〔設置〕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画面吋,如果咳画面要在胤示坊史中妃・允可在画面的"厨史"属性夏迭
枢中市健腕』人,、・
刃了以麦生次序並水根警厨史,使用NT31/N"1"31C的"厨史呈示方法"内存井美来汲置氾乗数
据的提示次序(見旧数据/秋耕数据)。
〔操作〕
(1)根掘需要初始化已竜泉的扱警防史記求数据。
力了使用系統菜単振作初婚化扱警茄史記乗数据,在"内存初婚化菜単"画面上逸捧"扱
警防史"。
カr通道振作河状念校制区初婚化撮警防史記乗数据,把見1γr状志控制区起始第4
/ir(字n+3)中位ll的状志改成"1"(ON)、,
在通迂操作rr状悉控制区初始化扱警厨史記景后,把住H的状恣恢変成"0"(OFF)。
(2>湿示湿示防虫画面。
昆示房史画面的画面号力:
麦生次序:No.9001
頻率次序:No.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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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呈示坊史功能
第8-9令
一以麦生的次序呈示(画面No.900D
－以頻率的次序呈示(画面No.9002)
1!ユ
Ｔemp,SettingtQllit
SeetorA
†
』
Prt.
P【・t,
(3)按↑和↓鮭湿月別頁和后頁、,
(4)按下"退出"触摸升美,借主呈示。
拭系統菜単呈示碗荻画面
可以杁系統菜,中中碗杁口承肪史記乗数据1⊃也可以用連接－NT31/NT31C的打印机丁丁印兄」ヨガ
史う己求数据,,
[没量il
当使用支持工具創建…幅画面吋,如果核画面要在呈示坊史申↓日乗,可在画面的"防虫"属性
更迭程中古鍵陥杁,,
内子以友生次序昆承服警防史,使用NT31/M'31C的"防虫湿示方法"内存外英米汲置氾乗数
据的毘示次序(ノ人旧数据/杁新数据)。
[操作]
(1)根掘需要初婚化己氾泉的湿示厨史記※数据。
%Jr使用系統菜単操作初婚化扱警防史氾乗数据,在"内存初婚化菜1弟"画面上逃拝"扱
警防史"。
力了道辻Pr状恣控制区的操作初婚化推誉厨史記員数据,把夙町状志控制区汗始的
第4・↑・字(字n+3)中位H的状恣改成"1"(ON)。
左通辻pr状恋控制区的操作物始化扱書房史記乗后,把位ll的状恋恢変成"0"
(OFF>。
(2)林系統菜単呈示昆示防史碗汰画面。
昆示巳妃泉的呈示厨史記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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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呈示厨史功能
第8-・9";
一以麦生的次序歴示(画面No.900D
－以頻率的次序呈示(画面No.9002)
(3)按↑和↓鍵艮示前異和后頁、,
(4)按"退{{1"触摸Jl丈,結束呈示,,
附注夙系統菜単呈示提示的厨史的歩螺,参考6-]1-4"呈示和打印兄示坊史i己乗"(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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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肪肘神的顕示和設定
第8-10令
8-10副万同軸的顕示和没定
NT31/NT31C提供呈示相投定日期相対尚的功能。本市説明使用吋紳功能的歩孫。
・吋紳功能使用的数字内存表
No,247～No.255内在表留作吋紳功能的呈示和改定。
No.M7--No.253内存衷用干呈示和漢数,而No.254…和No.255内存表用干改定。
No.247～No.253内存表存借財紳i数据(官按M31/NT31C中内貴吋神的送行不断刷
新)。遠些内在表中的数据不能由上位机改変。
功能    数字内存表      数字位置        信息    値      椋記
仮呈示/漢数     247             秒      00～59  
        248             分      00～59  
        249             小時    00～23  24小肘系統
        250             日期    01～31  
        251             月      0仁12   
        252             年      oo～99  年的末二位数字
        253             星期    00～06  兄下表
奴設置  254     二「「丁=丁二=] 秒      00-59   
                一「「一「^丁'螺富田亡奄畠      分      00～59  
                        小肘    00-23   24小肘系統
                        日期    Ol-31   
        255     』一「「T-「T「 月      0仁12   
                」r{T入γ^⊃捺顯蝿借唄  年      oo～99  年的末二位数字
                        星期    00-06   
                        空      oo      
数値和星期之阿的対座美系如下。
星期
数値
星期天
oo
農期－
Ol
里親二
02
里親三
03
星期四
04
星期五
05
星期六
06
投足挙例=98年3月27日(星期五),14吋53分30秒
25427、45330
2550,00,59、80、3
附注No.247-N・,255数字内存表留作吋紳功能,不能分配給上位机内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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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吋神的顕示和没定
第8-10苓
8-10-・1没置目期和対向
可用下述方法没定時御数据。
一弘系統菜単中段定
一修改No.254和No.255数字内存表中的値
以下圏述把要求的吋帥数据写人数宇内存表的歩繰。至予期系統菜単没定吋紳数据的歩聚,
参閲6-11-2"湿示/没置目坊相討紳"(179頁)。
附注在室温下(25。C)吋帥的最大月俣美方一39～÷65秒/月。庇定期地校IE涙差,使吋紳送行得
更精陥。
修改No.254和No.255数字内存表的値
No.2541BNo.255数字内存表寺用干反定吋件数据。
返些内存表不能分配給ヒ位机内的区域。因此,力了惨敗速興衰中的内容,要先把没置数据
写到其他的数字内存未申,然后利用内存表笈制功能再把所写人的数値夏制到No.254和
No,255数字内存i表中。
一箇回
                
98/03/089!50/18         
'       ■      
                
ハU直1
254
255
日間,小!距分,秒 DMOOOO  一品十←
星期、年、月    DMOOO2  
                
Lけ臥小別、分,秒        一      
皇朝,年,月      一      
<一
分1秒
ll期,小別
年,月
星期
DMOOOO
DMOOOl
DMOOO2
DMOOO3
方了夏制内存表,可使用ew状恣控制区或使用触摸升美"夏制投遣"功能。遠里説明使用Iyr
状志控制区夏制ント内存表的歩螺。至干使用触摸升美"夏制没定"功能的歩螺,参閲"通迂
按功具有"夏制設定"功能的触摸iFl美,修改数字値/字特車`'(433頁)。
附注M31/NT31C不声格栓査投足的日期相討同数据。因此,必須正砺波置数据以使日期和星期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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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尻酎神的呈示和設定
第S-lots
[設置1
力了把数据夏制到N().254和No.255数字内存表中,准各、二↑数■内存表写所需的値。
-PC地趾:ヒ位机中的任何宇
一字:2小字
一存儲炎型=二遊制
使用pr状恣控制区夏制内存表。由干河状志控制区必須分配給上位机中的一ノト字,夏制内
存表不必再作汲置。
[操作]
在PT壮志控制区中,提供以下区域用干裏糊内存表之飼的数据。
一升始的第二十字(字n+1)
夏制源内存表編号
一升始的第三分字(字n+2)
夏制目的内存表編号
一升始的弟四分字(字n+3)
内存衰萎型(位2)和PIT状志i控制位(指定友制的執行(位3))
(n:管状志控制区中的第…・↑・字)
』:1514131211109876543210イ立
nII】輔1切換設u三
::1〕-
n+31アr杁念孔制
n+4
1田1面編」(4位BCDイ5或十六遊制数)
亙制1/1イ∫占考嵩与(4'BCD{「1或■ハ　制数〉夏制[椋内存表編号(4位BCD弱虫卜六避制数)

pr状悉掠制仕
留作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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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芳醇帥的呈示和設定
第8-10弔
PTJ犬志控制(字n+3)
151413121110987654321                                                                                                   0位                     
川山11・1川1川IllI・1                                                                                                           控制項目        1(ON)   0(OFF)
1       ■●    L       L       L       L       一      ●      ト      ●      ■      ●      ●      ■L                     
                                                                                                                画面昆示        執行    不執行
                                                                                                                                
                                                                                                                赴理仇先登景(用干M'縫接(11N))   登漿    光敷
                                                                                                                                
                                                                                                                達鎮蜂鳴声      ロ向    不回向
                                                                                                                                
                                                                                                                1可融蜂鳴声(短) 痢      本桐
                                                                                                                                
                                                                                                                呈示用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始終方"0"       
                                                                                                                                
                                                                                                                1司歌蜂鳴声(長) ‖向    不回向
                                                                                                                                
                                                                                                                背灯模式        亮      囚爆
                                                                                                        1511†21†1098?6:321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円視箇打汗      禁止    允許
                                                                                                                                
                                                                                                                数字/字符串輸入 禁止    允涛
                                                                                                                                
                                                                                                                pr画面切換      禁止    允う午
                                                                                                                                
                                                                                                                内存表更制執行  執行    不抜行
                                                                                                                                
                                                                                                                内存表更制美型  数字    字符串
                                                                                                                                
                                                                                                                撮警防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一〇                    
                                                                                                                不用    始終力"0"       
没置目期和吋回数据的操作如下所示。
以下説明夏制数字値的i操作(夙夏制源数字内存表A到夏制目的数字内存表No,254和見夏
制源数字内存表B到夏制目的数字内存表No.255)。数字内存表A和B中的数字値以"BCD
碍"形式存儲。
(1)在分配拾数字内存表A的字中段貴日親和吋同数据(字A和A+1,在下面播圏中)。
A+1A字
15.1,015...0イ立
一=
日期
(Ol・・31)
吋岡
(00・・23)
分
(OO-・59)
秒
(00-59}
波賀的内容
(2)在分配姶数字内存表B的字中段置目期和吋1同数据(字B和B+1,在下面描閤中)。
B+1B字
15、、.015_0位
一
不用星期年月
(忌1%JO)(00～06(00～9901-12)
星期日～六)年的末二位)
没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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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防吋神的呈示和没定
第8-10苓
(3)把内存表的編号以下表所示的4位BCD碍的形式写到河状恋控制区(指定夏制源和目
的内存表前編号)。
一井始的第二小字(宇n+1):数字内存表A酌婦号
一チF女白白勺第三三ノト字('芸n+2):0254
(4)将pr状志i控制区的起始第4分字(宇(n+3)的位2汲置ヲピ`1"(ON)(指定内存表的夏制
美型力"数字値")。
(5)将pr状志控制区的起始第4ノト字(字n+3>的位3設置力"1"(ON)(指定内存表的笈制
抗行)。
オ奇数宇内存まiA的1メ]春夏制至‖No.254数字内存表「t「,ナ1二刃N'1'31/NT31C投遣1三1期,日寸,
分,秒。
(6)把内存表的編号以下表所示的4位8CD碍的形式写到PT状悉控制区(指定夏制源和目
的内存表的編号)。
-JF始的第二十子(字n+D:数字内存表B前編号
・-d升女台白雪第三ノト字(t・s!n+2}:0255
(7)将Plr状志控制区的起始第4分字(宰n÷3)的位2没直方"1"(ON)(指定内存表的夏制
実理刃"数字債")。
(8)ig・・PT状恋控制区的起始第4A)'t(字n+3)的位3汲置力"1"(ON)(指定内存表的夏制
執行)。
寝敷宇内存表B的内容夏制到No.255数宇内存表中井方Nr31/NT31C没置足期,年及
月,,
{使用挙例1
参関下一帯8-IO-2"霊示日親和時間"中的"使用挙]虜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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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五爵神的顕示和没定
第8-10市
8-le-2呈示同期和財弼
下面説明通泣数字内存表No.247・-No.253.11勺数字毘示,呈示利用NT31/NT31C的吋紳功能
没置的日期和吋同数据的歩礫。
No.247～No.253数字内存表存儲的日親和吋同数据如下国所示井且不断刷新存儲的数
据。
数字内存表      内容    萢声1   各注
247     秒      0～59   
248     分      0～59   
249     小肘    0～23   24小肘系統
250     日期    1～31   
251     月      1～12   
252     年      0～99   年的オ:位数字
253     星期几  0～6    瓜星期天一星期六
日期和吋「同数据以缶符号∴遺制存儲在数宇内存表中。困此要並万数字値,必須将"昆示美
型"投力"十逃制"。
1没定1
根掘要湿示的日期和吋間数据,力画面盗泉"数字値呈示"以呈示N(ハ247-No.253数tr内存
表的内容。
"数字呈示"的"品示久型"必i須力"十遊制",、按昆示互求没貴其他特性。
1操作i
通辻方呈示数字内存表N・.247'-N・.253而没量的"数字提示",連鎖罷示当前口期初日・『1司。
[使用挙例]
以下描述如何掴投豊春PC中的H期利付洞並示在NT31/M31C上的示例、、
梅本例中使用具有付斜1功能的C200HXe在C200HX中村制1功能分配拾子AR18～AR21。
・在支持工具中段置
使用支持工具作如下所示的設置:
-Iy;状恋搾制区分配字:00100(ClO区,字100)
一数字内存表No.2(yt:DMOOOO(字数:2)
_数字内存表No.265:DMOOO2(字数:2)
一要盗泉到画面的内容=数字低湿示(数字内存表No.247～No.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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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房吋神的呈示和設定
第8-10常
数宇内存表tNo.251(2位昆示)
数字内4子表No,252
{2イ立玉とノjミ)
数ヨこ1勾ギ手表No,249
(2位阜!")
252                             
                                
        、19    r、     ,{      
                98/-/   4/20ノ  
                9       5018    
                ▲▲            
249                     {       
数字rAj存イξ…No.250
(2位旦示)
数字内存表No247
(2イtH-'示)
数'デρ寸イ∫表No,248{2位』レ1')
・PC程序
建立如下所示的pq梯形圏程序。
00000
                @XFER{70)       
il                      
                #0004   
                AR†8   
                DMOOOO  
                        
                @MOV(21}        
                        
                粕254   
                102     
                        
                @MOV(21}        (1)(2)(3)
                        
                #0264   
                101     
                        
                @ORW{35}        
                        
                #000C   
                103     
                103     
                        ⑬
MOO1                    
                @ANDW{34)       
]1                      
                #FFF7   
                103     
                103     
                        ⑲
MOO2                    
TIM#OOIO
(tOS〕
@MOV21
#0255
1e2
{4)
#OOIO
(1.OS)
MOV21
#0265
10i
@ORW35
#OOOC
103
to3
TIMOO3
TIM#OOie
(1.OS)
        @ANDW(34)
ー      
        #FFF7
        †0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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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吋錬的呈示和没定
第8-10市
・PC程序操作
在NT31/NT31Ch昆示創建的画面后抗行此程序,操作的控制如下所示、,
(1)当位㎜変ONI寸=宣布PCFIII酬1}柵ARI8-AR2D,!{撹傭1つ〉
配給』数宇内存i表No.264和No.2651:1勺手中(DMOOOO～DMOOO3)。
(2)把数字内存表No.264中的内容(口,肘,分,秒)笈制動用干汲置吋紳功能的数字内存
表No.254中(、
(3)等待大約】秒以完成在第二♪中内存表酌女制操作后,内存表的夏制執行位(10303>
算術到OFF状志。
(4)等待大釣1秒1]:N"1'31/NT31C碗弘.内存表夏‖il掠有位已変OFF,用与上述歩(2)和上
(3)同神的方法把数字内存表No.265中的内容(星期,年,月)夏制到用干没腎吋仲功
能数i:内存表No.255中。
達拝,没昔在PC上的H期和吋1可没呈1到NT31/NT,31CL,〕i・作昆小。
474
---------------------[End of Page 2420]---------------------



打印数据和栓査打印机状杏
第8-11弔
8-11打印数据和検査打印机状充
当NT31バT31C操作吋,下達数据可輸出到与M31、iNT31C相違的打印机上。
一画面硬拷只
見上位机可以栓査与NT31/NT31C相連射打印机的状悉。
本市介結了操作期間打印数据的歩糠和検査打印板操作状志的歩蝶。
附注一膝了画面硬拷員外,利用系統菜単也能将某些美型的数据輸出到打印机。利用系統菜単打
印的畑苦参閲6-ll-4"呈示和打印呈示肪史記乗"(183頁)和6-11-・5"昆承和打印板
警防史記景"(185頁)。
一通迂NT31/Nf31C上的内存チF美、没h二NT31/NT31C打印1所用的"打印控制器"恭1"打印
方法"。
検査i打印机操作オ夫恋
在PT状恣通知区内的打印税操作状恋情息,表明打印机是否在工作。
[設定1
pr状志通知区必須分配給上位机中的一ノト子,因此演状恋字不霊作奪『]的没定。
1操作1
甘状志通知区起始的第●↑字(箏m+1),提供了用干通知pr状恋的位(町状志通知位)。
1514!312]1109S76543210イε
ll。lllll・1・lll・1・1・1・1・1・1                             
|       邑●●  ●              L
                                
                                
                                
                                15f3†211fOア6
                                
                                
                                
1細面切換逃遁
数字改定送迎弥志
学符串設定逃通梅忠
打印机操作状恋i
押印
"「子飼'状念OFF
停lh
亮/1フ榔
カr検査打印机操作状恋,用下述方法操作惚状恋通知区。
(1)旗pr状悉通知区起始第二分字(字m+1)。
yf状恣通知位中肘位7昆示打印机操作状悉。
・0(OFF):停」上
・1(ON):i}Ｔ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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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数据和栓査打印机状恋
第8-11市
8-11-1打印画面
M「31/NT3正C使用以下指定的任・一秒方法,就可以把当館湿示前頭面打印出来。
一通辻PT状志控制区的操作。
一通迂按下帯有"打印画面"功能的触摸升美、、
通辻在班状志建制区操作打印一伶硬拷興
使用遠称方法,操作者可随時打印一・扮硬拷興。
くコ
P£状念校制区
画面切換没瞥夏制内在表没青
田'状志拉制呈へ■
留作系統使川
鴫一イ(こ7()N
附注一即使在打印画面硬拷頂吋,NT31/NT31C{乃継接操作。
-」'}:tep打印前必須保証在pr状志通知位中的"打印机操作状恋"(位7)是"0"(OFF)。
一一旦通辻PT状志控制位的操作而升始打印,打印就不可能停止v
－如果行印期1風用NT31/NT31C指定了画面打印,那ム画面封印指令元敷。
1設置]
pr状志控制区必須分配拾上位机中的一介字,因此打印一扮i画j面硬拷興,不語特別的没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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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数据和栓麦打印祝状恣
第8-11市
1操作]
PS状恣控制区的起始第四小字(字n+3)提供用丁控制pr状恋的位(av状恋控制位)。
151413t21110987654321                                                                                                           o位                     
口ll目・1川日日ll                                                                                                               1・1    族制項目        1(ON)   0(OFF)
〕      し                      ●      `       L       ト              `       `       一      L       L       L                       
                                                                                                                        画面湿示        執行    不執行
                                                                                                                                        
                                                                                                                        性理仇先登景(用干NT縫接(1:N})   登景    元効
                                                                                                                                        
                                                                                                                        達鎮蜂鳴声      哨      不吻
                                                                                                                                        
                                                                                                                        向歓蜂鳴声(短)  回向    不絢
                                                                                                                                        
                                                                                                                        昼示原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忌方"0" 
                                                                                                                                        
                                                                                                                        河敵蜂鳴声(長)  回向    不嶋
                                                                                                                                        
                                                                                                                        背灯模式        亮      囚爆
                                                                                                                15111i109876:321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1汀祝園打升     禁止    允う午
                                                                                                                                        
                                                                                                                        数学/字符斗輸入 禁止    允許
                                                                                                                                        
                                                                                                                        町画面切換      禁止    允↓午
                                                                                                                                        
                                                                                                                        内存来夏制執行  執行    不執行
                                                                                                                                        
                                                                                                                        内存表更制美型  数字    字符串
                                                                                                                                        
                                                                                                                        報書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一〇                    
                                                                                                                        不用    忌月"0" 
力了打印画面硬拷興,川下述方法転作PT壮志控制区。
(D,陸田pm状志通知区的起始第二十字(子m+i),井「1碗保1打払志通瑚位中的位7(打印
机操作状恣)是"0"(OFF>状恣(475頁)。
(2)將pr状志控制区的起始第四・↑・字(字n+3)射術7投力"1"(ON)。
通道按下帯有"打印画面"功能的触摸升美打印一伶画面硬拷只
如果使用返抄方法,邪念通道在NT31/NT31C中的i操作,就能把画面打印出来。然而使用迭秒
方法打印画面吋,必須力画面登乗具有"打陣画面"功能前触摸升美。
Currenttemp、:20。C
Settemp:20。C
匝][{コ
巨コ巨]
画面硬摺り↓肩z動健
当按下北宅建吋,卦始画面硬持唄的行印1、
画面硬拷貝撤消鍵
当掻ド此健ll寸,撤消画面硬拷囚叩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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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数据和検査打印机状杏
第8-111S
附注即使正在打印画面腰揚興,Nr31/NT31c仰可継接地i操作、,
通道登録帯有停止封印功能前触摸升美,可以用触摸升美停止打印,、
[没置]
当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吋,在…介触摸升美上汲置"打印画面"功能及"宿幼't功能,共在
画面ヒ登※遠些触摸升美。
如畢宿必要,也可力画面的"打印画面"登景一具有:"退出"功能的触摸升美。
{操作1
(1)力下宿功利停止画面打印,旗下具有"打印画面"功能的触摸升美("自動"用干眉動画面
打印,"退出"用手傷IL画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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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禁止pr操作
第8-12令
8-・-12允許/禁止町操作
通道上位机的指令可允Vl:或禁止NT31/NT31C的下述功能操作。
一打升箇日
一輸入数字僚和字符串
一切挾間面
通辻上位机的指令允許或禁止Nr3三/N'r31C操作的歩聚如下所述。
8-12-1允杵/禁止Nr31/M31C的操作
通泣下述歩蝶,允i午或禁止在NT31/NT31C上的操作、,
一往Pf状恣擦制区的操作
附注一当禁止初商打汗吋,NT31/M31c中各科1初旬打升的操作,如使用触摸∫F夫的操作或画面
属設定的操作部不允許。注意:視箇美囲操作{乃是可以的。
一当禁lf数一'f値和字符串輸入吋,NT31/N「r31C中的各秤改変数－f:値1和:子符串的i操作,如数
㊦値論人(数字鍵型輸入区,抜意外美型輸入区),字特車輸入,及用触摸汗美夏欄内存表
都是不可能的。注意:通迂.ヒ位机中的指令夜打状恣控制区中改変数字値/字特車的操
作.(内存在夏制,通辻町状杏控制区的操作遊行画面切換,改変分配デ的内容,等等)坊
是可能的、、
一当禁止画面切換吋,NT31/N'r31C中的各種画面切換操作,如使用触摸JF美和通杜撰驚動
表/坊主功能迎行画面切換,都是不可能的。注意:但イ乃可レ兄通辻触摸屏並示系統菜単,通
達上位机指令用IYY状恣擦制区遊行il"ukT切換、,
一通泣在系統安装搾模式下的投足,可以禁止使用系統菜単避行輸人和修改操作以及呈示
系統菜単Q39頂)。
通泣在管状志控制区中的操作去控制pr側的操作允許/禁止
如果使用遠別1方法,那ゑ在NT31刑T31C中允許和禁止操作則是可能的。
[没置1
河状恋i控制区必須分配姶卜1位机中的一介宇,因此,在NT31/NT31C中的達操作,不需特別
的没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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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禁止□操作
第8-12市
{操作]
口状杏擦制速射起始第四Al字(字n+3)提供用干校制pr状恋的位(lyr状恣控制位)。
一位6:允許/禁止17r仰視箇打升。
一位5:允許/禁Ilr.数字値和字符串輸入。
一位4:允許/禁止FT側画面切換。
†51413t21110987654321                                                                                                          o位                     
ll川1回1日田川1回                                                                                                                       控制項目        1(ON)   0(OFF)
↑      ■              ■      ●      ●      ■      ●      ●      ト      一      ●      ●      ユ      ●                      
                                                                                                                        画面湿示        執行    不執行
                                                                                                                                        
                                                                                                                        処理仇先登泉(用TM髄接(重:N))    登景    元効
                                                                                                                                        
                                                                                                                        連接蜂鳴声      回向    不哨
                                                                                                                                        
                                                                                                                        回飲蜂鳴声(短)  n向     不桐
                                                                                                                                        
                                                                                                                        呈示房史初始化  執行    不執行
                                                                                                                                        
                                                                                                                        不用    息方"0" 
                                                                                                                                        
                                                                                                                        1司敏蜂鳴戸(長) 　向    不呵
                                                                                                                                        
                                                                                                                        背灯じ式        亮      医1煤
                                                                                                                1514†3121110987854321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fT祝箇打升      禁止    允許
                                                                                                                                        
                                                                                                                        数字/字荷車輸入 禁止    允涛
                                                                                                                                        
                                                                                                                        pr画面切換      禁止    允杵
                                                                                                                                        
                                                                                                                        内存表更制執行  執行    不抜行
                                                                                                                                        
                                                                                                                        内存表更制美型  数字    字符串
                                                                                                                                        
                                                                                                                        扱警吏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一〇                    
                                                                                                                        不用    芯力"0" 
刃在NT31バT31C追行対校制官的操作,按下面所示方式操作m状志控制区。
(1)按照所需的控制改変1汀状志按制区的起始第四分字(字n+3)的位的汲置。
字n+3
・位6:投縄pr側祝箇打升。
・位5:控制数字値和字符串輸入。
・位4:控制PS側画面切換。
禁止操作=1(ON)
允許操作:0(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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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2426]---------------------



第9章
功能庇用
本市介鋸了一介筒単的実例,1≧将提示休如何夏仔地使用Nr3]/NT31的功能。
当使用NT31/NT31吋,清参考遠望実例。
9-1実隊座用挙例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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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隊座用挙例
第9-1市
9--1裳除』立用挙例
如下所給的初子将提示休如何真隊使用N'1"31/NT31C的功能,,
在迭↑例子中,イ又展示必要的汲置,,可按弥的希求,作'分乗特別提到的没貴。有些例子中,
除了黒白同色夕卜也使用其他的皿ノ】ミ顔色;注意:区些例子也可用干単色美型的pr中,例如,
逼迫在反]苗中段置黒白呈示。
用支持工具創建一幅画面聞方}去,参閲N'r・一・系列2.OE版本(fbrwindows95)操作手冊(VO45-
El-口)。
達繧監視一介特定的PC位弁当遠位変ON吋鼠示振書
例:当在PC中的監視位変ON日寸,不管面1面　㍉前約呈示,用紅色祉示"温度昇`、iitb、、
園圃
仕
口
                ON
        ＼1/、ノ.       
書■■晶1■,.・-鍾罰』一一__一一_≠麟題…'/     一1顕微口置＼1＼        
                
推当列表
(1)PtJtrL符串内在表設定"門度昇冨"作方初始但。
(2)ヌ寸位内在表作如下的没書。
_PC士也]止:盟諮児的1)C{立ヴ
ー功能:抜警
一Ψ表登景:在(D中完成段丘的字符串内存表編号。
(3>力任…蘭曲登乗ノト振警列表,投足如下:
一"色彩"設定,"辺枢":
黒色(F]其他画面的背景色相同)
一"顔色"投足,"背景","()N":
一列表遊走:
没胃二"起始位義人1-1"矛ll``参考位編号"包括ヒ面(2)中段定的位内存表。
(4)没定重貢画面以便在pr中皿示的所有画面通達(3>中所建立的画面而被重畳。
提示
・力了鐡示不祥枢架的"温度昇常",使徒其背景顔色勺其他画面相同("扱警列表",3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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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際庇用挙例
第9-1市
・園地呈示"温度昇常"与当前画面呈示完美,呈示(4)中田'上所建立酌量聲画面("重畳画
1頁i",213頁)o
・虫干交替使毎分画面成ヲヨーノト重畳画面,通泣在毎ノト画面上登記一・小根警列表町得郵相
i司白勺多吉果。
例:当盤視tSPC位変ON吋,在紅色背景上用黒色呈示"温度昇常"画面。
一国
位
ON

《}画・噸
                
        TEMPEiRATUREABNORMAL    
                
(1)止1核位変ON吋呈示画面特性作如下段定。
一"背景"顔色:虹
(2)力(1)中所設定的画面登求一介固定文本元素。
一文本:温度昇常
一"前景"顔色:黒
一"背景"顔色:透明
(3)力任一位内存表作如下段定。
-PC地斑:監視的PC佳編号
一功能:切換画商
一画面号:在(1)和(2)改定的画面号
提示
・用達・↑'方法,切換到故障画面后,即値盗視的PC位状恋杁ON変回到o汀,咳故障画面仰
品示(7--3-3"位内存表",249頁)。在役借上検査故障后,以下方法之一用干近回到故障
麦生之前前画面湿示:用帯切換画面功能的触摸升美(284頁〉,把…画面編号写到控制区
(224〕頁),或道辻位内存表切換画面(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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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除圧用挙例
第9-1常
例:当技下"温度昇常"扱警宿患条吋湿示一ノト椋明故障洋情的画面。
一
⇒
                
        192。C1650C183。C       
                
        k}!二■罷一法マ_'       
                
        竿　    
扱書例表用紅色呈示当耐故障
(1)力任一宇符串内存表炭量"温度昇常"作方初始値。
(2)力任一位内存表作如下改定。
-PC地批:
要監視的PC佳編号
一功能:
根警
一切換画面=
汲置造賛称妃
一画面輪号:
呈示故障憐情的画面編号(参考(4))
一串表入口:
在(1)中作遊走的tr符中肉存表編号,、
(3)方任一画面登乗・分根警列表,設定如下:
一"色彩"改定,"背景","ON":
紅色
一列表設定:
設置"起始位表人口"和"参考位編号"包括上面(2)中段定的位内存表。
(4)在用干晟示具体故障的画面上登乗以下元素。
毎小部分皿示温度的数字          
        1       
        ⊂」こ]・C{.:]・C[℃    
                
                
        []。C口。C口℃  
                
対庇番介部分的團形庫灯
(当用」:指示当前故障的位変ON日寸,
対庇的固形/庫灯亮紅灯.)
提示
・梯形閤程序必須遠祥写:当代表温度出惜的位変ON的同吋,指示相美温度出惜位置的
位也変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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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麻泣用挙例
第9-1常
例:当按下"温度昇常"振警信息吋,湿示一介椋明故障麦生対向的詳細説明画面。
一
撮警列表
⇒
β]史撮警
(1)力任・一一字符車内存表設定"温度拝堂"作方初始値。
(2)力任一位内存表作如下段定。
-PC地祉:
要監視的PC位編号
一功能:
根警
坊史:
造摘…椋宿世定
一切換画面:
没置逸捧蘭己
一画面輪号:
湿示房史扱警的画面輪号(参考(4))
一串表人口:
在(D中作没定的宇符車内存表編号。
(3)力任一一画面登景一一/itN警列表,投足如下:
一"色彩"設定,"背景","ON":
虹色
一列衰世定:
汲置"起始位表人口"和"参考位編号"包括上面(2)中波定的位内存表。
(4)在呈示肪史扱警画面上対房史扱警改定作如下登求。
一斑史資料:逸拝椋記汲置
一次序:麦生的次序
提示
・当用位内存表指定一介画面編号吋,通柱指定如下画面編号能昆示肪史扱警。
_gOO1号:友空房史画面(375頁)
-9002号:頻率坊史画面(375頁)
在逮秤情況下,不必登乗根警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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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隊疲用挙例
第9-1常
例:当技下"温度昇常"扱警備息湿示改正劫作的提示(翔助信息)。
■剛団回庫数据
⇒
                
                
        △lnsped        
        圃      
                
扱警列…表
(1)力任一宇符車内存表改定"温度昇常"作方初婚僚。
(2)建立庫数据,力温度振替盗泉導入一－Al改正動作提示的固定呈示文本(例"栓査…)、、
(3)方任一位内存表作如下投足。
-PC地tlE:
要監視的PC位縮号
一功能:
扱警
一串表人口:
在(1)中作設定的字符車内存表編号。
一因形/庫代褐:
没定遥拝椋1己,在(2)中所建立的庫数据代碍
(4)力任…画面登景一一分服警列表,投足如下:
一"色彩"改定,"背景","ON":
虹色
一"呈示固形1拳":
没定逃揮椋妃
一列褒没定:
汲置"起始位表編号"和"参考位編号"包括上面(3)中段定的位内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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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賑座用挙例
第9-・1合
接照PC位状恋改変呈示内容
例:接蝋…ントPC位的状悉改変描絵一瞬['J丹砂美的閤形状恋。
‡
OFF状念
ON/OFF
ON杁志
位
回OFF
‡
国ON
(D通社用庫数据(固廻附廿が円)或図形数据(曲点陣組成的匿D,建立閥「]荘園形(如一ド鑓
B)和i淘口実国形(如下国A)。
AB
(2)力画面登莱没疋如下的門形/序数据。
一"OFF状志","代褐":
没定遥拝称妃,在(1)中辻、ノ.自分閥1コメ…約外形内代砧
一"ON杁志","代五号":
没定逸操拐≒氾,在(D中建立的潤『1汗的外形圏代硝
－PC地」止:
用J二同形之河変換的位的編号
例=按照・・ノトPC位的状悉改変已提示的字符山。
                        
                        
        TRANSPORT刑G            
                        
                        
‡
OFF状念
ON!OFF
                
                
        TRANSPORTOVER   
                
                
ON状恋
位
回OFF
‡
巨]ON
(1)創建固定提示文本方"TRANSPORTING"的P-.-r・一数据和固定1諺添文本方"TRANSPORTINC
OVER"的男一介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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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麻庇用挙例
第9・-1市
(2)按照如下所示没定力画面登菜園象/庫灯、,
一"OFF状志","代碍":
迭持病妃設置,藤取在(1)中創建的"TRANSPORTING"的庫数据代褐
一"ON状志","代碍":
造拝祢氾没置,逮取在(1)中創建的"rlRANSIN[)RrVOVER"白勺序数据代碍
－PC地±lh:
用予在文本項目1司改変的位号
挙例:按照自助尋向牟的位貴PC位0至15変ON,井且在画面上表示奪子的位置。
在位0インi}的自動向卑1
15
111T三「Ill日日川1■
0位
↓
↓
1
在位1位置的自助早向牟
臼)用庫数据(固定呈示固形)或圏家数据(由点陣組成)創建描絵自助向暑牢的固形。如果
存在走向不同的固形,単独創建官。
(2)按照以下所示設置力画面上対泣0位的位置登乗国家/庫灯。
一"OFF状志","代碍㍗
不慣貴遥拝椋妃
一"ON状悉","代石弓":
没置迭拝椋妃,逮取在(D中創建的自助早向奪的庫数据代掲(形状与位置対庇)
-PC地llと:
表示自助向早主位貴的0位的位号
(3)以与(2)相同的方式方位1至15登粟国象/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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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願立用挙例
第9-1令
附注使用NT31/NT31C,一一旦絵制r元素,除非提示内容改変`ビ将不破重新絵笛1(区也遥用予重書
画面)。因此,如果在自動商号牟的下面作方固定湿示元素絵制了一介軌道,当自助見向牢移
動吋,在自助具向享原位置下面的軌道将被消除。在創建画面数据肘溝泥住返点。
一
号
=[kぐ念念淘、.k
使用触摸鍵霊示在銭報助
例:当技下鮎摸健吋在衡口中品示帯助信息。
一
視窟美囲
(D創建一介新画面権力鍵盤画面。
(2)力(1)中所創建的画面以文奉和固形的方式登藁蕎助信息。
(3)方(D中所創建的画面登釆触摸升美,按以下遊行汲置。
一]示笠:汲置逸拝椋↓己,描迷"美周"
一功能=輸入健一健盈
一健盈画面号:当前創建的鍵盤画面号
一功作炎型:芙1羽
(4)指定作方筒口的湿示区,碗保官能容納都助信息如在(3>中創建的触摸升美,,
(5)花洛湿示帯助信息的画面ヒ(基本画面)登記触摸升美,遡i行以下汲置。
一称称:汲置迭捧椋↓己,描述"摺助"
一功能:輸入鍵一鍵盈
一鍵章画面号:在(1)至(4)中創建的鍵盈画面号
一功作美型:打汗
通道把基本画面上触摸汗美的劫作美型汲置方"交替切換",菌日可以杁基本画面上打升和
美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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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2435]---------------------



美麻歳用挙例
達鎮慎取一介PC字的内容井眼踪呈示趨勢固
挙例:利用趨勢医1氾景功能和背景功能
(1)力画面登乗一介如下所没量的趨勢圏。
一銭属性:
要監視的PC宇的字号
一数据妃求:
没背進操杯↓己
」ヒ黒.
-R京:
没貴逸弾1赤口
－i日乗触旗弁夫:
全部没背進拝杯己
一呈示功能触摸ヲ|夫:
全部没貴逃i持]了氾
不識是否並示起掛圏,在1γr操作∫ら訪問吋升始漢取字的内容。
由」背上　功能,在操行'1■YJ
ll1吋ゴ干ピ疎数撫　
↓
当皿庁趨勢1蕉llけIJ示最新的状志,,
在校梨数据1吋,{ル]最新的趨勢1蛋1、,
↓
即使在来隻数据付呈示r男外的画面,傍熱由背景功能継鎮逮取字的内容,、
冥官画面
＼
/
490
                
                
        STARTOPERATION  
                
                
在昆示其他的画Illi
吋数据的来集。
↓

第9-1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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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阪庇用挙例
第9-1市
如果需要,可用趨勢圏昆示以前的状志変化,、
老●・iEl在並示的部分
「一…一一「「一一…}「「一…
目
lII
L___一一.」L__._..」L_..
新
→
「*-
＼＼一一ノ＼＼_ノ
困國
"1∬頁""下虫"
(倒送)(同前)
触摸升x－触摸ヲτx
提示
・除了以.ヒ所指的"前頁"和"后頁"触摸升美,逐可以元限制地創建以下的触摸升美去捺相
星示禾「1数i佐f党員乏(7-IO-3``趨勢医ヨ'tt327寅)。
一``〔鱈11上"角虫圭莫]干美
停止数据来集。
-44重新店劫"(道三窒奨的)角虫摸チFプ∈
当采祥中断耐量新自助数据来集。
一"温恭消除"(清除湿示)触摸汗美
清除当前置示的趨勢圏,然后升始夙紛状悉絵制国形(以前的氾剥乃保留)。
一"氾乗清除"(清除氾景)角虫摸升美
汗除以前的記章。
用百中的肘紳数据呈示星期
在pr中,数字値存儲在数字内存表N〈).253中,展示如下。
値(十避i制)
夏期
0
星鶏口
1
星期
2
皇朝二
3
星期三
4
星期四
5
星期五
一6
星期六
通遣字符卑湿示的1司接参照,呈示的字符可以使用遮些事符車内存表中的直来改変。
挙例:通達数字内存表No.253的1司接参照,毘示存儲在学符車内存表No,0到No.6中的"星期日"
至"星期米"。
固定制ぷ文本
荘数字内在表N〈).251
ヰ:的数字イ1!1昆示
W:数'ヲ…:1ノ・】イ「∫1乏No.250/
中的数学値昆!」ミ
一～r4./↓/     /△,    
                
        〆1、ヅσぺ     
                
                
'在返↑例ア単解経此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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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際庇用挙例
第9-1市
(1)内字符串内存表No.0到No.6設置以下初始値。不要把遠当字符串内存表分配姶上位机
中的字。
字符串内存表
初始値
0
星期日
1
里親'・
2
星期二
3
星期三
4
最期四
5
星期五
6
星期六
(2)按照上面姶出的例子力画面登莱湿示月和日的部分。
(3)通遊字符卑湿示的間接指定壁泉是示最期的部分。
一河接指定:
没直進持続己
一表人口:
253(儲存星期数据的数字内存表)
以上装置将昆示在系統菜単中用"日1ガ和吋紳"設置的月扮和日期。
提示
・吋御数据能鯵在系統菜単的"目田租対外汲置"画面中遊行没置(」79頁)。
・方了在数字内存表No.254和No.255中段置年,月,日和星期,必須使用内存表更制功能
(428頁iiRl433頁)o
・如果字符車内存表N・.0到No.6同吋用子星示星期和其他鹿用。
(D通逗使用内存表更制功能,把数字内存表No.253的内容豆倒到能鰺分配PC字的号
上。
(2)力了完成存鰭"星期日"至"星期六"的数字内存表的編号和数字内存表No.253内容
的ヌ寸,["z,±曽力n－ノト'ri3'数。
(3)按照以上実例間接量示星期,,
例子=在字符串内存表No.200至No.206中有儲"星期日"至"星期六"
字符車内存表
初婚壇
200
星期日
201
星期…
202
最期二
203
星期三
204
星期四
205
星期五
206
星期六
把200添加到数字内存表No,253的内容中,月来間接指定存儲星期日至星期六的
字符串内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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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故障査我和錐炉
本下描述当NT31/NT31C出現錯俣吋新来取的借地及如何遊行雄炉和検査以防止錯俣麦生。
10-1故障査我
10--2対呈示的錯俣信息的繭庇
10-2-1自助操作吋出現的錯涙及朴救
10-2・-2操作越程中出現的錯諜及朴救
10-2-3在画面数据初婚化及侍送付出現的錯俣
10-2-4系統安装器模式下所出現的錯渓及朴救
1e--2-5通宿借俣及朴救
10-3NT31/NT31C自勺麦焦‡戸
10-3-1更換丸池
10-4検査和清?吉509
494
497
497
499
500
501
502
504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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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査披
露10-1市
10-1故障査我
出現NT31/NT31C操1作故障吋,在下表中裁到症状,井根据下表所指出射"ネト救"i措施作出
反脱。
注意一高接遇/美断屯源前要碗定系統安全性。
一不要折卸円'遊行修理秒修改。
NT31/NT31C症状  原因    朴救
屯源LED灯未完   未供給屯源。    検査連接井滴定供屯正碗。(参渕3-1-3"電源連接",35頁)。
        屯源保険廷断。  与OMRON服各中心朕系、)
屏幕元呈示      上位机側已凌画面#0。    遠不是錯渓。改変画面号。(参閲8-3"画面昆示和通知",405頁)
        系統肩劫等待吋阿没辻。  返本碁譜俣。等待吋1旬…迂,並ポ就会出現。
不能与支持工具通信      侍送模式迩没建立。      提示系統菜単井逸拝任送模式。(参渕6-6"侍送画蒲数据",142頁)
        未与支持工具相違。      栓査連接地貌的安装,,(参囲3-2"連接到支持工具",37少O
        支持工具的Pr型号没定和直接連接投足1∂NT31/NF31C不符。   使用支持丁具申的"1晋杓成"没定,去没貴pr型号和良接連接没走使官「了NT31/NT31C相待,、
不能巳上位机通信        内在刀美設定不匹配。    検査堆砂模式下的内在冗文菜単的通信成定,使上位机与NT31/NT31C的通信規多勺相符。(参1珂6-7"用内存外失投定和1二位机的通信条件",145頁)
        Nr31/NI'3】C和ヒ位机連接不正踊。一      検査連接屯鏡的美型、長度及安装是否符合規氾(参渕第四」育"通辻RS-232C口写,ヒ位机連接"及第五苦"通辻RS-422A/485口与ヒ位机連接")
        在RS-422A/485連接中,終端的設置不正碗。  正碗設置NT31/NT31C与PC端的終端毛附。(参1凋第四市"通道RS-232C端川匂上位机連接"及第五寸"道辻RS-422A/485端川匂上位机連接")
        在NT雛桜(1:N>中,単元号出現重笈。        重新改置且使之不霊笈。(参1珂6-7-4"汲置NT焼接(1:N)的方法,149頁)
        NT31/Nr31C,NT-ALOOI或上位机屯源己夫。   検査屯源、,
爆鳴器桐,送行灯火。     可能南外部嘆声引起的故障。      按3-1-4"接地"(36頁)条件遊行接地。
        Nr31/NT31C有故障,,      笥OMRON服努中心咲系。
触摸屏尤li向疵。        可能由外部燥声引起的故障。      按3一仁4"接地"(36頁)条件遊行接地。
        触摸屏己杯。    用維炉模式菜単中的"1/0検査"遊行測試。若有錯清与OMRON服努中心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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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査我
第le-1市
NT31/NT31C症状  原因    朴救
PC模式精力監視器模式。  使用上位祝儀接通信吋,NT31/NT3】C会改変模式。    迭是NT31/NT31C規萢。在使用一台也熊踊Nr縫接方法的PC肘,就使用Nr鑓接(用Nr徒桜方法吋,不需特変模式)。
閤表呈示没変化。        某秒百分比湿示汲置一"-100%"、"0%"、"100%"一不il二碗。   i按下述美系設置"-100%"、"0%"、"100%"的債;-100%偵∠0%偵∠ioO%値
趨勢陰湿示弩真麻的吋同軸不符、、        困衰湿示刷新処理的周期火干没官的采祥周期。      消除同一画面1二作力趨勢岡的其他分配給上位机井互有更高刷新頻率的元素。或延長采祥周期,,
不能使用編程器功能。    通信没青不正碗。        当通信方法/通信鞘口カ"NT縫接(1:1)"吋,才能使用編程器功能,,
        巳連接了・合編程器,,    不能回付使用編程器和銅程器功1抱,断汗錦程器。
        PC不支持編程器功能。    不是所有的PC都支持端程器功能。樟蚕休所使用的PC型号。(参閲6-12"編程器功能",205頁)
内存表呈示内容与支持工具投足的初婚億不同。      由十内在よ分配給上位机内在,所以按照一ヒ位机内存内容修改呈示。   巻向存表内容段違力[定値吋,就不肥肉存衰分配給上位机。
        竜池丸圧已降低旦内存嚢中的数描破組杯,,  更換屯池井目抜有`内存在初婚化"。(参1葡10-3-1,"更換屯池"507り(,6-4-4"初婚比内存表",134頁)
        由」二``恢夏功能"已置力ON,画面数据内存的初始値就不可入内存表。  執行"内在表初婚化"。(参閲6-4-4"初給化内存表",B4寅)如果不語要使用恢夏功能,就共闘NT31/NT31C的恢夏功能。(参閲6-9-10"没置恢夏功能",167頁〉
遅退対数値和文本窪勺刷新、,     可能lllJ二外部繰戸引起的故障    i按3-1-4``接地"(36]頁〉条件遡1手テ接地。
        在昴」≒的画面中呈示的数字/文本太多     減少在画面中被延追刷新的数檀和文本昆示的数目。
        ll{」一ヒ位机妙理是遺手,周期也随之増加,,        縮短L仮枕同期瞭|η,,
        在RS-422A/485連接中,有非法的分支或惜俣的終端没貴。      按第五肯"杁RS-422A/48聞寓目連接到上位机",正碗達成,,
波布16と示安排在昔適所百中的有些元素。  逮人数据量組違規定的限制、,     参閲"湿示限制"(517頁)検査元素的最大数目,重斬建立画面数据,燃眉將所有的画面数据集中一批笈送到NT31/NT31C。
        対顕示的1前面而言,元素系数的忌数大ヨ「024。     
在重豊画面中,有些汲置的元素不並示。     由1二夙上位机佳送的数据是以画面力車元,在重登画面上的元件数未綾支持工具栓査是超迂了最大允許的数目。      参1周"呈示限制"(517頁)検査元素的最大数日,重斬建立画面数据,然宿将所有的両面数据集中一推及往NT3互/NT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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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査我
第10-1市
NT3玉/NT31C症状 原因    朴救
系統菜単不能弾出。      在系統女装器模式中,"改変系統技量"下的"呈示系統菜単"被汲置力"禁ll:"。    在系統安装器模式中,設置"呈示系統菜単"カ"允許"(140頁)。
不能遊行下列是系統菜単操作:・建立佳送模式・昆示内存野美改定画面。・呈示初婚化菜単。・呈示日∪]/吋紳投遣画面。   在系統安装器模式中,"改変系統没置"下的"画面内存保扮"被没貴方"禁止"。     在系統安装器模式中,汲置"画面内存保炉"カ"允τ午"(140頁L、
        "画面内存保扮"己波力"禁止"。因刃在清除画面数据付,fT屯源英断。   在清除画面数鋸目寸,不要判断pr鬼瀬。在系統安装P罰莫式中,首先将"画面内存保杉"設置力"允許",然后重星画面数据清除操作(140東和141頁)、、
不能輸入数字偵  数値輸人的上/下限(最大/最小)検査在起作用。      栓査画面数据輸人数字値的ヒ/下(最大/最小)極限,若者必要,就到正官(ヌ寸数字雛型,参渕358頁;対抜意型,参1珂365頁)。
不能輸入数字値/字符串。 寝首状恣控制区(数値/字符⇒串輸入)的位5設置刃"1"(ON)     斗寄イ立5謬と貴兄勺"0"(OFF)(232」五)、、
初商画面波打升  将pr状杏控制区(円視箇打升)的位6没貴方"1"(ON)    将位6吐置月"0"(OFFH232頁)。
不能用触摸升美切換画面  将pr状恋控制区(pr画面切換)的位4没置漢プ`1"(ON)  オ等イ立4没畳ラ勺"0"(0]FF)(232頁)。
湿示模糊。      対比度或亮度不足        増力i1対此度和亮度(176和177頁),,
        背灯杯,山窟的寿命到期。 更換青灯(505頁)。
顕示微弱        ヌ杜ヒ度大高    減小対比度(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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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呈示的錯俣情意的胸座
第10・-2令
10--2対呈示的錯俣信息的胸座
当NT31/NT31C昆示錯崇信息肘,在下表中裁到相座的症状,-MR据下表中指示的朴救措施
作出反旗。
10-2-1
起劫操作肘出現的錯俣及朴救
下表毘示'r起劫操作付和接遇NT31/NT31C鬼瀬吋可能出現的錯炭及朴救。
信息    原因    朴救
[元通信規約]    尚未没貴通信規釣。      使用内存戊{夫,位置勺上位机通信要使
用維炉模式没豊通信規約。                用的方法。(6-7"使用内存汗失投貴与
                上位机的通信条件",145頁)
撫画数据錯嵌]画面数据損杯。初始化画面内存,重斬下載画面数据。    一在画面数据初婚化、栓査、或侍送付,屯源実着、,一画画数据佳送被中断。一罪法数据尊人画面数据内有中。      遠遊在系統夫車中操作,対画面数据内存初婚化,然后rlj任送画面数据。(6-4-1"清除画面数払",129頁)如有同題,湾上禎OMRON服劣・牛1心躾糸。
[元画面数据]    未登景画面数拡。        杁支持τ具申倭送画面敷銀。
画面内存中尤画面数据、、用              
支持工具下載画面数据,、         
然清遊置円'力持送模式,且                
再次下載画面数据。              
[尤直接連接信息1        没有力pr状恋控制区和pr状恋      使用支持工具力pr状恣控制区和rT状悉
在画面数据中,没存没貴官 通知区没貴分配宇,,      通知区汲置分配字井且拙速亘接連接信
接連接信息。            息佳給Nr31/Nr31C,,
使用支持工具在画面数据中                
汲置直接連接信息。              
然后汲置pr内侍送模式,且         
再次下載画面数据。              
[不正碗的画面数捌       被盗泉的画面数据美型与  物始イ七画画数薪{内存,燃眉後送正碗的
画面内存中的画面数据与系        NT31/NT31C不粗削。      画面数据。(6-4-1"消除画面数据",
統程序不符。            12頭)
画面内存的初婚化,且重斬         
下載画面数据。          
{元自動画面]    没有用支持工具力PT状恣控制      在支持工具的"PI潤成"下,力在PT状杏
没存儲指定的眉劫画面。通        区中的画面編骨組或"物始化       控制区的整式数据指定一ノト両面縮写,
泣使用支持工具,固定画面 画面"姐登乗数据。       或寝返イ'両面汲置ヵ系統設置中的"物
数据。          始化画面"、,
設置pr力作送模式,且再次         
下載画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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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呈示的錯混信息的痢泣
第10・-2fi
信息    原因    朴救
{触摸屏断刑     NT31/Nr31C内部的触摸屏屯纏      与OMRON服各中心朕系。
        (薄膜竜燈)断汗。        
[内存外実損杯1  由干支現内存外美設置有錯        使用在"円絢成"下的系統菜単和"系
国力内存外美没置弾着,初 渓,内存外美已被初婚化。 統"設置重新設定内存外美。(第六」斉
始化内存汗美汲置。旗下碗                "系統菜単操作")
杁磯回到系統菜単。              如有1句題,清与OMRON服努中心朕
                系。
【田万数据出惜1 例如,在日期/吋1河値中所出現     通辻栓査這行灯的顔色,和在系統菜単
目尻数据不1E碗。        的錯操可能是虫干電池屯圧太      中屯池的オ金壷去検査屯池屯振;如果屯
没貴到錐炉模式井汲置白房        低。    圧太低,更換屯池。("栓査屯池屯圧",
数据。          ]97頁,和10-3-1"更換屯池",507頁)
                如築磯定電圧正常,弘系統菜単中正碗
                汲置日成万日寸4中。(6-H-2``呈示/没置
                目尻知日寸紳",179頁)
治扮数据曲譜]   白干在番扮数据区中的一イト錯    通辻検査這行灯的顔色,如在系統菜単
虫干各扮失敗,内存表和田 渓,已対数据区遊行初婚化。       中竜池的検査雲粒査屯池丸圧;如果屯、
史数据被物始化。                圧太低,更換竜池。("検査竜池屯圧",
可能由干屯地毛几太低引          197"て,和10-3-1``更換屯}也",507日て)
起。            用支持工具重新侍送内存表数据。
                如果屯鷹正常,而佃有同趣出現,清与
                OMRON願書中心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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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最示的措俣信息的蝸」立
第10-2市
10-・2-2
操作道程中出現的錯俣及朴救
下表呈示了NT31/NT31C工作日寸可能出現的錯涙及朴救措施。
信息    原因    朴救
1地蛙設置出惜】画面上呈示地祉出惜。用支持工具修改地批汲置。     用支持工具没量的上位机側的分配宇和位不正碗。    参閲附景L"PC内存表"(551頁),利所使用的PC手θ}検査上位机側所用的存儲民宿,汲置正碗的宇和位。対OAIRONC系列PC,禁止写到CIO字253～255,井目DM6656～6999是不存在的。注意:当使用NT縫接目寸C系列PC中的丙介連鎖的字255-256不能分給内存表。
[内存表編号出惜]内存表号在根限之外。用支持工具惨敗内存表号。    由支持工具設定的内存表号在由系統内存没定的内存表号萢園之外。    要仏在支持工具中的"盟杓成"下増加"系統"的設定内存表号,要4在日拾足的池田内重新設定内存表号。
[編程器出惜]編程器功能的没貴不恰当。碗臥PC型号及通信規約。      通信投足不正碗、,       仮当通信方法/通信端口内"NT餐i接(1:1)"吋,才能使用編程器功能。
        所使用的PC不支持編程器功能。    不是所有的PC都支持編程器功能。検査休所使用的PC型号。(6-12"編程器功能",205頁)。
{端程器出惜]編程器功能不道行。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不合格的連接亀鑑。・pr和㏄之同的規釣不…致。改定PC力NT縫接1言1。     道…接亀鑑損杯。        栓査屯地的連接,井倣一次達通測試。若有毛病,換揮屯鏡。
        由外部燥声引起的故障。  通辻査渕3-1-4"接地"(36頁),按条件遊行接地。
        己達接着一介編程器。    不能同時使用編程器和編程器功能。断外編程搾。
        i按照NT31/NT31C編程器功能,PC中的通信条↑牛已改変。      改定PC通信条件与系統菜単中段定的条件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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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顕示的措侯伯息的胴泣
第10-2市
10-2-3
在画面数据初始化及使送吋出現的錯涙及朴救
下表6i>承了Nr31/NT31C数据初婚化及数据没定、侍送付可能出i現的措俣及朴救。
信息    原因    朴救
1快内内存出惜1快内内存1/0出惜、、如実織契頻繁出現,快1月内存日不能損垢、鞍下変位鍵重新店劫。     硬件故障,或快内内存(用干存儲画面数鋸目勺存f渚器)自勺月反各寿命至‖D     如果在消除痴画数据或几次俊送画面数据后,0]出現相i司的信息,清」riOM-RON服努中心縦糸,,
10反数振出錯]白房数据不正線、設置力堆炉模式且没は[肪蜘戊1、,    硬件故障,或系統程序曲錯。       在系統菜単中重新没定日加対外1。若イ乃有1句題出現,那就在系統女装器桓式下棚除程序,燃眉重斬女装程序。(6-5-2"清除/安装系統程序",138頁)吉田没有解決句題,清勺OMRON服努中心朕系。
[.1二具任送出錯]★★★★在以下情形千載吋出現織渓,是山子:・屯幾不合格、・由燥声引起的薮蛇損垢、  圧接屯銃不合格。        検査山麓的連接,倣一次達通測試。若有毛病,更i換毛幾。(附浪F"制作用子1琶L」妾PC8勺亀目竃",536夕〔)
        由繰戸引起的故障        按3-1-4``接地"(36頁)条件逃行接地,,
1工具借送出佑1在以下情形下載吋出現的検査息加錯誤。・由1劇÷引起的数据損杯、、   出陳声引起的故障        1安3-1-4"圭妄覚ゴ'(36頁)条イ牛遡…ZT妻妾地,、
川rL俊送出問在以下恒形下裁付出現私邸踏淡、,・連接EEを覧不合格。 連接屯貌不合格。        検査|塁鉋的連接,倣・次連通測i式。若イ]毛病,更換亀鑑。
ぼ具佳送出舗]由干緩1中区溢出錯涙而使接収失敗,、 接収緩沖区溢出、、      再次瓜支持不具佗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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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呈示的措俣信息的駒泣
第10-2令
10-2-4
在家銃安装器模式下出現的措俣及朴救
本章『方描述在NT31/NT31C系統変装器模式下可能出現的錯渓双対迭些錯誤的朴救、、
信息    原因    朴救
系統程序不存在或不正陥。        一閲未表装系統程序。一由干硬件故障,系統程序已被擦除,或白干快内内存(用」二存儲系統程序的内存)的寿命到。  遊操"下載系統程序"井且再次下載系統程序(6-5-2"消除/女装系統程序",138ツ0、,若イ乃没有解決内題,清与OMRON服各中心縦糸、,
不能擦除系統程序。      硬件故障,或焼肉内在(用干存傭系統程序的内存)的寿命到。   如来五更逃拝"下載系統稚序"井且斌圏清除系統程序几次席,{乃出現相同的信息,清与OMROIN服各中心朕系(6-5-2"?青1冷/女装系統∫1三1子",138」頁)、、
不能下載系鏡村序。      一在系統程序下載,期間左往的通信錯崇。_昨法数据口写人画面数据内存。一硬件故障,或快内内存(用ヨ存儲系統乱序的内存)敵方余剰,,       逸弾"下栽系統程序"井且重斬下熱系統転序(6-5-2"清除/女装系統程序",138頁),、也可参鋼10-2-3"在画面数据初婚化及侍送付出現的借渓及朴救(500頁)、、若イ乃没有解決内題,尉IＬOMRON服秀中心朕系。
不能写人系統没定。      硬件故障,或快囚内存(用干存儲系統程序的内在〉的寿命到。  如架電夏写人系統没定見次清,仙山現相同的宿患,清与OMRON腋芽中心朕系。如果・目皿元措混信息,湾入正常地絡」L,那ム炭量系統程序的"内存汗美"可能巴波更改、,在辻利婿祝下,検査利重新没定在維炉模式下的"内在汗美"菜,1真中的設置。
不能擦除画面数据。      硬件故障,或快内内存(用」二存儲系統程序的内存)的寿命到,, 如果重友擦除画面数据几次后,ガ5出現相同的倍息,清与OMRON服各中心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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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顕示的錯俣情思的駒庇
第10-2市
10-2-5
通信錯俣及朴教
本章市描述有ヲミ操作迂程中可能麦生的通信錯涙及対迭些錯俣的朴救。
出現通信錯俣射的操作
当出現通信錯洪吋,在M31/NT31C上呈示錯渓信息,且蜂鳴器痢,除非将系統菜単中的"蜂
鳴器声音"投力"OFF"。在"通信自助夏位"内存外美不是"ON"吋,就会湿示錯俣信息(注意:
即使"通信自劫夏位"内存井美プゴ`ON",伍会湿示某些錯俣信息)。
出現通信錯俣吋的操作
当有錯俣信息出現時,按下画面上呈示的"OK"触摸升美。NT31/1NT31C会返固到錯涙友生前
呈示的画面,且重新升始操作。
通信借俣的呈示
対通信惜濃,出現錯俣的端口的名称、錯俣的分葉(笈送或接収嶺俣)、措涙的細廿、可能的原
因及朴救措施如下所示。
例如1単行口A的栓詮錯
・接牧錯涙
接枚数据付可能友生以下措俣。
一校験措
一献出惜
一越送行措
－FCS(忌加値)出錯
一越時借
－PC単元号出惜(仮上位枕経接)
-NAK接収(在上位机鑓接情況下,也要呈示結束碍)
一未定又的指令錯誤
・笈送信炭
接収数据付可能麦生以下惜俣。
一超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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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呈示的措侯伯息的回向庇
第10・-2令
可能的原因及朴救
根据所呈示的原因爾来取的朴救借地如下表所示。
細辛    昆示的可能原因  朴救
枝輪錯  通信参数/条件没置不正陥。       栓査上位机中波置的校強位、頓K、
蝋落涙          通信速度、停止位K度、和流量控
超遠行錯                制,与NT31/NT31C巾的迭些参数是
                否相符。
        連接屯継投有正碗連接。  検査電縫的連接井倣一次達通測試。
                若有毛病,更換屯銃。有美通信竜燈的
                洋情参閲第四芋"杁RS-232端口達到
                上位机",及第五黄"及RS-422A/485
                端n達到上位机"。
        通信吋,嘆声引起数据損杯。       按3-1-4"接地"(36頁)条件遊行
                接地。
FCS(校4金石弓)措        通信吋,嘆声引起数拮据杯。       按3-1-4"接地"(36頁)条件遊行
                接地。
        PC佳送的数据不正碗。    樟蚕上位机側的操作。
超日寸借        連接屯継投有正碗連接。  検査屯毅的連接井倣一'次達通測試、、
        (衰退/接収)     若有毛病,更換屯雛。有美通信屯鏡的
                洋情参陶第四廿"杁RS-232端口達到
                上位机",及第五寸"夙RS-422A/485
                端口達到上位机"。
        .ヒ位机的通信服努停止工作。(笈送/接牧〉 栓i査上位机」与NT31/NT31C通作§的能力(硫定上位机的通籍没定・与NT31/NT31C相待)。
        超日寸間隔大矩。(友送)  在上位机側,延長"超吋紺司",,
                在系統菜単中,延長"超肘付同"。(6二
        超附図偏光短。(接牧)    9-12"汲置超吋時間",170頁)也可以
                通達縮短上位机循圷周期未解決遠介
                「句題。
PC単元号出惜    単元号与PC内没量的不符。        重斬汲置上位机側車元号力"0",,
        通信吋,嘆声引起数裾捌杯。       按3-1-4"‡妾圭也"(36頁)条イ牛ま珪そ丁接地。
NAK接収 一      栓査分配宇和位的改定、,
                如果操声是可能的原因,那会使亀鑑
                近禽操声,且在塩瀬銭}二加一濾波
                器。
                効果所使用的装置姓丁大量的曝)1∫的
                ヨ不境,那客用rF'侍送的屯鏡就庇逃拝
                具有高度防嘆声的屯地。也可使所制
                作的屯纏尽可能短。
未定叉的指令錯  上位机不支持。  検査用干上イ立ξ几自勺PC董英式。
        三級指令元致。  検査力上位机設定的指令裂足"1,2,
                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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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4佳主声
第10-3弔
10-3
NT31/NT31C的堆砂
刃了碗保M「3LぺT31C始終能在最佳状志下使用要遊行堆炉工作。
　　
　　　
　　　
亀源接遇吋,不要試国振卸単元也不要触磁佳例内部
部件。否則日工能会触屯。
⑧
各用pr
建汲准各一台各用的NT31/NT31C以便在NT31/NT31C失艮或虫干提示単元的損杯而使画
面昆示椎以選出吋,使系統停机日寸間減到最小。
背灯
当湿示中的青灯弐暗井.FLI画面不易旗吋,更換青灯。当NT31/NT31c安装在i操作板上吋,可」人
NT31/NT31C的背面更換o
・可更換的青灯型号
Nr31C-C]fLO1(ヌ寸NT31和NT31C)
・背灯更換指早
梅正常的条件下,即在中等売皮下保証可使用25000小吋(在高亮皮下使用吋,快方10000
小肘)需更換'?灯。然而青灯的寿命取決手12所使用的圷境温度。当背灯変暗,使画面姫
逮吋,焼霜更換背灯。
更換背灯吋的注意事項
更換背灯吋清注意以下几点。
・庇在尤灰墨、尤外来物品落避単元、尤水落逃単元危燈的場合,,更換青灯。
不要用裸手去磁NT31/NT31C的印刷銭U各板。而几,在ヲ干始工作前,先程放人体的浄曲。
・取fL青灯吋不要仮孤住亀鑑。不使背灯承受遺分的力邪神市。
・不要折卸宇品逃行修理或惨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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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的堆炉
第10-3市
更換背灯
按下列歩螺更換背灯。
　　
更換背灯前,先夫断NT31/NT31C屯源c,否則可能会
触屯。
△
　　
　　　
英断屯源后不要葛上種青灯。以免高温引起灼佑。
△
按下列歩聚更換背灯:
歩霧1英断NT3'IA},1'1"31C的屯源。
2折去端子板接残、通信屯鑑、打印机亀鑑。如果実装有内存単元或接目単元,也清却下。
3使用下列歩婆打汗CFL葦子。
a)松升孟子中心的螺些。
遠ノト螺些没汁成不会折去,但是如果虫干某些原閤揮下井落遊NT31/NT31C中,那久
就必須取出。
b)圧下内部的左右拉撃,打升荒子。
c)在藍子打升足纏距萬吋,却下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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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r31C的碓井
第10-3市
4按下列歩聚却下c凡。
a)脱刑爾来,、
b)旋松固定cF上単元的螺廷。
※ノト蟻壁没汁成不会折去,但是如果由干菜些原因悼下井落避M31/Nr31C中,那久
就必須取出、
c)朝右移動CFL単元。
d)拉出CFL単元。
5鞍下列圭糠袋人新的CFL単元。
a)将CFL単元左端的凸快摘入□内部固定装置的孔中。
b)使CFL単元与Fr内的固定装置噛合。
検査CFL単元与固定装置左端的接触及与固定装置是否平行噛合。
c)狩緊CFL単元射爆些井固定。
狩※的i紐矩是0.2N・m。
d)将CFL単元的揃失当NT31/M31C的描失ホB接井使紅色屯貌在左辺。
摘入描共使之牢固地吻合。
/
⑤
6蓋上蓋子目.用螺望固定。
7重新達接接残、竜燈和第2歩中断升的単元井用螺2L2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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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lr31C的錐抄
第10-3拍
8在外始正常操作前,通辻使用雄弁模式中的i/O検査,碗杁以下的測試順利通泣。井且完
成今上位机的通信測試。
一触摸升美
一青灯
9在碗定第8歩中所有的測試均正常執行吋,宿劫操作。
10-3・-1更換竜池
NT31/NT31C使用裡竜池来保炉内存内容。
如果在25。Cl不境温度下使用NT31/NT31C,那4電池的寿命大釣有5年。如果使用的ヨ不境温
度高干25。C,邪念竜池的寿命就会館短。按照NT31/NT31C的這行跡境,在遣当的吋1旬旬隔内
更換竜池。
建双保存一'得用竜池,当必須更換屯池吋能立即更換。
・塩池型号
3G2A9-BATO8(Nr31和NT31C都通用)
・更換指早
在以下情況下更換竜池。竜池必須在五天内更換。
一新竜池已装了五年。
一当這行灯力桔黄色く工作期間)或力虹色(停止工作)
一在NT31/M"31C上毛或重斬眉訪問湿示"丸圧太低"宿患
一当在推炉模式的竜池栓査菜単中,"屯池"検査肘壷示"塩圧太イ氏"信息。
・竜池更換的方法
按以下歩陳更i換電池。
方了保炉内存中的内容,更換丸池必須在五分紳内完成。
歩藤1保持屯源接通至少有五分紳然后再把電源美悼。
附注除非核通屯源至少五分仲以上,否別役有毛池吋,存儲器内容不能保持五分紳。
2在位干NT31/NT31C背部左側的竜池蓋的頂端描人平共螺些刀且朝休赴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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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NT31C的雄拍
第10-3令
3取出国定在竜池流下的屯池,狐住泡銭,井把播矢筈五位出。
4把新屯池的揃失揃到N'1'3..1/NT31C巾的描座ヒ且把屯池岡定在竜池孟下。
当描人毛池揃失吋,娩定接失凸起部分正ヌ寸左辺,井保持筆盲完全挿入。
新電池的描失必須在旧1包地検下后五分判1内達好。然面当NT31/NT31C塩瀬接遇吋,也能
更換竜池,遠日†就役有吋同限制。
5碗走出搦投接借財,蓋ヒ竜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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検査和清浩
第10-4市
10-4検査和清浩
対NT31/NT31C遊行定期的検査和清浩以碗係官忌在最佳状志下使用.
浩浩方法
如果呈示屏駐得唯以看清。用以下方法清浩屏幕、,
一往日常清清中,用一柔軟干布擦拭量示屏。如果特別肪,用干布擦除賦物可能損彷面板
表面。在遠称情～兄下,用…湿抹布擦気遅示屏。
一如乗用下布不能除去腔物,那去就乗用含2%中性沈深剤的湿抹布,絞干后擦拭昆示
屏。
一如果橡肢、乙婦制1」6或聴音等長吋同齢附在屏幕上,就会使屏幕変腔。如果以上物品粘
附在屏幕ヒ,清在清流吋把'ピ伯幹去。
注意不能使用像末及其稀i降剤的場揮笈溶剤以及化学除金器。
1栓査方法
在{E㌔的琢境下,大釣8今月到一年的吋1河内勅語対NT31/NT31C遊行検査。在特別熱、特別
潮翫、多荻生的圷境下,痘縮短検査周期。
・栓査所需的器イ牛
在ヲ1:始検査前,清准各以下器什。
一螺些刀(平失)
一測定器(或数字iil3,月…表)
一工、⊥k用乙醇
一純綿布
一湿度表(某些情況下需要)
一温度汁(某些情況下需要)
一同歩示波器(某些情況下需要)
一己泉示波器(某些情況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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検査和清浩
第10-4亨
・検査項目
栓査以下項目是否相符丁述的規、萢。如果不相待,要久改善圷境以迭到規定的数据萢閨,
要久凋整NT31/NT31C,例加重新上緊固定螺些。
検査項目        栓査細布        規萢    粒剤叉器
屯源塩圧        屯源屯圧的波功  允珀:亀屋波劫萢圃(24VDC-15%～+10%)      測定器
周園部境条件    〕不境温度(操作盤内的温度)      0～50。C        温度計
        圷境湿度(操作盤内的湿度)        35%～85%RH      湿度計
        有/死灰坐       尤灰坐沈積      目測
変装条件        安装底板松皮    不松劫  
        連接亀鏡描美的連接      完全橘人且鎮定,不松功   
        外部接銭螺些的松皮      不松劫  菲利浦螺些刀
        外部連接電縫的条件      如脱升故障前期  目測
有根限寿命的部件        青灯的亮度      必須右足鰺的亮度。背灯寿命:在中等亮皮下,使用25000小肘,而在高亮皮下,使用10000小肘,,      目測
注意一不要折節単元送行修理和整修。
一単元的処置(包括疲奔的電池和背灯),通常由国家或地方管理部「]来管理。根掘有美国
家或地方管理部「]的法律和規定逃行赴置。
附注清求更換NT31/NT31C
当栓査友現有故障需更i換NT31/NT31C吋,清注意以下几点:
一升始更換前,碗定屯源失着。
一更換后検査新的NT31/NT31C没有出現美似的借俣。
一有不合格的単元近回修理,尽可能洋畑地説明故障,井将此振告随同不合格的単元一起
炭住OMRON公司,地趾在本・樗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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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
附景A規萢
通用規萢
性能規萢
通信規萢
附景B尺寸
階乗C
尺寸
附景D
附景E
使用RS-232C/RS-422A特換器単元
安装和訳卸方法
規萢
DIPナF美没貴
針脚排列
快圏
Nr31/NT31C的這輸和緒存
制作屯継
継各亀鑑
埠接
盒装配
階乗F制作連接PC射出鏡
附乗G
附景H
附景1
附乗」
階乗K
階乗L
連接亀鑑的装配
制作連接象形碍渡人器的亀鑑
制作連接打印机的屯継
当其他Pr型号画面数据的兼容
主要区別
型号滑革
円
上位机縫接単元
CompoBus/s主控単元
通迂.ヒ位机ξ連接i的CPU
通道NT縫i接(1:1)的CPU
通泣NT縫接(1:N)的CPU
RS-232C/RS-422A韓族単元
RS-232C遥配器,RS-422A遥配器
用干PT的相美都件及没各
可逃件滑革
PC内存表
OMRONC系列PC,SRM1内存表
OMRONCVMI/CV系列PC内存表
附乗M特殊字符
英文字符代碍
12121321232626262829303132333334353636373839旬4343434344545妬句妬485151515252
555555555555555555【」ζ」55⊂」⊂」55555555く】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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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階乗A
階乗A
蜆花
通用規苑
項目                    規萢    
額定屯源屯圧                    24VDC   
允許屯源屯圧萢個                        20.4VDC～26.4VDC(24VDC-15%～+10%%)      
功耗                    最大15W 
工作弥境温度                    0～+50。C       
儲藏圷境温度                    一20～60。C     
工作圷境湿度                    35～85%RH(プ己凝露)     
工作杯境                        元腐蝕気体      
抗干抗                  共模方式:1000Vp-p〈存屯源端子相投制裁之河)常規方式・300Vp-P肺沖寛度:100ns～lus,臆沖上升吋同:Ins 
抗静屯故由                      3級(IEC1000-4-2)　:『中±8KV,接角虫F{寸±6KV,1可接±7KV 
屯磁場強度                      10V/m(IECI㎜一4-3)      
快速瞬変/豚汁申子枕                     屯源銭;2KV(IECIOOO-4-4)1/0銭:0.25KV     
阻尼振蕩波                      出猟銭:1KV(IEClOOO-4-]2)        
抗振功(工作吋)                  一10-57批,振幅0.075㎜一57-150HZ,1G(9.8m/s2)加速度,X,Y,Z方向,毎分方向60分帥      
抗沖山(工作吋)                  147m/s2(15G)X,Y,Z方直1各三次    
尺寸                    195(W)x142(H)×54(D)㎜(常服単元変装尺寸:195(W)×142(H)×74(D)㎜)        
璽:量                   最大1KG 
外売等級                        前面板:相当IP65F(NEMA4)★       
可用的EC規定或椋准              EC規定  EMC規定89/336/EEC,92/31/EECイ日iε色丹国手旨刀≒73/23/E]EC      
                椋准    EMl     EN5008玉一2:1993
                        EMS     EN61131-2:1995
                                EN61131-2:1995
☆不能矢叫同地在油汚赴使用NT31、NT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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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性能規苑
昆示現苑
項目    規池    
毘示屏  湿示器什        NT31:単色的SINLCD(帯背灯)Nr31c:彩色的STNLCD(帯背灯)
        象素数(分新卒)  320豪家(水平)×240象素(垂直)
        有効呈示区      118.2×89,4㎜垂直(15.瑛寸)
        視角    NT31:上:20。下:30。左/右:±30。NT31C:上:45。下:60。左/右:±50。
        呈示顔色        NT31:黒.自(爾利顔色)NT31C:八秒顔色(中間顔色以填充圏案呈示)
        期望寿命(亮度降低一半)  最小50000小肘
        対比度凋整      通辻在触摸屏上操作,100級可調整
        自助美朗功能    苛波:辻成在仁255分紳美或常汗
背景灯(用白色冷間根管)  期望寿命(低或中等亮鹿討)        最小25000小肘★1
        替換    駄背面替換
        嘉慶Dd整        通辻花触摸栖上操作触摸升美,亮度3級可洞
        電源(緑灯)      接遇鬼瀬尉灯亮
指示器  送行    工作吋緑灯売却果竜池地圧降低,指示灯並示力樫黄色(工作吋)或品示力幻:色(NT31/NT31C停止工作吋)
ゴ在正常的温度和湿度下,全亮吋,工作吋同減低一半
展墓規亮
項目            規萢
車行通信        単行端口A       符合EIARS-232CD-SUB9針連接器(描座)+5V(最大250mA),第8針輸出
        奉行端口B       EIARS-232C或RS-422A/485(用内存肝芙設定)D-SUB25針連接器(描座)
井行接目                符合控制祢准,20針半同距連接器
打展接目                寺用的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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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外部接目規苑
項目            規萢
単行通信        車行端口A       符合EIARS-232CD-SUB9針道…接器(播座)+5V(最大250mA),第6十十輸出
        単行端口B       EIARS-232C或RS-422A/485(用向存外美改定)D-SUB25針連接器(播座)
井行接目                符合Centτonic↓示}『庄,20伝1'半1司距漬…接i器
打展接口                一ピ用的連接器
注意使用6号針的+5V輸出前,栓有所提供的装貴的1≡包流容量須在250mA之内。
単元的+5V輪LL萢圃:+5V±5%,最大25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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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最A
呈示能力
項目                    規萢
呈示元素        字符呈示(固定立示)              固定字符数据(毎幅画面登泉的字符串)与其他固定呈示元素相加的最大忌数力毎幅画面65535(対一・/卜重畳画面最多力524280)
        字特車並示              最多256/毎幅画面(一幅重登画面方1024)(40字市/毎字符串)
        数字呈示                最多256/毎幅画面(一幅重書画面」カ1024)最多呈示10位数字
        棒閤呈示                最多50/毎幅画面(一幅重畳画面力400)可用百分比旦示井可帯符号
        椋}己呈示網走呈示)              最多65535/毎幅画面(一幅重畳画面力524280)
        趨勢圏          1順/無帽画面(一幅重穐画歯r最大力8眺)兎数据登景功能:50幅閤/毎十画面数据文件有数据登乗功能:8幅囲/毎全画面数据文件
        折銭圏          1随/毎幅画面(一幅重登画面最大力8岐)256条/毎帳,毎分新銭320点
        閤表見示(固定呈示)              可呈示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与其他固定昼承元家相加的最大,曽、i数力毎幅画面65535(無帽重登画面刃524280)
        灯              最多256/毎幅画面(・一幅重肴i画面刃1024)
        触摸升美                最多256/毎幅画面(対重曇測面的限制相同)
        国形数据                包括和庫数据的息和,無帽画面最多256・↑'(一幅重畳画面力1024)
        度数据          包括和固形数据的志和,毎幅i珈首i最多256介(対重畳画面的規制相同)
        数字輸入        数字健癸型      最多256/毎幅画面(仮可登乗在重畳画面中的・転子画面中)
                抜盈井美        最多64/毎1幅画面(仮可登景在重畳画面中的一幅子画面中)
        字符串論人              最多256/無帽画面(仮可登※在重登画面中的一幅子画面中)
        扱警表          最多4塩/無帽画面(重畳画面力32姐/無帽画面)(扱警厨史呈示一狙,毎…常規画面/子画面上只能按麦生次序和頻率次序)★
        扱警厨史                
        目測湿示                以数字湿示功能呈示肉置吋神的時間
画面美型        普通画面                普通画面湿示
        重:養画面               最多可毘示八介互相重登的盗泉画面
        窟口画面(鍵盤画面)              毎次仮呈示一幅画面。可登景固定湿示元素,触摸升美,数字/字符中輸入区。
        呈示房史画面            以出現的秩序(最大1024幅),以麦生次数力序(最大255次)。
画面属性                        蜂鳴器,呈示房史,背景顔色(仮NT31C),背灯,鍵盤画面編号
★不管急祥,当歳示図形/庫数据日寸,必須監視対圏形相庫数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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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乗A
項1-1           規萢
画面編号        登求画面的最大数        '3ggg画面
        画面編号        0:元呈示1～3999:用戸登景画面9000:"系統初婚化"画面9001:鍼示防史画面(友生次序)9002:昆示厨史画面(旗挙次序)9020:編程器功能画面9999:回到前'幅画面
画面登乗方法            特用支持ユニ具生成的画面数据佳送到NT31創丁31C
                将存儲在内存単元中的画面数据侍送到NT31/NT31C(自助/手助)
画面保持方法(画面数据内存)              囚抵内存(町中的画面数据内存)
呈示元素規萢
項目    規混
血ノ]二字符     半角r符(8×8象素):宇母数宇和符号全角∫:そ守(8xl6象素):字母数下和そ寺号椋i己(16x16豪家〉:用戸定文字
散大功能        寛,高,2×2,3×3,4x4,8×8
平滑処理        可用干2x2或更大釣宿数放大字符
挙符湿示属性    称准,囚燐,反豆肉光,透明
閤形数据        可変大小的同形尺寸:取小8x8象素,最大320×240象亭尺寸可以8象素力単位按需要W茸汲置不能没置放人並示,平滑処理,和反昆、囚煤等星示属性
庫数据  任何円形的組合尺寸:最小1×1象素,最大320×240象素在此萢園内任何尺寸都可責罰按願所登示的段違,放大豆示,平滑赴理,相反昆、囚畑…等温示属性遂行牡理毎ノト庫数据可被登乗的最大元素数力64ノト。
国形    多又銭,圓,園弧,扇形,矩形,多道形
弐型    イ又有因利1美型的多又銭(尖銭,虚銭,長短点刻銭,双点周銭)
填充    10利嘆型
閤形恨示属性    椋准,反湿,囚抵,反豆肉抵
昆示顔色        NT31:二科顔色(黒,白)NT31C:八神顔色(黒,盗,21:,洋江,緑,藍緑,黄,白)
顔色規氾        前台顔色,背景顔色,辺界顔色(銭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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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昆示限制
除了ヌ寸最大呈示数目駒隙制外,迩対ノト別元素柔取以下限制。
・演出数掃射限制
対手NT31/NT31C,回付〕妻田的数据最大童児固定的,而且超出部分的数据不能在画面上{1正示、.即使林不
同元素漢的是相同的数据,但漢出納数目句尾分別汁数的、、
下表提示毎科1実理凌出数据的最大数目,,
項目    最大数据量
上位机位        1024
数宇内存表      1024
字符車内存表    1024
位内存表        1024
内存表間接参考  100
背景内存表      128
下表湿示狩毎秒実理元素演出数据的最大数目的限制。要碗保一↑呈示画面呈示的思量在L表指定的限
制遊園之内。
元素    逮出数据限制    
固定昆示(文本,閤形)     元      
固形数据        元      
庫数据  尤      
航己    元      
触摸升美        0～2小.ヒ位机位(上位机位的数目可歯触摸升美特性没定)     
灯      P↑上位机位     
数ヂ輸入        1ノト数宇内存表 
字符串輸入      P卜字符中内存表 
抜盗汗美        Pト数字内存表   
数字昆示        直接指定        1小数宇内存表
        間接指定        1・卜数字内存表1・卜内存表向接参考
字符串湿示      盲捜指定        1十字符串内存表
        間接指定        Pト字符車内存表1ノト内存表間接参考
棒閤    一ノト数字内存表省力毎姦曲銭的"一玉00%","0%","100%"指定数字内存表付,対毎一介没置都要漬一次数字内存表。  
折銭圏  数字内存表数)勺"曲残数"×"点数"当方毎楽曲残的`㌧ユ00%","0%","100%"指定数字内存表付,毎一介没貴都要漬一次数宇内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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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元素    漬数据的限制    
趨勢圏  不使用数据近景功能      由曲残数碗定数宇内存表的数目当方毎楽曲残的"-100%","0%","100%"指定数字内存表付,毎…小段置都要漬一次数字内存表,,
        使用数据配乗功能        由曲銭数碗定背景内存表的数目当方毎条曲銭的"-100%","0%","100%"指定数字内存表日寸,毎一介汲置都要凄一次数字内存表。
扱警列表        由位内存素数碗定        
根警防史        元      
・対元素系数的限制
NT31/NT3ic使用"元素系i数"管理呈示元素。能同時使用的湿示系数的最大債是1024。
如果毎幅画面的元素系数的息和超泣1024,那入超迂忌数的元素就不能呈示。
対毎秤元素的元素系数如下表所示。娩保呈示的画漸息和不大干1024。
元素    元素系数
固定呈示(文本,蟹表)     ち不管画面上有多少金
園形数据        
庫数据  
蘭己    
触摸ヲ千丈      1
灯      1
数字輸入        1(或2,如果有一↑光椋移劫健触摸升美)+i提供前触摸五黄数
字符串輸入      1(或2,如黒白一↑光源移功鍵触摸升美)+提供的触摸升美数
抜意外美        1+墨示数字的位数2x2
数字呈示        1
字符卑湿示      1
棒閤    1
折残閤  1
趨勢圏  1+提供的触摸ヲ1:美数
扱警表  1+湿示銭数+提供的触摸井美数如果昆示国形/庫数据,那久恵数再増加64介
扱警防史        1÷湿示銭数÷提供的触摸升美数如果呈示轡形/庫数据,那久忌数再増加6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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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特殊性能
項目    規萢
蜂鳴器  虫拳ロ]昌2苦有三三季{り圭;音:1這i…参£自勺,短「巨1損失的,長「i可歌的ON:接収到上位机命令,呈示帯蜂鳴器設定的画面,或呈示出惜画面如接絞出錯。OFF:接収到上位机命令湿.示不帯蜂1鳴器改定的画面。汲置:在内存外美菜単将"蜂鳴声"没資力"ON"或汲置力仮在出惜吋友声"出惜ON"、、対禁止的輸入,蜂鳴器鴫三下。
触摸戊1:美輸入声音      触摸i序美輸人戸音一{向0.2Sk置:洛内存外美菜単中的"按鍵声音"投力"ON"
推炉功能        一内存外美没貴一自動測試功能,如対内存知外部接ロー設定条件踊杁功能一通信検査功能一内海数据初婚化一皿示晶示/推誉扁虫数据一登乗数据測試昆示功能
丸池緩沖        －Nr31/Nr31C内的数字/r符串内存表的保炉一品示/根警坊史数据的保炉一円万和吋神的保紡毛†也寿命:五年(25。C到寸)盲亀圧変低吋:這行灯蛮力橘黄或紅送給PC的通信行妃(竜池低)特方"ON"(D。
恢夏功能        在屯源接通日♪Nr31/NT31C星位付和遠行方式改変吋,保炉数字/字符串内在表的内容(即不被初婚化)。没置:洛内存刀:美菜単的"恢夏功能"設置力"ON"、,
画面打印功能    功能:一打印旦示画面硬猪口一打印湿球/扱書房史投遣:在内存汗芙菜単没鷺打印規約("封印控制器"〉和封印実理("打印方法")"ESC/P","彩色":彩打符合ESC/P24-」83C"PC-PR201H","彩色":彩打符合PC-PR201PI、"ESC/P","色凋":8級次度単色打印,符合ES(=/P24-」82"PC-PR201H'∵`色凋":8級灰度単色打印,符合PC-1)R201PL"PCL5","色調"=8級友度単色打印,符合PCL5NT31只支持単色打即
日房和吋仲功能  一投肉置吋仲通示当前日寸同一在"雄弁模式"菜単ド利用"日厨検査"昆承和没貴
編程器功能      匂c系列cPM1,cPMIA,cQMI(仮借－Ev1的型号),c200Hx/Hc/HE(-zE),SRM1(仮CO2-Vl型)PLC達]妾吋,執行相当干編程器(型号C200H-PRO27-E)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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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項目            規萢
佳送功能        借送系統程序    由系統表装器下載系統程序
        侍送画面数据    一将画面数据友送到支持工具和見支持工具中接牧画面数据的功能一将画面数掴投送到内存単元和見内存単元中接板画画数据的功能
        侍送切史数据    笈送呈示/扱警砺史数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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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通信規苑
・用干上位机縫接(RS-232型)
項目    規萢
通信椋准        EIARS-232C'
通缶堤起        店一倍同歩通信速度:9600,19200bps数据長度:7位停止位:2位校i翫偶校輸
連接器  9針D-SUB這…接器(橋座)(串行端1コA)25針D-SUB道…接2苦(描座)(串そ予端口B)
連接単元数      1:1
佳送距萬        最長15m★
通宿親幻        C系列SYSWAY(1:N)
tC使用NT-ALOO1吋,規苑如下.
-RS-232C屯螢:最長2m
-Rs-422A電縫:息昧500m。
・用干上位机鑓接(RS-422A型)
項目    規萢
通信椋准        EIARS-422A
通信改定        眉一停同歩通信速度19600,19200bps数据長度:7位停止位:2位校4紀偶校強
連接器  25針D-SUB連接器(播座X串行端[B)
連接単元数      1:1
作送距萬        最長500m
通信規釣        C系列SYSWAY(LN)
・用干NT鑓接(1:1,R$一一232C型)
項目    規萢
通信椋准        EIARS-232C
連接器  9針D-SUB連接器(描座)(串行端口A)25針D-SUB連接器(描座)(串行瑞江B)
連接単元数      1:1
倖送距閤        最長15m★
★使用NT-ALOOI吋,規萢如下。
-RS-232C日邑鏡:最長2m
-RS-422A亀鑑:忌長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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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附景A
'用ずN'sclilE接(1:1,RS-422A型)
項目    規萢
通信椋准        EIARS-422A
連接器  25{汁D-SUBj圭↓妾器(撤廃)(串f『端口B)
連接単元数      1:1
侍送距萬        最長500m
・用TNT鑓接(1:N,RS-232C型)
項目    規萢
通信極楽        EIARS-232C
連接器  9針D-SUBき…接器(描座)(車行端口A)25針D-SUB連接器(橋座)(申付鞘口B)
連接単元数      1:仁8
佳送距萬        最長15m★
★連接1㌻卜或多ノト凹1,需用NT-ALoo1単元。使用NT-ALoo1肘,規萢如下。
-RS-232C自己貌:最長2m
-RS-422A/485目巳き覧:,6kf<二500nl
・用」二NT縫接(1=N,RS-422A/485型)
項目    規萢
通信椋准        EIARS-422A/485
連接器  25乍十D-SUB連接器1(揃座)(串オテ端口B)
連接単元数      Lト8
佳送距萬        最長500m
・用干象形碍旗人器
項目    規萢
通信析准        EIARS-232C
通信改定        店一停同歩通信速度:4800,9600,19200bps数据K度:7,8位停止位:1,2位校強:元,偶校嘘,奇捻流量控制:RS/CS
連接器  9針D-SUB連接器(掻座〉(串行端口A)
迷接単元数      1:】
侍送距商        最長15m
通信規約        元規釣方式
数据格式        
        1[s皿]D。t。(o-40byt。,)[Ex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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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附泉B
B寸
※
附尺
外形
._亘旦已}
単位:毫i米(:英寸)
195(ア.68)
合吟.切}"匂}
　
5(O.20)
→
54{2.13
安装内存単元
(NT-M]ド261)
                                                        
        口口                                            
                                                        
                                                        
                                                        
                                                        
                                        口              
                                                        
                                                        
                                                        
                                                        
                                                        
                                                        
L
7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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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附景B
装配尺寸
'L
型
38〔1.5)(max)
単位:毫米{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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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附泉B
電離連接尺寸(Nr-MF261)
L
5(020
50197
-}
96{3.78)
6。2L,s!9___」単位,毫末(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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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S-232C/RS-422A韓族単元
附乗C
附泉c
使用RS-232C/RS-422A韓族単元
本下描述RS-232C/RS-422A綾換単元(NT-ALOO1)的外部尺寸,安装及折卸的歩藤,枝木規苑、没汁控餅
盤肘可参閲此宿患。洋細資料参r""NT-ALOO1操作手冊。
尺寸
「
410(4.33)
4(O.16
i
30(1,18)
L
53、5
(2,11)
2;,
曹.付ピ正米(」ξ・D
RS-422A端子板蓋美閑日寸130(寛)xl14(高)xlOO.2(深)
RS-422A端子板荒打」1:吋:30(寛)xll4(高)xll9.5(深)
安装及択卸方法
RS232/RS-422韓族単元(NT-ALOOD可安装在DIN守軌ヒ或安装在操作霊肉。
特操単元的RS-422A端子板能方便地折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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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S-a32C/RS-422Aue換単元
附景C
安装到D1[N辱軌上
将鞍換単元背面的上清(圏(a))挿入DIN守軌釣上清井活着閤(b)所示的方向将単元推人。将賛換器的左右
端板囲定井鎖緊碗保此単元不晃劫。
(a)
－b-b→(b)
杁斑N早朝上折卸
如下国所示,卸下襲換器的左右端板,将平失螺堂刀挿入単元底面的専軌停1ヒ器井摺出単元。
安楽在操作盆上
在厚度至少有2mm(0.08英寸)操作盈ヒ鈷二介安装螺2tL孔井用螺些将此単元固定。
「そP勧
ミ
ヤ
ヘド㌧
/
'
1]1
(鋼{品
21
(083)
単位:毫末(英・]り
注意力了碗保鎖察和安装強度,用j:"安装特操器的操作量的厚皮至少力2mm(0,08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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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S-232C/RS-422A綾換単元
附乗C
規苑
下表昆示了特換単元的通用規萢和通信規萢。
通用規苑
項目    規萢
尺寸    RS-422A端子板蓋美翔吋:30(寛〉×U4(高)×100,2(深)RS-422A端子被蓋打升吋:30(寛)×114(高)×ll95(深)
重量    鼓室200克
工作圷境温度    0～55。C
工作圷境湿度    10-90%RH(尤凝露)
額定屯源屯圧    +5V±10%(使用RS-232C連接器的No.6針脚)
額定屯源屯流    最大150毫安
沖缶屯流        最大0.8安
絶蜘・包隠      20MΩ或以上,用一ト500VDC高阻表測量RS-422A所有的信号端子和功能接地端之向的阻値
絶劇重度        在RS-422A所有的信号端子和功能接地端之河・分仲1500VAC。漏油虫流:最大10mA
工作杯境        尤腐蝕伐体
儲存琢境温度    一20～75。C
耐振劫  符合JISCO91L在X,Y,Z三方向各60分4沖
耐油缶  符合JISCOgl1,在X,Y,Z三方向承受15G各三次沖山
通信規苑
・RS-232Ci妾i日
項目    規厄
通信速度        最大64Kbps
侍送距萬        最長2m
連接器  9針D-SUB連接器(招〒座)
・RS-422A/485接目
項目    卵色
通信速度        最大64Kbps(取決手RS-232C通信速度)
佳送距商        最矢500m
連接器  8介端子,可折卸的端子板,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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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S-232C/RS--422A韓族単元
附景c
DIP弄美汲置
特操器単元有6位DIP升実用干汲置RS-422A/485通信条件。
把鬼燈連接到単元前,先対DIP升美近行汲置。
一
.N昼型田(エー
†23456
                        
                        
                        
{SW1-1]不用(始文冬ツil"ON")
[SWI-2】汲置内量鋤よ地組
一〇FF不渡置終封畠R器
一〇N泣量終端2S
【SW1-3,4}逸拝2幾/4銭型
SW1・3SW1-4
8;FEI92銭鞭.485)
SW1-3SW1・4
8:F814⌒-422A)
[SW1-5,6】遥拝RS-422A笈送模式
SW1-5SWI・6
91F自白達鎮ム送
SW1・5SW1・6
8kFS9盤㌶騨
SWI・5SWt-6
9kF9自6蕊㌶塁㌶
当使用上位机或NT髄接(1.:1>肘,設置RS-422A友送模式方"達鎮友送"(汲置SW1-5,6力"OFF")。
当使用NT連接(1:N)吋,没貴RS-422A友送模式力"按RS-232C的CS控制"(汲置SW1-5,SW1-6其中
一介力"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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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S-232C/RS-422A韓族単元
附景C
注意・不能回付遊走SWI-5,SW1-6%1"ON't,否則可能会損圷内部屯路、,
・接銭以前必須美悼+5V屯源,,
・連接RS-232C屯貌和鞍通－AIRS--232C没各地源前(即接遇韓換単元屯源),検査
屯貌連銭及DIP升美没書是否運碗。如果銭接錯問丸源イ乃升着那久特換器内部屯路或
RS-232C没各百r自白破損戊不,,
・当特操器接到・合作力RS-422A的OMRONC200HX/HG/HE(-ZE)型PC上吋,DIP汗
美SW1-5和SW1-6的没置如下国所示。
剛
56
SW1・5SW1-6
0FFON
針脚排列
鞍換器有一・!ト用子達接RS-422/485和RS-232C白雪端子板。
下表力RS-422/485端子板和RS-232C連接器針脚排列。
RS-422/48S端子板
7531
8642
端子板針号      信号名称        縮写    信号方向牟奪換単フ亡⇔RS-232C没各
8       清求笈送(一)    CSA     →
7       清求友送(+)     CSB     →
6       接収数据(一)    R」)A   ←
5       接枚数据(+)     RDB     鴫一"
4       笈送数据(一)    SDA     →
3       友送数据(÷)    SDB     一〉
2       信号地  SG(GND) 一
1       功能地          一
★CSB和cSA信号用干特殊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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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S--232C/RS-422A特操単元
附豪c
器
接
蓬
2
一
聡
6789
OOOO
OOOOO
12345
連接器針号      信号名称        縮写    信号方向特換単元⇔RS-232C没各
1       未用    一      一
2       笈送数据        SD      ←
3       接枚数据        RD      →
4       清求友送(内部匂CS短接)  RS      ・<一
5       消除友送(内部与RS短接)  CS      →
6       特換単元的+5V(150mA)輸入        +5V     →
7       数据已設置好(内部与ER短接)      DR      →
8       数据終端准番好(内部与DR短接)    ER      <一
9       信号地  SG      一
☆外売接到RS-422A端子板的功能接地端
方椎閲
下闇呈示韓族単元的内部方枢圏。当自己制作屯銃或須与特殊接目相連日寸,参閲此圏,,
IV∋-232C{姻
D-SUB9扱外冗
「－
l
l÷5V
llglＬLHLGl・s.・V
イ1叫蠣e        1包源LED        RS・422A/485Dr∫Rec随…6「c疏疏司       8根端∫板1「一一一
                1縞ll旦5v       iFG
|                       
SG
lコ:
::
:ぱ]
L...」
RS・232C
Dr/Rec
「一一「
RS-422A/485イ!1[1
l
ll
謹謹隠
L:一._」
一
－
SW1・6
5
課
SW1・3
l
L___,一一,FＬ
R
終端屯li且
RS-422ADr
「一「
I
L_」
l
SWI'21
1
71
SG
SDB
SDA
2鍵
SWI.41
1
51
RDB
RDA
CSB
CS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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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NT31C的這輸租Jnb存
附景1)
附泉D
NT31/NT31C的這輸租甦存
当道輸NT31/NT31C吋,使用寺用包装。
当虻存NT31/NT31C吋,注意以下条件。
賦存琢境温度:-20℃～60℃
虻存跡境湿度:35～85%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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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屯銃
附泉E
附泉E
制作亀鑑
制作屯燈歩聚如下。
制作RS・-422A/485連接屯刻t吋,也可参考本連接竜燈的制作歩袈。
准各亀鑑
根掘屏蔽銭是否連接到FG,亀鑑准各方法也有所不同。
・帯連接到FG的屏散銭屯貌
(1)将屯貌醇成所孟的矢度。
(2)馬刀片割去屯鏡タト面的塑料絶縁戻,注意不要割圷下面的屏蔽P.,,
(3)用勇力前妻逓当的屏蔽銭。
(4)用剥銭鮒剥去毎会根早銭.ヒ的絶縁展。
(5)将屏蔽銭折起来。
(6)用摺箔絶縁校布把折回的屏蔽鋳包上。
ω1
②
40(157){RS・232C)_.→
25{0.98)(RS-422A}
③巨≡≡r警務==
{0.39)
{4)
(0.19}
{5)一二二一
⑥
単位:毫末(英'・])
銀箔絶縁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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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亀鑑
附乗E
・屏蔽銭不連接到FG的屯笏
(D将亀鑑勇破折需的K度。
(2)馬刀片割去屯幾外面的塑料絶縁展、、注意不要割塚下面的屏蔽屡。
(3)用勇刀勇去屏蔽銭。
(4)用剥袋棚剥去毎一根寺銭.ヒ的絶縁戻。
(5)用聚氣乙婦絶縁肢布把割下的屏蔽銭末端色上。
)
1
(
(2)
L_4・(1.57>{RS.232c)_1
25(0.98}(RS-422A)
③
㈹∈≡⊆≡≡≡…三{===
L-5」
(O.19)
{5)
『・位=遣米(英寸)
聚氣乙爆破布
埠接
(1)在母娘寺銭土嚢ヒ熱縮笹。
(2)拙守銭和連接器端子脚預埠ヒ錫、,
(3)把尋践和連接器端子卿相埠接。
烙鉄
(4)把熱焔管散在煤接点井加熱使之固定。
熱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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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亀鑑
附泉E
外売装配
達接器外売的装配如下閤示。
末端連接到FG
曇
末端不連接到FG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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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連接PC的屯鏡
附景F
附景F
制作迎接PC的亀鑑
当制作用干連接支持工具的亀鑑吋参考下列方法。
連接亀鑑的装配
根据RS-232連接器美型,可用以下方法連銭、、
・25争†這…]妾暑芹
SDSD
RDRD
RSRS
今人酬CScslYIS-1・「1'Vタト搬継接器
SGSG
FG+5V
⊥接器外元連接器外売
制作連接屯饗吋,使用下列推春声1品,、
OOOOOO  2汗i≡:i×1、』___91扉蔽銭6             OOOOOO,
                        
        ●,             
名称    別号    各注
連接器  XM2D-2501       25針,由OMRON制造/卜人毛脳側
        XM2A-0901       9針,由OMRON制造,Pr側
連接磐外売      XM2S-2511       25針,由OMRON制造,全人竜脳側
        XM2S-0911       9針,由OMROIN制造,1γr側
亀鑑    AWG28×5PIFVV-SB        多芯屏蔽亀鑑,lllFujikuraLtd缶1造
        CA-MA-VV-SB5Px28AWC     多芯屏蔽亀鑑,由HitachiCable,nd制造
・9針連接搾
SD
RS
介人毛肪
CS
SG
DDSSG   ○○○○○      22                      
                3       「      『一一ーヂ3     O
                785             4>〈,_」9       OOOO
                」v             4       ○,
        /Y扉厳親連接器外売                              
SD
RD
RS
rrl二的外部没各連接器
CS
SG
÷5V
迩接器外売
制作連接屯鏡吋,使用下列推春声品
名称    型号    各注
連接器  XM2D-0901       9針,由OMRON制造,小人竜脳側
        XM2A-0901       9針,由OMRON構造,pr側
連接器外売★    XM2S-0911       9針,螺距方塞米的螺些,由OMRON制造
        XM2S-0913       9針,螺距内奥寸的螺鱈,由OMRON制造
竜燈    AWG28×5PIFVV-SB        多芯屏蔽鬼燈,由FulikuraLtd缶1」造
        CA-MA-VV-SB5P×28AWG    多芯屏蔽亀鑑,由Hiachic㎡)le,1』d制造
★需要・一・介XM2S-0911(m側)和XM2S-0911、XM2S-0913中的任何一介(今人屯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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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連接到条彫碍逮入器的亀雛
附泉G
附庸G
制作連接到条形褐藻入器的亀鑑
当制作連接到条形碍遠人器(V520-RH21--6)的竜燈対参考下国。
・撰銭方法
NT3!/NT3工C側象形石弓漬人器側
RS・232C接r1    縮写    肩骨    /       縮写
                1               SO
                                RO
        SD      2       /∠     
        臼D     3               RS　　一一・一－CS
        RS      4               
                        //      
        CS      5               
        45V     6               ER
                7               SG
                6               45V
        SG      9               
当使用NT31/NT31c的+5v輸出吋,将屯縦長度限制在2米之内。如果使用的連接亀鑑長度大干2米,那
/Alj用外接屯源達到条形碍遠人器。
・連接器及稲美部件
当制作連接屯鏡吋,清使用由象形碍達人器指定的部件和以下的推春声品。
名称    型号    各注
連接器  XM2A-0901       9針,由Oハ4RON制造,PT側
連接器外売      XM2S-09ユ1      9針,由OMRON制造。
屯鏡    AWG28x5PIFVV-SB 多芯屏蔽亀鑑,由FujikuraLld制造
        CA-MA-W-SB5P×28AWC     多芯屏蔽亀鑑,由HitachiCable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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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連接打印机的亀鑑
附乗H
附泉H
制作連接打印机的亀鑑
推幕下列宇品力連接打印机的屯纏:
NT-CNTI21(由OMRON制造,屯地表座方1.5米,20針一36針)
当制作用子達接打印机的屯銃吋,清参考下闇。
・連接器什脚排列及撰銭
Fr似‖遂…]妻子ＴEP
机的連接器
111
20
10
縮'与   il・号  屏破鏡  縮ユ
        '上接器外売             連接器外九
                        
OV      1               20
                        
D7      t1              9
                        
NC      2               礼C
D6      12              8
                        
D5      3               7
                        
ov      13              21
                        
四      4               6
                        
NC      14              NC、
D3      5               5
                        
OV      怜              22
                        
OV      6               23
                        
D2      田              4
                        
N.C、   7               NC
01      17              3
                        
DO      8               2
                        
的      18              24
                        
STROB   9               1
                        
N.O,    19              NC.
8USY    10              1董
                        
OV      20              19
                        
i8
1
打印机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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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官pr型号画面数据的兼容性
附泉1
附泉1
写真官PT型号画面数据的兼容性
NT31/NT31C的画面数据与以前的1ヰ型号画面数据井不完全向上兼容。因而,当以前的pr型号的数据要韓
族力NT31WT31C所用吋必須逃i行部分修改、、
可能的数据特換的組合如下所示。注意"Ver.口"表示直接連接版本。NT系列(Windows95)2.0版本支持工具
勺更新的毎秒1プr型号版本都是兼容射。
/
NT30
{Ver.4}
＼
NT30CNT610G,NT620SNT610C,NT620C,NT625C
Ner・4)(Ver,4){∨er.4)
匿i劃92ξ
然而,用支持工具(NT-Z,13AT1/ZJCAT1-EV2)不能違出NT20S-STI21和Nr600S-ST121/211不瑞;后綴"-V
口"型号的数据,,
数据特操后,可能麦生下列変化,在違和情況下修改数据。
・NT20S,M'600S,NT61㏄或N'1"620S的数据在韓検問,由手触摸升美的点陣尺寸不同,触摸汗美的位置和尺
寸可能有所改変。
・虫干新的型号(NT31,NT31C,M631,NT631C)和以前的型号之同的SW状志控制区和}丁壮恣通知区的大
小和内容不同,所以必須修改上位机(PC)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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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官pr型号画面数据駒繋容性
附最1
主要区別
NT30/NT30C和NT31/NT31C之何的主要区別如下所示。
項目
画面
描絵
中前
景/
背景
的美
系
悉制
m状校区
NT30/NT31C
廿1514,312
']完n
字n+1
字n+2
」=n←3
Pr杁人揺制位
」、
イ
11109876543210
111画面編弓(4位BcΩ碍)  
O       ll笈制海|」有表編号(3位B〔1…)ξξ})
笈洞炎盟        ll夏制Fh拘内τf22宿膓(3位BCI)碍)
        lPT状念持制{OO1ゴ
字      控制項目        1(ON)   0(OFF)
15      画1買い肱示     執行    不執行
14      姓埋伏先登求    登景    取消
13      連旗蜂鳴声      友声    停止
12      阿敵蜂鳴声(短)  友声    停1上
11      蹴示切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10      不用    忌ツジ`σ'      
9       1司歌蜂鳴声(民) 友声惨止        
8       不用    息グゾ"(y7      
7       画餅∫印        執行    不1丸行
6       祝窃打刀:       禁止    允り・
5       数字/字符串輸入 禁1ヒ   允許
NT31/NT31C
t:・;15141312
」
字n
字n+1
字n+2
'}'n`3
'了:川4
P】■状太=P.制仕
2
3
4
5
6
7
W8
9
0
10
lIl旧幽編号(4位13cD碍或十八辺i制数)
111笈‖刃源、内イ∫表編号(4{立BCn五↓山f－六遇i制数)
lll夏i洞1寸切:内存表彗‖号(4位13CDロ5耳覧←・!こ逸if剖数)
lllPr状志捕制位
lll留作系統使用``1
字      控制項目        1〈ON)  0(OFF)
15      画面∪示        執行    不執行
14      妙理仇先登景    壁泉    取消
13      連接蜂鳴声      震声    停止
12      1田歌蜂鳴声(短) 友声    停止
ll      並示厨史初婚化  執行    不執行
10      不用    忌ガ'0" 
9       伺歌蜂鳴声(長)  友声    停止
8       背灯模式        亮      囚鯨
7       画面打印        執行    不執行
6       1町棚商打升     禁止    允許
5       数字/宇符串輸入 禁止    允許
4       1アr画面切換    禁止    允許
3       内存表更制執行  執行    不執行
2       内存表夏柑芙型  数字    字符串
1       撮警防史初始化  執行    不執行
0       不用    意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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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宮町型号画面数据的薬害性
附景1
項目
Pr状恋
通知区
旬1而
拉示
国形/
庫数据
以寧特車
赴理的1骸
示項目
字符卒中
的控制代
硯
数字恨示
和字符串
臓示属性
位内存表
没定
内存表
匁制
NT30/NT30(二
イ
宇15141312,1109e76543210
■rn
'Zm◆1
宇m・2
llll画ψ」鮮}(4位Rcn{1・))      
0       ll数字/雷管串内在衰鎧号↓3位1{{二〇)蛸}t
        llγr状念通知位OOOO▲1
i7r状志通知位
o:不rl,示
{～1899:i正常画i酊
1900AtI979:種ゴロ頂11ffi,1E宵|田1田1
工980Nl996:tJ"Sl＼1力6髭,A常画ii
l997:11示」万史(事イ牛1欠1亨)畑11fii
l998:並小加史(頻1歌序)1面前
1999:"道…jiGi至tiヒイ立}卜几"il{6睡「
固形数据,1;TI]・20～1;'F,Fb;i
月数据:FA20～FAFI雪l
FB20～17BFFl
li℃20～FCをhl
FD20-vFDFEイ
半尺寸/椋准尺」'宇符,椋志,医1形/炸数据
00・v2QE:空格
正常.反1小円蛛,反混和囚煤,透明鎚示
可布掘警防史和画面切換中妃求同歩操作
数字/字符申癸型:
梅町状恋控制区的宇n+2(夏制葉理)上段置
(o:字符串内存表,玉=数字内存表)
夏制汁吋:
当n状念校制区中的n+1字或n+2字的値改変吋,,
TN31/NT31C
己了m
字
宇m"
」Z
イ
ISS413i211109876543210
}γr状念通知位
字      通知倍息        1(ON)   0(OFF>
15      Pr這行状志      道行    停止
14      不用    息ツヨ"0"       
13      屯池    低      正常
12      画面切換逃遁    升      美
ll      数与設定逸通    戊1二   美
10      字符串設定逸通  升      共
9       不用    忌力"0" 
8       不用    忌プヨ"o"       
7       打印税這行状恋  打印    臼ヒ
6       背灯壮志        美      亮/丙焙
0:不昆示
1～3999,正常画面,商口画面,重登画面
9(沿Ol"系統初婚化'†画面
9001:16　」ミリテ史(XEi・生次序)画i酊
9002=並赤坊史(韻事次序)i}ilR'fii
9020:編程器功能画面
9999=匡‖至‖前…中高画B訂
固形数択:0(X)1～OFFB
序数据:1000～3FF】職
半尺寸/椋准尺」',字符,椋志
00r,OA,,:捌除后来的鼎示
0{～{}9,0B～2Ql:空格
杯准,囚妹,反磁囚殊,透明臓示
妃景布掘警防史和画面切換中前回歩操作不能遺行,
(如果定叉同歩操作的NT30/NT3㏄数据特換力Nr31/
NT31C的数据,異能逃行抜書房史記ポ操作).
数字/字符中業型:
在町状恋控制区的字n+3(夏制炎型)1二設置
(O:字符車内存表,1:数字内存表)
夏制}十時:
在"内存表更制執行"改変力1吋,執行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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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宮町型号画面数据的兼容性
附景1
項目
義旗画面
1司接見示
帯任意形状
樺的触摸升
美」鼓承灯
輸入通知触
摸升美的重
NT30/NT3㏄
可能
当表号超出系統設置中設置的表…3花圃吋,定叉方跳
特目的:
・999以下:湿示的内容被消除
・IOOO或以上=仰然」昆氷原米的内容。
例子:512字符串内存表
跳韓目的編号指定        並示内容
0到511  表的内容
512到999        清除呈示
1000或以上      顕示不刷新
所有的固形和椋答反並並示。
例子:
交替一交替1不可能
交替一汲置:不可能
没置一投置:不可能
瞬吋一瞬吋:可能
瞬吋一汲置:可能
瞬吋一交替1可能
NT31/NT31C
不可能
数据特換后,父画面被清除,如同NT30/NT3㏄。
当表号超出系統没管中段量的表号植園吋,定又力
跳鷲目的:
・所有情況部品示原来的内容。
側付512字符串内存表
跳特目的編号指定        並示内容
0到5H   表的内容
512或以上       呈示不刷新
只有[劉形以反色見示,神出部分不並示。
御子1
左辺所示的所有和合都是可能的。
除了以上原因,白干P"li型号之1司的差別,有可能需要修改上位机上的画面和程序,洋鋼情況,参考Windons95
下的NT系列,支持工具2.0版的操作手JVS(VO45-El-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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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満卓
附景」
附泉J
型号満車
PT
型号    規萢
NT31-ST121-E    STN単色湿示,乳白色
TN3玉－ST121B-E STN単色呈示,黒色
Nr31C-ST141-E   STN彩色湿示,乳白色
NT31C-ST141B-E  STN彩色昆示,黒色
上位机縫接単元
型号    規苑    遣用PC
3G2A6-LK201-EV1 帯有RS-232C連接器的CPU安装形式  C系列C200HCIOOOHC2000H
3G2A6-LK202-EV1 帯有RS-422A連接器的CPU表装形式  
C200}1-LK20LVI  市有RS-232C連接器的机架安装単元 c系列C200HC200HSC200HX/HG/HE(-ZE)
C200H-LK202-Vl  帯有RS-422A連接器的机架安装単元 
3G2A5-LK201-EV1 有一可迭揮的RS-232C/RS422A達i接器       CV岨/CV－系列C1000HC200田
C500-LK203      C500机架安装単元        
CV500-LK201     有一介RS-232C逢i接器和一可造拝L的RS_232C/RS-422A達]i妾器CVMI/CV机架安装単元     CVMI/CV－系列CV500CVIOOOCV2000CVMl
CompoBus/S主控制単元
型号
SRM1-CO2-Vl
規氾
有一一介RS-232C端口
型号名称
SR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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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清単
附泉J
CPUs(通江上位机縫接連接)
型号    規萢    PC美型
CPM1-10CDR-口   オ等RS-232C這酉己器/RS-422A道面[三      c系列
CPMI-20CDR-口   器連接到外没端u CPM三
CPMI-30CDR-iコ          
CPMIA-10CDロー口                
CPMIA-2㏄Dロー口                
CPMIA-30CDロー口                
CPMIA-40CDロー口                
CQMI-CPU21-E    具有一ノト用RS-232C連接的9針連接        C系列
CQMl-CPU4LトニVl        器      CQM1
CQM1-CPU42-EV1          
CQMトCPU43-LV1          
CQM1-CPu44-Ev1          
CQMI-CPU45-EV1          
C2001is-CPU21-E 具有一介用干RS-232C連接的連接   C系列
C200HS-CPU23-E  器(可逃拝的/9針)        C200HS
C200HS-CPU31-E          
C2001-IS-CPU33-E                
C200HE-(=PU32-(Z)E(★)  具有一介用ずRS-232C連接的連接   c系列
C200HE-(=PU42-(Z)E      器(口∫逸揖…的/9針)    (=200HE(-ZE)
C200止IG-CPU33-(Z)E(★) 貝有一・ノト用干RS-232C連接的連接       C系列
C200HG-CPU43-(Z)E       器(可逸拝的/9針)        C200HG(-7E)
C200flG-CPU53-(Z)E(★)          
C200HG-CPU63-(Z)E               
C200HX-CPU34-(Z)E(★)   具.有一介用」浪S-232C近接聞達接 C系列
C200HX-CPU44-(Z)E       搾(巨∫逃撰的/9針)      C200月X(-ZE)
C200HX-CPU54-(Z)E(★)           
(=200HX-CPU64-(Z)E              
C200HX-CPU65-ZE         
C200HX-(:PU85-ZE                
CV500-CPUO1-EV1 具有一介用干RS-232C連接的連接   CVMI/CV系列
CVlOOO-CPUOI-EV1        器(ロ]逸拝的/9針)       CV500
CV2000-CPUOl-EVl                CVIOOO
CVM1-CPUOI-EV2          CV2000
CVMI-CPUII-EV2          CVM1
CVM仁CPU21-EV2          
★需要…快通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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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清単
附乗J
CPUs(通辻Nr縫接{M)相違)
型号    規氾    PC癸型
CPMI-1㏄DR-[コ  将RS-232C遺習己2S遵…手妻至‖夕卜没端}[。       C系列
CPM皇一2㏄DR-口 (ノド§旨イ吏1」」RS-422A逓酉己器)      CPMl
CPM1-3㏄DR-〔]          
CPMIA-1㏄D[]一口                
CPMIA-2㏄Dロー〔]               
CPMIA-3㏄D[コー〔コ             
CP鳩A-40CD[トロ         
CgM1-CPU41-EV1  具有一介用干RS-232C連接的9針連接23      c系列
CQM豆－CPU42-EV夏               CQMl
CQMI-CPU43-EVl          
CQM1-CPU44-EVl          
CQMレCPU45-EV{          
C20011S-CPU21-E 具有一介用]二RS-232C連接的連接器(可逸   C系列
C200HS-CPU23-E  拝的/9針)       C200HS
C200HS-CPU31-E          
C200HS-CPU33-E          
C200HE-CPU32-(Z)E(つ    具有一寸、月]=FRS-232C道…』妾的連接器(可逸     c系列
C200HE…CPU42-(Z)E      拝的/9細        C200HE(-ZE)
C200HG-CPU33-(Z)Eド)    具有・弁別干RS-232C連接的連接器(可迭    C系列
C20⑪HG-CPU43～(Z)E     弾的/9針)       C200HG(-ZE)
C2α)HG-CPU53-(Z)E(★)          
C20011G…CPU63-(Z)E             
C200HX-CPU34-(Z)E(★)   .具有一ント用干RS-232C達{美的適Ll妾暑{÷(　∫逸 c系列
C200HX-CPU44-(Z)E       持的/9針)       C2(X}HX(-ZE)
C200HX-CPU54-(Z)E(彗            
C20011X-CPU64-(Z)E              
C200HX-CPU65-ZE         
C200HX-CPU85-ZE         
CV500-CPUO1-EV1 具有一'卜用『r二RS-232C連接的連接器(可迭        CVMI/CV系列
CV】000-CPUOI-EV1       持的/9針)       CV500
CV2000-CPUo1-EVl                CVIOOO
CVMi-CPUO1-EV2          CV2000
CVM1-CPUII-EV2          CVMl
cVMトCPU21-EV2          
需要一・快通信板。
CPUS(通辻Nr縫接(1:N)相道i)
型号    規萢    PCi美里
C20011E…CPU32-(Z)E(★) 具有一'ト用=]二RS-232C連接的連接器      C系列
C20011E－α)U42-(Z)E    (可逸拝的/9針)  C200HE(-ZE)
C200HG-CPU34-(Z)E(★)   具有一十用干RS-232C連接的連接器 C系列
C200HG－α)U43-(Z)E     (可逃捧的/9¢1り        C200HG(-ZE)
C200HG-CPU53-(Z)E(★)           
C200HG-(二PU63-(Z)E             
C200HX-CPU34-(Z)EC)     具有一介用干RS-232C連接的連接器 C系列
C200HX-CPU44-(Z)E       (可逸操的/9針)  C200GX(-ZE)
C200HX-CPU54-(Z)E(★)           
C200HX-CPU64-(Z)E               
C200HX-CPU65-ZE         
C200HX-CPU85-ZE         
★需需要一決通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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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清里
附景J
RS-232C/RS-422A韓換単元
型号    規萢
NT-ALOO1        RS-232C:9針連接器RS-422A:8針端子板
RS-一ー一232造面己器,RS-422A造面己器
型号    規萢
CPM1-CIFO1      達i接NT31/NT31C的RS-232C端口和CPMl的外没端口(与上位枕経接和NT髄接(1:D兼容)
CPM仁CIFI1      連接NT31/NT31C的RS-422A端日和CPM1夕卜没端1'1(勺上位机縫接兼容)
PT的相美都件和没各
名称    型号    各注
支持」三具★    NT-ZJ3ATトEV2   逓用PC/AT今人封算机用干Windows95(英文版)3.5英寸FD
        NT-ZICAT1-EV2   遣用PC/ATノト人計算机用干Windows95(英文版)CD-ROI班
再造件  Nr31C-CFLO1     可替換的背灯(NT31和NT31C通用)
        NT30-KBAO4      NT31和NT31C的抑制反射保炉屏
        NT30-KBAO1      NT31和NT31C的防化学蓋
        NT-MF261        用干NT31/Nr31c的内存単元
        3G2A9-BATO8     各用屯池
'上述支持工具包括NT31,NT31C,NT631,NT631C的系統安装器和常規系統程序。
帯有連接器的亀鑑
型号    宅地長度        遥用単元        通信方法        規萢
XW2Z-200S       2米     帯有25針連接器的上位机縫接単元  串行口Aヒ位机縫接(仮RS-232C)    9針・→25針
XW2Z-500S       5米                     
XW2Z-20㏄       2米     帯有9針連接器約上位机継接単元   串行口A上位枕経接,NT髄i接(1:1)(イ又RS-232C)     9針、→9針
XW2Z-50σr      5米                     
XW2Z-200P       2米     帯有25針連接器的上位枕経接単元  車行口B上位机鍵接(イ又RS-232C)  25針←,25針
XW2Z-500P       5米                     
XW2Z-200S       2米     帯有9針連接器的上位机縫接単元   車行口Bピ位机縫接.NT鑓接i(1:1)(イ又RS-232C)     25針⇔9針
XW2Z-500S       5米                     
XW2Z-SOO2       2米     帯有9針連接器的今人計算机       串行口A用干使用M支持工具        9針←、9¢†
連接屯雛
型号    麹花
AWG28×51)IFVV-SB       多芯竜燈,由Fulikura,Ltd缶ll造
CO-MA-VV-SB5P×28AWG    多芯屯幾,由HitachiCable,Ltd$1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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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満卓
附景」
遥用的連接器
名称    型号    規萢
連接器  XM2A-2501       25針(針),由OMRON制造
        XM2D-2501       25針(孔),由OMRON制造(用干介人汁算机)
        XM2A-0901       9針(針),由OMRON制造
        XIU2D-0901      9針(孔),由OMRON制造(用干小人汁算机)
        DB-25P  25針(針),由JAE制進
達接器外売      XM2S-251i       25針螺距力立米的螺婬,由OMRON制造
        XM2S-25i3       25針,螺此方英寸的螺塑,由OMRON制造
        XM2S-0911       9針,螺距力毫米的螺幼,由OMRON制造
        XIM2S-0913      9争十,喪祭{IEニヌヨiタこ寸日勺螺老,由OMRONf剖造
        DB-C2-J9        25針,ll田AE制追
打印机亀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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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件満車
附設K
附豪K
迭件清単
可替換的背灯...NT31C-C肌Ol(NI31/NT31C通用)
逮是替換用的背灯(CFL単元)。
防炉屏...NTSO-KBAO4(NT31/(NT31C通用}
粘到呈示屏上以防止不規則的反射和汚染,整張群星元色透明的。…イ'包装有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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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件清単
附景K
化学防炉蓋...NT30--llllAOI
黄梅前面板上以防止各稗美型的化学剤。整張屏是妨白色的,用硅醒橡肢制戒。
本院打1屏能防止以下化学剤,、
能防止  不能防止
棚酸    乙焼
硫酸    潤滑油
硝酸    本
惑寄二気化破    r焼嵌酸
膨}     気化鱈溶剤
摺出    芳
無水氣化鍔皿形液(海波)  　豆油中華
乙醒    
猪油    
対丁没有列在上表中的化学剤的信息,清削回是否可提供防砂(如某某神化学制碗能用硅醐橡鮫防炉,那ム
即使上表"能防砂"岩中未　1]出,也再使用此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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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件満車
附景K
更換竜池...3G2A9-BATO8
迭是一・↑'保炉内存用的鯉屯池。
内存単元……M-・MF261
迭是一イ'用予速写M31ハπ31C中画面数振駒寺用単元,通道左内存単元中的DIP升X没賃借送数据。
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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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内存表
附景L
附景L
PC内存表
OMRONC系列PC,SRM1内存表
区域            継電器区(CIO)   保持継屯器(HR)  補助継屯器(AR)  縫接継電器(LR)  定府器/音数器当前値(TIM/CNT)    数据内存(DM)
        C200H   00000～00255    00{X}0～00099   00000～00027    00000～00063    00000～00511    00000～01999
        C20011S         00000-00099                             00000～06655
        C200HE(-ZE)     00000wOO511             00000～{}0027   00000-00063     00000～00511    
        C200HG(-ZE)                                             07000～09999
梯形    C200HX(-ZE)                                             
                、                                      
困      C500    00000～00063    00000～00031            00000～00031    00000～00127    00000-0051】
美                                                      
型      C】000}{        0{X〕00～00255  00000-00099     00000⇔00027    00000品00063    00000～00511    00000～04095
        C2000H                                          
                                                        00000エ06655
        CQM1                                            
                00000～00019                                    00000～OlO23
        CPM正/CPMIA             00000～00019    00000～00015    00000～00田5    00000～00127    
                00200wOO255                                     06144～⑪6655
                00000～00019                                    00000～02021
SRMl            00200～00255    00000～00019    00000～00015    00000～00015    00000～{〕OI27  06144-06655
OMRONCVM1/CV系列PC内存表
区域    地竜器区(CIO)   保持地曳器(}眠)⑨       補助継屯器(AR)  継接継屯器(LR)  定吋器/汁数器当前置(T[M/CM)     数据内存(DM)
CV500CVM1-C則01-EV口    00000～02555            00000-00511             00000～00511    00000～08191
CV1000CVMLCPU11-EV口CV2000CVM1-CPU21-EV〔]      00000～02555            00000～00511            00000～Oio23    00000～24575(★2)
★1在CVM1/CV系列,包括在地屯器区内(C}1)。
★2上位机縫接再使用的萢国力00000～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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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符
附泉M
附泉M
特殊字符
英悟字符{4こ石弓
例:十六遡i制得用30表示,土遊制約力48,字符力0。
300
48
表中代碍20和32代表如」`SP"ee示的室格。
十六避制数第一一■第∴↓        2・             3・             4●             5・             6・             7・             8・             9一     
一〇    20      SP      30      0       40      @       50      P       60      `       70      P       80      c       90      E
                                                                                        112             128             144     
        32              48              64              80              96                                                      
唱1     21      1       3†     1       41      A       51      Q       61      a       71      q       81      o       91      缶
                                                                                        †13            129             145     
        33              49              65              81              97                                                      
・2     22      ,,      32      2       42      B       52      R       62      b       72      r       82      6」     92      炬
                                                                                        114             130             146     
        34              50              66              82              98                                                      
・3     23      #       33      3       43      C       53      S       63      C       73      S       83      a       93      △
                                                                                                        $31             147     
        35              5†             67              83              99              1†5                                    
・4     24      $       34      4       44      D       54      T       64      d       74      t       84      a       94      6
                                                                                        116             132             148     
        36              52              68              84              100                                                     
・5     25      %       35      5       45      E       55      u       65      e       75      u       85      a       95      o　
                                                                                        117             133             149     
        37              53              69              85              †01                                                    
崎      26      &       36      6       46      F       56      V       66      f       76      V       86      さ      96      o
                                                                                        †18            134・           150     
        38              54              ア0             86              102                                                     
・7     27      ,       37      7       47      G       57      W       67      9       77      W       87      c       97      o
                                                                                        "9              135             151     
        39              55              7†             87              103                                                     
・8     28      {       38      8       48      H       58      X       68      h       78      x       88      邑      98      9
                                                                                        120             136             152     
        40              56              72              88              104                                                     
・9     29      )       39      9       49      1       59      Y       69      |       79      y       89      邑      99      6
                                                                                        121             137             153     
        41              57              73              89              105                                                     
・A     2A      ★      3A      :       4A      J       5A      Z       6A      」      7A      Z       8A      白      9A      o
                                                                                                        138             154     
        42              58              74              90              106             122                                     
'B      2B      十      3B      ;       4B      K       5B      [       6B      k       7B      {       8B      v       9B      ¢
                                                                                        123             †39            155     
        43              59              75              91              107                                                     
・C     2C      `       3C      <       4C      L       5C      、      6C      1       7C      1       8C      ↑'     9C      £
                                                                                                        140             156     
        44              60              76              92              †08            124                                     
・D     2D      ・      3D      =       4D      M       5D      ]       6D      m       7D      }       8D      i       9D      ¥
                                                                                                        14斗            157     
        45              61              77              93              109             125                                     
・E     2E      .       3E      〉      4E      N       5E      A       6E      n       7E      ～      8E      A       9E      Pt
                                                                                        126             142             158     
        46              62              78              94              110                                                     
－F     2F      1       3F      ?       4F      O       5F      一      6F      O       7F      △      8F      A       9F      ∫
                                                                                        127             143             159     
        47              63              79              9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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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符
附乗M
十六避制数第一一・・→第二↓    A一             8・             C一             D一             E・             F一     
・o     AO      白      BO      lll,'`  CO      L       DO      ⊥      EO      α      FO      ≡
        160             176             192             208             224             240     
情†    A1      i       Bt              α      ⊥.     D1      〒      E1      β      F1      土
        16毛            177             193             209             225             241     
・2     A2      6       B2      il      C2      '1"     D2      一π一  E2      r       F2      ≧
        162             178             †94            210             226             242     
・3     A3      白      B3      1       C3      ト      D3      L       E3      π      F3      ≦
        163             179             195             211             227             243     
・4     A4      6       B4      ヨ      C4      一      D4      』      E4      Σ      F4      「
        164             180             196             212             228             244     
・5     A5      府      B5      判      C5      十      D5      「      E5      σ      F5      」
        f65             拾†            197             213             229             245     
・6     A6      a       B6      一{1    C6      ト      D6      「      E6      μ      F6      ÷
        166             182             198             214             230             246     
・7     A7      Ω      B7      －n     C7      1ト     D7      十      E7      τ      F7      緒
        167             183             199             215             231             247     
・8     A8      ㍊      B8      「      C8      』      D8      ヰ      E8      Φ      F8      o
        168             184             200             216             232             248     
・9     A9      r       B9      ヨ1     C9      F       D9      」      E9      o       F9      
        169             185             201             217             233             249     
・A     航      「      BA      ‖      CA      ⊥      DA      「      EA      Ω      FA      ●
        170             186             202             218             234・           250     
・B     AB      1/2     BB      『      CB      〒      DB      ●      EB      δ      FB      」
        17]             187             203             219             235             251     
・C     AC      1/4     BC      ヨ      CC      1ト     OC      ■      EC      oo      FC      〔
        172             188             204             220             236             252     
・D     AD      i       BD      .」」   CD      =       DD      量      ED      φ      FD      2
        .173            189             205             22†            237             253     
・E     AE      《《    BE      二」    CE      }t.　1「二      DEi     贋      EE      ε      FE      ■
        174             190             206             222             238             254     
・F     AF      ,,      BF      「      CF      ,」,、, DF      駆      EF      ∩      FF      ★1
        175             191             207             223             239             255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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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M
特殊字符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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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警防史
A
扱警防史物始化
(Fr状恋控制位)
振替厨史記景功能
扱整列表
扱警列表/房史功能(位内存表)
允許鬼瀬丸圧植園
交替(触摸井美)
遥用的連接器
弧
自助碗杁
自助侍送(内存単元)
背景顔色(画面属性)
B
背景功能(趨勢圏)
青灯
青灯(画面属性)
青灯亮度凋廿
青灯模式(P]r状恋控制位)
青灯状志(町状志通知位)
青灯単元
棒閤
基本画面
電池蓋
竜池状恋(lyr状恋通知位)
投送前
位内存表
折銭閤
蜂鳴器(画面属性)
蜂鳴器功能
宅地連接尺寸
C
帯連接器的車地
稠人系統安装器模式
凋用系統菜単
修改数字値和字符串
索引
改変系統改定
341
233
378
341
249
512
293
547
256
457
44
㌶㌻㌫璽芸裏㌶㌶郷
改変趨勢圏呈示
字符串昆示
字符串輸入鍵功能
字符車輪人鍵功能(触摸升美)
宇符串内存義
字符串設置迭通称氾
(pr状杏通知位)
139
435
310
296
286
245
栓査串口通信
栓査盲打印机的通信
検査与支持工具的通信
検査接口
検査画面数据
栓査背灯
柱査竜池塩圧
稔養蜂鳴器
検査LCD(画面量示)
栓夜打印机這行状恋
検査pr設定状志
栓査道行1.F.D
栓査触摸升芙
化学防炉軍
圓
清清方法
清除画面数据
36000399qq〃879397909275819196495709
22211111114111525
清除/安装系統程序
129,141
同軸功能
彩色昆示
鞘口A通信方法
鞘口B通信方法
138
385
219
逸鼻端口B通信
通信板
通信板
145
145
145
525
546
128
127
418
51,62,65,89
通信条件
改定条形碍漢人器的通信条件
力上位机燵接方法没定通信条件
通信錯俣及朴救
和上位机通信的通信方法
通信方法改定
通信方法
101
145
173
三46
502
145
14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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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鞘口
通信美型
通信規萢
NT31和N'1'31C的比較
28
28
521
画面数据的兼容性
連接条形碍旗人器
連接打印机
RS-・232C端日之「iil的直接連接
連接支持工具
連接屯銃
連接方法
刷新内存表内容
達鎮蜂鳴声(臼状恋控制位)
対比度凋廿
控制碍輸入功能
控制青灯
夏制目椋内存表編号
夏剛健功能(触摸ヲ:1:美)
㌶め2勺鞠銘獅㍑捌跳卿
夏制源/E冒示内存表編号
286,299
CPU
CPU
227
51,89
CPU(道辻t,位枕経接)
能和上位机焼接単元
62,65,101,104
或拡展通信板連接的CPU
光杯移勇健功能(触摸ヲF美)
D
544
89
数据↓己景功能(趨勢閤)
287,300
没各検査
扱警列表利根警防史之1司的区別
尺寸
直接連接功能
直接基准
336
190
342
512
15
禁止/允許系統菜単昆示
305,314
i禁止/允件打升窟口
禁止/允杵得人到頭面数据内存
湿示
湿永和打卑湿示坊史記※
昆示能力
呈示顔色
呈示器件
呈示元素規萢
556
139
417
140
31
183
515
513
513
516
湿示元素
'湿示防史初始化(PT状悉i擦制位)
湿示灰史記景功能
呈示限制
湿示現泣
目防吋釣的湿示和汲置
毘示日親和1]寸1司
呈示/汲置:日坊和吋紳
系統程序的下栽
イ激杭示区
E
222
231
375
517
513
467
472
179
139
外売等級
放大湿示
惜渓信息
系銃安装器模式下的錯涙及朴救
升始操作吋出現的錯渓
操作道程中出現的鱗俣
画面数据初始化和樟送吋出現的錯淡
用内存単元吋的出措
打展接口連接器
打展模式
外部接口規萢
F
寺我当前昆示画面的画面編号
1312139701979900η322514
5534544515
頻率1万史画面
功能接地端
分配位和字的功能
通用規萢
G
411
216
36
17
GR端
接地
坊史(画面属性)
H
512
32
36
房史字幕(画面属性)'
上位机縫接方法
上位机縫接単元
上位机通知功能
218
218
15,51,89
51,543
上位机通知功能(触摸升X)
292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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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没定
1
顯形数据並示
国形/庫灯
操作盤内
間接基准
176
272
282
4
"初婚化"設置及初始値
305,314
扱警防史記票数据初婚化
鐡示防史氾素数据初婚化
内存井美初婚比
内存表物始化
輸入鍵一控制功能(触摸升美)
輸入数字徳和存世数据
聞茶形碍達人器輸入宇符串
輸入数字値
論人字符串
243
132
131
135
134
286
355
457
439
輸入数字値和字符串
367,455
用抜盗汗美輸入区輸入数字値
用視箇中的"輸入鍵一控制"輸入数字値
用触操持美的輸入操作
検査方法
安装圷境
在操作裁中的安装
鍵盤画面
K
479
453
447
a41
509
34
34
(
」
よ
L
372
庫数据観示
朔望寿命(青灯)
期望寿命(並示屏)
期望寿命(触摸擬)
行譲功触摸升美(扱整列表/厨史)
長岡敵蜂鳴声(内状念校制位)
主要区別
維扮模式
制作鬼燈'
M
278
275
513
513
513
350
230
制作連接PC的屯鑑
540
125
533
536
制作与象形碍漉入器相違的亀鑑
制作連接打印机的竜燈
手助碗荻
手助佳送(内存単元)
手捌
硫已
内存初婚化
内在汗x
内存外失投定画面
内存表更制執行(臼状悉控制位)
内存表裏制炎型(PT状恋控制位)
内存表
内存単元
菜単樹
瞬劫(触摸升美)
安装尺寸
元呈示画面
N
3738574625砂29455432323850%93餌
55421112225125
抗干抗
正常(椋准)画面
椋准灯
216
512
212
NT縫接
278,280
NT燵接(1:1)方法
Nr鍵接(1:N)方法
16
15,62
N'r.-ALoO1
15,65,104
象素数
升美数(触摸屏)
数字量示
数字輸入
吋仲功能使用的数字内存表
数字設定逃通称妃(河状志通知位)
数字/字符串輸入任汀状念校制位)
坊史麦生画面
0
526
513
513
302
352
467
236
232
打井筒1:1
打升/美閉一一ノト筒口
工作杯境湿度
工作圷境温度
工作琢境
操作力
216
479
414
512
512
512
513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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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幼時的操作
操作模式
重畳画面
RS-422A増員之1司的1:N連接
RS-485端口之1ti1的1:N連接
NT31/NT31C的RS-422A/485端n与上位机
的RS-232C端口之何的1:N連接79
P
頁溶功触摸升美(根警列表/房史),
筈↓己景型式(趨勢閤)
123
124
213
111
114
可遁i…接的タト国造各
許可的呈示遊園(数字提示)
多辺形
多叉銭
功耗
屯源輸入端子
屯源LED
屯源連接
佳送画面数据付的注意要点
NT3.1/NT31的基本功能
51372207596112323135糾
3432251
封印功能
8
打印机地貌
打印机連接器
打印机工作状志(臼状悉通知位)
打印画面閤形
打印昆示厨史和扱警防史氾乗数据
打印画面
建立和使用国形数据的歩螺
建立和使用度数据的歩聚
妙理伐先登泉(pr状悉控制位)
編程器功能
編程器功能画面
防砂屏
正η'
pzr:z作状志(m工作状杏通知区)
pr画面切換(口状悉控制位)
pr状恋控制区
pr状悉控制位
pr状悉通知区
pr状悉通知位
田商口打外位(控状恋控制位)
558
珊㌃鴛珊輌㌶励那踊郷斑斑㌃鴛ぴ㎜
額定屯源南極
推春的打印机
R
矩形
重新星示美聞的画面
512
38
258
402
上位机学的内容和毘示的数字値1旬的矢系……308
輸入数字値和.ヒ位机学的内容之同的美系……357
模式1司的朕系
可替換的青灯
更換E池
更換背灯
更換屯池
夏位(触摸升美)
夏位井美
対元素系数的服制
旗=人数据的限制
重畳画面中的限制
使用暫存輸入区的限制
使用暫存輸入区吋対字符串輸人的根刮
恢夏功能
指定"返目前一幅画面"
RS-232C遣配器・
RS-232C/RS-422A襲換単元
裟㌫霧言霊㌫芸踊
RS-422A遣酉口器
73,546
道行1.ED
546
画面属性
S
31
画面切換功能(位内存表)
画面注繹(画面属性)
画面き日成
創建画面的歩i聚
画面数据組成相倍送単元
画面数据内存稔査
画面昆示(口状恣控制位)
画面編男
面面打印鍵功能(触摸升美)
画面行印(P「r状杏控制位)
217
249
218
212
392
142
194
229
212
287,300
画面保炉功能
画面切換設定
画面切換功能
231
382
22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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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切換逸通(Pr状恋通知区)
画面実理
扇形
逸撰集単項目
串秤口A
串そ手口A連接器
串行口B
単行口B連接器
汲置
没置(触摸升美)
汲置"画面存虻功作"
汲置自由変位功能
汲置条形碍達人器輸入功能
設定・蜂暗語暗・
改定車行口B的通信美型
没定日期和晴間
没定系統安装器模式下的呈示矯秤
設定用史展示方法
没逆上位机髄接方法
没定"按健声音"
設定NT縫接目:D方法
湯走NT鑓i接(1:N)方法
遊走"打印方法"
改定"打印机控制器"
没定恢夏功能
没定重斌汁数
段定画面保抄起功吋1司
没定"起動等待肘1司"
改定終端屯阻
設定超肘付1司
抗姉者(ユニ作目寸)
短伺歌蜂鳴(円'状悉控制位)
平滑
蜂呵器友声
特殊■符
特殊性能
使用輸入鍵控制吋指定
目椋数字改定輸入区
椋唯美型(趨勢閤)
栃i唯美型(趨勢医D
起功操作
起動NT31/NT31C
㌃㍑㌃㌃墓慧霧蒜㌫㍑鴎四㍑㍑㍑器㌶㌶箒
◆.・3・3金・.金・44・・・・・・・・・…,・・・…
ぽ………2…2………‥……………………………………………87…………………
37345323
輯
遠431・-
停止蜂鳴器声音
虻存琢境温度
賦存美型和存世数据
虻存数据和呈示的数字値
支持工具
切換画面
系統杓成
系統菜単
系統画面
見系統菜単切換到遠行模式
切換到遠行模式
"系統初婚化"画面
暫存輸人区
T
396
512
Ml
306
546
128
405,479
153
22
216
124
216
終端屯阻設定端
文本(固定呈示)
披塩汁芙美型
填充
触摸升美
佳送模式
侍送画面数据
透明的
透明的湿示
NT31/NT31C的這輸和虻存
趨勢圏
美閉画面
u
上/ド(最大/最小)限栓査
374
87,118
264
359
267
284
1,25
142
220
220
532
327
喘
可用的系統(編程器功能)
使用一介内存単元
使用RS-232C/RS-422A特操単元
使用扱警列表/厨史功能
使用量示肪史功能
抗振功(工作吋)
V
358
205
42
526
459
砲
視角
扱警椋答
W
512
513
55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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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
防重
4
箇日功能
箇口鍵功能(触摸升美)
商口画面
筒口画面和見示元素
512
372
286,297
215
374
昇或
X
消零
Z
219
306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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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履1万
手研修百代碍在手冊封面的祥本編号后綴出現。
Cat.No.VO43・EX
↑
L___修訂代碍
下表概述了毎次修訂后手頒所作的改変。夏号参考前版本。
修訂代碍        日期    修訂内容
1       1998年7月       原版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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処処処処処処処処処処処処赴
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亦亦亦弥弥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海京」双州京京宇州口安都床明
上南武弥北山迂　慶西成量見
021-50372222
025-4726876
027-65776566
0512-8669277
0]0-83913005
0531-2929795
024-22566105
020-87320508
0592-5117709
029-5381152
028-6765345
023-63803720
0871-5366019
亀子郎件,OmrOn@OrnrOn.COm.Cn
岡土止;http:〃www,omron.com
800免責技木沓海亀活二800-820-4535
本弔在印刷前遊行仔細校ヌ寸,以期元浜。各科槻格、参数最終以芦品説明弔力准。
祥本編号OEZ・一－ZCO98503A
規格可能改変1恕不易行通知。
欧娼尤(中国)有限公司
版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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