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tlho"1,zc'1柑担1{[,、
通信板単元
t
口
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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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0HW-COMO1～℃200HW-COMO6-V1
作手冊
二・∵.・
」』辞}」■・■直下}一・1ト、」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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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別
吉
舎承蒙明豊通信板C200HW-COM口[コ不姓感謝。
C200HW_COM口口是以数社高度控制技木与手富経強力基碑面升友釣,能遣泣RS・-232C,1{S-422/
485的多机能通信板。
清在充分理解通信根釣机能及性能之后,正碗使用。
●懐者対象:
本手冊的編写,以下列人員力対象。
有虫気知謀(竜王校風工程師或同等資格)酌人貝、
・能担当FA机器引違的'人員。
・能没汁FA系統的人員。
・FA現場管理的人員。
●注意
・本宇品清在一般規格的萢園内使用。
・在下述耳鏡条件下,考慮到各美安全装置対手額定規格的安全性机能上座適当披覧。井清吋常与本社
膏血部人員朕烙。
(1)在本手肋肉未記載的耳境、条件下的使用。
(2)用千原子熊控制、鉄道没施、航空没施、列享、燃焼装置、医庁器械、娯圧机械、安全机器等場所。
(3)在危及生命財声,特別要求碗保安全性的場所使用。
・本手冊就C200}{W-COM口口的使用上,記述了必要的説明,使用前清仔£田開演本手朋・,充分理解e井清
要害保管,以便随吋使用。
|
雪
1
---------------------[End of Page 5041]---------------------



有美安全的緑泥
●安全使用的杯妃及其意叉
本手冊中,力安全使用C200HW-・一口－COM口口,以下列的表示与国注列出う亥注意
事項,記載了必須遵守的有美安全的重要内容。栃妃及其提示的意又如下所
示:
如果操作錯涙,可能尋致人員受傷或物資損失
園椋的説明:
⑧
表示禁止。具体的内容
要察看⑤中間的圏示或文字。
左圏椋妃表示:"禁止折升"。
△
△記号表示注意(包含警告的意思)。
具体的内容以中河的文字来表示。
左国緑泥表示"注意触毛"。
、》'
蔵書
△↓己号表示注意(包含警告的意思)。
具体的内容以中1旬的文字来表示。
左閤赤児。表示:"注意破裂"。
△
△記号表示注意(包含警告的意思)。
具体的内容以中同的文字来表示、,
左圏祢氾。表示"一般的注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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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通亀目寸,不得折井姐件或触功内部
有触毛危陰性
③
陰毛吋,不得触及端子部,
有触毛危険性
射干CRT
高圧注意
非堆修人員,不得打升里蓋,内部有多赴高屯圧
部分,万一触及,十分危険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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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的要求
●防止信号銭的断路,瞬吋停屯等造成的不良后果,使用者須実施安全措施。
◎力了安全,必須在PC的外部屯路上加接陰微屯路,限剃毛路等。
●清使用本手冊指定的屯源、塩圧、避免廃坑。
●在屯源条件不穏定的地方,須没法取得額定屯源后再使用。
●防止外部接銭的短路,考慮装断路器之美的安全措施。
●輸人単元上地加的屯圧不可超社領定輸入塩圧,以避免芦品損杯。
●輸出単元上地加的串圧不可超近景大井剖能力,以避免芦品損杯。
●附屯圧試論須卸捧LG端子后再遊行。
●安装吋按舞3利接地法施工,防止触地事故。
●庇遵照本手冊所示,正碗表装,避免麦生淡劫作。
●送行下述操作吋須美樟PC本体的屯源以防止触屯,損杯及俣劫作。
・装]斥1/0単元、CPU単元、存儲器盒
・本体組装
・屯貌的連接布銭
●PC底板螺釘,接銭架螺釘及屯貌的螺釘均須要善票固。
●本宇品清勿檀自折井、修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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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干没置珠境上的要求
勿没置在下達那祥的珠境里:
⑳周圃温度超出0～55℃範囲的場所
㊥相対湿度超出10・-90%RH萢圃的場所
●尖埃、裁分、鉄分校多的場所
@日光直接照射的場所
㊧温度変化刷烈易結露的場所
◎荷瘤独性、可燃性『体的場所
●本体身受到沖缶或直接振劫的場所
●会減勢水、油、菊品等下床的切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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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柱的使用方法
耀耀覆車瀞輸内凛;
通信板手冊由以下的二冊杓成,清接目的弓用途参照使用。
■"通信板操作手冊"(就農本有)
詳細介招了通信板的系統杓成、凋整的基本使用方法,椋准内藏通信核}双等、使用之前努必聞違。
薩"通信椀波支持軟件操作手冊"(日文版)
使用通信板同通用狙件芦品或汁算机通信,需要原始通信協双,通信{亦B(支持軟件則足力了辻成原始通信
椀汲的軟件,本有就通信椀汲支持軟件的全部机能作了洋細解説、在制作通信坊汲或這用通信板前,可以按
需要圃逮有美章市。
匿璽]以下手冊,需要吋可参考凋懐
・C200HX/HG/HEtt安楽季肋"
分留C200HX/HG/HE的系統杓成、凋整、及基本的使用方法。
・C200HX/HG/HE"編程手用・"
対C200HX/HG/HE的忌体机能作了洋細介招在制作梯形闇討或這用C200HX/HG/HE吋。可造i捧間
違。
・"指令手冊"(日文版)
収集了C200H/C200HS/C200HX/HG/TIE/CQMI/CPM1支持指令。洋鋼説明了指令内容,在制作梯形
團,這用C200HX乃{C/TIE的吋候i,可参1凋。
討・写本璽願劇費方鏡
本甲中出現的椋妃,折衷述的意又如下:
國
或供参考的其他予研
囲
注意事項
表示操作的須序
情報,庇用、操情扱方面;也項的参考真数其他予研能受検或危及身体的項        (1)囲(2)(3●●國|1《†★2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H」1弁じ/ン語音/        
                        
閤或表中的序号分注
有★椋記、則清按照此
号,参照相」立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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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駒陶磁
本甲由以下内容杓成,可根掘目的、用途造拝聞湊。
ピ鯵渇桔梗的操鮪鯛
・譲羅
竺3
通宿跡汲宏机能
1温度洞常器(E5口K漢出紡汲)
2温度凋常器(E5口K写入{亦汲)
3温度控制器(E5ZE漢出椀汲)
4温度控制器(E5Z匠再入悟汲)
5温度控制器(E5口J)
6週令汁(ES1◎0口)
7K3T口智能信号処理器
8条形碍聞違器(V500/V520)
9激光測微似(3Z4L)
10視覚検波‖装i置(F200/F300/F350)
111Di}室$‖器(V60◎/620)
12凋{剤名翠測器賀氏AT‡旨令
介紹通信被釣机能概要、安楽方法.系統■
杓成及系統設定方法等。
介招通信板支持的通信悔改宏机能及内国圏麟
量的杯准順序使用方法,故障対策。
介紹肉置椋准通信掛渡"温度凋常器■弧■
(E5口K演出杖ト』叉)"的杓成。
介紹内置祢准通信防波"温度凋常器■』國
(E5口K写人跡汲)"的杓成。
介紹肉置椋准通信跡汲"温度控制器■
(E5ZE逮出切汲)"的杓成。
介紹肉置椋准通信跡双"温度投縄器■田田
(E5ZE写人跡奴)"的杓成。
介紹肉置杯准通信跡汲"温度控制器魍薩
(E5口J)"的杓成。
介紹内置椋准通信扮双"凋市汁■國騒
(ES100口)"的杓成。
介紹肉置椋准通信{亦改"智能信号処理唖
器(K3T口)"的杓成。
介招内畳縁准通信初沢"条形碍漢人器罰国
(V500/V520)"的杓成。
介紹内置祢准通信悔改"測微伐(3Z4L)"喧
的杓成。
介紹肉置祢准通信坊汲"視覚栓測装置㎜
(F200/F300/F350)"的杓成。
介紹内置椋准通信扮波"ID控制器1薩圃
(V600/620)"的杓成。
介紹肉置椋准通信協汲"洞徹解凋器國
H・y・・公司AT指令"的杓成。
V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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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s.1机能概要
認持点
通信板的使用方法
團通信板的稗美
醜升美的没定
魍能鰺変装通信板的CPU模快
癒安装方法
幽LED表示
圏通信規格
臨支持的通信跡汲
i・・2系統‡勾成
13系統設定
1・・4
123455779
IO
相美継電器的分配
12
14
第2章通信跡汲宏功能
2弓通信跡う叉宏功能概要
璽連接形式
團系統設定
齪通信1亦双宏的杓成
2-2通信協汲支持軟件
羅通信跡以支持軟件的持点
灘机能一斑
璽劫作罫境
2-3
内置椋准通信協汲的使用方法
幽肉置椋准通信恒}汲的神業
謹内貴椋准通信妨汲的執行方法
2-4故障解決方法
89113345778
j1222222222
30
附景
附景1
闘通信初沢的杓成
肉置椋准通信跡汲
温度凋常器{E5口K漢出tm・i叉)
麗連接形式
圃性理債演出(序列号000)
礪斜率巨1椋償演出(序列号001)
踊操作童僕出(序列号002)
國国振値演出(序列号003>
顧警振値汝出(序列号004)
l1244455
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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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比例帯、釈分国河、微分吋同演出(序列号005)
麗冷却乗数演出(序列号006)
薩死区懐出(序列号007)
麗人工変位旗出(序列号008)
國欄干艮数度演出(序列号oo9>
羅控制周期漬出(序列号OIO)
圏SP斜率対向単位、没定値遠出(序列号Ol1)
鰹LB、A栓出射「配達出(序列号Ol2)
曖停止吋、昇常時操作量遠出(序列号013)
璽操作量根限演出(序列号014)
翻輸入数字濾波器漢出(序列号OI5)
糊警抜潜居演出(序列号016)
躍温度輸入朴正偵演出(序列号017)
醗等級0参i数懐出(序列号018)
麟等級1参数渓出1(」亨　‖号019)
鰯等級1参i数漬出2〈序列号020)
翻等級2参数旗出1(序列号021)
隔等級2参数渓出2(序列号022)
瞳通用演出(序列号023)
35363636373737383838393939如月4243特糾
附景2温度凋常器{E5[コK買入跡汲}
圃通信協双的杓成
騒目椋値写人(序列号050)
園書振値湾入(序列号051)
懸比例帝、枳分細岡、微分吋何等人(序列号052)
園冷却系数写人(序列号053>
闘死区箸入(序列号054)
團人工夏位値写人(序列号055)
灘凋市長敏度冨人(序列号056)
鋼控制周期写人(序列号057)
醗SP斜率吋間単位、没定値写人(序列号058)
醐LBA検査射向寄人(序列号059)
曝停止吋操作量、昇常吋操作量写人(序列号060>
闘操作量根限時人(序列号061)
翻輸入数字濾波器写人(序列号062)
圏警報滞后写人(序列号063)
圃温度輸入朴正値写人(序列号064)
園等級0参数写人(序列号065)
圏等級1参数写人1(序列号066)
幽等級ユ参数寄人2(序列号067)
麟等級2参数寄人1(序列号068)
璽等級2参数野人2(序列号069)
5566677788899011122345
4444444444444555555555
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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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写人(序列号070)
■設定等級0特移(軟仲夏位)(序列号071)
■Run/Stop(序列号072>
■近程/本地(序列号073>
■AT実行/中止(序列号074)
■設定等級1特移(序列号075)
■軟件夏位(序列号076)
附豪3
竈通信{亦波的杓成
温度控制器{E5ZE摸出掛汲}
■連接形式
■按制温度的遠出(序列号100)
■測定温度的漢出(序列号101)
■輸出量的旗出(序列号102)
塵控制温度、測定温度、輸出量旗出(序列号103)
■比例帯、釈分時同、微分時間懐出(序列号104)
■控制周期的慎出(序列号105)
■輸出模式的渓出(序列号106)
■警抜方式的演出(序列号107)
■警i打竃温度的演出(J「亨　り号LlO8)
■凋市災鮫皮的演出(序列号109)
園這行状悉的漢出(序列号110>
■昇常状志的凄艶(序列号IH>
■設定単位的歳出(序列号112>
■輸入朴正値的旗出(序列号113)
■人工皇位量的遠出(序列号114)
■斜率値的使出(序列号115)
■現在控制温度的演出(序列号】16)
眉輸出量根限値的漢出(序列号117)
■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僚的演出(序列号118)
薗HB警抜、1-IS警根布敷通道的旗出(序列号]19)
■加熱器断銭、SSR故障南流値的遠出(序列号120>
担加熱器屯流値、SSR漏南流値的慎出(序列号121)
■死区/交迭区的歳出(序列号122)
自冷却系数的演出(序列号123)
附泉4
■通信協汲的杓成
温度控制器(EsZ∈写人跡汲}
■連接形式
■控制温度的設定(設定単位三〉(序列号150>
■控制温度的設定(改定単位0.1)(序列号15D
■比例帯、枳分目寸間、微分吋向的改定(序列号152)
N控制周期的設定(序列号153)
x
566『ノ7700
く」く」ζJCJく」く∨く」
5959ω硯626363餌留656566666767686869697070717172727373
4,4⊂」【JCJZO6
77『17'門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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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模式的改定(序列号i54)
■書振方式的没定(序列号155)
■警抜温度的設定(改定単位1)(序列号玉56)
N警抜温度的改定(投足単位0,])(序列号157)
■凋市長数度的改定(序列号158)
■自動凋漕的升始(序列号159)
■自動凋潜L的中止(序列号160)
菖改定単位的改定(序列号161)
璽輸入朴正値的改定(序列号162)
問人工変位量的設定(序列号163)
■斜率値的改定(序列号164)
遷人工輸出量的設定(序列号165>
劉輸出量根限値的改定(序列号166)
■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的改定(序列号167)
●没定数据的保存(序列号168)
圏設定i数据初期イ七(序　畦号169)
■HB警扱、HS警抜布敷通道的設定(序列号170)
國電熱銭断裂、SSR故障南流値的改定(序列号171)
書死区/交迭区的改定(序列号172)
■冷却系数的没定(序列号173)
薗控制的八千始(序列号i74)
■這襲、控制的停止(序列号175)
■升始人工操作(序列号176>
77889990001122333445556
77777778888888888888888
附景5温度控制器(E5口J}
■通信協双的拘成
■連接形式
直近程模式造捧(序列号200)
●本地模式迭i捧(序列号201)
■后各模式逃拝(序列号202)
薗RAM鍔人模式迭拝(序列号203)
M目椋偵保存(序列号204)
■没定値写人ユ(序列号205)
培設定復写人2(序列号206)
■輸入朴正値導入(序列号207)
菖没定値演出1(序列号208)
●没定値演出2(序列号209)
自輸入朴正値遠出(序列号210)
■輸出量的演出(序列号211>
萬測定値的懐出(序列号212>
置目祢但,扱限値的瑛出(序列号213>
■屯熟銭屯流値慎出(序列号214)
778000011223445556
888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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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初始状忍駒演出(序列号215)
幽通用再入(序列号216)
圃通用演出(序列号217)
‖付泉6凋市τ十(ESiOO口)
閣通信坊双的杓成
閣連接形式
曲事件数据漠出(序列号250)
閣吋河信号歳出(序列号251>
麗錯誤栓出数据的旗出(序列号252)
團屯熱裁断銭数据旗出(序列号253)
臨Pvi数据漢出(序列号254)
匿SP数据演出(序列号255)
麗操作量数据渓出(序列号256)
駆控制監視数据遠出(序列号257)
璽調整参数演出(序列号258)
塑調整参敷写人(序列号259)
量P船控制参数漢出](序列号260)
劉PID控制参数漬出2(序列号26D
團PID控制参数写人1(序列号262)
幽PID控制参数写人2(序列号263)
翻本地SP漢出(序列号264)
騒本‡也SP写人(序5iij号265)
懸程序参数遠出(序列号266)
騒程序参数写人(序列号267)
麟道程投足模数的設定(序列号268)
圃本地設定模数的没定(序列号269)
騒外部設定模数的設定(序列号270)
團追行指令(序列号27D
謹変位(停止)(序列号272)
囲自助模式戦史(序列号273)
謹人工模式改定(序列号274)
閣A.T.執行(序列号275)
閣A.T.中止(序列号276)
圃格式号改変(序列号277)
麗組号改変(序　り号278)
薩控制器状悉歳出(序列号279)
瞬通用指令(序列号280)
附泉7K3T口智能信号処理器
閣通信功奴的杓成
願連接形式
翻変位控制(按机号)(序列号300)
/0/0ワ'
0/0/0ノ
兜兜旬皿㎜鵬潮路踊町跳四㎜川田田田肚踊m囎聡"氾㎜mmmm辺m田脳随
127
127
129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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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位校報(達蹟号机)(序列号30D
薗写人改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02)
瓢写人役定値HH(達鎮机号)(序列号303)
幽寄人設定僚H(達鎮机号〉(序列号304)
■寄人没定値L(達鎮机号)(序列号305)
書写人波定値U.(達鎮机号)(序列号306)
題寄人帯姐的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07)
蟹寄人帯組曲没定値HH(達鍍机号)(序列号308)
懸寄人帯紐的没定値H(連接机号)(序列号309>
●写人帯紐的没定値L(達痙机号)(序列号310)
量寄人帯紐的没定値H、(連鎖机号)(序列号311)
薗寄人帯姐的没定値05(達鎮机号)(序列号312)
塑写人帯組的設定億04(達躾机号〉(序列号313>
■再入帯紐的没定値03(連接机号)(序列号314)
●寄人帯紐的没定値02(達饗机号)(序列号315)
露写人帯組的没定値OI(達鎮机号)(序列号316)
題旗出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17>
■漬出没定値HH(達鎮号机)(序列号318)
口達出没定値H(達鎮号机)(序列号319)
■遠出改定債L(達鎮号机)(序列号320)
竃違出没定値LL(連接号机)(序列号321>
麗漬出帯紐的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22)
■逮出帯紐的没定値HH('達鍍号机)(序列号323)
■違組帯組的没定値H(連接机号)(序列号324)
■演出帯塩的没定値L(達鎮机号)(序列号325>
●歳出帯狙的没定値LL(達鎮机号パ序列号326)
図演出帯狙的没定値05(連接机号)(序列号327)
置裸出帯組的没定値04(達鎮机号)〈序列号328)
■演出帯£目白勺没定値03(達鍍机号)(h"7-・ダij号329)
菖演出帯姐的没定値02(達鎮机号)(序列号330)
国債出格組的没定値Ol(達鎮机号)(序列号331)
N保持数据演出(按机号)(序列号332)
■保持数据演出PH(達鎮机号)(序列号333)
●保持i数据演出BH(連銀机号)(序列号334>
■湿示値凄出(PV値)(按机号)(序列号335)
團呈示値瑛出(PV値)(連接号机)(序列号336)
■机秒数据漢出(桜桃号)(序列号337)
菖机利1数据演出(連接机号)(序列号338)
醗通用指令(序列号339)
附泉8条形碍囲漢語(V500/V520}
圏通信悔改的杓成
313232333333333434343434353535353636373737373838383838393939,39404141424343μ4
1」-111正lIl11玉1111正lf・l11111▲l11,{Il三lll11」1
145
145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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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BCR陸取升始(序列号350)
■BCR旗取停止(序列号351)
■数据逮取(序列号352)
■数据全種旗取(序列号353)
■BCR功能改定(V500)(序列号354)
麗BCR功能内容要求(V500)(序列号355)
顧存人数据的輸出要求(V500)(序列号356)
■預置i数据的汲置(V500)(序列号357>
■BCR連接碗臥(V500)(序列号358)
■存人i数据的清除(V500>(序列号359)
■数据達鎮漢取(招猫)(V500)(序列号360)
■数掘進鎮演取(中断〉(V500)(序列号361)
■BCR初期没定(V500)(序列号362)
■数据達鎮逮取(担描)(V520)(序列号363>
■数据連接逮取(中断)(V520X序列号364)
■通用指令1(序列号365)
■通用指令2(序列号366)
■系統改定
6777789900011122334
4444444455555555555
1111111上¶11具11寸11玉11上111寸」-」1
β付※9激光‖旭微{文(3Z4L)
■通信坊汲的杓成
■連接形式
麓3Z4L清零(序列号400)
■存儲升美没定(序列号401)
■毫米単位的段差(序列号402)
■E単位的没定(序列号403)
■校准設定(序列号404)
■校准改定解除(序列号405)
■程序号潰走(序列号406)
■測定条件没定(序列号407)
■測定条件的解除(序列号408)
■測定条件"没定表格清求(3000家例)(序列号409)
■車返韓測定iFl始(3000系例)(序5ii]号410)
■零遺精測定升始(3000家例)(序列号411>
■連接測定iFl始(拍描)(3000系例〉(序列号412)
■連接測定升始(中断)(3000系例)(序列号413)
■測定結果(3000系例)(序列号414)
■数据清求(3000系例)(序列号415)
自統計処理執行(3000家例)(序列号416)
■統汁赴理計算未執行(3000系例)(序列号417)
■全貌汁妙理存儲器・清零(3000系例)(序列号418)
5555575858585859595960616263臼田臼砲留656565
11111上11』1」111111111111111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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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汁処理存緒器清零(3000系例)(序列号419)
■統汁結果清求(3000系例)(序列号420)
●存儲升美改定1(3000系例)(序列号421)
■存儲升美設定2(3000系例)(序列号422)
■単純AVG次数没定(3000系例)(序列号423)
■移劫AVGl旬隔改定(3000家例〉(序列号424)
■移動AVG(H)次数設定(3000系例〉(序列号425)
癬移動AVC(L>次数改定(3000系例)(序列号426>
■自助栓測改定(3000家例)(序列号427)
掴自助栓瀕」没定免召∬余(3000系{列〉(序5iij号428)
■自助栓測改定表格清求(3000系例)(序列号429)
■374L初期没定(3000家例)(序列号430)
■測定条件没定(4000系例)(序列号431)
■測定条件改定解除(4000系例)(序列号432)
■測定条件改定表格清求(4000系例)(序列号433>
■車返韓測定升始(4000家例)(序列号434)
■偏差測定升始(4㎜家例)(序列号435)
裏道…参Xr}則定チF支台(]三1描)(4000系B弓)(序i　‖号436)
■達鎮測定升始(摘入)(4000系例)(序列号437)
■連接瀕‖定2吉束(4(X)0系{列)(序i勇」号438)
■数i据清求(40(X)系例)(序列号439)
■強制零正方向(4000系例〉(序列号440)
■強制零負方向(4000系例)(序列号"1)
■強制零解除(4000家例)(序列号442)
■3Z4L初期投足(4000系例)(序列号443>
■通用指令1(4000系例)(序列号444>
■通用指令2(4000系例)(序列号445)
■系統設定
5667788899001223334444555567
6666666666777777777777777777
11111¶lll11よー▲-⊥ーユー-且111111」11111ー」ーユ
S
附泉10視覚栓測系統
■通信坊汲的杓成
■連接形式
■測量執行(F200)(序列号450)
■連旗測量執行(ヨヨ描)(F200)(序列号451)
■達虞測量執行(挿入)(F200)(序列号452)
■基准物体登乗(忌体)(F200)(序列号453)
■基准物体盗泉(基准位置)(F200)(序列号454)
■基准物体登景(判定藁堆〉(ロ00)(序列号455)
■判定条件変更(F200)(序列号456)
■任意測量値取得(E200)(序列号457)
■測量執行(BOO)(序列号460)
■達躾測量執行(招猫〉(臼00)(序列号461)
88900」l122345
7778888888888
11]IIllI111頃Ilr-
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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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達鎮測量執行(中断)(F300)(序列号462)
麗基准物体登乗指令】執行(F300)(序列号463)
綴基准物体登景指令2執行(F300)(序列号464)
蟹照明変幼根踪執行(F300)(序列号465)
●測量執行、定位(F350)(序列号470)
隅i撮像机指定、定位(F350)(序列号47D
國場面切換、定位(F350)(序列号472)
國検査執行、文字栓査(F350)(序列号473)
蟹文字行変更、文字検査(Y350)(序列号474)
繊撮像机変更(減D(F200/F300)(序列号480>
團撮像机変更(加1)(F200/F300)(序列号48D
闘2偵化屯率変更(F200/F300)(序列号482)
麗夏位(F200/F300)(序列号483)
慰場面切換(減1)(序列号490>
溜靭面切換(加1)(序列号491)
籔靭葡切換(任意)(序列号492)
璽検温、稔査多吉束(序列号493)
璽通用指令(友送)(序列号494)
騒通用指令(友送/接牧数据)(序列号495)
6777889999000111122
8888888888999999999
11111三141111111⊥-1111
附景111D‡皇制器{V600/620}
國通信協双的拘成
翻連接形式
圏懐(ASC/1)(序列号500>
脳演(ASC/2)(序列号50D
麗撰(ASC/4)(序列号502>
麗演(ASC/8)(序列号503,)
囲渡(HEX/1)(序　り号504)
園ti柔(HEX/2)(序列号505)
騒逮(HEX/4)(序列号506>
團渡(HEX/8)(序列号507>
閣自劫逮(ASC/1)(序列号508)
蹟自劫旗(HEX/1)(序列号509)
■査向自功漢(ASC)(序列号510)
團査、淘自動演(ASC/2)(序列号511)
薗i査↓向自幼懐(ASC/4>(序列号512)
團査洞自助懐(ASC/8)(序列号513)
園査面白劫逮(HEX>(序列号514)
認査向自助演(HEX/2)(序列号515)
贈査淘自助懐(HEX/4>(序列号516)
認査淘自助演(HEX/8)(序列号517)
閣得(ASC/D(序列号5玉8)
XVf
9393959696979899000102020303個個碑0505050606
11111ーユー22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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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ASC/2)(序列号519)
■写(ASC/4)(序列号520)
■写(ASC/8)(序列号521)
■写(HEX/1)(序列号522)
■写(E{EX/2)(序列号523)
■写(HEX/4>(序列号524)
■写(HEX/8)(序列号525)
■自助写(ASC/D(序列号526)
■自助写(HEX/1)(序列号527)
■査淘自助写(ASC/2)(序列号528)
■i査洵自前写捕指令(ASC/2)(序列号529)
■査淘自動写(ASC/4>(序列号530>
■蒼海自助写舗指令(ASC/4)(序列号531)
■査淘自動写(ASC/8)(序列号532>
■査淘自助写捕指令(ASC/8)(序列号533)
■査淘自助写(HEX/2)(序列号534)
■査淘自助写捕指令(肥X/2)(序列号535)
■査両日功写(HEX/4)(序列号536>
■査淘自助写捕指令(HEX/4)(序列号537)
■査淘自動写(HEX/8)(序列号538>
■査洵自助写捕指令(HEX/8)(序列号539>
■数据校対(序列号540>
■控制(序列号541)
■差錯情才餓糞出(序列号542)
■…F旨令女ヒ理解除(序≡　華号543)
■査淘自劫棲指令姪理解除(序列号544)
■査向自劫写指令赴理解除(序列号545)
■通用指令(序列号546)
7890012333344445555666778889
000111111玉-匡-ill]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附泉{2凋制解凋器賀氏AT指令
■通信杖殴的杓成
■連接形式
■対1立机秒
■凋制解凋器的改定
■抜号操作
■ロ令対照
■友送/接枚数据
薗換褐模式
■推断指令
■通信昇常吋射程序操作
00122456777
22222222222
22222222222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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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通倍板的使用方法
本章叙述通信板的基本机能,安装方法,系統拘成及系統』没定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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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机能概要
通信板是一秒能安装到C200HX/HG/HECPU単元(CPU口4,CPU口3,CPU口2,)的通信描槽中的附件,
核附件除了支持在已有的PC本体(C200HSCQMI)的肉置RS-232C端口上執行的机能(上位縫接、RS-232
通信、玉:1縫接、Nr縫接)外,迩支持:("NT鑓i接1:N"机能。)
此外,C200HW-・-COMO4/05/06支持通信跡双宏功能。
國特点=
・通達RS-232或RS-422A/485端口,通信板提供了与各秒支持起止同歩(非同歩)方式通信1亦双的通
用没各的数据通信。
・通信板支持各秒通信挑双,渚如上位縫接、RS-232通信、1:1縫接、NT縫接(1:1、1:N)以及悔改宏功能
等,井根据需要避行切換。
・通達跡双宏功能上,用PMCR指令,通泣指定按祢准没量的順序(通信{亦汲)就能同各和蘭装成的芦品
方便地笈送、接収信号。
・研制成的通信協ぱ支持軟件,通辻筒単射…操作就能移編制成用戸原始通信跡双宏,使用了遠介支持軟
件,能把椋准配置的順序規格化,改制戒用戸的原始順序或按新規刺繍制戒独自的順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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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逓倍板的沖美
下表内力通信板的称美
                                功能                                    
型号    規格1                   CPU忌銭 上位縫接        RS-232通訊      1:1鍵接 NT縫接1二11:N   通信悔改宏
                (戸                                                     
                、                                                      
C200HW-COMO1    CPU忌銭接目     1:              ○      一      一      一      一      一
                ∠9                                                     
                、                                                      
C200HW-COMO2    RS-232C端口     iiii            一      ○      ○      ○      ○      一
                、ンン1官                                                       
                1ρ                                                     
C200HW-COMO3    RS-232C端口     、♂i:          一      O       ○      ○      ○      一
                `、                                                     
        RS-232C                                                         
        端口                    ○      一      一      一      一      －
C200HW一                        1★                                             
COMO4-E         6                                                       
        RS-232C端口     /§i声Q＼               一      ○      ○      ○      ○      ○
                95                                                      
                ミ6                                                     
        RS-232C端口     、ぎ㍉          一      ○      ○      ○      ○      ○
C200HW一                ら9                                                     
COMO5-E         ミ6                                                     
        RS-232C端口     パooρ          一      ○      ○      ○      ○      ○
                瓢9                                                     
                ミ6                                                     
                ＼o                                                     
        RS-232C端口     1:ρへ          一      ○      ○      ○      ○      ○
C200HW一                ≦9                                                     
COMO6-E         !タ                                                     
        RS-422A/485端口 ＼:ご:。ρ              一      ○      ○      ○      ○      ○
                ζ、                                                    
1'i接到SYSMACIJNKSYSNET等的鑓接単元的悪銭連接単元(C200HW-CEOO1/002)的端口
囲使用RS-232C端口遊行上位鏡鞍,Nr縫接1:N,通信扮汲宏等連接吋必須使用RS-232C←→RS-
422A/485特換遥配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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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0HW-COMO1
        一      
杜      」      }◎     一
        一一    一      
        =…             
息銭きi接
端口
C200H'W-COMO2
一              
■              
口一●ROY               
        ●■C㎝A        
                
●              
        一      
                
                
co】02■一蹴榊一                
IED表示
C200HW-COMO3
端口A
(RS-232C)
'≡』=ユロ_■洞Dγ■            
■cOMA          
                
9               
                
COMO3           一
        A5冶4,方68`     
                
一              
1五D表示
端白A
(RS-422/485)
C200HW-COMO4-E
認D表示
思銭遣i接
端口
C2001・・1'Vl「一・COMO5-E
端口A
(RS-232C)
・±≡≡==ユL」』一■RDY■cOb旧・●COMA         
                
●              
ooμo,          
                
        6唱37   
                
                
        An52"   
                
一              
IED表示
C200HW-COMO6-E
端口B
(RS-232C)
端口A
(RS-232C)
'iヨ≡三■伺DY■co締●COMA              一
                
1               
                
                
        ●問12" 
                
                
e㎝06   A円5■z〃錫■   
一              
LED表示
端口B
(RS-232C)
端口A
(RS-422/485)
■升美的設定
当使用C200HW-COMO3、COMO6的始口A吋,力符合使用条件,各必対通信板上的升美
加以改定。
・力了符合RS-422/485竜燈的美型,RS-422/485恵投(2銭式/4銭式)的切換升美
(SW1)庖調整如下:
使用2残式吋=2側
使用4銭式吋:4側
・終端阻抗(te㎜inator)的ON/OFF(SW2)。在使用RS-422/485端口通信吋,清把通信板上
的井美SW2投足力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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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移安装通信板的CPU板
以下方谷馬槽口中能liJ表装通信根釣CPU単元的神業
■安装方法
以下力安楽通信板的方法,低劣必注意:
装折通信板付必須英断屯源,否則可能引起CPU単元的俣劫作
或損杯,以致内部的元件麦生通信不良等操作方法見右圏:
(1鵬存櫟盒↓
SW2
SW1
C200HX  C200HG  C200HE
C200HX-CPU64-E  C200HG-CPU63-E  C20014E-CPU42-E
C200HX-CPU54-E  C200HG-CPU53LE  C200モ凪－CPU32-E
C200HX-CPU44-E  C200HG-CPU43-E  
C200HX-CPU34-E  C200HG-CPU33-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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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折升通信板葺子
n山鴫                           
                                oooo
                                
(3)把通信板活着槽口摘洗去
(4)美閉存儲器金的藍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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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表示
■通信規格
CPU単元前面的呈示,表示通信振駒状杏:                             
LED表示 顔色    状悉    悦明    内容
RDY     緑      燈灯    不可使用        表示通信板硬件有異常
                1河梁   設定錯俣        表示系統改定或通信防波数据内容有錯炭
                点灯    可使用  表示通信板姓ヨニ正常幼作、可能通信鉤状志.
COMB    榿      四天    表示通信中      表示端口B正在友送/接波数据中(石炭送/接枚数据的吋候灯亮)
COMA    燈      1刃天   表示通信中      表示端口A正在友送/接枚数据中(有笈送/圭妾且1　数据白旬日寸{戻Rf…甕…)
RDY
COMB
COMA
{剰酬
劃閨
囲上述内容以通信板(=200HW-COMO5,COMO6力例。
以下力RS-232C与RS-422/485端口国運イ言規格。
●RS-232C立高目
項目    規格
逓倍方式        半双工
同歩方式        起止国歩式
侍送速度        1200/2400/4800/19200bps
停送方式        点対点1奉送
侍送距萬        最大15m
接口    遵照班ARS-232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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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器脚的排列:
6       ＼9
閻      ピ
-＼     
脚号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名称
1       安全,接地       FC      }
2       友送数据        SD      輸出
3       接枚数据        肋      輸入
4       友送要求        RS      輸出
5       可以麦送        CS      輸入
6       屯源    5V      一
7       数据集牧友准各特用      DR      輸入
8       数据終端准各待  ER      輸出
9       信号用接地      SC      一
外売    安全接地        FG      一
・配用這配器:
捕美IXM2A-0901(OMRON制)或同等品。
扮軍:XM2A-0901(OMRON制)或同等品。
匿劉描法、炉軍在毎一端口上均附帯一イ・、
・推奉唱継
AWG28×5PIFVV--SB(藤食亀裂制)
CO-・MAW-SB5P×AWG28(日立繊制)
銭路長:15m以下
●RS・-422/485端口
項目    規格
通信方式        半双工
同歩方式        起止同歩式
侍送速度        1200/2400/4800/9600/19200bps
侍送方式        点,双点,多点
侍送距禽        最大50伽
接口    遵照EIARS-422A/485
・連接器脚的排列
6＼9
閲ピ
-＼
脚号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方向
1       投遣数据一      SDA     輸出
2       友送数据+       SDB     輸入
3       未使用  NC      一
4       未使用  NC      {
5       朱使用  NC      一
6       接枚数据一      RDA     輸入
7       未使用  NC      一
8       接枚数据+       R])B    輸入
9       未使用  NC      …
外売    安全接地        rc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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囲2銭式的設定吋,使用1.2或6.8均可。
・遣合接失=
播美:XM2A-0901(OMRON制)或同等品
炉軍=XM2S-0901(OMRON制)或同等品
貿描共有扮軍在毎一介端口上均附帯一ノト。
・端李竜燈言
AWG28×5P圧VV-SB(藤合屯銭制)
CO-MAW-SB5P×AWG28(日立屯銭制)
磯路長:500m以下。
■支持的通信柿渋
以下所示的是通信板支持的通信協汲的沖美
秤…業  遥用机器        連接方式        概要    対庇通信指令
上位縫接順序    pc←→千人竜脳或即      1対1或1対N      ・上位汁算机同PCl旬的通信順序・由計算机,可以監視PC的送韓状況或各地申器的劫作・使用TXD指令,可以把存儲在PC的10M区域内的数据友送到上位汁算机中     上位縫接指令TXD指令(提出友送申清用)
RS-232通信      配←→千人竜脳或兼容机  1対1    ・通信端口輸入ノ輸出,指令(TXD、RXD)的利用,可以実現来自条形掴的数i据輸入或向打印机作数据輸出等簡単釣友送接牧・能使用指令控制RS、CS、ER、DR等控制信号     TXD指令RXD指令
1ヌ寸1縫接      PC←→PC        1対1    ・把2台PC,1対1連接・実現[燵接継屯器](LR)的共有  －
NT鍵接  PC←→]町       1対1或1対N      ・把PC同prl=1或11N連接,実現数据的投遣、接収     一
通信観取宏      x←→各秒兼容机 1対1或1対N      ・対独自釣友送、接収下定又,使情意釣友送,接収成力可能・能景人的友送、接収程序最多力100件・准各能移簡単地作成友送/接収数据程序的支持工具  PMCR指令
國美干上位燵接順序,RS-232通信,1:1縫接,NT縫接的詳細情況,清参図相応的操作手冊,在本手頒
中,此后将詳細説明通信{亦改宏功能射座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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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涜杓成
通桔梗同具有RS-232C或RS-422A/485端白的外国没各的連接方式如下関所示:
●上位鍵接方式
屯1菌C2・・1・llX/HG・ma11
6
1       FG              1       FG
                                
2       SD              2       SD
                                
3       RD              3       RD
                コ7「一         
4       RS              4       RS
5       CS              5       CS
6       DR              6       5V
7       SG              7       DR
                        8       ER
8       CD                      
9               一      9       SG
                                
70                              
?ゴ                             
72.                             
73                              
f4                              
75      ST2                     
76                              
77      RT                      
f8                              
79      a                       
20      ER                      
2丁                             
2       CI                      
紹                              
24      ST7                     
25                              
●同汁算机的連接(交叉連接)
RS-CS流程控制
屯]Bi
C200HX/HG/HE
1       FG                      寸      FG
                                        
2       SD                      2       SD
                                        
3       RD                      3       RD
                                        
.4,     RS                      4       RS
                                        
5       CS                      5       CS
                ＼                      
6       DR                      6       5∨
7       SG                      7       DR
8       CD                      8       ER
9                               9       SG
70                                      
77                                      
72                                      
73                                      
74                                      
75      ST2                             
76                                      
了7     RT                              
78                                      
79                                      
20      ER                              
27                                      
22      Cl                              
23                                      
餌      ST7                             
25                                      
5
6/              9
        OOOOO   
A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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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調制解凋器的連接(直接連接)
B500-ALoe4也同祥
凋制介凋器lC2α)HX/HG/HE
1       FG                              †      FG
                                                
2       SO                              2       SD
                                                
3       RD                              3       RD
                                                
4       RS                                      RS
                '                       4       
5       CS                              5       CS
                                                
6       DR                              6       5V
7       SG                              7       DR
8       CD                              8       εR
9                                       9       SG
70                                              
〃                                              
72                                              
73                                              
f4                                              
75      ST2                     ,               
76                                              
77      RT                                      
78                                              
79                                              
㏄      ER                                      
27                                              
㏄      C1                                      
臼                                              
み      STf                                     
田                                              
1
5
6
9
●同RS422A/485変i換静的達i接(Nr・-ALoO1)
AiOOOI
C200HX/HG/HE
1
5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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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没定
使用通信板,按照各科通信順序来遊行通信,必須預先把同通信板有美的系統改定送到毎一イ・RS-
232C(或RS-422/485)増田,在PC的DM区域中分配給的通信板系統的区域没史類下所示:
囲・通信板的系統改定,利用SYSMAC支持軟件的DM盗視功能或通信防波支持軟件的[系統没定]来
遊行。
・当役定数据不正碗(超出花圃或組合差錯)吋,按訣省値段定動作,値段定数据依旧習在DM。
・在昇常捻出吋,[系統昇常FAL-9Cコ和[系統昇常FAL-9B]波田景。
字      位      使用模式        功能                    新注
                上位縫接        端口B通信条件椋准格式設定                       
                RS-232通訊      0:椋准没定→起始位              1位     
                通信口}汲宏     (初期値)数据長          7位     
        00-03           奇偶校          偶校    
                        末位            2位     
                        波特率1`介別段定→DM6551                9600bpsOO-15的没定有数  
                上位鑓i接       Cls控制イr元設定                        
        04-07   RS-232通汎      軌元(初期値)                    
DM6550          1=】縫接        1:有                    
                1=1縫接 鞘口B1=1鑓接区域                        ・一旦対生靖改定了1=1
        08-11   (主軸)NT縫接    0:LROO～63(初期壺)11LROO～312=LROO-15端口BNT髄接11N日章的pr最大母班No改定                       鎧i払就不能再更改。
                (1:N)   1～7(BCD)但是,在(200HE-CPU口口的場合ヵ1～3                      
                        端口B使用杖式設定                       
        12-15   全模式  0:左鑓接(初期値)1:RS-232C通風2=1:1縫接八姑3:1:玉笹接主姑4:M髄接(1:1)                    
                        5=NT燵接(1:N)6=通信セ力丁文宏                   
                上位継接        鞘口B通信速度的設定                     ・伎介捌役定村有敷
        00-07   RS-232逆ポ      00:1200(初期値)01:240002;480003:9600                    
                通信協双宏      04:19200                        
                        鞘口B画面格式設定1                      
                        初位数据長末位奇偶校                    
                        oo      171偶(初期値)           
                        01      171奇           
                        02      171光           
DM6551                  03      172偶           
                ⊥位鍵接        04      172奇           
        08-15   RS-232通汎      05      172ヲ巳         
                通信協奴宏      06      ▲81偶          
                        07      181奇           
                        08      181尤           
                        09      182偶           、
                        10      182奇           
                        11      182元           
                上位枝接        端口B投遣延退没定                       ・不1青∫用RS-232C鞘口
DM6552  00-15   RS-232通汎      ㎜(初端)一働単艇Om5                     通信吋,需要検査
                                                (MAX,99S延退ri∫能)
        00-07   ..ヒ位鑓接      端口B上位縫接模式机号N`).改定00(初期値)～31(号机)                       
        08-11   RS-232通汎      鞘口BRS-232通汎模式,起始碍有元設定0=光(初期値)1=有                      作存没定吋DM6554:DOO-07有効
DM6553                  鞘口BRS-232通訊模式,£i棟偶有尤改定0:元(指定接収数据)(初期値)                   '灘繊㌶男6554
        12-15   RS-232通ぷ      1:有(才旨定ge,1束石弓r)2:CR,LF設定                      指定1吋→DM6554(結束碍)
                                                指定2吋→DM6554
                                                (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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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μ
字      位      使用模式        功能                    新注
                        鞘口BRS-232通汎模式起始硯                       ・RS-232通↓札,イ又起始碍
        00-07   RS-232通ぷ      oo(初期値)～FF(BIN)                     有元改定,没在荷吋有効。
                                                ・可以更新
DM6554  08-15   RS-232通汎      端口BDM6553:12-15上指定0吋→RS-232通ぷ接収数据(BIN)00=(初期値:256位)01-FF:(1-255位)DM6553:在12-15上指定1吋→RS-232通汎模式錆束碍(BIN)oo・(初期値)-FF                    ・RS-232遊ぶ,俣起始洞有力ぢと定,・没在有日寸オ'有効。・可以更新・RS-232う直i}孔4方束石弓有光没定不正oo:訣省((lefault)(256位)
                上位健接        鞘口A通信条件椋准格式設定                       
                RS-232通卵      001椋准改定→升始位:1位                 
                通信切斑宏      〈初期値)数据長         7位     
        00-03           奇偶校          偶校    
                        末位            2位     
                        波倍率01・今別投足→DM6556              9600bpsOO-15的没定有i救 
                上位縫接        CISi擦剤有ヲ己設定                      
DM6555  04-07   Rs-232通汎1:1縫接       0:元(初期値)11有                        
                1:1髄i接        端口A1:1縫接区域                        ・一・旦向ゴ・ノ〒杖完了1:1
        08-11   (ヨ三靖)M鑓接   0:IROO～63(初期値)1:1RjOO～3]2:]」ROO～15鞘口ANT縫接1:N射的pr最大机号No.設定                    縫接,就不可再蔓1改
                (1:N)   1～7(BCD)但是,在C200HE-CPU口口的場合力1～3                      
                        鞘口A使用模式設定                       
        12-15   全模式  Ol上位縫接(初期値)11RS-232C通識211:1縫接見姑3=1=1髄i接主泊4:NT鎚i接(1:1)                        
                        5:M焼接(1=N)6;通信防波宏                        
                上位鍵接        鞘口A波特率没定                 ・収〆卜別没定時イ∫i敬
        00-07   RS-232通訊      00:1200(初期値)011240002=480003=9600                    
                通猪防双宏      04:19200                        
                        端口A画面格式設定;                      
                        初位数据長末位奇偶校                    
                        oo      171偶数(初期假)         
                        01      171寺数         
DM6556  08-15   上位縫接RS-232適訳      02器    171尤172偶数172奇数             
                通欄亦汲宏      器      172元181偶数            
                        07      正81奇数                
                        08      181元           
                        09      182偶数         
                        10      182奇数         
                        11      182元           
                上位燵接        端口A友送延退没定                       ・不用RS-232C端口通
DM6557  00一玉5 RS-232通汎      0000(初期値)～9999;単位10ms                     信ll寸,劇や咋
                                                (MAX99S延退TT∫能)
        oo-cη  上位鑓接        端口A上位健接模式机号No.設定                    
                        00(初期値)～31(号机)                    
        08-U    RS-232通訊      鞘口ARS-232通訊模式,起始碍有元没定                      没定在有吋
                        0:元(初期値)1:有                        DM6559:DOO～07有効
DM6558                  端口ARS-232通汎模式,結束碍石元改定                      ・指定Ol吋→DM6559
                        0:元(指定接枚数据)(初期値)                      (接枚数据数)
        12-15   1モS-232通}刊   1:有(指定結束在碍)2=CR,LF投足                   指定1吋_)DM6559(借勅問)
                                                指定2吋_)DM6559
                                                (任意)
        00-07   RS-232通↓刊    端口ARS-232通汎模式起始碍00(初期値)～FF(BIN)                    ・RS-232通1}《,起始硯有光没定イ川廿才有敬
                                                ・可更新
                        端白A                   ・RS-232通訂1,起始碍有
DM6559                  DM6558:対ユ2～15作0指定吋→RS-232通訊接枚数据数(BIN)                    元没定在有付オ4∫敷・rlT更新
        08-15   RS-232通汎      00(初期偵:256位)01-FF:(1-255位)                 sRS-232通訊結束硝石尤設定不正
                        DM6558:対】2～15作1指定吋→RS-232通沢模式錆束碍(BＬN)                   oo=故物(d℃fault),(256位)
                        00(初期値)-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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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矢継屯器的分配
以下説明与通信極右美的地竜器的分配情況
通道号  触点号  功能
CIO268CH通信板昇常詳細情扱区域→系統継鎮昇常FALgC麦生   oo      通信板的顕祝定吋器差借
        01      端口杁枳尋常(硬件有界常)
        02      通信扮改数据昇常(由存儲器破圷造成的通信跡双数据射利数校鐙鍬俣)
        03～10  系統預釣
        11      通信初・汲宏錯涙(有美PMCR指令執行上的錯i昊)在端口B麦生。
        12      通信目}似宏措俣(有美PMCR指令執行上的錯俣)在端口A友生。
        13～15  151[系統没定昇常友生],14:在端口A友生,13:左端口B麦生。
CIO283CH        00～03  鞘口A錯渓代碍=(全模式)0:元4翫昊11奇偶性錯i昊2:成頓錯涙3:溢出借俣4:FCS錯俣5:超吋錯涙6=和数枝幹錯涙、71指令鵠俣
        田      端口A通信昇常吋ON(全模式)
        05      端口A笈送准各]示志(上位縫接,RS-232通訊模式吋)
        06      端口A接収結束椋志(上位縫接,RS-232通訊模式酎)
        07      端口A接牧辻度椋志(上位縫接,RS-232通訊模式吋)
        08司1   端口B緒渓代碍=(全模式)軌元錯俣,1:奇偶性錯撮,2:成頓錯俣,3:溢出錯涙4:FCS措俣,5:粗目寸借俣,6:和数校識錯俣,7:指令錯俣
        12      瑞江B通信昇吋ON(全模式)
        13      端口B笈送准各就錯綜志(上位鍵接,RS-232通汎模式吋)
        14      端口B接収結束椋志(上位縫接,RS-232通汎模式吋)
        15      端口B接収迂度椋志(上位鍵接,RS-232通↓刊模式吋)
CIO284CH        oolO7   端口A同pm号机的逓倍塞有中的椋志(Nr縫接1:N模式吋)1端白A同PIフ号机的通信実行中的椋志くNr鮭接1:N模式吋)
        00～15  端口B接収計数器(RS-232通迅模式日寸)
CIO285CH        oolO7   端口B同㎜号机的通信実行中的椋志(Nr縫接1:N模式日寸)1端口B同PIワ号机的通信実行中的椋志(Nr鍵i接1:N模式肘)
        00～15  端口B接収汁数器(RS-232通訊模式吋)
CIO286CH        oo      ●端口A白描雲行中称志(連接/触友一同)(通信θ}双宏模式吋)
        01      端口B担描実行中称志(連接/触友一間)(通信防波宏模式吋)
        02～07  系統頭釘
        08～11  端口A,通信協汲宏錯俣代碍(通信{赤坂宏模式射)Ol充備俣1:元通信跡双宏功能2:程序号錯俣3:接収数据超出写人区域錯俣(超出10M同一区域)4:通信切双数据昇常
        12w15   端口B通信泌双宏借俣代碍(通信坊双宏模式吋)0:元錯俣1:元通信{亦汲宏机能21程序号錯俣3:接収数週出写入区域錯俣(超出10M同一区域)4:通信功双数据昇常
CIO287CH        00～03  鞘口A実行4吉束矩陣盒No.(0～F)(通信防波宏模式吋)
        04～07  端白A実行結束信息級No.(0～F)(通信坊}叉宏模式日寸)
        08～14  未使用
        15      端[]A287存儲有元碍0:元存儲1:宿存儲
CIO288CH        00～03  端口B実行完了矩伴食No.(0-F)(通信泌双宏模式吋)
        04～07  端口B実行完了宿患級No、(0～F)(通信目瓦又宏模式酎)
        08～14  未使用
        15      端口B288cl1存儲有元代碍Ol元存儲1:有存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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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号  触点号  功能
CIO289CH        oo      端口A再起劫]示志(全模式)
        01      端口B再起劫掠志(全模式)
        02      端口A連接招猫升始/停止椋志(通信跡汲宏模式吋)
        03      端口B連接拍描升始/停止椋志(通信跡汲宏模式吋)
        併      端口A触友]ヨ描升始/停止椋志(通信掛渡宏模式吋)
        05      端口A触麦打横井始/停止椋志(通信惨奴宏模式吋)
        06-07   未使用
        08      端口A命令実行中称志(命令文行吋)
        09      端口A友送/接枚数据信息錯俣妙理実行椋志(通信協双宏模式吋)
        10      未使用
        11      端口A取消}示志(通信泌双宏模式吋)
        12      端口B命令実行中称志(命令実行吋)
        13      端口B友送/接枚数据信息錯涙処理実行椋志(通信跡双宏模式吋)
        14      未使用
        三5     端口B取消椋志(通信泌汲宏模式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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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逓倍排改宏功能
本章介招通信板支持的通信{亦双宏功能和肉置椋准順序的使用方法
以及故障解除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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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信1赤旗宏功能概要
通信椀改宏功能是把同連接在RS-232C或RS-422/485通用狙件等各稗通信,机器之河的数据送牧信
順序(友送、接収程序)、通泣通信坊汲支持軟件、世用戸自由編制,以PMCR指令就能{移真行的用戸原始通信
椀汲、在通信板(COMO4/COMO5/COMO6)或通信切・双支持軟件上預先安置了椋准的12稗通信順序、此様准配
置的通信順序既可直接利用,也可以将其一部分更改之宿将利用。
通信板
(帯有通信泌杖功能)
通猪防双支持軟件
誌要定制通信数据
格式。
(1200}X/1・IG/HE
市害的汁測器
姐装芦品,屯脳等
非同歩(起止同歩)通信
ぽド
・』　多多蓼1
一三寒
視覚仏枳装置
温洞
観
数字式屯圧表
凋制解凋器
楽形碍渓出器
熟熟噸
制器
激光測徴収
按椋准配置在通信板上
18
---------------------[End of Page 5076]---------------------



■連接形式
釆用通信1亦汲宏的連接形式如下所示
●RS-232C(以C200HW-COMO5力例)
在RS-232C端口的連接力1=1連接(屯纏K最大15m)
下面所示的力RS-232C的連接形式
<RS-232C>
端口B→
〈RS-232C>
端口A→
C200HX
/HG/HE
帯RS-232C圭妾i口
的通用机器
帯RS-232C]妻田
的通用机器
●RS・-422A/485(以C200HW-COMO6-E先例)
在RS-422A/485端口的連接可以是1=N連接(屯銃長最大500m)。而且,若党1:1
連接,延長屯纏距南后,也是布敷的。下国所示力在RS--422A/485端口的連接形式。
〈RS-232C>
端口B→
〈RS-422/485>
端口A→
C200HX
/HG/HE
温度RS422/485帯
挟制器通信功能的形式
温度RS422/485帯
控制器通信功能的形式
温度RS422/485帯
控制器通信机能的形式
温度RS422/485帯
挟制器通信机能的形式
50Qm
温度
控制器
温度
控制器
温度
控制器
温度
控制器
=500m
㌶;㌶式)
㌶麟式)
鑑1;㌫,)
㌶;麟式)
要求・RS-232C屯纏長度涛波定在15m以内,超迂了15m就不能保証正常劫作。
・RS-422/485的屯幾,其長度泣在500m以内,否則不能保証正常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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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485端ロー>RS-422/485帯通信功能的姐装7品的連接形式
下函折示的力RS-422/485端口上連接RS-422/485帯通信功能的各秒組袋戸品吋的接銭形式。
通信板
帯RS-422通信功
縫接遥配器
能的各枠組袋戸品
B500・・ALOO1
RS-422接ロ      信号名  脚号    屏蔽銭                  脚号    信号名          RS-422接口                                              信号名          脚号    屏散銭                  脚号    Rs-422接ロ
        SDA     9       ＼〉</  (××   ＼      9       SDA                                                                                     ＼〉く/ (××   /×(＼          
        SDB     5                               5       SDB                                                                                                             9561    
        RDA     6                               6       RDA                                                             SDASDBRDARDB            9561                                    
        R]DB    1                               1       RDB                                                                                                                     
        SG      3                               3       SG                                                              SG              3                               3       
                                                                                                                                                                                
        FG      7       と                      7       FG                                                              FG              7       Y                       7       
                                                                                                                                                ●屏蔽銭                                
通信根接上位縫接単元或逓配器                                            信号名  SDA             SDB             RDA             R1)B            SG              FG                              帯RS-422通信功能的各秒組装宇品  
                                                脚号    9               5               6               1               3               7                                       
                                                (                                                                                                                               
                                                                                                                                        〉十                                    
                                                                                                                                                                                
                                                脚号    gl5161113                                                                               7                                       
                                                脚号    RS-422接目                                                                              脚号                            脚号    RS-422接目
                                                9                                                                                       9               (               9       
                                                                                                                                                                                
                                                5                                                                                       5                               5       
                                                                                                                                                                                
                                                6                                                                                       6                               6       
                                                                                                                                                                                
                                                1                                                                                       1                               1       
                                                                                                                                                                                
                                                3                                                                                       3                               3       
                                                                                                                                                                                
                                                7                                                                                       7       土                      7       
3G2A,9--ALOO4・・E縫接遥配器
●RS-232C端ロ←→RS・-422/485帯通信功能的組装宇品的連接形式
下園所示蘭方RS-232C端口上連接RS-422/485帯通信功能的各科鎧装芦品吋的浅裂形式。
                                        変換接共通信板NT-Amo1屏破鏡                                                                     帯RS-422通信功能的各科蜆袋戸品          
        RS-232C接口     信号名  脚号                            脚号    信号名          信号名  脚号                                    
                FG      1                               1       FG                      1                                       
                                工                                                                                              
                SD      2                               2       SD              SG      2                               脚号    RS-422接ロ
                ゆ      3                               3       RD              SDB     3                               RDB     
                                                                                                                ●              
                田      4                               4       賂              SDA     4                               RDA     
                                                                                                                                
                CS      5                               5       CS              RDB     5                               SDB     
                                                                                                                                
                5V      6                               6       5V              RDA     6                               S1)A    
                                                                                                                                
                DR      7       )                       7       DR              CSB     7                                       
                ER      8                               8       ER              CSA     8                                       
                SC      9                               9       SG                              ・:i                            
                                                                                                                                
                                                        RS-232                  RS-422                          =lI     脚号    RS-422接口
                                                                                                                        RI)11   
                                                                                                                                
                                                                                                                        RDA     
                                                                                                                                
                                                                                                                        SDB     
                                                                                                                                
                                                                                                                        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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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没定=
以通信坊双宏遊行通信吋,系統的改定如下所述:
使用模式的没定
信坊汲宏:把DM6550位12-15没到6(酪一232C端口B)
把DM6555位12-15没到6(RS-232C端口A)
●通信条件
能任意改定。在祢准改定的場合符合以下的通信条件。
起始位:1位
数据長:7位
奇偶校:偶校
停止位:2位
波特率:9600bps
匿i至1・有美系統改定的順序清参照"1-5系統設定"。
・初期値力椋准没定,昔在椋准没定之外在利用通信{亦双宏功能日寸,須改変通信設定。
■通信梼汲宏的杓成
通信跡双宏是把同連接在RS-232C或RS-422/485通用組件等許多通信机器之河的数据友送/接i
枚数据順序(友送接収程序),使用通信悔改支持軟件制戒的。
通信跡双宏的杓成和下所示:
笈送/接枚数揚程序的杓成
友送/接収i数据程序能{移登景/利用O～999件,即最多辻1000件。此外,毎1件的笈送/接枚数揚程序
最大由16歩絢成。
                        端口B                   
処理升始通信悔改宏実行中        PMCR                                    国画
                                        ,ノ/一  
        "衰退/接端口指定+枚数据程席亭                   友送/接収数据程序号000          
11斗ド際蕊}                     〉端白指定2     ～              
        輸出源数据首通道号                                      
                                友送/接枚数据程序号999  鴎＼べ＼、＼、  歩号6囲
        愉人目椋数据首通道号                                    
                                                
端口A
端口指定1
友送/接枚数揚程
序号000
ヨ
友送/接枚数据程
序号999
_一ノ[塑」←    歩弓15
        
ご＼、、、、、＼＼      歩号0歩号1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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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送/接収数据程序的没定内容
用通信泌汲支持軟件編制友送/接枚数据程序吋的設定内容如下=
単元    改定項目        内容    改定
序列    傳送控制        設定X-on/X－㎡流程控制,RS/CS流程控制等的侍送控制方式    X-on/X-oぽRS/CS凋制解凋器控制,定昇符控制,通路争寺状本校制
        鍵接手  対手PC均通信板之河,数据共有的区域,分外遊行没定  CIO、LR、HR、AR、DM、EM
        盗視吋1旬       投足送接牧牡理的監視酎  等待接牧,接収結束,友送結束0.01秒,0.1秒,1秒単位
        ロ向座的通知方法        設定写人牧到的数据的吋同間隔    担描通知,描人通知芸1
歩      反夏汁数器      設定歩的反夏次数        常数仁255CIO、LR、HR、AR、DM、EM
        指令    設定笈送/接枚数据指令的砂美     Send、Recv、Send&Recv
        夏算次数        仮在&nd&Recv指令吋造庭借渓射的夏算次数  0～9
        友送等待吋阿    友送付,没定数据送出之前的等待吋1司      0.01秒、0、1秒(秒単位1分単位)
        友送信息        当指令力Send或Send&Recv的吋候,設定笈送数据      株題;地斑、長度、数据、数据錯俣校強代碍,結果符
        接収宿患        当指令力Send或Send&Recv吋,設定期待的接収数据    杯題、地批、長度、数摺箔俣校註代碍,結束狩
        接牧矩陣        当指令力艶nd或&nd&Reev吋,設定期待的接収数据(最大15秒美),使用取得了一致的数据変更赴理    椋題、地祉、長度、数据錯俣校壁代碍,結束符,次姑理
        n向座通知有元   設定走査:盲人牧到的数据 有、元x2
        次姑理  当歩己経正常結束日寸,投足下一歩虚韓移至什客歩   En∫1、Got・、Next、莇on
        措涙処理        当歩的昇常結束吋,設定下一歩座持移至什広歩       End、Goto、Next、Abon
づ12
祈特
只有当内位通知[有ユ吋オ布敷。
当日改定了胸座通知方法日ポー定得把痢庇通知没定在[有],如果没定在[元]那広,即使役定n向泣
通知方法,也成力元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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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信士亦汲支持軟件
通信協改支持軟伸足利用通信板扉支持的[通信協双宏功能]力了用戸能制作成独自的皮送/接収数据
程序的一秒軟件,井在通信協双支持軟件上預先配置了椋准的12秒笈送/接牧数据順序,既可直接利用遠
科嚇准配置的皮送/接枚数据順序,也可変更其一部分遊行利用。
以下対通信協双支持軟件的功能作一概述
■通信跡双支持軟件的特点
・按照菜単迭捧方式,能用対活形式簡単地設定衰退/接収数据程序。
・友送/接牧i数据程序最大能登泉1000件,貝母一条程序最大由16歩杓成。
・毎一程序均可設定薙接通道,盟祝町伺、呵庇通知方法、侍送方式支持Xon/XOFFN2Rt程控制,RS/CS流
程,凋制解凋器控制,定昇符控制及通路争寺状志方式。
・射干毎一歩均能設定反夏次数,友送/接収数据指令,友送/接枚数据信息,接収矩陣,次地理及錯俣
赴理。
・対干支送目的地的地趾或友送数据,除常数外、也可以改定力変数N,wild或凋用通道,因力変数N的
疽,毎当歩重夏一一次耕運加一・↑'量,散鮨向夏数的号机,達鎮送出信息,或者以来格形式把存儲的数据
連接送人通道。
・往歳送信息上SUM、LRC、CRC中的任一介錯俣校豊代碍或長度自助地被附加友送出去。
i接収吋根掘遊走的錯俣校職代碍,自助地遊行措涙控制,接接牧息。
・当歩終了吋,定又正常終了吋的次赴理(End,Goto,Next,Abort)或昇常終了吋的措俣赴理(End,Goto,
Next,Abolt)。也可以結束或中断処理或跳到下一介歩及任－f卜歩。
・在接収矩陣中,能設定期待的接収信息,最大可辻15沖美,能対毎一介信息定又次姪理、錯俣処理。
因美予通信跡汲支持軟件的洋細情況,清参照[通信協汲支持軟件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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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一覧
下表力通信跡双支持軟件的机能一党表
名称    功能・  内容
通信切双一党    一      艮示已壁泉的通信協汲一党
        編制通信扮似新規        作方新規的通信防波一寛
        通徹亦双消除    消除通信坊双
        通信切斑夏制    夏制通信泌汲
        通信{亦双名称改変       更改通信協似的名称
        序列号苑圃      設定通信口}双上使用的序列号
保存    全保存  保存通信{亦双数据及包含系統設定情投射所有数据
        通信扮双保存    保存指定通信跡似的協双数据
        設定精根的保存  保存系統設定情根
輸入    全輸入  輸人通信泌似数据及包含系統改定情張的全部数据
        通信泌双輸入    論人指定通信扮汲的扮双数据
        設定精根輸人    輸入系統設定情銅
系統没定        耳鏡遊走        設定使用的打印机及映省(default)的数据通路
        通信条件投足    没定時PC本体通信的条件
        PC系統没定      作PC本体的系統没定
侍送(通信跡改)  通信協双一覧(㏄)        把壁泉在PC本体中的通信跡双一党昆示出来
        通信掛双一覧(File)      昼赤目椋文件内的通信協双一覧
        pC-→汁算机     ノ人PC本体旗出週間亦双数据
        汁真帆.→PC     把通信坊世数据写人PC本体
        計算机←→PC    在PC与支持軟件之阿核対通信跡双数据
        保炉    遊行通信協双数据保炉的設定/解除
侍送(PC系統潰走)        PC→汁算机      夙PC本体遠出系統設定情扱
        汁算机→PC      把系統設定橋姫写人PC本体
区域監視        一      送行指定通道的盗視/現在値変更
銀踪    一      侍送銭釣眼踪及銀踪数据的懐出
印字    全印字  把全部通信挑波数据打印
        通信{亦波印字   把‡b定通信肋双的通信協双数据打印
文件管理        文件一菟        最示指定的文件一党
        文仲夏制        夏制指定的文件
        文件消除        消除指定約文件
        文件名変更      変更指定的文件的文件名
        一      変更文件的呈示対象
笈送/接枚数据程序一党   一      毘示指定通信切放射程序一党
        程洋算制        夏制指定射程序
        程序消除        消除指定艶種序
        程序名変更      変更指定的程序的程浮名
友送信息一党接収信息一党        一      呈示指定通信{赤坂的皮送/接枚数据情意的一覧
        信息夏制        夏制指定的信息、
        信息消除        消除指定的信息
        信息名変更      変更指定的信息的信息名
接収矩陣一党    一      呈示指定通信切取的接収矩陣…覧
        矩隣裏制        夏制指定的矩陣
        矩降消除        消除指定的矩陣
        矩陣名変更      変更指定的矩陣的矩侍名
友送/接枚数据程序編輯   一      遊行笈送/接牧数揚程序的編輯
友送信息編輯接収信息編輯        一      避狩犬送/接収数据情意的編輯=
接収矩降        一      遊行接収矩降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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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珠境
以下叙述通信協汲的支持軟件
硬件
通信協改支持軟件執行功能的硬件如下:推若使用的汁算机称美較多
制造商  型号
OMRON   FC987
NEC     PC-9821Xa,PC-9821Xf,PC-9801BA,PC-9801Bs2,PC9801Bx2㏄9821Na,PC-9821Nx,PG)821Ne2PC-9801NS/A
能使用的模決如下所示
●合式
NEC
NEC
NEC
NEC
NEC
NEC
NEC
NEC
NEC
NEC
NEC
●筆↓己本式
pc-9821As
PC-9821Bs
PC-v9821Bx
PC"・・p9801RA.
PC-9801DA
PC-9801DX
PC-9821Xp
PC-9801NS/T
PC-9801NS/E
PC-9801NS
PC--9801NS/R
OMRONFC985
0MRONFC986
NECPC-9821Nd
NECPC-9821Nm
NECPC-9801Ns/L
鉋使用吋清使用上記的推奉祝秒,下述机秒,不能保証通信t亦双支持軟件的退行,勿使用
NECPC-98LT,PC・-98HA,PC-98XA,PC--98XL,PC-98XL2,PC-・98RL,PC-H98系i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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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算机使用条件
能使用通信1亦双軟件的机科㍉須具各以下条件
条件項目        条件
CPU     80386/80486
内存    440K以上
硬童    1M以上
軟盆駆動        1台以上
打展存儲器      力了使用方便,希望在1M以上
操作系統        NECMS-DOSV3.3D/V5.0
日本措輸入      即st系統ATOK7/ATOK8NECA1假名汲字変換(添附在MS-DOS上)WXH(ATOKAPI設定)E鵬的没定是必要的
掃示器  倒Ox(饅0(OMRON.NEC)
鍵亙    丑s椋准的鍵盤
國通信跡双支持軟件井井Ms-windows用的軟件,散在Ms・-wind・ws上元法意行,芳必注意。
日本6吾EP(frontendprocesser,前端タdlge器}
用通信跡双支持軟件使用附加在MS-DOS上的日本語変i換程序或布告的日本}吾変換程序,便可用日本
悟輸入笈送/接収数据信息及文件保存吋約文件名等
左通宿跡双支持軟件上,下i己的日本悟変換程序可以使用由手遠些程序段定在CONFIG、SYS文件里、所
以可以輸入日本悟。
・NECAI
・ATOK7
・ATOK8
・WXII(ATOKAPI遊走)
國虫干使用日本悟変換程序,有付必需打充存儲器,具体清参照逮美日本悟変換程序附属的使用説明
弔。
打印
在通信1亦汲支持軟件中,可以使用下述微光打印机或装有JIS第1椋准双手136桁的打印桃
割造「  机秒
NEC     PC-PR201/63A
        PC-PR201/60A
        PC-PR201/GS
        PC-PR1000/4
EPSON   LP-1600
        VP-1700/PC
CANON   LBP-A404GH
        LBP-B406S苦1
        LBP-B406E苦1
        LBP-A304EI
RICOH   SP8
'在IBP-B406S/406中清使用201H的控制十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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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置椋准通信t亦汲的使用方法
本章対通信跡双支持軟件中内量的椋准通信坊双的使用方法作一説明。
■内置椋准通信撤叉的神業
通信跡汲支持軟件中内量的祢准通信1亦ぱ有以下12秒
通信跡汲名称    功能
E5口K温度調布器旗       通達通信板控制E5口K温度凋常器的通信協汲。懐操作量及操作参数的順序。
E5[]K温度調布器写       通泣通信板控制E5口K温度凋常器的通信跡ぱ。写没定点及操作参数的順序。
E5ZE温度控制器浜        通泣通信板控制E5ZE温度控制器的通信切・波。旗人測量温度及操作参数的順序。
E5ZE温度控制器写        通述通信板持制E5ZE温度控制器的通信協双。写控制温度及操作…参数的順序。
肪〔]」温度控制器       通辻通信板控制E5口J温度按制器的通信{亦双。写没定点,旗輸出数及懐/写操作参数的順序。
ESIOO〔剛芋汁   道辻通信板控制ES100[コ按制器的通信跡双。写凋苓参数,旗操作数字,及逮/写操作参数的順序
数昆測量収      通泣通信板控制数湿測量伐的通信椀波。設定写比較債、逮呈示値的順序。
V500/V520条形碍周波器   通道通信板控制条彫碍聞違器的通信1亦波。左近程模式下控制条形掴囲演器、演条形弱囲渓器中懐人的数据、嬢/写操作参数的順序。
3Z4L微光測微{叉 通道通信板控制微光測微伐的通信悔改。左近程模式下控制激光測徴収、旗測量数据,及逮/写操作参数的順序。
F200/F300/F350視覚栓測系統      通泣通信板控制視覚栓測系統的通信坊双。在近程模式下控制視覚オ金測系統,旗測量値,及漢/写操作参数的順序.
V600/V620m控制器        通達通信板控制ID控制器的通信肋似。執行懐/写ID控制器及慎写操作参数的順序。
凋制解凋恭賀氏AT指令    通道通信板持制Modem的通信口}汲。初婚化M《)dem,抜号,数据倍送,食残及切換到退出模式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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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椋准通信跡奴的執行方法
通道]丸行PMCR指令,来実現内量的祢准通信枕、双。以下叙述PMCR指令的執行順序和操作数的改定
内容
●PMCR指令的操作数段定内容
PMCR
端口+序列号
笈逆数据首字
存吐接収数据首宇
端口:没定力1(端口A)或2(端白B)
序列号:設定方所需的序列号。
友送数据苗字:設定包括所需笈送数据存甦区営字。
存殿接収数据首字:設定存尤有接枚数据存虻区営字。
当役有接収数据付,没置1介虚拡字。虚捌手中不存延任何数据。
●PMCR指令的執行順序
馳(1)向友送数据首宇改定必要的数据。
嗣資料中表明了各肉置跡双所需的拮拘。対手各t亦汲的各全通信序列都分配有一ノト首投送和接収字。
対手需要友送字分配的序列,笈送数据必須根掘字分配遊行没定。在接牧字分配中,序列接牧的数
据的分配字是赤駒的。接収数据付,通道接収字分配来栓査新帝的数裾分配。
(2)在没有共営PMCR指令執行吋,可執行PMCR指令。(即其営PMCR指令執行吋,不能再執行PM-
CR指令)。
囲PMCR指令射幸執行/執行的判定,用椋志28908(端口A)、28912(端口B)来碗杁。
(3)椋志28908(端口A)、28912(端口B)成力OFF吋,説明PMCR指令的執行結束。
貿此吋,若様志28908(端口A)、28912(端口B)継鎮保持ON,説明核程序在執行中麦生了茶利1差措錯浜
中,除了通信銭路的錯俣之外,也可能是元敵哨庇錯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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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匿]此吋,若様志28908(端口A)、28912(端口B)継接保持ON。説明核程序在実行中皮生了某秒借涙,
除了通信袋路的錯俣之外,也包含哨座付刻不正碗的籍没(包括在各通信鳩座中的終了代碍井不
是正常終了的場合)。
●梯形圏程序示例
・輸入継屯器(性理升始)000000N,通信坊双宏実行中称志(28908:端口A)OFF吋,凋用益衆在通信板
上的笈送/接収数揚程序No.100,通迂通信板的端口A,遊行数掃射友送馬接収。
・友送数据以DMOOO1力首通道,升始懐出居友送。
・接収数据以DMOO11力首通道存人達鎮的通道中。
・統昔在DMOOO1以后的i数据中(包含DMOOOO)有効通道的数量,井将核数量没定在DMOOOO中。
DMOOOO
DMOO10
有効通道数
友送数据
・統汁在DMOO11以病的数据中(包含DMOOIO)被!ML存数据通道的数量,井将咳数量由系統設定在
DMOO10中。,
DMOO10
DMOO11
布敷通道数
友送数据
3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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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故障解決方法
当通信板在這用中裁生錯俣吋,由PC的昼示部分作出呈示或通道錯俣代碍的輸出通知控制器。逐向
与通信板有美的継屯器区域存人錯洪i炎別及錯俣部位,当通信板出惜吋,清参照下表,柔取遥当的措施。
囲・麦生系統昇常FAL-9C吋,PC的ERR/ALMLEDl刃灰。
・麦生FAL-9迭介錯俣吋,表明通信板已不能劫作了。
・麦生FAL-9Bii2,it;'介錯俣吋,通信板イ乃可這作。
錯俣    通知方法        原因    対策
                ・WDT(監視吋紳)規定吋1旬已到而  交換通信板,再接遇屯源
WDTE(盗視吋     ・系統拝堂FAL-9C        尋致的昇常      
紳錯涙) ・26800=ON      ・硬件昇常,軟件拝堂(這特失控等)造成的   
                ・通信板元法幼稚        
存儲器昇常(通信根系筑波定区域〉 ・存儲器昇常F互・272U=ON        ・通信板系統設定区域因(DM6550～DM6559)的存傭器破杯面皮生・遊行昧者値段定劫作    把通信板系統没定数据再一次重斬寄人
        在[通信悔改区域ユ麦生吋,系統    ・由干FLASH-ROM的数据道破杯而麦生       在[通信坊汲区域ユ錯涙麦生吋,使用通信協収支持歌件,重斬筍人通
FLASH-ROM存緒昇常       昇常FAL-9C26802=ON[RDY]圧D内大在[系統区域]友生吋[RDY]LED        ・蓑虫在[系統区域]拝堂吋動作元法実行・麦生在[通信協双区域]拝堂吋PMCR指令元法実行(道行ER椋       信協双数据恢瓦之后,昇常敷解除,便可継鎮劫作
        好天    志変成ON)       
                ・通信協汲区域不能旗出  
RS-232C端口授別昇常     ・系統昇常FAレ9C・26801=ON・[RDY]U8D灯火        ・屯源ON酎,由干不能規則RS-232C端口和麦生的昇常・由硬件昇常造成・造成動作不能i雲行       交換通信板,再通鬼瀬
        ・系統昇常FAL-9C        ・通信板系統設定(DM6550～       校識通信板系統的没定内容,在遺
通信板系統没定昇常      '26815=ON26813=ON(在端口B笈生)26814=ON(在端口A麦生)[RDYユLED丙灰        DM6559)変成不正碗的数値・把柄美的通信板系統没定値用初期債来劫作 合的端口重新起動
        ・錯渓美別的登乗        ・RS-232C増田A、B」与連接机器   ・在遥合的鞘口再次起劫或者実行
        28300-03(端白A) 之間的通信麦生昇常      1モXDPMCR手u令,辻番介継屯器
        28308-11(端口B) ・由予通信通路尋常,及通信条件   初婚化
        ・錯俣麦生的有元登景    設定錯俣而造成  ・栓査通信通路
通信昇常        28304=ON(端口A)28312=ON(端口B>          ・枝川一下改定的通信条件
        ・溢出椋志,             
        28307=ON(端口A)         
        28315=ON(端口B)         
                ・PMCR指令、RXD指令、TXD指令    ・核対一下指令的操作数
指令執行錯涙    ・25503(ER椋志)ニON     実行吋的県営・由指令操作数的設定錯渓而麦生的    
        ・系統昇常FAL-9C        ・在把実行PMCR指令射的接収数    重斬稔査PMCR指令的操作数和
        ・26811=ON(端口B)       据写入IOM吋,超出了同一領域      逓倍扮双数据,待昇常解除后,再
        ・26812=ON(端口A)       ・虫干PMCR指令的操作数句通信    実行
接収数据尊人区域溢出錯俣        ・歩号登最・28704-07(端白A)・28804-07(端口B)    坊双数据的没定籍涙雨麦生・接枚数据没有反映到10M上造成錯俣       
        ・接牧矩陣盒号.         
        ・28700～03(端白A)              
        ・28800～03(端口B)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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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
温度凋市器(E5口K漢出†亦改)
通信跡双[温度凋d斉器](E5〔コK域i出材↑ilsc)是対JAPC,21由通信板、RS-232C或mS-485竜燈連接的凋
市井以遠距禽避行各秒遊走的懐出或控制的通信{亦汲。
團逓倍紡改的杓成
通僧坊汲[温度凋常器(E5口K'凌出系統)]的絢成如下所示。
序列号  通信序列名      功能    梯形困接目      
                        友送字分配      接収字分配
000     処理値裸出      遊出赴理値      ○      ○
001     斜率目縁債瑛出  違出料率目椋値  ○      ○
(x)2    操作量遠出      演出操作量(加熱)        ○      ○
003     目椋値遠出      懐出副示債      ○      ○
僻      警抜値旗出      撰出駕根値      ○      ○
005     比例帯,枳分目相判、微分吋間渓出 遠出比例帯,秋分射向、微分吋間   ○      ○
脳      冷却乗数撰出    撰出冷却乗数    ○      ○
007     死区立出        陸出死区        ○      一一〇
oo8     人工夏位値演出  撰出人工変位値  ○      ○
oo9     関市英敏度渓出  逮出田市爽数度(加熱)    ○      ○
010     控制周期懐出    歳出控制周期伽熱)       ○      ○
0工1    SP斜率日寸間単位、没定値域出    遠出SP料率吋阿単位,SP斜率没定値 ○      ○
012     LBA検出吋河懐出 旗出LBA:輸出日綱        ○      ○
013     停止吋,異常吋操作量撰出 歳出停止吋操作量,昇常吋操作星   ○      ○
014     操作量扱限演出  瑛出操作量的根限        ○      ○
015     輸入数字濾波器懐出      遠出輸入数字濾波器      ○      ○
016     善根滞后漬出    漢出警報1滞后、警根2滞后        O       ○
017     温度輸入朴正値旗出      旗出温度輸入朴正億      ○      ○
018     等級0参数陸田   旗出等級0模式的各参数   ○      ○
019     等級1参数選出1  旗出等級1模式的各参数   ○      ○
020     等級1参数憧出2  旗出等級1模式的各参数   ○      ○
021     等級2参数瑛出1  陸田等級2模式的各参数   ○      ○
022     等級2参数慎出2  遠出等級2模式的各参数   ○      ○
023     通用旗出        旗出指定号的参数値      ○      ○
○: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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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使用E5口K温度凋常器漢出坊似吋的連接形式如下所示=
●RS-232C接銭
C200HX/HG/HE
E5〔コK
通信板RS-232端口        PC‖    PS      RS-232C 
        B               →      
                                
通信板
RS-232C
RS-232C=9P
信号名  脚号                                    E5口K           
㏄      1                                       RS-232C         
                        ＼                                      
SD      2                                               胸骨    信号イ
RD      3                                               13      S1)
                ]]      :屏蔽銭                                 
RS      4                                               14      RD
CS      5                                               1       SG
DR      7                                       …              
ER      8                                                       
SC      9                       ⊇                              
國・連接形式力1対1,亀鑑長最大15m
・亀鑑清使用帯屏蔽的対段銭(AWG28i以上)
●RS-485接i銭
C200HX/HG/HE
E5〔]K
通信板RS-485端口        PC‖    PS                      
                                        
                                        
        琶                              
                                →RS-485        E5[コK
                                        
                                        
                                        
                                →RS-485        E5口K
                                        
                                1       
                                        
                                →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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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連接形式是1:1或1:N,在1対N連接形式吋最多能達接32台
・屯躯長度最大力500m,清使用帯屏蔽的対絞鬼燈(AWG28i以上)
・仮対侍送袋路二端的装置加接終端頂載,例如:在下例閤中,
No.O～NO.29土均不連接終端負載,終端負戦清使用120Ω、
1/2W的屯阻。(二端的合成屯阻54Ω以上)
通信板
RS-485
A<B:【i2t添田
A>B=【O】空格
≦多端負載(12aΩ1/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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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処理疽逮出(序列号000)
演出心理億,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0友送致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文選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O
存儲通道+1
接収数据通道数
現在億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皮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現在億(4位BCD)  定椋下限一上限
凹斜率自称値遠出(序列号OO1)
懐出斜率目縁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笈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OXI: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衰退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妾枚数据+0接収数据通道数
存儲通道+1斜率目椋値
偏移}c  内容(数据形式)  数拡
+0      投送数据通道敷く4位BCD) 0002
+1      料率目蘭直(4位BCD)      目椋償根限下限一上限
薗操作量懐出(序列号002)
漬出操作量(加熱)、操作鷺(冷却),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一投送数据通道数一
起女極道・1(不定[蛎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埠元号(2位BCD)  00～31
④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接枚数据通道数
操作量(加熱)
操作量(冷却)
偏移星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操作量(加熱)(4位BCD)    FO50～]050(F表示負"一")
+2      操作量(冷却)(4位BCD)    FO50～1050(F表方≒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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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5092]---------------------



四目椋値漢出(序列号003)
懐出目祢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④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2Ri送致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②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塁:?接讐道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鎮撫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日柄値(4位BCD)  目椋億根限下限一上限
謹警抜値漢出(序列号004)
凄出書振値1,書振値2,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逆数据+0笈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玉(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②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緒通適
しーユ【ノ一
十十十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接枚数据通道数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警扱値1                                
2警扱偵2                                
                +1      警報働(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2      警報値2(4位BCD) A999～9999槻'示"一"Al表示'`-1"
麹比例帯、親分酎間、微分吋周漢出(序列号005)
陸出操作量(加熱)、操作量(冷却),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緒通道
十
+1
十
+3
013     接枚数据通道数
        比例帯
        枳分附同
        微分射向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比例帯(4位BCD)  oooo～9999
+2      枳分付1司(4位BCD)       oooo～9999
+3      微分日寸間(4位BCD)      000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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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冷却家数懐出(序列号006)
漢出冷却家数,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友送致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1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倍通道+1
政情数据通道数
冷却系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冷却票数{4位BCD)        000ト9999
■死区懐出(序列号007)
懐出死区,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緒通道+1
接枚数据通道致
死区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死区(4位BCD)    A999-g999F表示"一"A表示"-1"
圏人工皇位値漢出(序列号008)
漢出人工夏位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儲通道
+1
接収数据通道数
人工夏極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人工変位値(4位BCD)      0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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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市司敏度漢出(序列号009)
逮出凋常艮敏度(加熱),凋中東数度(冷却),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a(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三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接枚数据通道数
凋竿員数度(加熱)
凋廿英敏度(冷却)
国控制周期漢出(序列号010)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凋市泰測度(加熱)(4位BCD)        000ト9999
+2      調布艮数度(冷却)(4位BCD)        0001-9999
逮出投制周期(加熱),控制周期(冷却),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皮送数据遠道数
鋤髄・1(碇)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政数据+0
存儲通道+1
+2
接収数据通道数
控制周期(力嚥)
{投継期{冷却)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牧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控制周期(加熱)(4位BCD)  OOO1-0099
+2      控制周期(冷却)(4位BCD)  0001～0099
閣SP斜率対向単位,没定値遠出(序列号Ol1)
遠出SP斜率吋同単位,SP斜率没定値,把結果有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l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髄.il(碇)1醐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緒通道+1
+2
接枚数据通道数
SP斜率対向単位
SP斜率没定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SP料率射向単位(4位BCD)  0000～0001
+2      SP料率投定値(4位BCD)    000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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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LBA検出吋i司漢出(序列号012)
演出LBA検出吋恒L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0友送致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炭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i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接枚数据通道数
LBA検出時間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LBA輸出吋1司(4位BCD)    0000～9999
困停止吋、昇常吋操作量漢出(序列号013)
棲出停止吋i操作量、昇常吋操作量,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⑱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炎送数据+0笈送致据通道数
起始鍵・1「稚)1単元号
偏移鉋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O接波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儲通道+1
+2
接収数据通道数
停止吋操作量
昇常吋操作量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停止吋操作量(4位BCD)    FO50～1050F表示負'㌧"
+2      異常吋操作量(4位BCD)    FO50～1050F表示負"一"
圏操作量扱限漢出(序列号01.4)
演出操作量根限上限値,i操作量扱限下限値,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友送致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      単元号(2位BCD)  00～31
⑧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儲通道
し12つ」
十十十十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OIう一3 接枚数据通道数                          
        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0      接波数据通道数(4位BCD)  ㎜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1      操作量根限上限値(4位BCD)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1～1050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                              
                                        
                        +2      操作鍛根限下限値(4位BCD)        FO50～操作量根限上限億一】,F表示負``_,,
                        +3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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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輸入数字濾波器漢出(序列号015)
瑛出輸入数字濾波器,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0没送数槍通道数1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1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く2位BCD) 00～31
⑳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接眼数据通道数
存傭通道+▲輸入数字濾波器
偏移蔚  内容(数鋸形武)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輸入数字濾波器(4位8CD)  oooo～9999
鰯警振滞盾遠出(序列号el6)
渡出警根1滞后、警根2滞后,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笈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衰退数据通道数
起始髄・1(2:定)1単元号
②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儲通道+1
+2
接枚数据通道数
警報1滞暦
書根2滞后
偏移II士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文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O3
+1      警抜1滞后(4位BCD)       000ト9999
+2      警抜2滞后(4位BCD)       0001～9999
璽温度輸入朴正債漢出(序列号017)
演出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偵,把拮果有人指定通道。
⑲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友送致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偏移1セ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w.元号(2位BCD)  00～31
④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政数据+0
存儲通道+s
+2
接牧数据通道数
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1示"-1"
+2      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4位BCD)      A999～9999F表示LL"A表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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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0参数漢出(序列号018)
杁多単元旗出等級0的参数(現在値,斜率自称値、操作量(加熱),操作量(冷却)、日赤値),把結果存人
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o
起始通道
+1
+2
+3
+9(最大吋)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              ←
杯定)己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0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36
+37
+38
+39
+40
w       接枚数据通道数
        現在億
        斜率目椋値
        操作量(加熱)
        操作量(冷却)
        自称値
        :
        現在値
        料率目椋値
        操作量(加熱)
        操作量(冷却)
        目椋値
第1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到寸)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5+1
        +1      第1単元現在値(4位BCD)   定柘下限一上限
        +2      第1単元斜率目椋値(4位BCD)       目撮値根限下限一上限
        +3      第1単元操作量(加熱)(4位BCD)     FO50～1050F表示`㌧"
        +4      第1単元操作量(冷却)(4位BCD)     0000～1050
        +5      第1単元目椋値(4位BCD)   目椋値根限下限～上限
        w叩             w～
        +40(最大吋)     第8単元目椋値(4位BCD)   日赤値根限下限一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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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等級1参数漢出1(序列号019>
林多単元旗出等級模式的参数(警報偉1,警根笹2,警振値3,比例帯,枳分賦同,微分吋1司),把結果有
人指定通道。
●2Si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村
+2
+3
+9〔最大吋)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43
+44
+45
+46
+47
+48
        笈送数据数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w     
        (稚目籠号       
        牧倍数据通道数
        警報値1
        警根値2
        警報値3
        比例帯
        秋分吋飼
        微分吋1司
        ～:ρ"
        警根面
        警報値2
        警抜値3
        比例帯
        釈分目引句
        微分吋1司
第1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6+1
        +1      第1単元警抜値1(4位BCD)  A999～9999F表示`⊆",A表示"-1"
        +2      第1単元響板疽2(4位BCD}  A999wg999F表示``一㌔A表示`㌧1"
        +3      第1単元警抜値3(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4      第1単元比例帯(4位BCD)   oooOwg999
        +5      第1単元枳分附間(4位BCD) oooo～9999
        +6      第1単元微分副司(4位BCD) oooo～9999
        剛～            ●
        +40(最大吋)     第1単元微分吋1司(4位BCD)        oooo～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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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等級1参数漢出2(序列号020)
夙多単元凌出等級1模式的参数(冷却)系数,死区,人工夏位債凋市灸敏度(加熱),凋常爽敏度(冷
却),控制周期(加熱),控制周期(冷却),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29: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9
        友送致据数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一    
        (碇)已元号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0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⑫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i数据+O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7
+5G
+51
+52
+53
+54
+55
+56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一
冷却乗数        
死区    
人工夏位置      
凋常衰数度伽熱) 
凋芦是敏度{冷却)        
控制周期(加熱)  
控制周期(冷却)  
∨:     用一
冷却系数        
死区    
人工夏位億      
凋情炎敏度(加熱)        
凋市異鼓腹(冷却)控制周期(加熱)  
控制周期(冷却)  
第1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徽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x7+1      
        +1      第1単元冷却票数(4位BCD) 0001～9999      
        +2      第1単元死区(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一"   
        +3      第1単元人工夏磁位(4位BCD)       0000～1000      
        +4      第1単元凋市長敏度(加熱)(4位BCD) 0001～9999      
        +5      第1単元凋辛夷敏度(冷却)(4位BCD) 0001～9999      
        +6      第1単元控制周期(加熱)(4位BCD    000ト9999       
        +7      第1単元控制(冷却)周期(加熱X4位BCD)      000ト9999       
        ～～    ●～    ■～    
        +56(最大)       第8単元控制周期(冷却)(4位BCD)   000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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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等級2参数漬出1(序列号021)
杁多単元,遠出等級2模式馳参数(SP斜率吋河単位,SP斜率没定値、LBA栓出日寸間、停止肘操作量,尋
常吋操作量,…操作量根限上限偵,操作量根限下限値、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o
起始通道+1
+2
+3
+9
～      送信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      
        (砧)1単元号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饗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鋸+0
存傭通道+1
+2
+3
+4
+5
÷6
+7
+8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接枚数据通道数  
        SP斜率吋1司単位 
        SP斜率没定値    
        LBA樟出吋間     
        停止吋操作量    
        昇常時操作員    
        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操作量根限下限檀        工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一    
        旬:     
        SP斜単射阿単位  
        SP斜率没定値    
        LBA検出吋1司    一
        停止吋操作ヨ1   
        昇常吋操作蹴    
        操作}1[根限上限値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      
第一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8+1     
        +1      第1単元SP料率吋間単位(4位BCD)   0000～0001      
        +2      第1甲元SP斜率改定償(4位BCD)     oooo～9999      
        +3      第1単元1BA検出吋1司(4位BCD)     oooOwg999       
        +4      第博元停止吋操作量(4位BCD)      FO50～1050F表示"一"     
        +5      第1単元昇常吋操作量(4位BCD)     FO50-1050F表示"一"      
        +6      第1単元操作量根限上限値(4位BCD)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1～1050        
        +7      第1単元操作員根限下限値(4位BCD) FO50～操作量根限上限値一1,F表示"一"     
        +8      第1単元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      =       ～.     
        +64(最大)       第8単元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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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2参数漢出2(序列号022)
杁多単元遠出等級2模式的参数(輸入数字濾波器,警抜1滞后,警抜2滞后,警抜3滞=后、上限温度輸入
朴正値、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9
笈送数据数通道数                ～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               
(稚)已元号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il　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43
+44
+45
+46
+47
+48
        接収数据通道数  
        輸入数字濾波器  
        警扱1滞后       
        警報2潜居       
        警報3滞后       
        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      一:一一
        輸入数字濾波器  
        警扱1滞后       
        警報2滞后       
        警報3滞后       
        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億      
第1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i接枚数据通道数(BCD4位) 単元数x6+1
        +1      第1単元輸入数字濾波器(BCD4位)   oooo-9999
        +2      第1単元警抜値]滞后(BCD4位)      0001〔9999
        +3      第1単元警根値2潜居(BCD4位)      0001～9999
        +4      第1単元警根値3滞后(BCD4位)      000仁9999
        +5      第1単元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4位BCD)       A999wg999F表示"一",A表示"-1"
        +6      第蝉元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4位BCD)        A999-9999F表示"…",A表示"-1"
～      ～      1'      ':〔
        +48(最大)       第1単元下限温度論人朴正値(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通用漢出(序列号023)
演出指定号的参数,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酉己(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送信数据通道数(4位BCDy  ㎜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参数号(2位BCD)  清参照E5口K的操作手冊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儲通道+1
接収数据通道数
域出数据
偏移星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数(4位BCD)      0002
+1      遠出数据(4位BCD)        A999～9999F表示`㌧"A表示`㌧1"
國要逮出没置模式、打展模式的参数,必須特移到"設定等級1"(序列号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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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2
温度凋常器(E5口K写人跡汲)
通信坊汲[温度凋常器(E5口K写人{亦双〉]是対PC経由通信板RS-232C或RS-485鬼燈連接的調布
汁,以逸距高来遊行各秒改定的写入及控制的通信跡汲。
■逓倍柳改的絢成
通宿跡双[凋市汁(E5口K写人系統)]的掬成如下所示
序列号  笈送/接収序列名 功能    梯形閤接口      
                        笈送通道分配    捌文通道分配
050     目柘植得人      写人目椋値      ○      X
051     書振債有人      写入替扱値      ○      ×
052     比例帯、秋分吋阿、微分吋1国号人 導入比例帯、親分吋河、微分吋同  ○      ×
053     冷却系数得人    盲人冷却系数    ○      ×
054     死区写人        写人死区        ○      x
055     人工夏位値写人  写人人工夏位値  ○      X
056     凋芋艮敏度時人  写人調布艮敏度(加熱)    ○      x
057     控制周期時人    写入校制周期(加熱)      ○      ×
058     SP泉斗率口才1田草イ立ジ没定値写人       尊人SP斜率吋1旬単位、SP斜率没定値       ○      ×
059     LBA燈査吋何写人 寄人LBA検出吋1旬        ○      ×
060     停止吋操作子、異常吋操作ゴ寄人  写人停止吋操作量、昇常肘操作是  ○      x
061     操作員根限写人  写人操作量根限  ○      X
062     輸入数字濾波器写人      写人輸入数字濾波器      ○      X
063     警根締后写人    写人警抜1滞后、警抜2滞后        ○      X
蹴      温度輸入朴正檀弓人      寄人温度輸入朴正値      ○      X
065     等級0参数写人   尊人等級0方式的各参数   ○      x
066     等級1参数写人1  写人等級1方式的各参数   ○      ×
067     等級1参数寄人2  写人等級1方式的各参数   ○      ×
068     等級2参数写人1  写人等級2方式的各参数   ○      ×
069     等級2参数写人2  導入等級2方式的各参数   ○      ×
070     通用写人        寄人指定参数的値        ○      ×
071     没定等級0特移(軟件夏位) 将設定等級特移到"設定等級0"     ○      ×
072     Ru・/St・P(這特/停止)   命令Rm或St・p   ○      ×
073     近程/本地       命令近程或本地  ○      ×
074     AT実行/中止     使AT実行或中止  ○      ×
075     没定等級1特移   把没定等級鞍移到"設定等級1"     ○      X
076     軟仲夏位        使E5□K的幼作変位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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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昌椋値買入(序列号050)
写人目椋値。
⑪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口振偵(4位BCD)  自称値根限下限一上限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羅警振債肩入(序列号051)
写人警振値L警振値2。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偏移賢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号(4位挺D)  oo恨(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書振値1(4位BCD) A999～9999F表示`㌧"A表示"-1"
+3      警報債2(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圏比例帯,頼分対向,微分吋陶写入(序列号052)
写人比例帯,親分吋「司,微分吋1旬。
●変造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29送致据+0
起始通道司
+2
+3
+4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月草元号
比例帯
枳分附河
微分吋同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犬送致据通道号(4位BCD)  0005(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比例帯(4位BCD)  oooo～9999
+3      秋分吋1司(4位BCD)       0000～9999
+4      微分射向(4位BCD)        0000～99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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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数買入(序列号053)
写人冷却系数。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単元号
+2冷却票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冷却乗数(4位BCD)        000三－g9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羅死区買入(序列号054)
写人死区。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槍+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単元号
+2死区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死区(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⑳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璽人工皇位値写入(序列号055)
寄人人工夏位値。
0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
+1
十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人工変位値⑭位BCD)      0000～1000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47
---------------------[End of Page 5105]---------------------



■調布艮数度写入(序列号056)
写人凋市長敏度(加熱),調布灸数度(冷却)。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開申衰敏度(加熱)(4位BCD)        0001～9999
+3      凋市買数度(冷却)(4位BCD)        000ト99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控制周期写入(序列号057)
写人控制周期(加熱),控制周期(冷却)。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控制周期(加熱)(4位BCD)  000ト0099
+3      控制周期(冷却)(4位BCD)  000トOO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SP斜率吋向単位,没定値買入(序列号058)
湾入SP斜率吋同単位,SP斜率没定値。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SP斜率吋同単位(4位BCD)  0000～0001
+3      SP料率没定値(4位BCD)    oooo～9999
●接枚数据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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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A検出吋1司導入(序列号059)
写人LBA検出吋同。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LBA検出吋阿(4位BCD)     0000～9999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停止吋操作量,異常吋操作量再入(序列号060)
写人停止吋操作量,尋常吋操作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停止吋操作量(4位BCD)    FO50～1050F表示"一"
+3      昇常吋操作ぱ(4位BCD)    FO50-1050F表示"一"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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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操作量根限写入(序列号061)
設定操作量上限値,操作量下限値及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友送数据通道数
(稚日華元号
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5(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
+2      操作量根限上限値(4位BCD)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1～1050
+3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4位BCD)        FO50～操作量根限上限値一]F表示"一"
+4      操作堂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w1000
●接収数据通道分酉己(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輸入数字濾波器肩入(序列号062)
時人輸入数字濾波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輸入数字濾波器(4位BCD)  oooo～99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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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警抜滞后写入(序列号063)
再入警振1潜居,警報2滞后。
●友送数据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恨(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警根1滞后(4位BCD)       0001～9999
+3      警報2潜居(4位BCD)       000ト9999
●接収数据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團温度輸入ネト正値買入(序列号064)
写人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麦送数据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逆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上限温度輸入ネト正債(4位BCD)    A999～9999F表示`㌧",A表示"-1"
+3      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て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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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0参数写入(序列号065)
対多介単元湾入等級0模式的参数(日赤値)。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3
+4
+5
+16
+17
        笈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編目単元号     .
        日赤値  
        (不定)i戦号     
        目椋値  
        のVl    一]
        (不定)已元号    
        目祢値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自称値(4位BCD)   目椋値根限,下限～上限   
一      ←:     ∨1     ～
+17(最大吋)     第&単元目椋値(4位BCD)   日柄値根限,下限㌦ヒ限   
へ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翅等級1参数寄入1(序列号066)
対多介単元寄人等級1方式的参数(書振値1,警値2,書振値3,比例帯,秋分吋河,微分日寸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
+1
+2
+3
+4
+5
+6
+7
+8
+51
+52
+53
+54
+55
+55
+56
投遣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稚)1戦号
警報値1
警抜疽2
警抜値3
比例帯
枳分付伺
微分吋同
}～
(枝川単元号
警根値1
警扱債2
警抜値3
比例帯
秋分吋同
微分時間
第1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i数(4位BCD) 単元数x8+2      
+三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oo～31  
+3      第1単元警抜債1(4位BCD)  A999wg999F表示"一",A表示㌔1"    
+4      第1単元警報値2(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5      第1単元警抜値3(4位BCD)  A999～9999F表示`㌧",A表示"-1"   
+6      第1単元比例帯(4位BCD)   0000～9999      ～
+7      第1単元釈分時阿(4位BCD) oooo～9999      
+8      第1単元微分吋同(4位BCD) 0000～9999      
w       ～=     》:     
+57〈最大)      第8単元微分吋伺(4位BCD) oooo～99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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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1参数写入2(序列号067)
対多fi単元写人等級1方式的参数(冷却系数、死区、人工変位値、調布貢敏度(加熱)凋苓英敏度(冷
却、控制周期(加熱)、控制周期(冷却)。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
+1
+2
+3
+4
+5
+6
+7
+8
+9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笈送致据通道数  
        単元数  
        (稚日車溺       一
        冷却系数        
        死区    
        人工夏位値      
        凋宇戻鮫皮(加熱)        
        凋市更敏度(冷却)        
        控制周期(加熱)  
        控制周期(冷却)  
        w:      :一
        (碇)陣元号      
        冷却乗数        
        死区    
        人工夏位値      
        凋苓策敏度(加熱)        
        凋市英敏度(冷却)        
        控制周期(加熱)  
        控制周期(冷却)  
第1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8+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冷却乗数(4位BCD) 0001～9999      
        +4      第1単元死区(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5      第1単元人工夏位値(4位BCD)       0000-1000       
        +6      第1単元凋市炎敏度(加熱)(4位BCD) 0001～9999      
        +7      第1単元|用手戻敏度(冷却)(4位BCD)        000仁9999       
        +8      第1単元i控制周期(加熱)(4位BCD)  000ト0099       
        +9      第1単元按制周期(冷却)(4位BCD)   0001～0099      
        輌～            w～◆   
        +65(最大)       第8単元控制周期(冷却)(4位BCD)   000トOO99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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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等級2参数買入1(序列号068)
対多介単元写人等級2方式的参数(SP科挙時間単位,SP斜率没定値,LBA栓出町何,停止吋操作量,
昇常吋操作量操作量上限値,操作最下限債,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
⑳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65
+66
+67
+68
+69
+70
+7】
+72
+73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確)1翫号       
        SP斜率対向単位  
        SP斜率没定値    
        LBA検出日寸1旬  
        停止吋操作量    
        昇常時操作量    
        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      1
        ～:     こ悟
        (碇川単蹄       
        SP斜率射向単位  
        SP斜率設定債    
        LBA捻出吋間     
        停止吋操作量    
        異常吋操作蛍    
        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操作盤変化率根限値      
第1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一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9+2
        +三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08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SP斜率吋間単位(4位BCD)   0000～0001
        +4      第1単元SP料率没定値(4位BCD)     oooo～9999
        +5      第1単元IBA検出吋間(4位BCD)      oooo～9999
        +6      第1単元停止吋操作量(4位BCD)     FO50～1050F表示`㌧"
        +7      第1単元昇常日寸操作量(4位BCD)   FO50～1050F表示`㌧"
        +8      第1単元操作量根限上限値(4位BCD) 操作量下限値+1-1050
        +9      第1単元i操作量根限下限値(4位BCD)        FO50一操作丑上限値一1F表示"一"
        +10     第1単元i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三〇〇〇
        ～      :～     氏
        +75(最大吋)     第8単元操作虹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⑲接牧数据通道分割(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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騒等級2参数寄入2(序列号069)
ヌす多介単元寄人等級2参数(輸入数字濾波器、警抜1滞后、警抜2滞后,警報3潜居,上限温度輸入朴
正値、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友送数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2
+3
+4
+5第1単元
+6
+7
+8
+53
+54
+55
+56第8単元
+57(最大吋)
+58
+5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麟通用導入(序列号070)
写人指定的参数。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衰退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
+2
・号・3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川蛎号垣   
        輸入数字濾波器  
        警抜1滞后       
        警扱2幣信       
        警抜3滞后       
        上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     
        w●     ～一
        (破)い翫号      
        輸入数字譜波器  
        警報1滞后       
        警報2滞后       
        警根3滞后       
        上限温度輸入ネト正値    
        下限温度輸入朴正値一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7+2     
        +1      単元数(4位BCD)  0010～0008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輸入数字濾波器(4位BCD)   0000～9999      
        +4      第1単元書損1滞后(4位BCD)        000仁9999       
        +5      第1単元警報2浦宿(4位BCD)        000仁9999       
        +6      第1単元…警報3滞后(4位BCD)      GOOI～9999      
        +7      第1単元上限温度輸入ネト正債(4位8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一{"  
        +8      第1単元下限温度論人朴正檀(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    :       ～:     
        +59(=最大)      第8単元下限温度輸入ネト正値(4位BCD)     A999～9999F表示"二',A表示`㌧1"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鱗(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参数号(2位BCD)「        清参照E5口K的操作手助
+3      写人数据(4位BCD)        A999～9999F表示"一",A表示"-1"
O接枚数据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在写人改置方式,打展方式的参数吋,必須執行,設定等級1鞍移(序列号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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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等級0桂移(軟件復位)(序列号071)
使E5口K的動作夏位井等到能移通信YJ止,可以対多介単元実行。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9
～      友送数据数通道数                一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不定日車元号           
1最大剛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分配通道(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尤
國]丸行此序列対立即投出軟件寡住指令,使E5口K的動作夏位,
(盲亀源ON吋的動作相同),再等待釣5秒后,才能艘通信。
■Run/Stop(序列号072)
通迂指令代碍,作道鞍,停止的切換,能鑛対多介単元実行。
●裁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工6
+17
        表通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一一:
        保定)}皐元号    
        指令代碍        
        (不定川・緬号   
        押今代碍        
        刷:     
        (不定)已元号    
        指令代碍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指令代屑(4位BCD) 0000:RunOOO1:StOP       
～      ∨:     ～:     ～
+17(最大)       第8単元指令代碍(4位BCD) 0000=RunOOOIlSt・P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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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選程/本地(序列号073)
通道指令代碍,切換逸程劫作句本地劫作能対多介単元雲行。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
起始通道
012345
十十十十十十
+16
+17
        笈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一
        (不定)1単元号   
        指令代碍        
        (不定)已元号    
        指令代碍        
        ～1     :
        (稲川単元号     
        指令代碍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8単元
(最大肘)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一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      第1単ラ舌革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指令代碍(4位BCD) 0000:本地000L返辞       
～      ∨:     ～      
+17(最大)       第8単元指令代碍(4位BCD) oooo:本地㎜L道程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Pvl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AT真行/中止(序列号074)
通道指令代碍,逸操AT実行或者中止,可以対多ノト単元実行。
●笈送数据通道分画己(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ふ2内」4.5
十十十十十十
+16
+17
        投遣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一一
        (不定)1也元号   
        指令代碍一      
        (碇川醗号       
        指令代碍        
        一1     〕
        (不定日車元号   
        指令代掲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8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麦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GO～31  ～
+3      第1単元指令代石取4位BCD)        oooOl中Il二〇〇〇1:40%AT3:行IX)02:100%Nr3≡行   
》      噌:【白         
+17(最大)       第8単元指令代㌍1(4住BCD)        0000=中止1)001:40%ATづ1'了(XX)2=1〔X)%1～～丁巨}≡千∫  
●接政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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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設定等級1韓移(序列号075)
把改定等級特操成改定等級1(設置方式,打展方式)対多ノト単元真行。
⑳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N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9
}       笈送致据通道数          一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不定)1単元号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槍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i      単元数(4位BCD)  0001～GOO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⑭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曖軟件夏位(序列号076)
使E5[MK的劫作夏位,(号砲源ON吋的動作相同)能纏対多介単元実行。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0
起始通道
+1
+2
+3
+9
友送数据数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Y玩号   
～              ～
(不定)已元号            
(最大吋}
偏移血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08
+2～9   単元号(2位BCD)  00～31
⑳接枚数据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尤
魑在執行此項程序后,釣5秒紳内不能与E5口K通信。
58
---------------------[End of Page 5116]---------------------



附景3
温度控制器(E5ZE漢出跡汲)
通信肋汲[温度控制器(E5ZE逮出掛汲)]是対杁PC起,k由通信板,RS-232C或RS-422/485iE魏連
接的温度控制単元,以逸程方式遠出各科般定井遊行控制的通信肋似。
圏通信協汲的杓成
通信1亦双[温度控制器(E5ZE演出t亦τ叉)ユ的杓成却下所示
序列号  笈送/接枚数据程片名     功能    梯形圏接目      
                        笈送通道分配    接収通道分配
100     控制温度的抜山  旗出控制温度    ○      ○
101     測定温度的遠出  渓出測定温度    ○      ○
102     輸出hご間違出   懐出輸出量      ○      ○
103     控制温度、測定温度、輸出立射τズ出      遠出控制温度,測定温度,輸出量    ○      ○
104     比例帯、釈分付何、微分吋阿遠出  漢出比例帯、枳分付同、微分吋間  o       ○
jo5     控制周期的渓出  浅田控制周期    ○      ○
lo6     輸出模式的蔵出  旗出輸出模式    ○      ○
107     警報方式的憤出  旗出替扱方式    ○      ○
108     警扱温度的旗出  秘出警報温度    ○      ○
109     洞市畏敬度的汝出        漢出調布爽数度  ○      ○
llO     迄行状志撰出    旗出迄行状恣    ○      ○
1U      昇常状充填出    逮出鼻常状恋    ○      ○
H2      設定単位濾出    瑛出没定中位    ○      ○
113     輸人朴正値的旅出        陸田輸入朴正値  ○      ○
114     人工変位紘的瑛出        撰出人工夏位量  ○      ○
1三5    斜率値的汝出    逮出料率億      ○      ○
1】6    現在控制温度的撰出      遠出現在控制温度        ○      ○
117     輸出量根限億的哉出      遠出輸出量根限値        ○      ○
lI8     輸出景変イ七率扱ド艮値白勺i亥i出        撰出輸出景変化率根限値  ○      ○
119     正【B、HS警手艮有文文通道的演出 歳出IIB警抜,HS警報布敷通道      ○      ()
120     加熱器断裂,SSR故障屯流値漬出    旗出加熱器断銭、SSR故障栓出自流値       ○      ○
12{     加熱器丸洗億,SSR泄漏電流値域出  遠出加熱器屯流値,SSR泄漏屯流値  ○      ○
122     死区,交迭区的渡出       漬出死区、交迭区        ○      ○
123     冷却乗数汲出    遠出冷却系数    ○      ○
○: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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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連接形式
連接通信扮泌温度挫創器(E5ZE演出系統)吋的連接形式如下所示
●RS-232C接銭
C200HX/HG/1-IE
EsZE
通信板RS-232端口                PC      RS-232C 
        PC口‖                  
                                
                        RS-232C 
信
脚号名
7品
2SD
3RD
4RS
sCS
6DR
7SG
8NC
gNC
10NC
llNC
12NC
13NC
14NC
15NC
16NC
1ワNC
18NC
19NC
20ER
21NC
22NC
23NC
24NC
25NC
通信板牡,
R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方向        脚号
信号用接地或共同回銭    SG      一      7
友送数据        SD      輸出    2
接枚数据        RD      輸入    3
要求友送数据    RS      輸出    4
可能笈逆数据    CS      輸入    5
数据汲置准餐就緒        DR      輸入    6
数据端末准各就緒        ER      輸出    20
禁止使用        NC      一      1,8～19,2ト25
        S-232C・                        庭蔵銭                  日5麗Cm181CS                            相当品  
        イ言■名称      脚号    一                                                                      
                                                                脚号    信号名称                        
                                                                                }       姫      ～〉
        FG      1                                                                               
                                グ、            '、                                             
        SG      9                                               7       SG                      
                                        ×                                                      
        sD      2                                               2       SD                      
                                                                                                
        RD      3                                               3       RD                      
                        、      ㌧'             '       ●                      コー十  巨+V    
                                                                                                
        RSCS    45      ココ                                    45      RSCS                    
                                                                6       DR                      
        DRER    78                                              20      ER                      
X×
TR
國・通信南郷最長15m,使用帯屏蔽的ヌ撤屯蜘AWG28以上)
・描法使用25脚,D-sub,(XM2A-2501,0MRON制)或同等品
・翠使用XM2S-2511(OMRON制)或i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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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RS-422/485撰銭
●RS-485
脚号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方向                                        lE5ZElRS-485                                    終端阻抗∴..`                           元終端阻抗吋通信チ咲力OFFSN751177N或相当品                      
1       使用禁止        一              一                                                                                                                                      
2       使用禁止        一              一                                                                                                                                      
3       信号用接地      SG              一                                                                                                                                      
4       端子B〈+側)     B               輸入備出                                                                                                                                        
                                                                                                                                                4.7kΩ  /       A一     
5       端子A(+側)      A               輸入/輸出                                                                                               一く滅■….・」                                 
                通信板RS-4851                                                                                                                           醐                      
                                                                                                                                                澄㌻                    
                        2号     輿                                              響      2号     耳                                              4?kΩ噛耳               一      ≧イし
                        FGB             7               (                       34      SG8                                                                             
        ごVcc                   2       ■                              ,                                                                       1                       
                        A       1                                               5       A                                                                               
                                        噂                              ●                                      RS-485'                         繊                      
                                        1一     屏蔽洗  Sノ                     i■i:E5ZEiiil塀破鏡▲                                                                                   
                ㎜              端阻抗i                                                                                                         ▲書終端阻抗24α)1…'":1-一ーー一」                     
                                                                                                                        翠      覧号    コ                              
                                                                                '「、                   F-、                                                            
                                                                                                                        34      SGB                                     
                                                                                                                ●                                                      
                                                                                                                        5       A                                       
                                                                                s'                      ㌧ノ    一                                                      
                                                                                                                        :                                               
國終端模挟1,2-一脚不可使用。一・旦使用有付会造成ESZE故障。
●RS-422
RX
1'X
脚号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方向                                                                        元終端阻抗吋通信升実力OFFiE5ZEi灘㍑N                    
1       接受数据B       RDB             輸入                                                                                            
2       接受数据A       RI)A            輸入                                                                                            
3       信号用接地      SG              一                                                                                              
4       友送数据B       SDB             輸入/輸出                                                                                               
5       友送数据A       SDB             輸入/輸出                                                                                               
                通信板RS-422                                                                                    1RS-422+5V                      
        終端阻抗巴      ㌘      胃      一                                                                                              
                                                                                                                        /       1
                                                                                蓼      夏号    終端廻航240Ω・一,…51kΩ「臓湿         47kΩ榊         
                FG                                                                                                              
                                        r、             '、                                                                     
                                                                                1       RDB     i               47KΩ   
        さVCC   SDB     2                                                                                                       →一一く
                                                                        '                                                       
                SDA     1                                                       2       RDA     i               ㌻鴫一          
                                                                        '                                                       
                RDB     8                                                       4       SDB                                     
                                喝                                                                      …:i{240Ω:.....        16.8V   ＼      
                RDA     6                                                       5       SDA                                     
                                噌                                                                                              
        ⊂                      …⇒一終端阻抗iiiii                                             :       終端阻抗                                        
                                                                                                                                `<r
                                                                                                                                
'■``,
`111,
`1.1,
>RX
        i扉鰍                                   響      8号             終端阻抗24(1・・…      
                /、             /、                                             ㌦
                                                1       RDB                     
                                        」                      :i              ㌦
                                                2       RDA                     
        一                              レ                      i:▲            
                                                4       SDB                     
                                                                        1:      
                                                5       SDA                     
                、ノ            sノ                                     1`¶{   
                                                                                
終端屯阻.240Ω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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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控制温度的漢出(序列号100)
凄出控制温度,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④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_一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衰退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岳妾枚数i据+0
存儲通道+1
+2
+15
→・16
接波数据通道    
控制温IL(下4位) 
控制湿度(上1位) 
∨='    ㎡
擦剤温度(下4位) 一
握制温度(上1位) 
通道0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7    
+1      通道0測定温度(下4位)(4位BCD)            
+2      通道0測定温度(上1位)(4位BCD)            
一      ∨～:   :       
+15     通道7測定温度(下4位)(4位BCD)    因測温対象利楼而不問,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冊       
+16     通道7測定温度(上1位)(1位BCD)            
灘測定温度的遠出(序列号101)
歳出測定温度,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⑲批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逆数据+0
起始通道+1
皮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皐元号
個移萱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oo～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1作数)
+O
接収数据
存儲通道+1
+2
・←3
+4
+】5
+16
接収数据通道    .一
測定温度(下4位) 
測定温度(上1位) 
測定温度(下4位) 
測定温度(上1位) 
》:     ～
測定温度(下4位) 
測定温度(上1位) 一印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7    
+1      通道0擦剤温度(下位4位)(4位BCD)  因測温体沖美而不相同,可参照弄E5ZE的使用手冊     
+2      通道0控制温度(上位4位)(1位BCD)          
'       ～      ～      '
+15     通道0控制温度(下位4位)(4位BCD)          
+16     通道0控制温度(下位4位)(4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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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量的漢出(序列号102)
陸田控制輸出的輸出量,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
+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イ渚通道
012
十十十
+8
接枚数据通道
輸出量
輸出量
:
輸出量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葺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BCD4位)  ㎜      
        +1      通道0輸出量(BCD4位)     oooo～9999      
        +2      通道1輸出雪1(BCD4位)    oooo～9999      
        一      一=     巳:     舟
        +8      通道7輸出量(BCD4位)     oooo～9999      
■控制温度、測定温度、輸出量漢出(序列号103)
同時演出控制温度,測定温度,輸出量,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衰退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傭通道
(Uーウ"345
十十十十十十
+36
+37
+38
+39
+40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一
        控制温度(下4位) 
        控制温度(上1位) 
        測定温度(下4位) 
        測定温度(上1位) 
        輸出堂  
        一`     
        控制温度(下4位) 一一
        建制温度(上1位) 
        測定温度(下4位) 
        測定温度(上1位) 
        輸出量  
通道0
通道7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I)) 0041
        +1      通道0控制温度(下4位)(4位BCD)    因測温対象和英而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既
        +2      通道0控制温度(上1位)(4位BCD)    
        +3      通道0測定温度(下4位)〈4位BCD)   因測温対象沖美而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子規
        +4      通道0測定温度(上1位)(4位BCD)    
        +5      通道0輸出量(4位BCD)     0000～OlOO
        '一     ～:     桔;
        +36     通道7控制温度(下4位)(4位BCD)    因測温対象神業而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珊
        +37     通道7控制温度(上1位)(4位BCD)    
        +38     通道7測定温度(下4位)(4位BCD)    因測温対象利:美禰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珊
        +39     通道7測定温度(上1位)(4位BCD)    
        +40     通道7輸出量(4位BCD)     00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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騒比例帯、釈分目寸1司、微分対向漢出(序列号104)
回付凌出比例帯(P常数)、枳分付河(1常数)微分吋洞(D常数),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1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⑳農牧i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22
+23
+24
        接枚数据通道数  
        P常数   一
        1常数   
        D常数   
        ～・,   ゴ
        P常数   一一
        1常数   
        D常数   
通道0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波数据通道数く4位BCD) 0025    
        +1      通道OP常数(4位BCD)      oooo～9999      
        +2      通道0端数(4位BCD)       0000仁3999      
        +3      通道OD常数く4位BCD)     0000ト3999      
        "'      ':      一:     万
        +22     通道7P常数(4位BCD)      oooo～9999      
        +23     通道71常数(4位BCD)      0000～3999      
        +24     通道7D常数(4位BCD)      0000～3999      
翻控制周期懐出(序列号105)
遠出控制周期,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⑫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o
起始通道
+1
友送致据通道数
定
一、
ス
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抗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同定)
+1      単元号(2位BCD)  oo～3}
⑳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傭通道
+1
+15
+16
O12-34.1516     接枚数据通道数  
        控制周期        
        冷却控制周期    
        測定周期        ]
        冷却測定周期    
        ～:     
        控制周期        一"
        冷却控制周期    
通道o
通道1
通道7
偏移貿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7    
+1      通道0控制周期(4位BcD)   000卜0099       
+2      通道0冷却控制周期(4位BCD)       {XX)仁0099      
∨      ～      ∨      
+15     通道7控制周期(4位BCD)   0001-0099       
+16     通道7冷却控制温度(4位BCD)       OOO仁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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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模式的遠出(序列号106)
演出輸出模式(加熱/冷却),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倍通道+1
+2
+8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波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    
+1      通道0没定代碍(2位BCD)   oo～FF  
+2      通道1没定代碍(2位BCD)   00～FF  
一      一■    ∀L     一
+15     通道7没定代石弓(2位BCD) 00～FF  
■警撮方式的漢出(序列号107)
遠出書振方式,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
+1
没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号
偏移忙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可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全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
+1
+2
+3
+4
+15
+16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不定)  警披1没定代碍   
        (不定)  警抜2没定代硝   
        (不定)  警掴投定代碍    〆
        (不定)  警報2没定代碍   
        ～;～           
        (不定)  警扱1没定代碍   一
        (不定)  警報2没定代碍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7   
        +1      通道0警報1没定代碍(2位BCD)      oo～㏄  
        +2      通道0警抜2没定代碍(2位BCD)      00～OC  
        =～     :       輪:     ～
        +茎5    通道7警根1没定代碍(2位BCD)      00～㏄  
        +16     通道7警報2汲定代碍(2位BCD)      oo～{〕c        
65
---------------------[End of Page 5123]---------------------



膿警抜温度的漢出(序列号108)
歳出警報温度,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G
起女台▲8i道'+1
友送致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
存儲通道
+1
+2
+3
+29
+30
+31
+32
O1234.9012      接枚数据通道    
        警根】没定値(下1位)     一一一
        警抜1設定偵(上1位)      
        警報2没定値(下1位)      
        警報2没定値(.ヒ1位)     
        亀1⇔   
        警報1没定値(下1位)      
        警根1没定値(上1位)      
        警抜2没定値(下1位)      
        警根2没定値(下1位)      
通道0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33    
+1      通道0警報1没定値(下4位)(4位BCD) OGoo～9999      
+2      通道0警抜1没定値(上1位)(4位BCD) 0000～0009      
+3      通道0警抜2没定値(下4位)(4位BCD) oooo～9999      
+4      通道0警報2没定値(上1位}(4位BCD) 0000～0009      
、      一=     ∨:     、
+29     通道7警抜1没定値(下4位)(4位BCD) OGoo～9999      
+30     通道7警抜1没定値(上1位)(4位BCD) 0000～0009      
+31     通道7瞥扱2没定値{下4位)(4位BCD) oooo～9999      
+32     通道7警抜2没定値(上1位)(4位BCD) 0000～0009      
●凋常艮敏度的漢出(序列号109)
渡出凋市衰敏度,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皐元号(2位BCD)  00～3】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三
+2
+3
+4
+15
+16
        接枚数据通道数  
        凋弔文数度      
        冷却凋市災敏度  
        調布展数度      嗣～
        冷却凋市畏敬度  
        一=     
        凋背戻数度      垣
        冷却凋辛夷数度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7    
        +丑     通道0凋ギ涙敏度(4位BCD) 0000～0999      
        +2      通道0冷却凋千「灸数度(4位BCD)   0000～0999      
        引      一輪:           ←
        +15     通道7凋芋哀歓度(4位BCD) 0000～0999      
        +16     通道7冷却凋箏更敏度(4位BCD)     000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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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行状恣的漢出(序列号110)
凄1日E5ZE的這行状恋,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変速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日
没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号
偏移景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く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8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通道0状茶代渦(4位BCD)   0000～FFFF      
        +2      通道1状志代石弓(4位BCD) OGOO～FI4}11「  
        ～一    :       ～      
        +8      通道7状志代褐(4位BCD)   0000-FFFF       
損昇常状志的漢出(序列号111)
笈生昇常吋,凄出投生昇常的内容,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致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弓
偏移封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O
存儲通道+1
+2
+8
接枚数据通道数  通通～適
状悉代屑        
状志代碍        
∨:     
状茶代碍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鯖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通道0状志代碍(4位BCD)   0000-FFFF       
        +2      通道0状悉代碍(4位BCD)   0000～FFFF      
        序      ～～            ～
        +8      通道7状志代硝(4位BCD)   0(X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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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単位的漢出(序列号112)
逮出没定単位,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o
起始通道+1
笈送数鋸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牧数据+0
存儲通道+1
接11文数据通道
没定代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      没定代碍(4位BCD)        0000二1ψ位㎜1:0、1単位
■輸入ネト正値的漢出(序列号113)
旗出輸入朴正債,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逆数据+o
起始通道+1
笈」き…数据通jj…1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1: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衰退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個定)
+1      年元号(2位BCD)  oo～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掻枚数ま居+o
存傭通道+1
+2
+8
        接枚数据通道数  w
        輸入朴正値      
        輸入朴正値      
        一:     
        輸入朴正値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イ廟移」: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w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o9    
+1      通道0輸入朴正値(4位BCD} 0000～0999      
+2      通道0輸入朴正債(4位BCD) 0000～0999      
～      一;     ～      
+8      通道7輸入朴正値(4位BCD) 0000-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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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夏位量的懐出(序列号114)
遠出人工夏位量,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1)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o
起始通道寝
技送致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政数据+o
存儲通道+1
+2
+8
        接枚数据通道数  》
        人工夏位量      
        人工夏位量      
        ～=     
        人工夏位ぶ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牧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通道0人工夏位量(4位BCD) 0000-1000       
+2      通道0人工夏位呈(4位BCD) 0000-1000       
】      ～:     》      
+8      通道7人工変位量(4位BCD) 0000～1000      
■斜率値的瑛出(序列号115)
懐出斜率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投遣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接政数据+o
存儲通道+1
+2
+3
+4
+15
+16
        接ll文数据通道数
        (不定)1斜率債
        肘周単位1(不定〉
        (不定)1斜率債
        日嗣単位}(不定)
        w
        (不定)1料率値
        日欄単位1(不定)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7    
        +1      通道0・斜率値(3位BCD)   000～999        
        +2      通道0射向単位(ASCUユ文字)       S:秒M:分Hl小肘  
        輪～    :       ～":    
        +15     通道7斜率値(3位BCD)     0000～1〔X)0    
        +16     通道7吋向単位(ASC咀文字)        S:秒M:分n,小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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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控制温度的漢出(序列号116)
慎出斜率劫作中的現在控制温度,把結果有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o
起始通道
+1
笈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号
偏移景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
+1
+2
+15
+16
接枚数据通道    
現在控制温度(下4位)     一一
現在控制温度(上1位)     
∨:     】]
現在控制温度(下4位)     
現在控制温度(上1位)     
通道0
通道7
07      偏移嚢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1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通道0現在控制温度(下4位)(4位BCD)  0017因測温対象神業而不同,可参照EsZE的操作手摺   
                                
        +2      通道0現在控制温度(上1位)(1位BCD)                
        ～      ●:一   :       
        +15     通道7現在控制温度(下4位)(4位BCD)        因測温対象砂美而不問,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用       
        +]6     通道7現在控制温度(上1位)(1位BCD)                
麗輸出量根限値的漢出(序列号117)
歳出輸出量根限値,把窒苦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o
起始通道
+1
笈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i中元号
偏移靖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暑く2位BCD) 00～3】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傭通道+1
+2
+8
012=8   接枚数据通道    
        輸出量根限値    
        輸出]1r根限値   
        ●:     一
        輸出量根限値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通道0輸出量根限値{4位BCD)       0000～茎000
+2      通道0輸出量根限値(4位BCD)       oooo～looo
】      《      )
+8      通道7輸出量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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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的漢出(序列号118)
演出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笈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o
存儲通道+1
+2
+8
接枚数据通道数
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
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億
⑭:～
輸出虻変化率根限偵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
        +1      通道0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債(4位BCD) 0000～1000
        +2      通道0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輪一    :       }1削
        +8      通道7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4{立BCD)        0000}1000
NHBl警抜,HS警報有数通道的懐出(序列号119)
歳出HB善根,HS警抜的有数或元敷通道,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王(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玉     単元数(2位BCD)  00～31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1反数据+0
存儲通道+1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不定)1没定代珂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
+1      没定代碍(2位BCD)        o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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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器断銭,SSR故障電流値的漢出(序列号120)
遠出加熱器断裁,SSR故障屯流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15
+16
接枚数据通道数  
加熱器断銭亀流値        釣.
SSR故障厄流値   
加熱器断銭亀流値        
SSR故障屯流値   
甲1     =:■■
加熱器断銭亀流値        
SSR故障屯流値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1∫ 内容(数槍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7
        +1      通道0加熱器断銭亀流値(4位BCD)   0000～0500
        +2      通道OSSR故障電流値(4位BCD)      0000～0500
        輪剛    :       ～～:
        +15     通道7加熱器断総屯流値(4位BCD)   0000-0500
        +16     通道7SSR故障屯流値(4位BCD)      0000～0500
■加熱・器亀流値,SSR漏電流値的漢出(序列号121)
歳出加熱器屯流値.,SSR漏屯流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致据通道数
(不定)1輻元号
偏移1責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o
存儲通道
+1
+2
+3
+4
+15
+16
'       接収数据通道数  .
        加熱器断銭亀流値        
        SSR漏屯流債     
        加熱器自流債    」}芦画
        SSR漏電流値     
        ':      
        加熱器屯流値    
        SSR漏電流値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7    
        +1      通道O加熱器南流債(4位BCD)       0000～0500      
        +2      通道OSSR漏電流値(4位BCD)        OOOO-0500       
        ～      ～:     ～      
        +15     通道7加熱器竜流値(4位BCD)       0000～0500      
        +16     通道7SSR漏屯流値く4位BCD)       000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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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区/交迭区的懐出(序列号122)
遠出死区/交迭区,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緒通道
L-⊥〔∠
十十十
÷8
(V-⊥う一◎O    接収数据通道数  
        死区/交迭区     
        死区/交迭区     
        ～:,    '
        死区/交迭区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通道0死区/交迭区(4位BCD)        0000～0999      
        ÷2     通道1死区/交遊区(4位BCD)        oooo～0999      
        w       由lw    :～     
        +8      通道7死区/交迭区(4位BCD)        0000～0999      
■冷却系数的漢出(序列号123)
懐出冷却系数,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達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道数据+G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居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8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通道0冷却系数(4位BCD)   0000～OIOO      
        +2      通道1冷却系数(4位BCD)   0000～OlOO      ψ
        ～      【一:'  '='     
        +8      通道7冷却系数(4位BCD)   00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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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4
温度控制器(E5ZE再入1亦汲)
通信t亦双[温度控制器(E5ZE写人跡双)]足跡通《立通信板用RS-232C或RS-422/485屯投与PC連
接的温度控制器。以近程模式再入各科改定,井遊行控制的通信坊汲。
■通信柿渋的杓成
通信協謬([温度控制辞(EsZE写人跡汲)]的杓成如下所示
序列号  投遣/接枚数据程序名     功能    梯形圏接目      
                        友送通道分配    接収通道分配
150     控制温度的没定(設定単位1)       対設定単位1的控制温度逃行設定   ○      ×
151     按制温度的遊走(設定単位0、D     ヌ寸設定単位0,1的控制温度避行波定       ○      x
L52     比例帯、根分吋1旬、微分吋1珂的設定      没定比例帯、秋分吋1旬、微分射向 ○      ズ
153     控制周期的没定  設定控制周期    ○      ×
154     輸出模式的設定  設定輸出模式    ○      κ
工55    警抜方式的没定  設定警報方式    ○      ,イ
⊥56    警抜温度的設定(設定単位D        対没定単位1的警抜温度遊行没定   ○      x
157     警報温度的没定(設定単位0,1)     刈設定単位0.1的警報温度遊行設定 ○      ×
158     凋市異数度的設定        没定洞市長敏度  ○      X
」59    自動洞階的ヲ1二始       升始自動凋階    ○      ×
」.60   自動澗潜的中止  中止自助凋階    ○      ×
161     没定単位的設定  対設定単位遊行設定      ○      x
162     輸入朴正債的没定        没定輸入朴正債  ○      式
163     人工夏位冨的設定        改定人工星位軍  ○      　
164     斜率債的設定    設定斜率値      ○      ノ
165     人工愉出職的設定        設定人工輸出辻  ○      ,ぺ
166     輸出呈根限値的没定      改定輸出早根限疽        ○      ×
167     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的改定        没定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  ○      ピ
168     没定数据的保存  保存没定数据    ○      く
169     没定数据的初期化        佐波定数据初期化        ○      .く
170     HB警報,HS警報有効通道的設定     没定HB警抜,HS警抜布敷通道       ○      ,く
171     加熱器断裁,SSR故障屯流値段定    設定加熱器断銭,SSR故障検出屯流値        ○      ス
172     死区,交迭区的設定       投足死区,交迭区 ○      〆
173     冷却系数的設定  設定冷却系数    ○      ×
⊥74    控制的升始      升始温度控制    ○      /
175     這特,控制的停止 停止温度控制或人工這鞍  ○      )<
176     升始人工操作    升始人工這特    ○      /く
○: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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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連接的形式与[温度控制器(E5ZE漢出勝双)]相同
国技制温度的設定(設定単位D(序列号150)
対改定単位1(4位)的控制温度遊行改定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友道数i据起始通道       
        (不定川中元号   
        控制温度        一
        (不定)  
        控制温度        
        (不定)  
        ～:     ～
        控制温度        
        (不定)  
通道0
通道1
+1
通道7
+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当控制温度方没定単位0,1(5位)吋,清使用控制温度的改定(設定単位0.1:序列号151)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8(固定)      
+1      単元号(4位BCD)  00～31  
+2      通道0控制温度(1位BCD)   因測温対象神業而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冊       
～      一:^    :       w
+16     通道7控制温度(4位BCD)   因測温対象利1美浦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冊      
+17     不使用          
璽控制温度的設定(設定単位0.D(序列号]51)
競走没定単位0.1(5位)的控制温度。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16
+17
        友送数据起始通道        
        (不定)己元号    
        控制温度(下4位) 一
        投縄温度(上1位) 
        控制温度(下4位) 
        控制温度(上1位) 
        一:     】
        控制温度(下4位) 
        控制温度(上1位)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8個定)
        +{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通道0控制温度(下4位)(4位BCD)    因測温対象砂美而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冊
        +3      通道0控制温度(上1位)白位BCD)    
        ～～    :       ～～:
        +16     通道7控制温度(下4位)(4位13CD)   因測温対象神業而不同,可参照E5ZE的操作手冊
        +17     通道7強制温度(上1位)白位BCD)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匿ヨ当i控制温度力没定単位1(4位)吋,清使用控制温度的設定(設定単位1,序列号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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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帯、根分対向、微分吋面的設定(序列号152)
対多介単元,設定比例帯(P常数)、秋分吋間(1常数)、微分吋河(D常数)。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i作数)
友送数槍
起始通道
01(ノ一(」4
十十十十十
亀有04501234222 衰退数据通道数
        (不定)已元号
        P常数
        1常数
        D常数
        ～:飽
        P常数
        1常数
        D常数
通道0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26(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 
+2      通道OP常数(4位BCD)      oooo～9999      
+3      通道OI常数(4位BCD)      0000～3999      
+4      通道OD常数(4位BCD)      0000～3999      
～～    =       )～     
+23     通道7P常数(4位BCD)      oooo～9999      
+24     通道71常数(4位BCD)      0000～3999      
+25     通道7D常数(4位BCD)      0000～39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控制周期的設定(序列号153)
改定控制周期、冷却控制周期。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16
+17
友送数据通道数  
(桃川単元号     
控制周期        一
冷却控制周期    
控制周期        
冷却控制周期    
～:     ～
校制周期        
冷却控制周期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蛍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8欄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玉 
        +2      通道0冷却控制周期(4位BCD)       oooo～oo99      
        +3      通道0冷却挫創周期(4位BCD)       OOOO～0099      
        +4      通道1控制周期(4位BCD)   0000～0099      
        +5      通道1冷却控制周期(4位BCD)       0000～0099      
        ～～    :一     ～      
        +16     通道7控制周期(4位BCD)   oooo～oo99      
        +17     通道7冷却控制周期(4位BCD)       0000～00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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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模式的没定(序列号154)
改定輸出劫作(正劫作/逆動作)。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ーク"
十十十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槍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茎
+2      没定代碍(2位BCD)        oooo～oo壬'F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警抜方式的設定(序列号155)
設定警抜1,警撮2的警報模式。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H
+2
+3
+4
+5
+玉
+1
012345拓17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警抜1没定代硝   
        (不定)  警報2没定代碍   
        (不定)  警扱1没定代碍   
        (不定)  警扱2没定代碍.  ■∨■
        ～      号      
        (不定)  警抜1没定代碍   
        〈不定) 書振2没定代掲   
通道0
通道0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G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18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通道0警抜1没定代碍(2位BCD)      0000～000C      
+3      通道0警手艮2没定代碍(2位BCD)    0000～000C      】
+4      通道1警報1没定代硯(2位BCD)      0000～〔XXX:    
+5      通道1書振2没定代碍(2位BCD)      oooo～oo㏄      
～      ∨:     ～:     
+16     通道7警報1没定代碍(2位BCD)      0000～000C      
+17     通道7…警報2没定代硝(2位BCD)    0000～000C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6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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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抜温度的設定(設定単位1)(序列号156)
改定改定単位1(4位)的警抜温度。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211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30
+31
+32
+33
友送数据起始通道
(不定)1単元号1
警掘1没定代碍
(不定)
警抜2没定代碍
(不定)
}:
警抜1没定代碍
(不定)
警抜2没定代碍
(不定)
通道0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34(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
+2      通道0警根1没定値(4位BCD)        oooo～9999      
+3      不使用          
+4      通道1警抜2没定値(4位BCD)        oooo～9999      
+5      不使用          
》      w:～    :       
+32     通道7警抜2改定債(4位BCD)        oooo〔9999      
+33     不使用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警抜温度的設定(没定単位0.1)(序列号157)
没定潰走単位0.1(5位)的警報温度。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逆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30
+31
+32
+33
        友逆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警抜1没定値(下4位)      一
        警抜1没定値(上1位)      
        警抜2没定値(下4位)      
        警手艮2没定値(上1位)    
        輪:     w
        警抜1没定値(下4位)      一
        警抜1没定値(上1位)      
        警扱2没定値(下4位)      
        警抜2没定値(上1位)      
通道0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34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通道0警抜1没定値(下4位)(4位BCD) oooo～9999ふ    
+3      通道0警報1没定値(上1位)(4位BCD) 0000～0009      
+4      通道0警抜2没定値(下4位)(4位BCD) 0000～9999      
+5      通道0警抜2没定値(上1位)(4位BCD) 0000～0009      ～
～      ～1     ～:     
+32     通道7警報2没定値(下4位)(4位BCD) OOOO～9999      
+33     通道7警抜2没定値(上1位)(4位BCD) 0000～000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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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凋甘菜敏度的没定(序列号158)
改定ON/OFF控制吋的控制輸出的凋廿灸敏度。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16
+17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日車元号
        調布艮敏度
        冷却調布艮敏度
        凋布英敏度
        冷却凋市戻敏度
        ～1～
        凋常員敏度
        冷却調布戻敏度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8(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通道0凋帝京敏度(4位BCD) 0000～0999      
+3      通道0冷却凋常衰敏度(4位BCD)     0000～0999      
+4      通道1凋守涙数度(4位BCD) 0000～0999      
+5      通道1冷却凋羊艮敏度(4位BCD)     0000⇔0999      
】      ～:     一1     翻
+16     通道7凋市策敏度(4位BCD) 0000～0999      
+17     通道7冷去p凋ギr黄敏度(4位BCD)   0000～09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自助凋階的井始(序列号159)+
チF女台自助潤う皆(AT)。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0
起始通道
+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個定)
+1      単元号く4位BCD) 00～31
+2      通道号(1位BCD)  0～7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自動洞潜的中止(序列号160)
中止自助凋↓皆(AT)。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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脳規定単位的設定(序列号161)
改定単位的改定。
⑳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O
l起始通道+1
+2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団輸入朴正値的没定(序列号162)
設定輸入朴正値。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通道数
(碇川単元号
輸入朴正償
輸入朴正値
輸入朴正億
愉人ネト正値
輸入朴正値
輸入朴正値
輸入ネト正値
輸入ネト]正道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没定代碍(4位BCD)        oooo:単位1㎜1:単位0.]
衰退数据+0
起始通道+1
+2通道0
+3通道1
+4通道2
+5通道3
+6通道4
+7通道5
+8通道6
+9通道7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尤
■人工皇位量的設定(序列号163)
改定人工変位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通道0
+3通道1
+4通道2
+5通道3
+6通道4
+7通道5
+8通道6
+9通道7
80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人工夏位量
人工夏位量
人工夏位景
人工夏位量
人工皇位量
人工夏位量
人工夏位量
人工変位量
        偏移亙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0(口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通道0輸入朴正偵(4位BCD) 0000～0999      
        +3      通道1輸入朴正値(4位BCD) 0000～0999      
        +4      通道2輸入朴正値(4位BCD) 0000～0999      
        ～～    {=      ～=     
        +8      通道6輸入朴正債(4位BCD) 0000～0999      
        +9      通道7輸入朴正値(4位BCD) 0000～0999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妥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0(固定)
        +]      単元号(2位BCD)  00～3五
        +2      通道0人工変位量(4位BCD) 0000～1000
        +3      通道1人工変位量(4位BCD) 0000～1000
        +4      通道2人工変位量(4位BCD) 0000～1000
        '～     :       }:～
        +8      通道6人工皇位量(4位BCD) 0000～1000
        +9      通道7人工夏位量(4位BCD) 0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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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斜率値的設定(序列号164)
設定斜率値。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通道0
+4
通道1
+5
+i6
通道7
+17
笈送数据起始通道        一
(不定)1単元号   
(不定)1斜縮日鋼単位い碇)        
        
(不定)}斜率偵`  一コ
吋解位い不定)   
一～:   
(不定)1斜鞠     
日寸1騨倒(碇)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8(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通道0斜率直(3位BCD)     000～999        
        +3      通道0日寸間単位(ASCm宇符)       S:秒M:分H,小肘  
        +4      通道1斜率値(3位BCD)     000～999        
        +5      通道1吋向単位(ASCH1字符)        S:秒M:分H=小肘  
        一      亀1     甲:     w
        +16     通道7斜率債(3位BCD)     000-999 
        +17     通道7吋阿単位(Ascn1字符)        S}秒晒分H:小肘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人工輸出量的設定(序列号165)
在人工遠蛙吋,没定控制輸出的人工輸出量。
●笈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16
+17
投遣数据通道数  
(不定川単元号   
輸出量  
冷却輸出量      
輸出量  通通
冷却輸出量      
～●:   
輸出量  過
冷却輸出量      
ハリユ
道道
道7
偏移景  内顧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工8(固定)     ～
+1      単元号(2位BCD)  00～3王 
+2      通道0輸出量(4位BCD)     0000～1000      
+3      通道0冷却輸出量(4位BCD) 0000～loOO      
+4      通道1輸出量(4位BCD)     0000～1000      
+5      通道1冷却輸出量(4位BCD) 0000～】000     
∨      ●      ～:     
+16     通道7輸出量(4位BCD)     0000～1000      
+17     通道7冷却輸出酎(4位BCD) 0000～1000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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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輸出量根限債的没定(序列号166)
没定限制投餅輸出的輸出量根限値。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o
起始通道
+1
+2
+3
通道0
+4
+5
+30
+3王
+32
+33
州0王う冷3      宏遠数据通道数  .
        〈碇)1糎号      
        輸出量根限下限値        
        輸出至根限上限値        
        冷却輸出量根限下限値    
        冷却輸出量根限上限値    
        =       一
        輸出量根限下限値        「
        輸出量扱限上限値        
        冷却輸出泣根限下限値    
        冷却輸出景根限上限値    」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o      接受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34(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f)0～31 
        +2      通道0輸出量根限下限値(4位BCD)   0000弓000       
        +3      通道0輸出量根限上限値(4位BCD)   0000～1000      
        ÷4     通道0冷却輸出量根限下限値(4位BCD)       0000～1000      
        +5      通道0冷却輸出量根限上限値(4位BCD)       0000～1000      
        ～      】w:    :～     
        +32     通道7冷却輸出量根限下限値(4位BCD)       0000～1000      
        +33     通道7冷却輸出量根限上限億(4位BCD)       0000～1000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化率根限債的設定(序列号167)
旦7派
翻輸出
里宮
没定限制控制輸出的輸出変化率根限値。
O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i醗号
楡出量変化率扱限値
愉出量変化率扱限値
輸出量変化率扱限債
輸出量変化率扱限値
輸出頃変化率扱限値
愉出量変化率扱限債
愉出量変化率扱限値
輸出量変化率扱限値
通道0
通道1
通道2
通道3
通道4
通道5
通道6
通道7
備移量  1/1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0(固定)      
        単元号(2位BCD)  OO～31  
+2      通道0輸出呈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3      通道1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4      通道2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1000      
w       }■     ～⑳    
+8      通道6輸出量変化率根限値(4位BCD) 0000～】000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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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波定数据的保存(序列号168)
保存没定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食逃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没定数据的初期化(序列号169)
把全部的没定数据同憂到出jwh-Ht的初期値。
●裁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笈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鬼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元
口HB警撮,HS警≡扱有数通道的設定(程序号170)
没定HB警報,HS警報的有効或元敷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
+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没定代碍(2位BCD)        00～FF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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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加熱器断銭,SSR故障電流値的設定(序列号171)
改定投出加熱器的断裂,SSR故障的屯流偵。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槍+0
起始通道+1
+2
+3
+4
+5
+16
+17
波速数据通道数
(不定川斬号
加熱器断銭杓出屯流値
SSR故障輸出電流債
加熱器銭検出屯流値
SSR故障検出電流値
】':
加熱器断幾検出屯流値
SSR故障検出屯流値
通道0
通道1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8個定)       
        +|      単元号(2位BCD)  00～3】 
        +2      通道0加熱器断裁検出屯流値(4位BCD)       0000～0500      
        +3      通道OSSR故障‡金出屯流イ真(4イ立BCD)    0000～0500      
        +4      通道工加熱器断銭検出屯流債(4位BCD)      0000～0500      
        +5      通道lSSR故障捻出丸洗値(4位BCD)  0000～0500      
        一一    :       ":      
        +16     通道7加熱器断残検出屯流値で4位BCD)      0000～0500      
        +17     通道7SSR故障検出F邑流債(4位BCD) GOOO～0500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口死区/交迭区的没定(序列号1.72>
在加熱、冷却的控制吋,炭竃控制輸出的死区或者交迭区。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i醐号
死区/交迭区
死区/交迭区
死区/交迭区
死区/交迭区
死区/交迭区
死区/交遊区
死区/交迭区
死区/交迭区
通道0
通道1
通道2
通道3
通道4
通道5
通道6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一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0(固定)      
+1      単元号(4位BCD)  00～31  
+2      通道0死区/交迭区(4位BCD)        0000～0999      
+3      通道1死区/交迭区(4位BCD)        0000～0999      
+4      通道2死区/交迭区(4位BCD)        0000～0999      
】      輪:'    ':      
+8      通道6死区/交遊区(4位BCD)        0000～0999      
+9      通道7死区/交迭区(4位BCD)        0000～0999      
⑳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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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数的設定(序列号173)
在加熱冷却控制吋,改定指定冷却比例帯的冷却家数。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川・翫号
冷却乗数
冷却系数
冷却系数
冷却票数
冷却素数
冷却乗数
冷却乗数
冷却票数
通道0
通道1
通道2
通道3
通道4
通道5
通道6
通道7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0(間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通道0冷却乗数(4位BCD)   0000～0100      
        +3      通道1冷却家数(4位BCD)   0000～OlOO      
        +4      通道2冷却系数(4位BCD)   0000～0100      
        一      用1     、:     
        +8      通道6冷却乗数(4位BCD)   GOOO～OlOO      
        +9      通道7冷却乗数(4位BCD)   0000～0100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控制的升始(序列号174)
升始控制温度。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麦送数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逆数据適地数(4位BCD)  0002閨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這襲、控制的停止(序列号175)
停止温度控制或人工這賛。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投遣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1単元号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③〉 000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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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操作升始(序列号176)
井始送i行以改定的輸出還来退行的人工…操作。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道数据+0
起始通道日
表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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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5
温度控制器(E5口J)
通信協ぱ[温度控制器(E5口J)ユ是対μ、PC起,経由通信板.RS-232C或RS-422/485竜燈連接的温
度控制器単元。以逗程模式,遊行各秒投足,及控制的通信切汲。
■通信排改的杓成
通信坊双[温度控制(E5口J>]的杓成和下所示
序列号  笈送/接枚数据程序名     功能    梯形圏接目      
                        笈送通道分配    接収通道分配
200     近程模式逸拝    把主体模式韓換成垣根模式        ○      ×
201     本地模式逸拝    把主体模式特操成本地模式        ○      ×
202     后各模式逸書    把国柄値写人模式特操成后各模式  ○      ×
203     RAM尊人模式遊揮 把日折i値写人模式特撰成RAM写人模式      ○      ×
204     日柄値保存      保存則示値      ○      ×
205     没定値筍人1     回附写人目椋値,警抜値1,警抜債2及加熱器断銭警根債        ○      x
206     没定値寄人2     回付尊人比例帯、秋分射向、微分吋阿      ○      ズ
2{}7    論人朴正直写人  再入輸入朴正値数据      ○      〉(
208     没定値瑛出1     写人目椋値、瞥根笹⊥、警抜値2及加熱器断銭警報値 ○      ○
209     没定値演出2     同町再入比例帯、枳分附間、微分吋1旬     ○      ○
210     愉人朴正値泣出  把輸入朴正値域出,再写人10M      ○      ○
211     輸出量渓出      波出輸出量,存人IOM      ○      ○
2ユ2    測定値逮出      演出測定量,存人10M      ○      ○
213     自称値根限値u出 逮出目椋値根限値,存人IOM        ○      ○
214     加熱器屯流値撰出        選出加熱器電流値、存人K)M       ○      ○
215     初始状志的穣出  旗出初始状杏,存人10M    ○      ○
216     通用寄人        逼迫設定首椋碍、再写人指定的参数        ○      ,<
217     通用域出        通辻投足首椋碍、来演出指定的参数        ○      ○
○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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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利用"温度控制辞(E5口J)"的連接形式如下国所示:
●RS-232Cil妾銭
通信板RS-232端口        pc      ps              E5口J
                        RS-232C 
        一一‖          →      
                                
                                
RS-232C
信号名称        筒称    信号方向        脚号
信号用接地或共用回流銭  SG      一      25.27
衰退数据        SD      輸出    26
接受数据        RD      輸入    28
通宿根
E5AJ
        RS-232CI                        屏蔽銭                  ;RS-232C                        MAX232C或相当芦品
        信号名  脚号                                    脚号    信号名          
                                                                        =拒     
        FG      1                                       25      SG              蔀T×
        SG      9                                       27      SG              
                                ×                                              
        SD      2                                       26      SD              
                                                                                
        RD      3                                       28      RD              
                        司ノ            sノ     B                               
                                                                                
        RSCS    45      ココ                    :                               
        DRER    78                                                              
…
陸圏・連接形式力1対1、屯貌最長15m
・用地清使用帯解蔽的対絞銭(AWC281以上)
●RS-422/485i接銭
C2001{X/}{C/}IE
通信板
RS-422/485
端口
lU…-422/485
最多可連接32巾・元
IUS-42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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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
信号名称                        筒称            信号方向                                脚号                            lEW相当部終端阻抗                       
友送致据A                       SDA             輸出                            26                                                      
笈送致据B                       SDB             輸出                            25                                                      
接受数据A                       RDA             輸入                            28                                                      
接受数据B                       RDB             輸入                            29                                                      
信号用接地                      SG              一                              27                                                      
                                                                        :RS-422                 通イ言板1る一4221'SN751177N或                           
                        Vcc終端阻抗     信号卿名        号                                                                                      
                                                                                                                                一<TX>RX
                                                                                響      信号名                                  
                                FGRDA   6       ス              〔                                      ご竺ご＼        碍              
さ      ピ                                                                      26      SDA                     に              
                                                ■                      ●                                                      
                                RDB     S                                       25      SDB                                     
                                                q                       ●                                      4宋Ω1  ＼      
                                SDA     1                                       28      RDA                                     
                                                                                                                                
                                                                                                                軸稀・i「               
                                SD8     2                                       29      RDB                                     
                        責」                                    ∠      1                                                       
                                                1、.                            2?      SG      陽      w-。Cコ 一》8・霧               
                                                |終端阻抗:ll㍑                                  屏蔽銭_、ll終端闇流1:ll:1                                       
                                                                                                                                <終端阻抗
                                                                                                                                
●RS-485
信号名称        筒称    信号方向        脚号
端子A   A       輸入輸出        26.28
端子1〕 B       摘入輸出        25.29
信号用接地      SG      一      27
通イ葺板RS-485
VCC終端阻抗
信号
脚
FG
Al
8
2
肝敵襲
E5AJ
RS-485
終i情阻iレt
脚.信{2αΩ
26
25
A
+5V
51kΩ
27
B
SN751!77N或
相慧斯「λ
28
29
SG
A
日
6.BV
.7kΩ
4.'A〈Ω
51kO
T×
篇ノ8485
RX
脚・芳号
終端粗拭的240Ω能fJ多山主
立占指定チFIX来指定
鯉N
ごセシ占指定ヲ千英
房蔽銭
26
A
篇晶
國・連跳式1,1或1,N,1,陸棚寸,包舗飾最多能髄接321台。
・亀鑑長4最大力500in,井清使用帯屏蔽的対絞銭(AWG28i以上)。
・仮在貨送銭路二端部的装置赴連接多冬端屯阻。
・終端阻抗在100Ω以上(由二端的合成,使用田一422吋,)或54Ω以上(使用RS-485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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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程模式迭捧(序列号200)
把模式換成近程模式。
●友送数据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革元号
偏移丑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本地模式遥拝(序列号201)
把模式切換成本地模式。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GO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oo～31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后各摸式迭捧(序列号202)
絶目椋直写人模式切換成后各模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
投遣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苛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RAM写入模式迭捧(序列号203)
把目板値写人模式切換成RAM写人模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パ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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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椋債保存(序列号204)
保存目極値。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翻設定億写入1(序列号205)
対多介単元尊人開示値,警振債L警振債2及加熱器断残響根値。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122
+123
+124
+125
+126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道数据通道数(4位BCD)  甲元数×5+2     
～      友送数据通道    ■第1単元～第25単元(最大)       +1      単元数(4位BCD)  00田一〇〇25    
        単元数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oo～3玉 
        (不定)[単元号                                   
        剤示値                                  
                        +3      第1単元自称債(4位BCD)   ㎜一9999,当最上イ.カ"-1"財投定A,"一"肘,設定F    
        書振傭1                                 
        警報値2         +4      第坪.元警扱値1(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吋設定A,`㌦"吋,潰走F   
        加熱器断裂警抜値                                        
                        +5      第1単元警根笹2(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力"-1"吋設定A,"一"吋,改定F    
        =                                       
        (不定)1単元号           +6      第1単元加熱器断銭警抜債2(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メプ㌧1"吋設定A,"一㍗吋,設定F        
        日柄値                                  
        警報偵1         +7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oo～31  
        警報値2                                 
                        }       w●     ～:     
        加熱器断銭警扱偵                                        
                        +126(最大)      第25単元加熱器断銭轡扱値2(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一ズ'吋没定A,"一"吋没定F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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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定値写入2(序列号206)
対多介単元写入比例帯、枳分賦河、微分吋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122
+123
+124
+【25
        友送致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1単元号   
        比例帯  
        根分吋向        
        微分日寸間      
        ～:     》
        (不定川単元号   
        比例帯  
        枳分吋1司       
        微分射向        
第1単元
第31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4+1
        +1      単元号(4位BCD)  0001～003}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比例帯(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吋設定A,"一"日寸,設定F
        +4      第1単元根分射向(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戊ピ㌧1"吋投足A,"一"吋,没定F
        +5      第1単元微分対向(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弘」"-1"吋設定A,"一"吋,没定F
        +6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亀側    ■      》帥
        +互25(最大)     第31単元微分吋河(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力"-1"吋設定A,"一"吋政定F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先
■輸入ネ1・正値湾入(序列号207)
写人輸人朴正億。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輸入朴正値(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ツヂー1"財投定A,"一"吋,設定F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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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定値写入1(序列号208)
対多介単元旗出目振付,警抜値1,警報値2,加熱器断裁警抜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2
+25
笈送数据通道
単元数
体定)1単元号
卍:脚
(不定)1単元号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25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埠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一:     w:      
+26(最大)       第25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ll　数据÷0
存儲通道
+1
+2
+3
+4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i…loo  接枚数据通道数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4+1     
        国振値  一■    第1単元                         
                                +1      第1単元日柄債(4位BCD)   ㎜一9999,当最上働"-P'吋設定A,"一"吋,設定F       
        警根値1                                         
        書振値2                 +2      第1単元警報値1(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財投定A,"一"日寸,設定E        
        加熱器断残響扱債                                                
                                +3      第1単元警根笹2(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吋没定A,'に"吋蔵定F    
        4り=～                                          
        目椋債                                          
                一一    第25単刀(最大)  +4      第1単元電熱銭断裂警扱値(4位BCD) ㎜一9999,当最上働"-1"吋設定A,"一"吋,設定r       
        警報値1                                         
                                +5      第蝉元目椋債(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力"-1"吋設定A,"一"吋設定F    
        警扱値2                                         
        力燃器聯装書振値                        ～      ～一    `～     
                                +100(最大)      第25洋元亀熱裁断残警報値(4位BCD)        ㎜一9999,当最上働"-1"時世定A,"一"吋,設定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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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定値懐出2(序列号209)
対多介単元凌出比例帯,秋分旬間,微分対向,把錆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萎t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2
0友送数据通道   }
1単元数 
2(不定)1単元号  
w‡     
32(不定);羊元号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1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oo～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丙粥:   :       舟
+32(最大)       第25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妾il文数据+0
存緒通道肩
+2
+3
+91
+92
+93
        接枚数据通道数
        比例帯
        秋分吋伺
        微分時間
        w:～
        比例帯
        枳分付回
        微分吋同
第1単元
第31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3+1     
÷1     第1単元比例帯(4位BCD)   ㎜一9999,当趾位力"司吋没定A,"一"吋,没定F        
+2      第1単元秋分吋伺(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力"-1"財投定A,"一"吋,設定F   佃
+3      第1単元微分吋間(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力"-F'吋改定A,`㌦"吋,設定F   
+4      第2単元比例帯(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力"-i"吋遊走A,`㌧"吋,没定F   
「      制':    '=      
+93(最大吋)     第31単元微分吋間(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財投定A,㌦"吋,設定F    
■輸入朴正値演出(序列号210)
演出輸入朴正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
+0
存傭通道
+1
接収数据通道数
輸入朴正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輸入朴正値(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吋没定A,`㌧"吋,改定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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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量的懐出(序列号211)
慎出輸出量,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G
存倍通道+1
接枚数据通道数
輸出量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輸出量(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プヨ"-1"附設定方A,"一"llお改定刃F
■測定値的遠出(序列号212)
演出測定値弓状恣数据,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逆数据+G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1攻数鋸+0
存傭通道+1
+2
接枚数据通道数
測定値
壮志数据
偏移㎡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OGO3
+1      測定値(4位BCD)  ㎜一9999,当趾働"-j"財投定力A,"一"吋,設定力F
+2      壮志数据(4位BCD)        oooo～9999
薗目椋値根限値的漢出(序列号213)
逮出目〕示値根限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牧数据+o
存儲通道+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日赤値扱僅僅下限(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メジ`-1"吋設定力A,"一"吋,没定力F
+2      自称値扱僅僅上限(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吋改定力A,"一"吋,没定力F
95
---------------------[End of Page 5153]---------------------



■加熱器電流値漢出(序列号214)
演出加熱器屯流値,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o
存儲通道
+1
+2
接枚数据通道数
加熱器南流値
状志数据
喝
偏移堂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加熱器電流値(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吋,改定力A,"一"吋,設定力F
+2      状基数据(4位BCD)        oooo～9999
■初婚状恣的漢出(序列号215)
旗出初始状恣,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IYE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致据通道数
(不定)埠元号
偏移景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o2(固定)
+正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0
存楮通道
+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鉄窓(2位BCD)    oo～99
+2      警抜秒i渠(2位BCD)輸入秤美(1位BCD)       oo～990～9
■通用写入(序列号216)
通逆波定着祢題代褐,写人指定的参数値。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文選数据+o
起始通道+1
+2
+3
+4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5(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首撚翅代碍(ASCH2字)     可設定的椋題代碍:MB、WS,W%,WW、WB,WN,WV
+3      数据代碍(2位BCD)        01～02
+4      写人数据(4位BCD)        oooo～9999,当最上位)勺"-1"吋設定力A,`㌦"吋,改定力F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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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違出(序列号217)
通迂改定首椋題代碍,旗出指定的参数値。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3
十十十十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恨(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首椋題代碍(ASCII2字)    可設定自句様題イ董こ{再:RS,R%,RW,RB,RN,RV,RO
+3      数揚代碍(2位BCD)        01～02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ll　数据+0
存儲通道+1
接枚数据通道数
接牧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2
+1      渓出数据(4位BCD)        0000～9999,当最上位力"-1"吋量定力A,"一"吋,投足力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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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泉6
凋芋汁(ES100口)
通信1力説[凋令汁(ES100口)]是対経由通信板以RS-232C或RS-422/485屯銃与PC連接的凋芋
汁,以透程模式,執行書林設定的漢出及控制的通信坊双。
■通信跡汲的杓成
通信跡i叉[凋芋汁(ES100口)]釣杓成地下所示:
序列号  友送/接枚数据程序名     梯形圏接目      
                功能    友送通道分配    接収通道分配
250     事件数鋸懐出    旗出変量区域的事件1～10 ○      ○
251     日柄信号旗出    旗出変量区域的吋1再信号1～10    ○      ○
252     借涙検出数据旗出        旗出変量区域的錯俣組1～15       ○      ○
253     加熱器断銭数据旗出      旗出変量区域的断銭書損  ○      ○
254     PV数据旗出      裸出変量区域的PV数据    ○      ○
255     SP数据懐出      1妾出変量区域的SP数据   ○      ○
256     操作量数据漬出  瑛出変量区域的操作量数据        ○      ○
257     控制盗視数据旗出        演出変量区域的控制、監視数据(SP、PVi操作量)     ○      ○
258     凋整参数演出    演出参数区域的凋整参数  ○      ○
259     調整参数等人    改定参数区域的調整参数  ○      ×
260     PID控制参数旗出1        棲出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数内,PID姐1～4的数据     ○      ○
261     PID控制参数懐出2        漬出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i数内,PID狙5～8的数据    ○      ○
262     PID控制参数写人1        設定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数内,PID組ユ～4的数据    ○      ×
263     PID控制参数再入2        設定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数内,PID姐5～8的数据     ○      ×
264     本地SP旗出      演出程序参数区域駒木地SP        ○      ○
265     本地SP写入      設定程序参数区域的本地SP        ○      メ
266     程序参数瑛出    旗出程序参数区域的本地SP,歩射1岡、PID組NO.等待代碍,事件⊥～⊥0没定値    ○      ○
267     程序参数写人    投足程序参数区域的本地SP,歩吋河、PID姐NO,等待代碍康件1～10没定値        ○      ×
268     近程遊走模式的改定      把設定模式切換到近程没定模式    ○      ×
269     本地設定模式的設定      把設定模式切換到本地没定模式    ○      x
270     外部設定模式的没定      把設定模式切換到外部設定模式    ○      ×
27豆    追行(Run)指令   升始控制        ○      ×
272     星位(St。P)     停止控制        ○      ズ
273     自助模式設定    把控制模式切換到自助模式        ○      ×
274     人工模式没定    拙技制模式切換副手劫模式        ○      メ
275     A.T、執行       執行A,T ○      ×
276     A.T.中止        中止A.T ○      X
277     格式号改変      変更格式号      ○      :イ
278     姐号改変        変更存儲単元号  ○      ノ〈
279     控制器状悉陸出  遠出控制器的状恋        ○      ○
280     通用指令        友送指定的数据,把牧到的数据存人指定通道 ○      ○
○: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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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利用通信坊改凋芋汁ES100口吋的連接形式如下国所示:
●RS-232接銭
C200H×/HG/HE
ESIOO[コ
通信板RS-232C端白       PC      PS      RS-232C 
        [][]                    
                                
RS-232C
通信板
ES100[コ一口01口
RS232C
信号名  脚号                                            RS232C  
                                                        脚号    信号名
FG      1                                                       
                ココ    r・、           ～r__                   
SD      2               一一                            ]7      SD
RD      3                       )                       16      RD
RS      4                                               15      SG
CS      5                                                       
DR      ワ                                                      
ER      8                                                       
SG      9                                                       
                        屏蔽銭                                  
●RS-422/485接銭
C200HX/HG/HE
ESIOO[]
通信板
RS-422/485
端白
RS・・422/485_
ESIOO〔]
RS-42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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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
通信板部分
ES100ロー[コ04口
RS422                                                           RS422                   
信号名  脚号    屏蔽銭                                          脚号            信号名  
RDA     6                                       一              24              SDA     
RD8     8                                                       25              SDB     
SDA     1                                                       16              RDA     
SDB     2       1                                               17                      
FG                                                                                      
                                                                〔                      
                                                                                        
                                                                                        
                                                                        ●              
                                                                        ●              
                                                                        ●              
                                                                Y       ,               
嶽]次級一
・RS-485
通信根部分
ESIOO口・口04口
…                                      ⌒                      
        脚号    屏破壊                  脚号                    
一      1       r「                     16              一      
                                        17              十      
十      2                                                       
                                                                
                                                                
FG                              〔                              
                                                ,               
                                                                
                                        Y       ,               
棉;コ次級ES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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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数据漢出(序列号250)
演出変量区域的事件仁IO。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
起始通道
〇三(∠3
十十十十
+26
～6     友送数据通道数          第第～第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不定)1中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25単元
(最大)
w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25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特      ⇔      ,       ～A■
        +26(最大)       第25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儲通道
∧U1234.ζ」
十十十十十十
+121
+122
+123
+124
+125
i       接枚数据通道数          
        事件1   事件2   一類
        事件3   事件4   
        事件5   事件6   
        事件7   事件8   
        事件9   事件10  
                :       }
        事件三  事件2   一
        事件3   事件4   
        事件5   事件6   
        事件7   事件8   
        事件9   事件10  一
第三単元
第25単元
(最大肘)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5+三    
+1      第1単元事件1数据(2位BCD)事件2数据(2位BCD)       00～FFoo～FF    
+2      第1単元事件3数据(2位BCD)事件4数据(2位BCD)       oo～FFoo～FF    
+3      第1単元事件5数据(2位BCD)事件6数据(2位BCD)       00wFFOO～FF     
+4      第1単元事件7数据(2位BCD)事件8数据(2位BCD)       00～FFOO-FF     
+5      第1単元事件9数据(2位BCD)事件10数据(2位BCD)      oo～FFOO⇒FF    
～～    ～      ～レ    
+125(最大)      第25単元事件9数据(2位BCD)事件10数据(2位BCD)     oo～FFo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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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弼信号漢出(序列号251)
瑛出変量区的吋同信号1～10。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0
起始通道
+1
+2
+3
+26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不定)
単元号
車元号
(不定)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25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25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
        ～～    :       ～:～
        +26(最大)       第25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O
存儲通道+1
+2
+3
+4
+5
+121
+122
+123
+124
+125
        接収数据通道数          
        吋1司信号1      吋1司信号2      一
        吋間信号3       射向信号4       
        吋1司傭号5      時間信号6       
        吋同信号7       肘間信号8       
        吋同信号9       吋向信号10      
        ～      :       w
        吋間信号1       日寸1司信号2    一
        吋伺信号3       吋1司信号4      
        吋伺信号5       吋伺信号6       
        対向信号7       吋河信号8       
        時間信号9       吋回信号10      
第1単元
第25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5+1     
        +1      第1単元対向信号1数据(2位BCD)吋1旬信号2数据{2位BCD)      oo～FFOO～FF    
        +2      第1単元吋回信号3数据(2位BCD)吋1司信号4数据(2位BCD)      oo～FFGO～FF    脚
        +3      第1単元対向信号5数据(2位BCD)吋1司信号6数据(2位BCD)      oo～FFoo-FF     
        +4      第1単元吋同信号7数据(2位BCD)吋1司{宮号8i数据(2イ立BCD)  oo～FFOO～FF    
        +5      第1単元時間信号9数据(2位BCD)吋伺信号10数据(2位BCD)      00～FFOO～FF    
        珂∪だ  :～     :       
        +125(最大)      第25単元日寸1旬イ吉号9数i据(2イ立BCD)吋洞信号10数据(2位BCD)     oo～FFo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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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俣検出数据的漬出(序列号252)
演出変量区域的錯俣姐0～15。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0
友送数据
+1
起始通道
+2
+3
+9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8
        友送数据通道数  第1単元第2単元w第8単元(最大)                    
        単元数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不定)1単元号                           
        (不定)暉元号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卍1                             
        保定)1単元号            ～      ～=     ～=～
                                        
                        +9(最大吋)      第8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借通道+1
+2
+3
+4
+5
+6
+7
+8
+】28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一
接枚数据通道数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8+1     
錯涙狙1 錯俣組2 一      第1単元                         
                                +1      第1単元錯俣組0数据(2位BCD)錯涙墾1数据(2位BCD)   00wFFoo～FF     
錯涙組3 嶺俣姐4                                         
徳操組5 錯俣組6                                         
措俣組7 錯涙組8                 +2      第1単元錯涙姐2数据(2位BCD)錯涙組3数据(2位BCD)   oo〔FFoo→FF    
錯俣組9 錯俣姐10                                                
錯俣姐11        錯俣祖12                        一      一1     ～=     
錯俣組13        錯涙姐14                                                
                                +7      第1単元錯俣組12数据(2位BCD)借涙組13数据(2位BCD) oo～FFoo～FF    
錯涙組14        錯俣組15                                                
～:             ～      撫㌣                            
                                +8      第1単元錯渓組14数据(2位BCD)錯涙姐15数据(2位BCD) 00～FFoo～FF    
措俣姐141搬組15                                                 
                                                        
                                +9      第2単元錯俣組0数据(2位BCD)錯俣姐1数据(2位BCD)   00～FFoo～FF    
                                }       w:      ～:     ～
                                +128(最大吋)    第16単元錯俣組14数据(2位BCD)借俣姐15数据(2位BCD)        00～FFO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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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器断銭数据漢出(序列号253)
旗出変量区域的加熱器断裂警報。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Ol(∠角」
十十十十
+33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一    
杯定)1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oo～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舟:     ⇔:     ●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1班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sl　数据+0
存傭通道+1
+2
+3
+4
+32
已2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不定)  加熱器断残警根  
        <不定)  加熱器断銭警報  
        (不定)  加熱器断銭苔根  
        (不定)  加熱器断銭警抜  
        1～             
        (鵡)1力嚥器繊警報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単.元
第4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日        
        +1      第1単元加熱器断銭警i概(2イ立BCD)        oo～FF  
        ÷2     第2単元加熱器断銭警報(2位BCD)   oo～FF  
        +3      第3単元加熱器断銭警抜(2位BCD)   00wFF   
        +4      第3単元加熱器新銭警抜(2位BCD)   00～FF  
        ww      :       ∨:     
        +32(最大)       第32単元力直黙ピ器断裁書振(2イ立BCD)    o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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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数据瑛出(序列号254)
演出変量区域的pv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2
+3
+33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不定)
単元号
埠元号
(不定)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ぷ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w       卍:     一:     
        +33(最大吋)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
存倍通道
∩U-▲2【」4.
十十十十十
〕      接枚数据通道数          
        PV数据(下4位)   一=     第窮策
        PV数据(上4位}           
        PV数据(下4位)           
        PV数据(上4位)           
        :               
        PV数据(下4位)           
        PV数据(上4位)           
第1単元
第2単元
32単元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x2+1      
        +1      第1単元pv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2      第1単元PV数据(上4位)(4位BCD)            
        +3      第2単元PV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4      第2単元PV数据(上4位)(4位BCD)            
                :       一1     
        +63     第32単元PV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64     第32単元PV数据(上4位)(4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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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数据懐出(序列号255)
瑛出変量区域的SP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不定)
単元号
車元号
(不定)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仁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w       エ1     ⇔～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ll　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接枚数据通道数
sp数据(下4位)
SP敷銀(上4位)
SP数据(下4位)
SP数据(上4位)
+63SP数据(下4位)
+64sp数据(上4位)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1     嗣
        +1      第1単元SP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wO9999000       
        +2      第1単元SP数据(上4位)(4位BCD)            
        +3      第2単元SP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4      第2単元SP数据(上4位)(4位BCD)            
舟      w:      断      
        +63     第32単元sp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64     第32単元SP数据(上4位)(4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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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量数据懐出(序列号256)
瑛出変量区域的操作量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友送致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不定)
単元号
車元号
(不定)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埠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耐～    :       亀～●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64    接枚数据通道数  
        操作量数据(下4位)       
        操作量数据(上4位)       
        操作量数据(下4位)       
        操作量数据(上4位)       
        一:     一
        操作量数据(下4位)       ■
        操作量数据(上4位)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x2+1      
                第1単元         
        +1      操作量数据              
                (下4位)(4位BCD)         
                        oooooooo～oggggooo      
                第1単元         
        +2      操作量数据              
                (上4位)(4位BCD)         
                第2単元         
        +3      操作量数据              
                (下4位)(4位BCD)         
                第2単元 00000000～09999000      
        ÷4     操作量数据              
                (上4位)(4位BCD)         
        ～      ～1柑   :       卍
                第32単元                
        +63     操作量数据              
                (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第32単元                
        +64     操作量数据              
                (上4位)(4位BCD)         
107
---------------------[End of Page 5165]---------------------



■控制1監視数据漢出(序列号257)
旗出変量区域的控制監視数i据(SP/PV操作量)。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ハ∪41う一つ」
十十十十
+21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             ～
(不定)}単元号           
第1ぽ元
第2単元
第21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BCD4位)  単元数+2
        +1      単元数(BCD4位)  0001～0021
        +2      第1単元単元号(BCD2位)   00～31
        +3      第2単元単元号(BCD2位)   00～31
        制～    ～●    1～
        +21(最大日寸)   第21単元単元号(BCD2位)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接枚数据通道数  「
        SP数据(下4位)   
        SP数据(上4位)   
        PV数据(下4位)   
        PV数据(上4位)   
        操作量数据(下4位)       
        操作量数据(上4位)       .～
        一:     
        SP数据(下4位)   
        SP数据(上4位)   
        PV数据(下4位)   
        PV数据(上4位)   
        操作量数据(下4位)       
        操作量数据(上4位)       
第1単元
第21単元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敷銀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x6+1      
        +1      第陣元SP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2      第1単元SP数据(上4位)(4位BCD)            
        +3      第1単元PV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4      第陣元PV数据(上4位)(4位BCD)             
        +5      第1単元操作量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6      第1単元操作量数据(上4位パ4位BCD)                
        w一     ～■            ～
        +125    第21単元操作員数据(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126    第21単元操作量数据(上4位)(4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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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整参数漢出(序列号258)
遠出参数区域的凋整参数,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
十十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ワ'00
十十
+10
+11
+12
+13
+14
+15
+17
+21
O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劔2526刀28四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    接枚数据通道数
        亙値SP(下4位上(上4位)
        」筐制輸出単(下4位⊥肺沖周期(上4位)
        違制輸出双(下4位⊥』永沖周期(上4位)
        」蓮糊強度(下4位上(上4位)
        挫却系数(下4位⊥(上4位)
        臓器断践(下4位⊥扱警世定値(上4位)
        雌比例(下4位⊥死区(上4位)
        迎罰輸出滞后(下4位⊥(上4位)
        皿/OFF次数(下4位⊥扱警没定値(上4位)
        皿/OFF控制滞后く下4位よ(上4位)
        ⊥工夏位(下4位⊥(上4位)
        皿没定(下4位⊥根限下限値(上4位)
        銀宝(下4位⊥根限上限値(上4位)
        戯化率(下4位⊥根限上升値(上4位)
        皿化率く下4位⊥根限下降値(上4位)
        連作量変化(下4位⊥率根限値(上4位)
        巫回路定値SP(下4位⊥(上4位)
        巫回路P(下4位」(上4位)
        旦回路1(下4位上(上4位)
        亙回路D(下4位⊥(上4位)
        旦回路(下4位⊥人工夏位(上4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43
+1～    定値(SP)(8位BCD)        00000000～09999000
+3～    控制輸出尊詠沖周期(8位BCD)      
+5w     控制輸出双肺沖周期(8位BCD)      
+7～    模糊強度(8位BCD)        
+9～    冷却系数(8位BCD)        
+11⇔   加熱器断残根警没定値(8位BCD)    
+13～   位置比例死区(8位BCD)    
+15一   刑罰輸出滞后(8位BCD)    
+17～   ON/OFF次数扱普段定値(8位BCD)    
+19～   ON/OFF控制滞后(8位BCD)  
+21～   人工変位(8位BCD)        
+23～   SP投足根限下限値(8位BCD)        
+25～   SP没定根限上限値(8位BCD)        
+27～   SP変化率根限上升値(8位BCD)      
+29⇔   SP変化率根限下降値(8位BCD)      
+31w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8位BCD)      
+33～   双回路定値SP(8位BCD)    
+35～   双回路P(8位BCD) 
+37～   双回路1(8位BCD) 
+39～   双回路D(8位BCD) 
+41～   双回路人工皇位(8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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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参数写入(序列号259)
改定参数区域的調整参数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逆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7
+8
+9
+IO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友送致据通道数
(不定)i単元号
定値SP(下位4位)(上位4位)
控制輸出単(下位4位)豚秤周期(上位4位)
i控制輸出双(下位4位)豚汁周期(上位4位)
模糊強度(下位4位)(上位4位)
冷却乗数(下位4位)(上位4位〕
加熱器断銭(下位4位)根i警没定値(上位4亙)
位置比例(下位4位)死区(上位4位)
外間輸出潜居(下位4位)(上位4位)
纏縫纏鴎瑠
ON/OFF控制滞后(下位4位)(上位4亙)
人工夏位(下位4位)(上位4位)
SP設定(下位4位)根限下限値(上位4位)
雌定(下位4位)根限上限値(上位4位)
SP変化率(下位4位)根限上升値(上位4位)
SP書化率(下位4位)根限下降値(上位4位)

鍵量変化(下位4位)率根限値(上位4位)
双回路定値SP(下位4位L(上位4位)
双回路P(下位4位)(上位4位)

双回路1(下位4位)(上位4位)

双回路D(下位4位)(上位4位)

塁回路(下位4位)人工宴位(上位4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44(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定値(SP)(8位BCD)        000GOOOOwO9999000
+4～    控制輸出単豚汁周期(8位BCD)      
+6～    控制輸出双肺沖周期(8位BCD)      
+8～    模糊強度(8位BCD)        
+10～   冷却系数(8位BCD)        
+12～   加熱器断機扱警没定値(R位BCD)    
+14～   位置比例死区(8位BCD)    
+16～   弄閉輸出滞后(8位BCD)    
+18ひ   ON/OFF次数振警没定値(8位BCD)    
+20～   ON/OFF控削蹄后(8位BCD)  
+22一   人工夏位(8位BCD)        
+24一   SP投足根限下限値(8位BCD)        
+26w    SP遊走根限上限値(8位BCD)        
+28～   SP変化率根限上升値(8位BCD)      
+30～   SP変化率根限下降値(8位BCD)      
+32～   操作量変化率根限値(8位BCD)      
+34～   双回路定値SP(8位BCD)    
+36～   双回路P(8位BCD) 
+38～   双回路1(8位BCD) 
+40～   双回路D(8位BCD) 
+42～   双回路人工夏位(8位BCD)  
■■■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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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控制参数遠出1(序列号260)
演出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数内,PID姐1--4的数据,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玉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牧数据+0
存緒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51
+52
+53
+54
+55
+56
接敗数据通道数
PID姐lP
PID姐lP
PID姐11
PH瑚lI
PID組lD
pm姐lD
H蝿1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pm狙1操作量根限下限債
即姐1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I瑚1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1噸1PV朴正値
Pm姐1PV朴正値
pn)組1自動逃捧幅度上限債
P醐1自動逸蜘誠上限値
一:
PI瑚4操作」轍限上限値
pm組4操作量捌紅隈値
PID組4日r朴正値
PID紮巨4PV朴正値
pm姐4自幼遊捧幅度上限債
PI瑚4自切迭拝領度上限値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偏移立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57
+1～    PID組1P(8位Bcb) 00000000～09999000
+3～    PID姐11(8位BCD) 
+5～    PID組1D(8位BCD) 
+7～    PID組1操作量根限下限値(8位BCD)  
+9～    PID組1操作量根限上限値(8位BCD)  
+11w    PID坦1PV朴正値(8位BCD)  
+13～   PID姐1自動逃拝幅度上限値(8位BCD)        
w卍     A:      
+43一   PID組4P(8位BCD) 
+45～   PID組41(8位BCD) 
+47～   PID鰹4D(8位BCD) 
+49～   PID組4操作量根限下限値(8位BCD)  
+5]～   PID坦4操作量根限上限値(8位BCD)  
+53～   PID鰻4PV朴正値(8位BcD)  
+55～   PID組4自敬迭持幅度上限値(8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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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控制参数漢出2(序列号261)
設定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数内,PID坦5～8的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西日(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衰退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個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牧数据+0
・存倍通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
+13
+14
+51
+52
+53
+54
+55
+56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
PID姐5P 
PH)郷P  
PID姐51 
pn〕組51        
PID郷D  
PH)姐5D 
pm組5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PID姐5操作己根限下限値  
pm姐5操作」i根限上限値  
PID邸操作量根限上限債   
PID姐5PV朴正値  
PI殴5PVネ1正値  
PID郷自動迭捧幅度上限値 
PID狙5自幼遊捧輻度上限値        
噺1     
冊姐8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ID組8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ID姐8PV朴正値  
P}D姐8PV朴正億  
PI斑8自劫逃樹鞭上限値   
PID姐8白蘭遥拝幅度上1随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57    
        +1～    PID姐5P(8位BCD) }00000000～09999000■   
        +3～    PID組51(8位BCD)         
        +5～    PID組5D(8位BCD)         
        +7～    PID組5操作量根限下限値(8位BCD)          
        +9～    PID姐5操作量根限上限値(8位BCD)          
        +11一   PID組5PV朴正値(8位BCD)          
        +13～   PID組5自動遊好幅度上限債(8位BCD)                
        一～    :               
        +43～   PID姐8P(8位BCD)         
        +45一   PID組81(8位BCD)         
        +47一   PID姐8D(8位BCD)         
        +49～   PID鋸8操作最根限下限値(8位BCD)          
        +51一   PID坦8操作量根限上限値(8位BCD)          
        +53～   PID姐8PV朴正値(8位BCD)          
        +55～   PID坦8自助遥拝幅度上限値(8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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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控制参数写入1(序列号262)
設定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数内,PID組1・…4的i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52
+53
+54
+55
+56
+57
        友送数据通道数  (((((((((((((]((((((
        (不定)1単元号   
        PID組lP 
        PID組1P 
        PID組11 
        PID組II 
        PID組ID 
        PID組ID 
        PID組1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PID組1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PID組1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ID組1操作量根限上限債  
        PID組1PVネト正億        
        PID組1PVネト正値        
        PID組1自助迭拝幅度上限値        
        PID組1自助迭拝幅度上限債        
        wl      
        PID姐4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ID姐4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ID鎧4PV朴正値  
        PID組4PVネト正値        
        PID姐4自助逸捧幅度上限値        
        PID姐4自助迭捧幅度上限疽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58(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PID組1P(8位BCD) 00000000～09999000～    一
        +4～    PID組11(8位BCD)         
        +6～    PID纒1D(8位BCD)         
        +8～    PID姐1操作垣根限下限値(8位BCD)          
        +10～   PID姐1操作量根限上限債(8位BCD)          
        +12～   PID組1PV朴正値(8位BCD)          
        +14～   PID粗玉自前迭拝幅度上限値(8イ立BCD)             
        w       旬:             
        +44～   PID組4P(8位BCD)         
        +46～   PID組41(8位BCD)         
        +48～   PID組4D(8位BCD)         
        +50～   PID組4操作盤根限下限値(8位BCD)          
        +52～   HD組4操作量根限上限値(8位BCD)           
        +54～   PID組4PVネト正債(8位BCD)                
        +56⇒   PID組4自幼遊]1・幅度上限値(8位BCD)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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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PID控制参数買入2(序列号263)
改定参数区域的PID控制参数内,PID姐5-8的数据。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占234「く】
0123456789]1]1茎1
++++++++++++++++
ワ爾34.ロ」∠∪房～
崖」だJeJε」丘」だ」
十十十十十十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川中元号
        PID組5P
        PID組5P
        PID組51
        PID組51
        PID祖5D
        PID組5D
        PID組5操作量根限下限値
        PID組5操作蛍根限下限値.
        PID姐5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獅組5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m租5PV朴正債
        PID姐5PV孝ト正値
        P正D組5自幼遊捧幅度上限値
        PID組5自劫逸拝幅度上限疽
        ～:一
        PID至且8操…体量根限上限偵
        PID組8操作量根限上限値
        PID姐8PV朴正値
        PID姐8PVネ同三値
        PID組8自動迭拝幅度上限値
        PID組8自幼遊捧幅度上限値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Cド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下4位)
(上4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58(固定)      
+1      単元号(2位BCD)  00～31  
+2～    PID姐5P(8位BCD) 00000000～09999000一    
+4行    PID組51(8位BCD)         
+6～    PID組5D(8位BCD)         
+8～    PID組5操作量根限下限値(8位BCD)          
+10～   PID組5操作垣根限上限値(8位BCD)          
+12～   PID組5PVネト正値(8位BCD)                
+14～   PH)阻5自助迭捧幅度上限値(8位BCD)                
～      ～:             
+44～   PID組目P(8位BCD)                
+46～   PID坦81(8位BCD)         
+48～   PID組8D(8位BCD)         
+50一   PID組8i操作量根限下限値(8位BCD)         
+52～   PID組8操作量根限上限値(8位BCD)          
+54～   PID姐8PV朴正値(8位BCD)          
+56～   Pm姐8自助造捧幅度上限値(8位BCD>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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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SP漬出(序列号264)
違山程序参i数区域的本地SP。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3
+4
+5
+64
+65
笈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格式号
(不定)
格式号
(不定)
格式号
車元号
歩号
車元号
歩号
車元号
歩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格式号(2位BCD)歩号(2位BCD)       00～6300～63    
～      ∨:     }:      一
+64     第32弟.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65(最大)       第32単元格式号(2位BCD)歩号(2位BCD)      00-6300～63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伸通道+1
+2
+3
+4
+63
+64
接枚数据通道数
本地SP(下4位)
本地SP(上4位)
木地SP(下4位)
本地SP(上4位)
本地SP(下4位)
本地SP〈上4位)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
        +1      第1単元本地SP(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2      第1単元本地SP(上4位)(4位BCD)            
        +3      第2単元本地SP(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4      第2単元本地SP(上4位)(4位BCD)            
        一      ⇔=     }=      
        +63     第32単元本地SP(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64     第32単元本地SP(上4位)(4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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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SP写入(序列号265)
設定程序参数区域的本地SP。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23456789
++十十++++十十
+122
+123
+124
+125
友送致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一
格式号  歩号    
本地SP(下4位)           
本地SD(上4位)           
(不定)  単元号  
格式号  歩号    
本地SP(下4位)           
木地SP(上4位)           
}:              [■
(不定)  単元号  
格式号  歩号    
本地SP(下4位)           
本地SP(上4位)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1一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一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4+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格式号(2位BCD)歩号(2位BCD)       00～6300.～63   
        +4      第1単元本地SP(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5      第1単元本地SP(上4位)(4位BCD)            
        卍      ∀=輪   :       
        +122    第3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123    第31単元格式号(2位BCD)歩号(2位BCD)      oo-6300～63     
        +124    第3三単元本地SP(下4位)(4位BCD)  00000000～09999000      
        +125    第31単元本地SP(上4位)(4位BCD)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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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参数懐出(序列号266)
渡出程序参数区域的本地SP,歩付同、PID姐号等待代碍,事件1～10没定値。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友送致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
格式号  歩号    
(不定)  単元号  
格式号  歩号    
(不定)  単元号  
格式号  歩号    
(不定)  単元号  
格式号  歩号    .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単元
第4単元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OGO4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格式号(2位BCD)歩号(2位BCD)       00～6300-63
        弔w     :       一～:
        +8      第4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9(最大吋)      第4元格式号(2位BCD)歩号(2位BCD) 00～6300～63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楮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27
+28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111
+112
接牧数据通道数  「
本地SP(下位)    
本地SP(上位)    
歩(b聞k)吋同(下位)      
歩(b鍋k)吋同(上位)      
P田姐号(下位)   
PID組号(上位)   
等待代碍(下位)  
等待代碍(上位)  
事件1没定値(下位)       
事件1投定値(上位)       
M:^     
事件10没定値(下位)      
事件10没定値(上位)      
∨:^    ●.
本地SP(下位)    
本地SP(上位)    
歩(bank)吋伺(下位)      
歩(b孤k)吋同(上位)      
PID組号(下位)   
PID坦号(上位)   
等待代碍(下位)  
等待代碍(上位)  
事件般定値(下位)        
事件1没定値(上位)       
～A:    
事件10没定値(下位)      
事件10没定値(上位)      
第1単元
第4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L        数据
+o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8+1
+1～    第1単元本地SP(8位BCD)   00000000～09999000
+3w     第1単元歩付1司(8位BCD)  
+5w     第1単元PID組号(8位BCD)  
+7一    第1単元等子代渦(8位BCD) 
+9～    第1単元事件1没定値(8位BCD)      
+1仁    第1単元事件2没定値(8位BCD)      
}       w～:    
+27w    第1単元事件10没定値(8位BCD)     
+28～   第1単元本地SP(8位BCD)   
～      ～～:   
+Uい    第4単元事件9没定値(8位BCD)      
+112～(最大口才)        第4単元事件10没定値(8位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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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序参数写入(序列号267)
改定程序参数区域的本地SP、歩付同、PID坦号、等待代碍、事件1～10没定値。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O
+U
+12
+】3
+30
+31
+92
+93
+120
+121
～      友送致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格式号  歩号    
        本地SP(下位)            
        本地SP(上位)            
        歩(bank)吋1司(下位)             
        歩(bank)吋1司(上位)             
        PID組号(下位)           
        PID祖考(上位〉          
        等待代碍(下位)          
        等待代碍(上位)          
        事件1没定値(下位)               
        事件1没定値(上位)               
        ⇔=             
        事件10没定値(下位)              
        事件]0没定値(上位)              .
        ～〔:           
        (不定)  単元号  声
        格式号  歩号    
        叩一:           
        事件10没定値(下位)              
        事件10没定値(上位)              
第1単元
第4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30+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04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格式号(2位BCD)歩号(2位BCD>       00～6300～63
        +4～    第畔元本地SP(8位BCD)    00000000～09999000層一
        +6～    第蝉元歩付伺(8位BCD)    
        +8～    第1単元PID祖母(8位BCD)  
        +10～   第1単元等待代碍(8位BCD) 
        +12～   第1単元事件1没定値(8位BCD)      
        +]4～   第1単元事件2没定値(8位BCD)      
        靖》w   =       
        +30～   第蝉元事件10設定値(8位BCD)      
        +34～   第2単元本地SP(8位BCD)   
        脳印    :       
        +111～  第4単元事件9没定値(8位BCD)      
        ÷120～(最大吋) 第4斗元事件10没定値(8位BCD)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ヲ己
■近程没定模式的設定(序列号268)
把改定模式切換成近程設定模式。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i
+2
+3
+33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単元号
(不定)
(不定)
単元号
(不定)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吋)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玉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       【ピ=～ 
        +33(最大吋)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OO～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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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設定模式的没定(序列号269)
把設定模式切換成本地改定模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笈送数据通道数          第1単元第2単元、第32単元(最大)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単元数                                          
                                +1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32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2      第1単元埠元号(2位BCD)   00-31   
        輌                                              
        (不定)1単元号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亀一            亀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外部設定模式的没定(序列号270)
把改定模式切換成外部改定模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笈送数据通道数          第第～第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              
        (不定)}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州
+1      単元数(4位BCD)  000i～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一,     一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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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辞指令(序列号271)
升始控制。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64
+65
第1単元
(不定)単元号
第32単元
格式号組号(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格式号/組号(4位BCD)      0000～0063
        +4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w   :       一～
        +64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oo～31
        +65(最大)       第32単元格式号/組号(4位BCD)     0000～0063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隻位(停止)(序列号272)
停止控制。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交遊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笈送数据通道数          第第一第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              
        (不定)1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OOO仁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      ～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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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模式設定(序列号273)
抱笹制模式切換成自助模式。
●31i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数          第1単元第2単元第32単元(最大)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不定)  単元号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w                                    
        保定)1単元号                    +3      第z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       ～1凹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人工模式没定(序列号274)
把控制模式切換成人工模式。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211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友送致据通道数          第1単元第2単元一策32単元(最大)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不定)  単元号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不定)1単元号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31
                                                
                                ●w岬           ～～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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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執行(序列号275)
執そ『iA.T.。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
123
十十十
+64
+65
        笈送数据通道数  二
        単元数  
        (不定)1単元号   
        HD姐号  
        ～:     
        (不定)已元号    
        PID組号 
第1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三単元PID組号(4位BCD) 0000-0008
        +4      第2単元単元号(2位8CD)   00～31
        w一             ～
        +64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65(最大)       第32単元PID組号(4位BCD) 0001-OGO8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A.T.中止(序列号276)
中止A.T,。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33
        投遣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  単元号
        (不定)  単元号
        ～:～   
        (不定)1単元号   
第1単元
第2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一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3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A               古      
        +33(最大)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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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号改変(序列号277)
改変格式号。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64
+65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已元号    
        格式号  
        ～=     ～
        (不定)已元号    
        格式号  
第{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格式号(4位BCD)   0000～0063      
        +4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w       w:      ～:     
        +64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65(最大)       第32単元格式号(4位BCD)  0001～0063      
●i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組号改変(序列号278)
改変組号。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て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三
+2
+3
+64
+65
        友送数据通道数  1
        単元数  
        (砧月草元号     
        姐号    
        ～:     τ
        (不定)巳元号    一
        祖母    
第1単元
第32単元
(最大)
w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2     
        +1      単元数(4位BCD)  000ト0032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3     第1単元祖母(4位BCD)     0000-0007       
        +4      第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              ～      ～
        +64     第32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 
        +65(最大)       第32単元組号(4位BCD)    0000～0007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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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状杏懐出(序列号279)
漢出控制状恣。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26
友送数据通道数
単元数
(不定)1単元号鈴
w卍:
(不定)1単元号第
第1単元
第25単元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2        
+1      単元数(4位BCD)  0001～0025      
+2      第1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一      亀:     ～:     ～
+26(最大)       第25単元単元号(2位BCD)  00-3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
+0
存儲通道
+1
+2
+3
+4
+5
+121
+122
+123
+124
+125
012345.21加23餌25       接収数据通道数          
        這特献茶        保持    一
        自助/人工       SP模式  
        設定模式        布敷格式号      
        AT      布敷PID組号     
        等待    操作模式        
        w:              〔一
        這韓状志        保持    
        自ii鈎/人工     SP模式  
        設定模式        有敷格式号      
        AT      布敷PID41号     
        等時    操作模式        
第1単元
第32単
元(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単元数x5+1              
                第1単元這鞍状杏(2位BCD) oo      夏位    
        +1      保持(2位BCD)    器      近村不在保持中  
                        01      保持中  
                第1単元自助/人工(2位BCD)        oo      自助模式        
                        Ol      人工模式        
        +2      SP模式(2位BCD)  oo      本地SP模式      
                        01      逸程SP模式      
                        02      定値SP模式      
                第1単元設定模式(2位BCD) oo      本地改定模式    
        +3              1;      返程設定模式外部投足模式        
                有効格式号(2位BCD)      00～63.         
                第1単元A.T,(2位BCD)     00:不在A.T中            
        +4              OlIA.T.中               
                布敷PID姐号(2位BCD)     01～08          
                第1単元等待(2位BCD)     oo      井不在等待操作中        
                        Ol      正在等待操作中  
                        02      等待扱警輸出    
        +5      操作模式(2位BCD)        oo      改定等級1(元枝木模式)   
                        01      改定等級1(有技犬模式)   
                        02      没定等級2(元枝木模式)   
                        03      没定等級2(有枝木模式)   
～      A       :       ～:             ～
                第25単元等待(2位BCD)    oo      井不在等待操作中        
                        01      在等待操作中    
        +125(最大)      操作模式(2位BCD)        器01    等待扱警輸出設定等級1(元枝木模式)設定等級1(有枝木模式)  
                        02      設定等級2(元技木模式)   
                        03      没定等級2(有枝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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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指令(序列号280)
友送指定的数据,把牧到的数据,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信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0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1
+2
+3
+114(最大
251字)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4     笈送数据通道数
        友送数据位数
        文選数据(ASCH碕)
        友送数据(ASCH隅)
        t'"
        友送数捌・(不定)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114
接枚数据通道数  ■
接枚数据(ASCH碍)        
接枚数据(ASCH碑)        
=:      
接収数掘(不定)  
(最大
251字)
由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Ol15     
        +1      友送数槍位数    0001～0251      
        +2      友送数据(ASCH2字符)     清参照ESIOO口射手珊     
                ∨:     ～      
        +114(最大)      友送致据(ASCI杜字符)    清参照ESIOO[コ射手班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ト0127       
        +1      接枚数据(ASCII2字符)    清参照ES100口的手捌     
        A       ～:     :       
        +114(最大)      接枚数据(ASCII1字符)    清参照ESIOO〔コ的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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囲・友送付,在友送数据之前附加首椋碍"@",井在其末尾附加FCS和結束符"★"CR后再友送。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ABCD班℃[FCS]★CR
2イ立(bit)
+3
+4
+5
・i接収吋,去除接収数据前失的首椋碍"@"、末尾的FCS及結束符"★"CR之后,数据被存人接収数据
存儲通道的区域里。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3
@ABCDEFG[FCS]★CR+4
2イ立(hit)→ト5
・友送数据与接政数据的内容清参照:ES100口操作手冊。
㎜      
0007    
"AB""CD"        〉
"EF"    
"GH"    
㎜
0007
"AB"
"CD"
"EF"
"G・1
126
---------------------[End of Page 5184]---------------------



附泉7
K3T口智能信号赴理器
通信{亦双[智能信号処理器(K3T口)]是対経由通信板以RS-232C或RS-422/485屯貌与PC連接
的,以遠程模式,遊行各利1没定及i控制的通信坊双。
■通信柿渋的杓成:
通信{亦双[K3T口智能信号赴理器コ的杓成和下所示。
序列号  友送/接枚数据程浮名     功能    梯形閤接目              各考
                        投遣通道分配    接収通道分配    
300     夏位按制(按机号)        当校到了来島夏位端子的輸入吋遊行同神的地理      ○      ×      
301     夏位控制(達鎮机号)      当腹到了来白蔓位端子的輸入吋遊行同神的赴理      ○      ×      
302     写人造定値(按机号)      分別寄人各介没定値(HH,H,L.LL)   ○      ×      彗
303     写人世定値HH(達綾号机)  分別得人各分段定値(HH,H.L,LL)   ○      ×      拭1
304     写人世定値H(透綾号机)   分別写本各小段定値(HH,H,L,LL)   ○      ×      砦1
305     写人世定値L(達鎮号机)   分別時人各介設定偵(HH,H.L,LL)   ○      ×      x1
306     写人役定値LL(連接号机)  分身ll写人各小没定値(HH、H、L、LL)      ○      ×      告1
307     写人帯紐的没定値(按机号)        分別写入宋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 ○      八      　2
308     写人帯紐的没定値HH(達鎮机号)    分別写入宋使用的組的比較設定値(K3TRIHH～LL,K3TC=01～05) ○      ×      x2
309     寄人帯姐的没定値H(連鎮机号)     分別写人末使用的姐的比較設定債(K3TRIHH～LL,K3TCIO1～05) ○      ×      餐2
310     写人帯紐的没定値L(達鎮机号)     分別尊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IO1～05) ○      ×      怜2
311     写人帯姐的没定値LL(迷境机号)    分別写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IO1～05) ○      ×      叉2
312     写人帯姐的没定値05(達鎮机号)    分別写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 ○      ×      井2
313     写人帯姐的没定値04(連接机号)    分別寄人末使用的姐的比較設定値(K3TRIHH～LL,K3TC:01～05) ○      ×      卦2
314     盲人帯親的没定値03〈連接机号)   分別宮人末使用的組曲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        ○      ズ      入2
315     箸入帯紐的没定値02(連接机号)    分別写入宋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 ○      ×      x2
316     尊人帯親的没定値01(連接机号)    分別尊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Oj～05) ○      ピ      操2
317     没定値瑛出(按机号)      分別演出客分没定値(HH.H,L.LL)   ○      ○      咋
318     没定値瑛出田(達鎮机号)  分男ll懐出各小波定値(HH.H、L.LL)        ○      ○      x1
319     没定値渡出H(連壁机号)   分別逮出替・↑'没定値(HH.H.L.LL)        ○      ○      x1
320     没定値遠出L(達鎮机号)   分別瑛出各全波定値(HH,H.L,LL)   ○      ○      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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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友送/接牧数揚程序名     功能    梯形圏接目              各省
                        友送通道分配    接収通道分配    
321     改定値域出LL(連接机号)  分別渡出各小波定値(HH,H.L,LL)   ○      ○      x1
322     使出帯姐的没定値く按机号)       分別懐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佼定値(K3TR:HH～LL,K3TC:01～05) ○      ○      升2
323     旗出帯紐的没定値HH(達鎮机号)    分別旗出末使用的姐的比較投定値(K3TRIHH～LL,K3TC:01～05) ○      ○      借2
324     遠出帯鋸的没定値H(連接机号)     分男ll遠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設定偵(K3TR:HH～LL,K3TC:01～05)       ○      ○      筈2
325     旗出帯紐的没定値L(達鎮机号)     分別演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潰走偵(K3TR=HH～LしK3TCIO1～05) ○      ×      畳2
326     旗出帯紐的没定値LL(達鎮机号)    分別演出末使用的姐的比較没定値(K3TRIHH～LL,K3TC:0卜05)  ○      ×      "2
327     懐出帯紐的没定値05(達籏机号)    分別旗出末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 ○      ×      祷2
328     漬出帯紐的没定値04(達鎮机号)    分男ll懐出末使用的銀鉤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qO1～05)        ○      〉く    恥2
329     旗出帯紐的没定値03(達鎮机号)    分別渓出来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 ○      X       民2
330     渡出帯鋸的世定値02(連接机号)    分別瑛出宋使用的姐的出校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 ○      ×      x2
331     懐出監組的没定値01(達鎮机号〉   分別瑛出末使用的姐的比較没定値(K3TRIHH～LL,K3TC:01～05> ○      ×      苦2
332     保持数揚陸出(按机号)    撲出峰値/底値(Max,Min値)数据    ○      ○      エ3
333     保持数据旗出PH(連接机号〉       這出峰値数据PH(Max)     ○      ○      ℃
334     保持数据歳出BH(達鎮机号)        遠出∫茂住i数据BH(Min)  ○      ○      x3
335     並示値渓出くPV値)(按机号)       旗出昆示値(PV値)        ○      ○      
336     皿示値旗出(PV値)(連接机号)      懐出呈示値(PV値)        ○      ○      
337     机秒数据旗出(按机号)    域出机紳数据    ○      ○      
338     机秒数据域出(達鎮机号)  逮出帆秒数据    ○      ○      
339     通用指令        把任意数据作方友送数据,再把接収数摺身人接収数据通道     ○      ○      
有充
○×
イ⊥(∠
ぷ砦
3
只者通信+比較輸出型=特殊規格的才能使用。
只有K3TR、K3TC的通信+比較輸出型=特殊規格的才能使用。美手操作数、
K3TR=HH、H、L、LL,及K3TC=05、e4、03、02、01能句多適用。
K3TC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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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RS-232C撰銭
C20011X/HG/HE
利用通信防波[K3T口智能信号処理器]吋的連接形式如下所示:
通信板RS-232端口        巴      ps                                      K3T[コ                          
                                                RS-232C                                 
        一‖                                    →                                      
                                                RS-232C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方向                脚号
                                                                                        
                                                安全接地                FC      一              1
                        :13     01掛    "中「一一14                                             
                                                信号用接地或公共回銭            SG      一              7
                                        {-25    友送数据・              SD      輸出            2
                                                接受数据                RD      論人            3
                                                笈送清求                RS      輸出            4
                                                友送允許                CS      輸入            5
                                廿O、           数据没置准各就緒                DR      輸入            6
                                                数据終端准各就緒                ER      輸出            20
通信頼
RS・232C:
智能信号性理器
iRslr23ZI)
信号工FG        脚号1                                   腕骨    信号名          MAX232C或
                                                                }       継・叶・
                        屏蔽鑓                  1       FG              
                                                7       SG              
SG      9                                                               
                                                                        
SD      2                                       2       SD              
                        ×s                                             
RD      3                                       3       RD              
                                、'     ,                               
RS      4                                       4       RS              
                司ココ                                                  
CS      5                                       5       CS              
                                                6       DR              
DRER    78                                      20      ER              
                                                                        
XX
－lR
`'
囲・連接形式力1対1,屯幾長最大15m。
・屯地溝使用帯解蔽的対絞銭(AWG28i以上)。
●RS422/485撰銭
C200HX/HG/HE
通信板
RS-422/485
端口
K3T〔コ
RS-422/485
最多能捗連接32介単元
K3T口
RS-42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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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
1
5
        §8
　      
6
9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方向        脚号
笈送数据A       SDA     輸出    9
友送数据B       SDB     輸出    5
接枚数据A       RDA     輸出    6
接収数据B       卸DB    輸入    1
信号用接地      SG      一      3
安全用接地      FG      一      7
                                一フ、                                                  通信板R盟1・智能信号SN751177N或:赴理器相当声10,lRS磁22皿接銭終端升美SW竿                                        
終端阻抗ぐ巴    信号名  脚号                                                                                                            
                                                                                                                                
                                                                胸骨    信号名                                          一      く
        FG                                                                                                                      
                                                r、                                     門・卜                                  
        RDA     6       ■                              ●      9       SOA     一::                                            
        RDB     8                                               5                                                               
                        q                               ●              SDB     :                       |       ＼              
        SOA     1                                               6       RDA                                                     
〉ご」                                                                          }       軸i;            1                       
        SDB     2                                               13      RDBSG                                                   ●く
                                L               」∠                                                                            
                                                                                        －i鋼220Ω              婁十                    
                :終端阻抗屏繊1                                                                                                          
                                                                                                                                
終端阻抗的220Ω能由接残架升矢来達通
●RS-485
信号名称        略称    信号方向        脚号
反鞍輸出        一側    論人/輸出       19
非反特輸出      +側     輸入嫡出        18
                通信板RS485:                                    lRS485                          麟麗魏一巡接践終端升美220Ω一一                 升共升路(0刑            
                                                                                                                                SN7511一くTX>RX
                        信号名  胸骨    一=ベーアー、                                                                                   
                                                                                                                4!7kΩ          
                                                                脚号    信号名                                                  
                        FG                                                                                                      
、                      一      1                                                                                               
                                        ●                      19      一                                      ll              
/                               2                               18      十                                                      く
ぐ                                      唱i〕)屏蔽銭            /                                                       旬～■7噂宵             
                        十●                                                    ii:RS485                                                
                                                                                                                                
                                                                                                                4諏Ω智能信号赴理器主軸220Ω    撰銭終端升災閉路(ON)    〉く
                                                                                                脚号                            
                                                                /、             !『『「                                         
                                                                                                18      一                      
                                                                                        ●                                      
                                                                                                19      十                      
                                                                Lノ             、ノ    ●                                      
                                                                                                                :主姑的接銭終端升芙接遇(0,              
SN751177N或相当芦品
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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唖・連接形式方1対1或1対N,在1対N達i接吋,包含通信板。最大可連接32台。
・屯貌K最大力500M,井清使用帯屏蔽双家裁(AWG28i以上)。
・仮在住送銭路二端的装置上達接終端屯阻。
・把主姑的接袋果升共接遇(ON)。
・把主姑以外的接残架iFl美均英断(OFF)。
■夏位控制(按机号)(序列号300)
当牧到来自夏位端子的輸入吋,作同神的性理。
●裳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笈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相美号机号
～:～   
(不定川相美号机号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034
        +1      単元台数(4位BCD)        00～32
        +2      和英号机号(2位BCD)      oo～99
        〔      :       胆:^
        +33(最大)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o～99
●接敗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復位控制(達鎮机号)(序列号301)
該序列根掘達鎮机号決定夏位控制。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友送数据通道
(不定)1単元台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単元号(2位BCD)  00-32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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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02)
分別写人各AI(田、H、L、LL)没定値。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2+3+4+5122123124125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相美号机号      
        操作数          
        比較没定数据            
        (不定)1         
                        ～
        ～=             
        (不定)1椴号机号         
        操作数          
        比較没定数据            
        (不定)1         
                        
出校設
定数値
比較没
定数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Ol26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31          
        +2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o～99          
        +3      操作数(ASC紅2宇符)      4848("HH")4C4C("LL")4820("H")4C20eL")           
        +4-5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00000～99999負号吋IF(最高位)(例)12345(例)-1234          
                        +42345+4+50001+5        玉234   
                                000F    
                                        
        ～      亀:～                   
        +124-125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同上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買入没定値HH(達鎮机号)(序列号303)
与序列号302(没定値寄人(按机号))相同。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64
+65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已元台数  
        比較没定数据    
        (不定)1 
                ～
        ●∨:   
        比較没定数据    
        (穂刈   
                
比較没
定数値
比較没
定数債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66                      
        +1      単元台数(2位BCD)        0ト32                   
        +2～3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00000～99999負号日寸IF(最高位)(例)12345(例)-1234                        
                        +22345+2+30001+3        1234            
                                000F            
                                                
        A       :w      =                       
        +64～65 比較没定数据(BCD5位)    同上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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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没定値H(達鎮机号)(序列号304)
与序列号302(湾入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夫子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03(写人役定値}IH(達致号机))
相同。
■買入没定値L(達蟻机号)(序列号305)
与序列号3e2(写人改定値(桜桃号))相同,夫子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03(写人役定値HH(達i雲号机))
相同。
■写入没定値LL(達鎮机号)(序列号306)
与序列号302(寄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夫子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03(葛人改定値HH(連接号机))
相同。
■寄人帯狙的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07)
分別尊人未使用前線的比較改定億(K3TR:HH～LL,K3TC:Ol～05)。
●変遷数据通道分配佃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Sl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0+1+2+3+4+5+6122123124125126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根菜号机号      
        (不定)  組号    
        操作数          
        比較投定数据            
        (不定)i         
                        ∨
        w:              
        (不定)  和英号机号      
        (不定)  坦号    
        操作数          
        出校没定数据            
        (不定)i         
                        
比較設
定数値
比較設
定数値
        偏多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7-0127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25          
        +2      相共号机号(2位BCD)      oo～99          
        +3      組号(2位BCD)    01～04          
        +4      操作数(ASCH2字符)       4848("HH")4F31("014820("H")4F32(`'024C20("L")4F33("034C4C("H。")4F34("044F35("05        ')')'))')       
        +5～6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00000～99999負号吋:F(最高位)(イ列)12345(19‖)-1234+22345+21234+3㎜1+30α}F              
        一      ～:     一♂:           '
        +125～126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同上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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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監組的没定値HH(達鎮机号)(序列号308)
与序列号307(得人帯紐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95
+96
+97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組号    
        比較没定数据            
        (不定)1         
                        ⑭
        4】:            
        (不定)1坦号             
        比較没定数据            
        (不定)1         
                        
出校設
定数据
出校没
定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鋸通道数(4位BCD)  0004～0098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32          
        +2      姐号(2位BCD)    01～04          
        +3～4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00000～99999負号吋:F(最高位)(例)12345(例)-1234          
                        +22345+2+30001+3        1234    
                                000F    
                                        
        卍～    :       ～～:           
        +96～97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同上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買入帯紐的没定値H(達鎮机号)(序列号309)
与序列号307(写人帯姐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美干通道分配別当序列号308(導入帯姐的没定値HH
(達鎮机号))相同。
■写入帯狙的没定値L(達鎮机号)(序列号310)
与序列号307(写人帯組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夫子通道分配側見序列号308(写人帯鋸的没定値}一{H
(連銭机号))相同。
■導入帯組的没定値LL(達鎮机号)(序列号311)
与序列号307(写人帯紐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実子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08(再入帯紐的没定値HH
G奎嬢机号))相同。
■再入帯紐的没定値05(達蟻机号)(序列号312)
与序列号307(写人帯組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美干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08(写人労組的没定値HH
(達嚢机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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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帯姐的没定値04(達鎮机号}(序列号313)
与序列号307(写人帯坦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夫子通道分配,別号序列号308(写人請組的没定値
HH(達鎮机号)相同。
■買入帯組的没定値03(達鎮机号)(序列号314)
与序列号307(寄人帯鋸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実子通道分配,卯時序列号308(導入帯姐的設定億
HH(達鎮机号)相同。
■写入帯姐的没定値02{達鎮机号}(序列号315}
与序列号307(写人帯紐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美干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08(湾入帯紐的没定値
HH(達鎮机号)相同。
■写大帝姐蘭燈定値01(達鎮机号}(序列号316)
与序列号307(写人帯紐的没定値(按机号)相同,美干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08(写人帯紐的没定値
HH(連接机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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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懐出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17)
分別歳出各改定億(HH、H、L、LL)。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う"34.
十十十十十
十
01234.臼65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相美号机号      
        操作数          
        ～:             一
        杯定)1相美号机号                
        操作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66
        +1      単元台数(2位BCD)        0卜32
        +2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o～99
        +3      操作数(ASCI2字符)       4848("HII")4C4C("LI」'つ4820("H　)4C20("L")
        一      輪:     ∨一:
        +64～65 操作数(ASC∬2字符)      同上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傭通道+1
+2
+3
+94
+95
+96
        接枚数据通道数  
        (破目組号       
        比較没定数据    
        (稚川   
                }
        一:     
        (不定川組号     
        比較没定数据    
        (硫)1   
                
比較没
定数値
出校投
足数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傷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97                              
        ÷1     姐号(2位BCD)    00～22                          
        +2～3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00000wg9999負号吋:F(最高位)(例)12345(例)-1234                   
                        +2+3    2345    +2+3    1234    
                                0001            000F    
                                                        
        ～      ～=     卍～:                           
        斗95～96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同上                            
■懐出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18)
与序列号317G妻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台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32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17(懐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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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出没定値H(達鎮机号)(序列号319)
与序列号317(漬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対手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18(凌出没定値HH(達鎮号机))
相同。
■懐出没定値L(達鎮机号)(序列号320)
与序列号317(旗出没定値(桜桃号))相同,射干通道分配刺々序列号318(逮出没定値HH(達鎮号机))
相同。
■懐出没定値LL(連鎖机号)(序列号321)
-B序列号317(漬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対手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18(逮出没定値HH(達鎮号机)}
相同。
■漢出没定値(按机号)(序列号322)
分別演出未使用的組的比較没定値(K3TR=HH～LLK3TC=01・・05)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0
起始通道+i
+2
+3
+4
+95
+96
+97
友送数据通道数          旬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相美号机号      
(不定)  組号    
操作数          
∨:             
(不定)  相美号机号      
(不定)  組号    
操作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道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5wOO98       
        +1      単元台数(2位BCD)        OI～32  
        +2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o～99  
        +3      組号(2位BCD)    Ol～04  
一      +4      操作数(ASCH2字符)       4848("田")4F31("01")4820("H")4F32("02'り4C20("L")4F33("03")託4C("1エ")4F34("04")4F35("05")      
                》      脳      一
        +97     操作数(ASC狂2字符)      同上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傭通道+1
+2
臼仙
十十
接収数据通道数
比較没定数据
(碇)1
》:～
出校没定数据
杯定)1

比較改
定数値
比較設
定数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065              
        +仁2    出校没定数据(5位BCD)    00000～99999負号吋=F(最高位)(例)12345(例)-1234          
                        +12345+}+20001+2        1234    
                                000F    
                                        
        【】～  :       ,～             
        +63～64 比較没定数据(5位BCD)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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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出帯姐的没定値HH(達鎮机号)(序列号323)
与序列号322逮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33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034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32  
+2      組号(2位BCD)    01-04   
w       ◆              ～
+33     蜆号(2位BCD)    同上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22(懐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
環漢出帯組的没定値H(迭鎮机号)(序列号324)
与序列号322(旗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対手通道分配剣与序列号323(慎出帯紐的没定値HH(達躾
机号))相同。
■漢出帯姐的没定値L(達鎮机号)(序列号325)
与序列号322(演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対手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23(懐出帯紐的没定値HH(達鎮
机号))相同。
搭演出帯紐的没定値LL(達鎮机号)(序列号326)
与序列号322(逮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対手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23(遠出帯紐的設定疽HH(達鎮
机号))相同。
自漢出帯紐的没定値05(達蟻机号)(序列号327)
与序列号322(演出没定値(i按机号))相同,対干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23(懐出帯姐的没定値HH(連鎖
机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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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帯姐的没定値04(達鎮机号}(序列号328)
与序列号322(逮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夫子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23(遠出帯組的没定値HH(達
鎮机号))相同。
■遠出帯組的没定値03(達鎮机号)(序列号329)
与序列号322(凌出没定値(桜桃号))相同,夫子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23(遠出帯組的没定値HH(達
鎮机号))ネ目同。
■懐出帝銀蘭燈定値02(達鎮机号H序列号330)
与序列号322(棲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美干通道分配,則与序列号323(旗出帯紐的没定値HH(達
鎮机号))相同。
■演出帯紐的没定値01(達鎮机号}{序列号331)
与序列号322(逮出没定値(按机号))相同,美干通道分配,別号序列号323(漢出帯坦的改定償HH(達
鎮机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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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数据摸出(按机号)(序列号332)
旗出保持的峰値/底値数据(max、min債)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ーウ否(」
十十十十
i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台数        噺
        (不定)  相美号机号      
        操作数          
        :               
        (不定)1相美号机号               
        操作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66      
+1      単元台数(2位BCD)        0卜32   
+2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o～99  
+3      操作数(ASCH2字符)       5048("PII")4248("BH")   
w       ●:     一:w    
+65     操作数(ASC∬2字符)      同上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1文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輪4『U60123999  接収数据通道数  
        峰値/底値・保持数据     
        {不定)1 
                峰保一峰保
        体定)1状志      
        一      
        峰値/底値・保持数据     
        (不定)(不定)状志        
峰/値底値
保持数据
峰/債底値
保持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掘形武)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97                       
+1～2   峰値万民値保持数据      00000-99999                     
        (5位BCD)        負号吋=F(最高位)(例)12345       (例)-1234               
                +12345+1        1234            
                +20001+2        000F            
                                        
                dO位                    
                溢出吋:1其'ピ:0                 
                　　　　　　　　　                      
                d1位                    
                下溢吋1芦亡・0　                        
                d2位                    
                末位用                  
                　　　　　                      
                d3位                    
                強制零功能操作中:1共営=0                        
+3      状志(2位BIN)    (K3TH,K3TR:0)　　d4位未使用                     
                　　　　　　                    
                d5位                    
                保持愉人中:1興亡O                       
                　　　　                        
                d6位                    
                姐輸入llI其ピ=0                 
                (K3TH,K3TX:0)                   
                d7位                    
                組輸入2:1其1乏0                 
                (K3TH,K3TX:0)                   
～～    ■      ～.～                   
+96     状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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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数据懐出PH(達鎮机号)(序列号333)
慎山峰値保持数据PH。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単元台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32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32(漬出保持数据(按机号))相同。
■保持数据漢出BH(達鎮机号)(序列号334)
旗出底値i数据BH,通道分配与序列号333(保持数据旗出PH(連接机号)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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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値懐出(PV債)(按机号)(序列号335)'
旗出置示値(PV値),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O
起始通道+1
+2
+33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一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相美号机号      
        一:             
        (不定川相鶏机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034      
        +1      単元台数(2位BCD)        0巨32◎ 
        +2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o⇔99  
        ～一    :～     :       ●
        +33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o～99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
+正
+2
+3
142
+94
+95
+96
接収数据通道数  
昼示値数据      
(不定川 
        一
状志    
】:     
昆示値数据      
(碇川   
        
状悉    
豊示値
数振
旦示値+
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66       
+1～2   皇示値数据      00000～99999    
        (5位BCD)        負号日寸:F(最高位)      
                (Bl‖)12345(イ週)-1234  
                +12345+11234    
                +20001+2000F    
+3      状悉    dO位    
        (4位BIN)        溢出日寸=1其1≧:0　　　　　　   
                　　　　　　　　d1位    
                下灘吋:1其ピ:0  
                　　　　　　　　　      
                d2位    
                末使用  
                　　　　　      
                d3位    
                強制零功能操作中:1共営=0        
                ,(K3田,K3凪ぱrc:(D'、   
                d4位    
                測試模式中:1}lLつ       
                　　　　        
                d5位    
                保持輸人中:1具し0       
                　　    
                d6位    
                姐輸入1:1興宮:0 
                .(K3:yH2K3TX:0)一一.    
                d7位    
                姐輸入211其官10 
                (K3TH、Kぎrx;0).        
                　　　　d8位    
                1」L比較彗窮出:】〕i£'ピ:(}    
                OUT1比較輸【tlll(K31℃)一.      
                d9位    
                LL出校輸出:1其12=0      
                OUT2出校輸出II(K3TC)    
                dlO位   
                L出校輸出:1其官:0       
                OUT4比較輸出・1(K3TC)   
                dll位   
                HH比較輸出:1其「己=0    
                OUT5比較輸出;1(K3TC)    
                dl2位   
                Pass比較輸出=1興宮:0    
                OUT3出校輸出=1(K3TC)    
                d13位:未使用    
                dl4位:未使用    
                dl5位:未使用    
}       一:     ～      w
+96     状志(4位BIN)    同上    
■■■■`
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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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示値漢出(PV偵)(達鎮机号)(序列号336)
与序列号335(昆示値(PV値)債出(按机号))相同。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投遣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稔川単元繊.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単元台数(2位BCD)        0ト32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35(呈示債(PV値)漢出(按机号))相同。
■机稗数据漢出(按机号)(序列号337)
懐出机秒数据,把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26
友送数据通道数          ～
        (不定)  単元台数        
        (不定)  相共号机号      
        Wl              
        (確川相美号鵬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027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25  
        +2      相美号机号(2位BCD)      o⑪wg9  
        ww      :       榊:早   
        +26     稲美母班号(2位BCD)      同上    
融単元台数最多能辻25台。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牧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121
÷122
+123
+124
+125
        接枚数据通道数  
        輸入規格        
        輸人搬己示規格  
        輸出規格        
        輸入内容        
        操作模式        
        w:庖    
        輸入規格        
        翁人規格己示鵬  
        輸出規格        
        職人内容        
        操作模式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126
        +1～+2  輸入規格(ASCII3字符)    544口1("TAズ')(K3TH)544231("TB1")(K3TH)564432("VD2")(K3TX)414432("AD2")(K3TX)564132("VA2")(K3TX)414132("AA2")(K3TX)52蜂231C'RB1")(K3TR,K3TC)
        ÷2     並示規格(ASCII1字符)    41("A")(通用)42("B")(K3TH,K3TX)43("C'り(K3TR,K3TC)
        +3      輸出規格(ASCII2字符)    5331("S1")(RS-232C)5332("S2")(RS-485)5333("S3")(RS-422)5335("S5")(RS-485+比較輸出)5336("S6")(RS-422+比較輸出)
        +4      輸入内容(ASCH2字符)     上位30("0")-3|("1")下位31("正")-45("E")
        +5      操作模式(Ascn2字符)     3030(``00")～3132("121')5542C`UB")(K3TC)5543("UC")(K3TC)
        ～      ～:     ～～●
        +125    操作模式(ASσ12字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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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稗数据摸出(達蟻机号)(序列号338)
与序列号337(机秒数据瑛出(i按机号))相同。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単元台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衰退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単元台数(2位BCD)        01～25
注:単元台数最多能辻到25台。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37(机利・数据懐出(按机号))相同。
■通用指令(序列号339)
把任意数据作方友送致据,向接枚数据通道里雪人接枚数据,在友送数据通道、接枚数据通道里不包含
@、FCS結束符,在友送付自助地附加笈送,存人数据付則自助地虫除。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2
+3
+127
        投遣数据通道数  ∨
        不定1投遣数継   
        友送数据        
        友送致据        
        ～:     
        投遣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128
+1      麦送数据長(4位BCD)      000レ0251
+2r+ヨ27        友送数据(ASCII) ASCIIW弓友送付最大可辻251字符
●i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儲通道
nUーウ‥3
十十十十
+126
接収数据通道数
接収数揚
接枚数据
接枚数据
∨'∨:
接枚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127
+1～126 按腹数据(ASCII) ASCI胴接受吋最大可込251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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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8
条形硯聞達器(V500/V520)
通信坊双[条形碍間違器(V500/V520)]足跡経由通信板以RS-232電燈与PC連接的条形碍1珂漢器,以
遠程模式避行書秒改定与控制的通信悔改。
■通信捧汲的杓成=
通信肋、汲[象形硯1萄漢器(V500/V520)]的掬成鶏下所示:
序列号  友送/接枚数据程序名     功能    梯形内接口      
                        友送通道分配    接牧通道分配
350     BCR連取升始     対条形碍園逮器指示撲数升始      ×      ×
351     BCR凄取停止     対条彫碍園懐器指示撰数停止      ×      ×
352     数据旗取        対条彫碍園域器接牧旗人的数据,抱接枚数据存人接牧通道     ×      ○
353     数据金程震取    対条形掴閥族器指示旗数升始,聞違器渓得数据,存人接牧通道后指示瑛数停止    ×      ○
354     BCR功能設定(V500)       対条彫碍閲瑛器的操作模式及逮取功能遊行投足      ○      ×
355     BCR功能内容要求(V500)   要求列出没定在閲旗器内的功能的内容      ×      ○
356     ■存人数据的輸出要求(V500)      要求輸出存人主机(host)的数据    ○      ○
357     預置数据的設置(V500)    没足頚置数据    ○      ×
358     BCR連接的碗訊(V500)     碗畝間旗・器的設定是否正碗      X       X
359     存人数据的消除(V500)    清除的数据      X       X
360     数据達鎮逮取(拍描)(V500)        対間違器指示波数升始,接牧閲逮器逮得的数据,以拍描通知的方式,反宴遊行存人接収通道的操作   X       ○
36三    数据連接渓取(中断)(V500)        対　周逮器指示瑛数弄始,接収1凋域器瑛得的数据,以中断通知的方式(中断No.100)反宴遊行存人接牧通道操作       ×      ○
362     BCR初期設定     按序遊行己乗数据的清除,BCR連接的碗ひ及BCR功能改定       ○      X
363     数据達鎮城取(拍描)(V520)        ヌ端渓器指示逮数升始,接収周波器旗得的数据,以‡ヨ描通知的方式,反夏遊行存入接収通道的操作 ×      ○
364     数据連接逮取(中断)(V520)        対周波器指示渓数升始,接収聞達器旋得的数据,以中断通知的方式(中断No,100),反夏遊行存人接収通道的操作       ×      ○
365     通用指令1       友送長度力投送数据的数据,仮在ACK能牧回数据      ○      ×
366     通用指令2       笈選民度力友送数据的数据,能在ACK牧回数据,逐能添加接収数据,但接収/友送数据的格式必須由汀X与Erx拘成的     ○      ○
○=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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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i接形式
利用通信坊双[=条形碍聞達器(V500/V520)]吋的連接形式如下所示。
●RS-232C接銭(V500)
AC100V
V500-R12〔コ
C200HX/HG/HE                                                    
                                ID控制器V500-C11                間膜器  
通信板RS-232増田        PC      PS                                      
        [ヨロ                                           ll
                                {1                      
                                                        
                                                        
通信板
囲虞器用屯纏
V509-WO40
V500-Cll
信号名  脚号            脚号    信号名
FG      1               1       FG
SD      2               2       SD
                ×              
RD      3               3       RD
                コ      4       RS
RS      4                       
CS      5               5       CS
DR      7               7       DR
                1               
ER      8               8       ER
                                
SG      9               9       SG
                                
通信板
RS-232
端口
通信板
囲逮器用屯纏
V509-WOIl
V520-Rl21
遠出器
V520-R12]
信号名  脚号                                    脚号    信号名
1                                       ↑      SD
FG                                              2       RD
SD      2                                               
                                                3       RS
3                                               
RD                                              4       
RS      4                                               CS
                                                6       ER
CS      、5                                             
                                                        
DR      7               1                       7       SG
                                                        
ER      8                                               
S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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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漢取井始(序列号350)
対案形碍閲旗器指示慎取井始。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BCR懐取停止(序列号351)
対条形碍聞違器指示選取停止。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数据懐取(序列号352)
接収条形碍閲懐器懐人的数据,存人接受数据通道中。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15
+16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与
旗双数据        
攻取数据        
逮取数据        
逮取数据        
●:     
横取数据        
逮取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0017
+1～+16 選取数据(ASCII) 30("0")-39("9「')41(``A")～5A("Z"),3F("～")白勺ASCH,接政吋最大可込32文字
■数据全程漢数(序列号353)
対周旋器指示旗数丹始,把旗得的数据存人接収通道后,再指示懐取停止。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52(数据渡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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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功能設定(V500)(序列号354)
対条形碍・遠出器逃行操作模式及旗取功能的改定。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0
起始通道+】
+2
+3
+4
+5
+6
友送数据通道数          
操作模式        人区控制        
条形碍朴実      (不定)  
(不定)  位数    
模数検査        (不定)  
(不定)  一致次数        多級
蝶蝿器i水平控制模式`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7(固定)      
        操作模式        41(``A``)=ONI」【NE(在i幾)      
        (ASCII1文字)    ★42("B``)=ONLINECONTROL        
+1      人区(in-zone)   41("A")=ON      
        控制(ASCH1字符) ★42("B"):OFF   
                41("A") JAN
                42("B") NW7NORMAL
                43("C") NW7SMALL
                44("D") NW7HEX
+2      条形硯的砂美(AscrIl字符)        45("E")46("F")47("G")   CODE39NORMALCODE39ST/SP輸出20f5(1TF)
                48("II")        CODE128
                49("1")ICODE93  
                4A("」'り120f5(3BAR)    
                4B("K"):20f5(5BAR)      
+3      位数(2位BCD)    00～32  
                41("A")元栓査   
                42(``B``)模数10(全部条形碍)     
+4      模数検査(ASCII1字符)    43("C")模数11(JAN以外)44C`D")模数16({又NW7)45(　E`つ模数43({又CODE39)   
                46C`F``)模数47(仮CODE93)        
                47C℃")模数103(仮CODE128)       
        一致次数(1位BCD)        1～5    
+5      多級(1位BCD)    1～4    
+6      蜂鳴器(Ascn1字符)       41=正常城取吋ON42:不逮吋ON43:0FF        
        水平凋整模式    41("A");常志(達鎮這賛)  
        (ASCII1字符)    42("B"):人区、升始功作  
帯★記号的是力了使用本通信跡双供進用。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148
---------------------[End of Page 5206]---------------------



■BCR功能内容要求(V500)(序列号355)
要求列出没定在象形碍聞違器内的功能的内容。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農牧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o7個定)               
                                操作模式(ASCH1字符)     41("A")42("B")          ONUNE`ONLINECONrROL
                        +1      人区(in－加ne)投網      41("A")         ON
接牧数据通道数                          (Ascm字符)      42("B")         OFF
操作模式        人区控制                                41(42(  A")B")  JANNW7NORMAL
条彫碍神業      (不定)                          43(`    C")     NW7SMAH、
(不定)  位数                            44(45(  D")E")  NW7HEXCODE39NORMAL
模数槍査        (不定)          +2      条彫碍的秒業(ASCm字符)  46(     F")     CODE39ST/SP輸出
(不定)  一致次数        多級                    47{48(49(       G")H")  20f5(m)CODE1281")ICODE93
蜂鳴器  水平控制模式                            4A(     `」"):20f5(3BAR)        
                                        4B(K")=2・f5(5BAR)              
                        ÷3     位数(2位BCD)    00～32          
                                        41(     A")     元栓査
                                        42(     B")     模数10(全部条形碍)
                        +4      模数検査(ASCH1字符)     43(44(45(       C')D")E")       模数11(JAN以外)模数16(仮NW7)模数43(伎CODE39)
                                        46(     F")     模数47(但CODE93)
                                        47(G")          模数103(仮CODEI28)
                                一致次数(BCD1位)        1～5            
                        +5                              
                                多級(BCD1位)    ト4             
                        +6      蜂鴫器(ASC田字符)       41("A"):正常逮取付ON42("B"):不逮吋ON43("C"):OFF         
                                水平控制模式    41("A　)=常i杏(達鎮這t}考)              
                                (Ascn1字符)     42("B"):人区外始劫作            
竈存人数据的輸出要求(V500)(序列号356)
要求輸出存人主机(host)的数据。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数据件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数据件数(2位BCD)        0仁9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
存緒通道
012～56十十十22でー1    接枚数据通道    
        存人数据        
        存人数据        
        =       ●
        存人数据        
        存人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仁0127
+仁+126 存人数据(Ascr[) 指定数据件数内的存人数据中也包含分隔符CS(ID).如果存人数据超辻251位(含分隔符),至多只能存25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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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置数据的設置(V500)(序列号357)
改定預置数据。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Ul
　　
据道
数逓
送始
友起
口口砕桓
+18
+19
+(18N+2)
+(18N+3)
+(18N+4)
+(18N+5)
+(三8N+18)
+(18N+19)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
(不定)
(不定)
数据長
預置数据
顕貴数据
預置数据
預置数据
(不定)
(不定)
数据長
預置数据
預置数括
顎置数据
預置数据
預置数
預置数据号
預置数据号
偏移量  内容(数量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18N+2(N力預i賀・数1・-5)
+1      預置数G位BCD)   1～5
+2      預置数据号(1位BCD)      仁5
+3      数据長(2位BCD)  01～32
+4～+19 預置数据(ASCH)  30("0"〕-39("9")41("A")～5A("Z")3F("?")的Ascn,至多辻到32字符不使用的区域成刃1不定
+20～+91                把偏移量+2～+19也即預置数N(同祥次数的内容遡i行戻墓地存儲)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BCR連接碗荻(V500)(序列号358)
碗荻条形胸囲逮器的連接是否正碗。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先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存人数据的清除(V500)(序列号359)
遊行存人数据的消除。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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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数掘進鎮漢取(拍描}(V500)(序列号360}
向条彫碍測懐器指示漢取升始,対聞違器旗得的数据反夏遊行i接牧的操作,i接枚数据的通知方法是拍描
方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52(数据懐取)相同。
國・虫干本程序在程庁内循杯,一井始執行,在中止前就一葺保持執行状杏。
・即使以中止停止了程序的執行,条形碍1凋逮器侃継鎮凌数。要結束,必須執行序列号351(BCR凌
取停止)。
■数据達鎮漢取(中断)(V500)(序列号361}
向条形洞洞慎器指示旗取升始,対同族器逮得的数据反夏遊行接収的操作,接枚数据的通知方法是中断
方式,中断No.三〇〇。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52(i数据逮取)相同。
優ヨ・由子本程序左程序内循ヨ不,一升始執行,就一直保持執行状志,宜到被中止。
・即値以中止停止了程序的執行,条彫碍閲懐器研継鍍懐数。要結束,必須執行序列号351(BCR凄
取停止)。
■BCR初期没定(V500}{序列号362}
按序執行存人数据清除,BCR連接磯荻及BCR功能設定。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e序列号354(BCR功能改定)相同。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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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達鎮漢取(指摘}(V520)(序列号363)
向条形碍聞違器指示菌取升始,対聞違器違得的数据反夏遊行接収的操作,接牧数据的通知方法是打描
方式。
●29i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52(数据選取)相同。
圏・由子本程序在程序内循杯,一升始執行,就一直保持執行状恣,宜到被中止。
・即使程序的執行中止了,条形碍聞違器仰継鎮旗i数。要結束必須執行序列号351(BCR懐取停止)。
■数据蓬鎮漢取{中断}{V520}(序列号364}
向条形瞬間懐器指示逮取升始,対側漢籍逮得的数据反宴遊行接牧的操作,接収数据的通知方法是中断
方式,中断No,100。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352(数据懐取)相同。
國・由子本程序在程序内循圷,一升始執行,就一宜保持]丸行状志,直到被中止。
・即彼程序的執行中止了,条形鵜聞違器借継接懐数要結束,必須執行序列号351(BCR懐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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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指令1(序列号365)
本通用指令友送矢度釣友送数据的数据,仮在ACK能牧回数据。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O123朱78++++1212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已送数据  
        友送数据        
        友送数据        
        一:     亀
        友送致据        
        友送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wOl29
+1      友送数据長(4位BCD)      0001～0254
+2～+128        友送数据(Ascn>  用ASCH没定量大込254位的皮送数据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通用指令2(序列号366)
本通用指令友送長度力友送数据的数据,能在ACK放回数据,迩能加接枚数据但接枚数据的格式必須
由STX与ETX拘成。
●2Si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23雨78++++1212        笈送数据通道数  '
        (確)已送数据    
        友送数据        
        友送数据        
        舟:     
        投遣数据        
        友逆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3～Ol29
+1      没送数据長(4位BCD)      0001wO254
+2～÷128       笈送数据(Ascn)  用Ascn没定量大辻254位的皮送数据
●摂政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126
+127
        接枚数据通道数  
        接枚数据        
        接枚数据        
        8':     旧
        接枚数据        
        接ll文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1～0128
+1～÷128       接枚数据(ASCH)  接枚数据超辻253位吋,存儲位数量大力253位。
國接収数据的格式如下国所示:
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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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没定
力了使用本通信跡改的V500-C11及V520-R121的系統設定如下所示。
匿互1用口包囹的部分是力了使用本通信{亦汲所作的没定。
●VsOO-Cll
・BCR功能遊走
懐取触友
逮取控制方法
"READSICNALINPUT",`'ONLINEREADINPUT"
"SINGIIEREAD",1"CONnNUOUS㎜"1
・主接口
●V520・-R121
起司代掴        NONE,1`」s⑰ぐ1
停止代碍        1"EDぐ',1``CR"
操作模式        外細民[過
載据輸出模式    単独友(・・e-・h・t),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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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9
微光測微伎(3Z4L)
通信防波[微光測微侠(3Z4L)]是対経由通信板以田一232屯幾時PC連接的微光測微伐,以透程模式,
遊行各科設定及控制的通信跡双。
■通イ討海波的杓成
序列号  笈送/接枚数据程序名     功能    梯形困接口      
                        猿遣通道分配    接牧通道分配
400     3幽L清零        出惜解除,数据,模拡輸出判断結果的解除,辻激光測微仮舵rF待机状恋   x       ×
401     存儲升失投定    遊行存傭升美的没定時工件位置呈示領域的設定      ○      x
402     毫米単位設定    以㎜表示単位    ×      x
403     E単位設定       以E表示単位     X       ×
輯      校准設定        校正激光測微侠  ○      ×
405     校准設定的解除  対激光測微侠的校正解除  X       ×
鰯      程序号設定(3㎜系列)     把程序号特竣成指定序号  ○      ×
407     測定条件改定    設定測定条件    ○      ×
408     測定条件設定解除        解除設定的測定条件      ○      ×
卿      測定条件設定衰相清求(3000系列)  清求列出没定的測定条件及其宣設定内容    ×      ○
410     草垣韓(singlerUil)測定升始(3㎜系列)     当祥品測定条件力1～999吋,作革這特測定,要求得到測定拮果。        X       ○
4U      零返辞測定升始(3000系列)        当神品測定条件方0吋,汗始零這特測定。    x       X
412     連接測定升始(担描)(3000系列)    升始連銭測定,接牧数据的通知方法是招猫方式       x       ○
413     連接測定升始(中断)(3㎜系列)     升始連接測定,接収数据的通知方法是中断方式       X       ○
414     測定結束(3㎜系列)       結束達鎮測定    X       ×苦1
415     数据請求(3000系列)      要求主裁測定状志吋的湿示数据或由測定指令声生的鎖存数据(latchdata)       x       ○
‡16    統汁赴理執行(3000系列)  将銃計量示器灯亮,実施統汁赴理   X       ×
417     統計赴理計算未執行(3000系列)    将統計昆示器憶灯,不実施統計赴理 ×      ×
418     全貌汁妙理存儲器清客(3㎜系列)   将全部的程序統汁娃理存倍器清零  ×      ×
419     統計赴理存儲器清零(3000系列)    将星示中的程序統計処理存緒器清零        ×      ×
420     統汁結果清求(3㎜系列)   請求統計赴理詰果        ×      ○
421     存儲器井井改定1(3000系列)       遊行存儲器升美的設定    ○      ×
422     存緒器升美設定2(3㎜系列)        遊行存儲器升美的投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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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友送/接政数据程序名     梯形圏接目      
                功能    友送通道分配    接岐通道分配
423     単鈍AVG次数設定(3000系列)       把平均化方法作方単純平均,在測定間隔4内設定平均化次数    ○      ×
424     移劫AVGl司掴投定(3㎜系列)       把平均化方法作方核力平均,没定測定1旬隔序号      ○      ×
425     移動AVG(H)次数設定(3㎜系列)     把平均化方法作方移功平均及高速数据輸出,在測定間隔4上,設定平均化次数     ○      ×
426     移劫AVG(L)次数没定(3000系列)    把平均化方法作労移動平均及高速数据輸出,在測定間隔4上設定平均化次数      ○      ×
427     自劫検温投足(3㎜系列)   遊行工作自助オ金測功能前段定    ○      X
428     自助栓測没定解除(3000系列)      解除工作自助輸測功能的設定      X       ×
429     自助栓測設定表格清求(3000系列)  清求工作自動栓測功能的設定内容  X       ○
430     3Z4L初期設定(3000系列)  按序鮪3祖清零,㎜単位設定,存縮S群党短銃井蛙理未執行,及全統汁存儲器清零   ○      ×
431     測定条件没定(④oo系列)  避行測定条件的没定      ○      X
432     測定条件没定解除(4000系列)      解除設定的測定条件      ○      ×
433     測定条件没定表格清求(4000系列)  清求改定的測定条件及其宮造定内容        X       ○
434     車返精測定升始(4000系列)        当棒品測定条件力仁999吋,作車返特測定,要求測定結果       X       ○
435     偏差(denec加n)測定升始(4000系列)        升始測定偏差    x       x
436     達鎮測定升始(1ヨ描)(4000系列)   升始連接測定,按腹数据的通知方法是拍描方式       x       O
437     連珪測定書始(中断)(4㏄幻系列)   升始達鎮測定,接牧数据的通知方法是中断方式       X       ○
438     連接測定結束(4000系列)  結束達鎮測定    X       ×磐1
439     数据請求(朝oo系列)      要求在室栽測定射的艮示数据,或由測定指令声生的鎖序数据   ×      ○
鞠      強制零正方向(4000系列)  把強制零方向作正角設定  X       X
441     強制零負方向(4000系列)  把強制零方向作負向設定  〉〈    ×
442     強制零解除(4000系列)    解除強制零方向  ×      ×
443     3Z4L初期設定(4000系列)  接岸執行3肌情勢㎜単位設定,存儲昔語難定  ○      ×
鎭      通用指令1       用干友送指定長度的数据,井接収到OK       ○      ×
445     通用指令2       用予友送指定長度的数据,井接収除OK外的数据       ○      ○
'1測定内容有対内○:有
○: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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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利用通信跡汲(3Z4L)吋的連接形式如以下所示:
●RS-232接銭
通信板
RS-232端口
信号申継
通信板
強制器
信号名  脚号            脚号    信号名
陀sD和船㏄㎝駅sG        12345789                123456720       FGTXDRXDRTSCTSDSRSGDTR
                一一__一一              
-上μ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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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4L清零(序列号400)
出錯解除,数据、模拡輸出判断結果解除,便数光測微似娃干待祝状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存儲弄笑殺定(序列号401)
遊行存儲升美的改定与工作位置呈示領域的改定。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し↑1'∠
十十十
0友送数据通道数 
wlxlY   Z
12(不定)        V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3000系列        4000系列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3(固定)
+1      W(1位BCD)       蜂鳴音的使用10-3        憶灯位数:0-2
        X(1位BCD)       自助鎖存解除吋同的没定=0-9      1/OIFRUN輸入=0或1
        Y(1位BCD)       打印定吋器的使用同吋測定吋的設定;0～3   Eπ一〇的表示=0或1
        Z(1位BCD)       1/1000位的逗号(,)的表示,表示位数10～5   平均化方法:0-2
+2      V(1位BCD)       測定間隔4的設定:0-6     通号(,)的使用言0或1
墓■■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毫米単位設定(序列号402)
把表示単位遊走ヵ㎜。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単位設定(序列号403)
把表示単位改定YJE。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ユ
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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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設定(序列号404)
校正激光測微杖。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艦齢
li
+5低校准
規定尺寸
+6
友送数据通道数  「.
小数部(不定)1整数部符号1杯定)小数部     
        
        
■      
(不定)1整数部   
符号1(不定).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4位BCD)    0007(固定)              
+1      11C規定尺寸(小数部分)(4位BCD)   oooo～9999      (例)-123.456'   
÷2     HC規定尺寸(整数部分)(3位BCD)    000～999                
                        +1+直2+3        4567
                        
+3      HC規定尺寸(符号)(Ascr【1字符)   +吋:20(`')一吋=2D(㌧')          0123
                                2DOO
+4～6   LC規定尺寸      」証IC規定尺寸相同              
匿蓮i]・在本程序中不能把校准的HIGH/rOW分別改定,必須回付没定双方。
・根限偉,基准値,偏移量只能改定整数部3位,小数部4位的値。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校准投足解除(序列号405)
解除微光測微杖釣枝准改定。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匿固本程序中不能把校准的HIG肌OW分別解除。
■程序号設定(3000系列)(序列号406)
把程序号襲換成指定的序号。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程庵号一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程序号(1位BCD)  0～9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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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測定条件没定(3000系列)(序列号407)
改定測定条件,井能移按有元改定的椋志、未進捧改定的条件。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rl・工5
+】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
・←52
+53
段号(SG)一測定間隔序号下限根限値(LL)上限根限疽(LH)多級迭拝根限値(L1)多級逸弾根限値(L2)多級迭拝根限値(L3)多級造拝根限値(麟)多級迭拝披限値(L5)多級迭持根限値(師)基准値(REF}樹以輸出率号(SCL)偏移沖美(OF)偏移偵数据輸出条件(PR)(PRT)(SMP)釆祥測定矛撲設定有元椋志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  0054(固定)                      
        +1      室      不定                    
        +2～+4  段号(ASCII6字符)        31("1")～36("6")、20℃`")的組合                 
        +5      測定1旬隔序号(1位BCD)   1～4                    
        +6      下限根限値(小数部)(4位BCD)      oooo～9999              (例)-123,4567   
        +7      下限根限偵(整数部)(3位BCD)      000～999                        
                                        +6+7+8  4567
        +8      下限根限値(符号)(ASCII1字符)    +的吋:20("")+的吋:2D('㌧")                      Ol23
                                                2DOO
                                                
        +9～+11 上限根限値      与下限扱限値‡胴                        
        +12～÷14       多級迭拝根限値(L1)      与下限根限働胴                  
        +15～+17        多級迭拝根限値(L2)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18～+20        多級遥拝根限疽(L3)      与下限根限償相同                        
        +2ト+23 多級迭捧根限値(L4)昇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24～+26        多級逸捧根限値(L5)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27～+29        多級迭拝根限値(L6)      与下限根限位相司                        
        +30w+32 基准値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33     模担輸出比率号(1位BCD)  1～3                    
        +34～+35        偏移i炎型(ASCII3字符)   4F4620C'OF"),4F4D20eOM　)                       
        +36～+38        偏移値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39     数据輸出条イ牛(1位BCD)  0～6                    
        +40     預定輸出定吋値(3位BCD)  000-g99                 
        +41     釆祥測定次数(3位BCD)    000～999                        
        +42～+43        采祥測定沖美(ASCII3字符)        415647("AVGつ,4D4158("ハ'IAXつ4D494E('`MIN　),524E47('`RNσ')                   
        +44～+45        空      不定                    
        +46     段改定有元(1位13CD)     有蕗と定U寸:1(SG),ヲ己改定H寸:0                 
        +47     測定間隔除号設定有元(1位BCD)    有段定時:茎(M),元投足肘、0                      
        +48     上下限根限値設定有元(1位BCD>    有段定日把惚⊥,L田,死没定吋:0                   
        +49     多級逸拝披限値段定有先日位BCD)  有段定吋元没定日寸      1(Ll、L2、L3、L4、L5、L6),o             
        +50     基准値設定有元(1位BCD)  有設定吋元設定吋        1(REF,S(=L),0           
        +51     偏移値段定有元(1位BCD)  存没定日也1〈OF或OM),冗漫定時:0                 
        +52     数据投出条件値段定有克(1位BCD)  有設定吋ll(PR、PRT),元設定吋=0                  
        +53     采祥測定没定値有元(1位BC刊      有段定日寸=1(SMP、MAX或MIN或RNC或AVG),元没定日寸10                      
160
---------------------[End of Page 5218]---------------------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対手昇常数据除外功能(元心磨床功能)的界雷値下限根限値(EL),昇常値上限根限値(EH),昇常
値除外汁数器(CNT)的改定,在本程序是倣不到的。
・在本程序中,以下的設定不能分別作出芳必作方ーノト組衆没定:
下限根限値、上限扱限値
多級迭持根限値
基准値,模似輸出比率号
数据輸出条件,預定打印定時器値
・根限値、基准値、偏移値、只能改定:整数部分3位,小数部分4位的値。
着測定条件投足解除(3000系列){序列号408}
解除已改定的測定条件。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408(測定,条件改定)相同,但只能使用笈送数据起始通道+46-+53的投足有元椋志部分的
内容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由子測定条件的解除,段和測定間隔成力1,采祥測定次数成力1。
・対予算常数据除外功能(元心磨床功能)的異常値下限根限値(EL),昇常値上限根限値(EH),昇常
償除外汁数器(CNT)的解除,在本程序是倣不到的。
・在本程序中,以下的設定不能分別作出下限根限値、上限根限値。
多級逃拝根限債
基准値、模担輸出比率号
i数据輸出条件,預定打印矩吋器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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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条件設定表格清求(3000系列)(序列号409)
清求没定的測定条件及其段定内容。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儲通道
+O
+1序列号(P)
+2
+3段号(SG)
+4
+6
+7下限根限値(U)
+8
+9
+10上限根限値(田)
+11
+12
+14
+S5
+17
+18
+20
+2正
+23
+24
+26
+27
+29
+30
+32
模似輸出比率号(SCL)
+33
+35
+38
+43
+45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46個定)               
+1      程序号(1位BCD)  0～9            
+2～+4  段号(ASCII6字符)        31("1")～36("6")、20("")的組合          
+5      測定間隔序号(1位BCD)    1～4            
+6      下限根限値(小数部)(4位BCD)      oooo～9999              (例)-123.4567
+7      下限根限値(整数部)(3位BCD)      000～999        +6+7+8  4567
                                0123
+8      下限根限値(符号)〈ASCII1字符)   +的日寸10+的吋:F                
                                Fooo
+9w+11  上限根限値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12～+14        多級逸捧根限値(L])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15-+17 多級逃奔根限値(L2)      与下限根限債相同                
+18～+20        多級迭拝根限値(L3)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21～+23        多級造捧根限値(L4)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24～+26        多級逸拝根限値(L5)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27⇒+29        多級迭拝根限値(垣)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30～+32        基准値  与下限扱限値相同                
+33     模似輸出比率号(1位BCD)  1～3            
+34～+35        偏移美型(ASCII3字符)    4F4620C`OF"),4F4D20(　OM")              
+36～+38        獅多値  与下限根限値相同                
+39     数据楡出条件(1位BCD)    0⇒6            
+40     預宝輪出定付値(3位BCD)  000～999                
+41     采祥測定次数(3位BCD)    000～999                
+42～+43        采祥測定称美(ASC■3字符)        415647〈"AVC'`}⑨4D4158(`MAX")4D494E{"MIN"),524E47("RNG")               
+44-+45 統汁性理計算沖美(ASCH3字符)     535420〈"ST``),4E5354("NST")            
匿妻]本程序不能移清求昇常数据除外功能(元心磨床功能)的昇常値下根扱限偵(EL)、昇常値上限根限値
(EH),昇常値除夕トう十i数器(CNT)的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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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返韓測定升始(3000系列)(序列号410)
在来祥測定条件力仁999的場合,作革這特測定,井要求測定結果。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7
+8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不定)1程序号           
判定拮果                
小数部分                一一一一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測定値
偏差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元参考改定吋10006参考没定吋:0009        
+1      程序号(1位BCD)  0～9    
+2      判定結果(AscH2字符)     元級阻設定吋:0000根限設定吋12B4E("+N")4F4B("OK")2D4E("-N")      
+3      測定値(小数部分)(4位BCD)        oooo～9999      例一123.4567+34567+40123+5FOOO
+4      測定億(整数部分)(3位BCD)        000～999        
+5      測定値(符号)(BHぱ)      +吋10一吋;F     
+6～+8  偏差値  与測定値同祥★仮参考没定時,有人本区域   
■零這襲測定井始(3000系列)(序列号411)
当来祥測定条件力0吋,升始作"0"測定。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接枚数握鮨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o"迄襲測定一宜継旗到序列号414(測定結束)被執行力止。
■達鎮測定井始(拍描)(3000系列)(序列号412)
升始達躾測定接枚数据的通知方法是白描方式。
●堤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410(単這精測定評始)相同。
國・虫干本程序在程序内部不断循杯,一旦執行之后,在中止前説持綾地循琢。
・即使中止了程序微光測微似{乃継接作違鎮測定,要終止連接測定,清執行序列号4五4(測定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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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鍾測定升始(中断)(3000系列}(序列号413}
井始遊行連接測定,接枚数据的通知方法是中断方式,中断No、101。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410(単這梼測定升始〉相同。
囲・由手本程序在程序内部循圷,一当執行之后,便在中止前持鎮執行。
・即使中止了程序,微光測微侠仰継接作違鎮測定,要終止達鎮測定清執行序列号414(測定結束)。
■測定結束{3000系列}(序列号414}
使達鎮測定結束。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在作違鎮測定吋:
・在作寒返精測定時:
与序列号410(車返韓測定チF始)相同。
■数据清求(3000系列}(序列号415)
清求空戦測定状茶時酌量示数据成因測定指令而形成的鎖存数据。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410(車返精測定評始〉相同。
164
---------------------[End of Page 5222]---------------------



白銑汁赴理抗行(3000系列}(序列号416)
統汁妙理湿示灯亮,遊行統汁亘理。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銃汁鮭狸汁算未航行(3000系列}(序列号4i7}
統汁処理湿示灯天,不遜行統汁梵理。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全銃汁赴現存儲器清零(3000系列}(序列号418)
清除所有程序的統汁処理存儲器内容。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銃汁処理存儲器清零(3000系列}(序列号419}
清除湿示中射程序的蜆汁赴理存楮器内容。
●友達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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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銃汁結果清求(3000系列)(序列号420)
清求銃う十処理的結果。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牧数槍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据+0道+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接収数据通道数          
        (不定)1         
                        コ
                        
        (不定)1         
        小数部分                一==一ー一一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一
序列号
洗う十数
据数(N)
平均値
(AVG)
最大値
(MAX)
最小値
(MIN)
植園(R)
椋准偏
差(S.D.)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9(固定)                      
+1      序列号(1位BCD)  0～9                    
+2～+3  統汁数汁数(6位BCD)      oooooo～999999                  
+4      平均値(小数部分)(4位BCD)        oooo～9999              例一123.4567    
                        +4+5+6  4567    
+5      平均値(整数部分)(4位BCD)        000～999                        
                                0123    
+6      平均値(符号)(BIN)       +吋:0一吋:F             FOOO    
                                        
+7～+9  最大値  与平均値相同                    
+10～+12        最小値  与平均値相同                    
+三3～+15       箔圃    与平均値相同                    
+16w+18 椋准偏差        与平均値相同                    
囲小数点以下的位数,固定力4位,虫干椋i准偏差的結果使小数点以下的位数成力5位吋,則把1位溢
出,存到整数部里。
例如:-O.1234吋:小数部分区域:1234;整数部分区域:OOOO;aS・号部区域:FOOO。苦力=-0.12345
吋:存儲吋如下所示,小数部分区域:2345;整数部区域:000h符号部区域:FOOO。
■存儲井美設定1(3000系列)(序列号421)
対存儲升美遊行没定。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W(三位BCD)      0:車返特,0返辞測定升始耐湿示「……」1:単這特:0這特測定升始吋,並示前次測定値
        X(1位BCD)       0=対1/OIF的這特信号遊行車返鞍測定1:対1/0∬的這特信号被輸入吋、作反夏測定
        Y(1位BCD)       ★0:RS-232C定昇符CR+LF1=RS-232C定昇符CR2・RS-232C定昇符LF
        Z(1位BCD)       0=RS-232C元奇偶校強1:RS-232C奇イ禺校‖金偶数2・RS-232C奇偶校強奇数
+2      V(1位BCD)       0;「Eπ一◎」的皿示1:[0]酌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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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普"方供使用本通信悔改遥拝之用。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注=・如果測徴収的DIP井美=SW3-5未成力ON。則元法遊行改定。
・RS-232C的改定(Y、Z),須在下一次屯源ON以后オ布敷。
■存傭升笑殺定2(3000系列)(序列号422)
作存儲升美的没定。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U-つ右
÷十十
-つ右   麦送数据通道数  
        wlxlY   Z
        (不定)  V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1      W(1位BCD)       Ol元工作自助検温1:工作自動栓測直径栓測方式(1招猫)2:工作自前栓測直径栓測方式(8招猫)3:工作自助栓測位置推測方式(1拍描)
        X(1位BCD)       打展用0(固定)
        Y(1位BCD)       打雇用0個定)
        Z(1位BCD)       打雇用0個定)
+2      V(1位BCD)       ★Ol不使用拝堂除外功能1‡使用拝堂除外功能
注:"芙"内供使用本通信坊改造拝之用。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在激光測微{叉的DIP升美,SW3-5未成力ON吋,元法遊行設定。
■単純AVG次数設定(3000系列)(序列号423)
把平均化方法作方単純平均,在測定間隔4上設定平均化次数。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友送致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平均化次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平均化次数(4位BCD)      1～2048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在激光測微仮的DlpiFF美=SW3-5未成力ON吋,元法送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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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AVG向隔設定(3000系列)(序列号424)
把平均化方法作方移幼平均改定測定阿隔序号。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衰退数据+0
起始通道+i
測定阿
隔序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2(固定)
+1      測定伺隔序号(1位BCD)    1～4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圏当激光測微促的DIP井美,SW3-5未成力ON吋,不能遊行改定。
■移劫AVG(H)次数設定(3000系列)(序列号425)
把平均化方法作方移幼平均及高速数据輸出,在測定間隔4上,没定平均化次数。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0
起始通道+1
友送数据通道数
平均化次数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く4位BCD) 0002(固定)
+1      平均化次数(4位BCD)      16～2048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激光測微伎的DIP升美,SW3-5未成力ON吋,不能避行波定。
■移動AVG(L)次数設定(3000系列)(序列号426)
把平均化方法作方移動平均及高速i数据輸出,在測定間隔4上,改定平均化次数。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平均化次数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く4位BCD) 0002(固定)
+1      平均化次数(4位BCD)      32～2048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圏当微光測微仮的Dlpi序美,SW3-5未成力ON目寸,不能遊行投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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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栓測設定(3000系列)(序列号427)
避行工作自助推測功能的遊走(、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衰退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友送数据通道数          
(稚)已序号              
発効吋1司               
小数部分                一一ー一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検卵下
限値
栓測上
限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固定)      
+1      測定次数(3位BCD)        001～999        
÷2     尤効射向(4位BCD)        0001～9999      
+3      栓測下限値(小数部分)(4位BCD)    oooo～9999      例一123,4567+34567+40123+52DOO
+4      栓測下限値(整数部分)(4位BCD)    000～999        
+5      栓測下限値(符号)(Ascn1字符)     +日寸20("")一吋2D("一"〕        
÷6～+8 栓測上限値      与検温下限値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貿当激光測微{叉的DIP升美,SW3-5未成力ON吋,不能遊行改定。
■自助栓測設定解除(3000系列)(序列号428)
解除工作自動栓測功能的投足。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当激光測徴収的Dlp弄美,SW3-5未成力ON吋,不能遊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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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栓測没定表格清求(3000系列)(序列号429)
清求工作自助栓測功能的設定内容。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7
+8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不定)1測定次数         
元敵討河                
小数部分                一=一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栓測下
限値
検測上
限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固定)      
+1      測定次数(3位BCD)        001～999        
+2      元敵討1司(4位BCD)       0001～9999      
+3      栓測下限値(小数部分)(4位BCD)    oooOwg999       例一123.4567+34567+40123+5FOOO
+4      栓測下限値(整数部分)(4位BCD)    000-999 
+5      栓測下限値(符号)BIN     +吋=0一吋=F     
+6～+8  栓測上限債      与栓測下限値同  
圏当微光測散杖的DIP升美,SW3-5未成方ON吋,不能遊行設定。
■3Z4L初期設定(3000系列)(序列号430)
按序執行3Z4膚寒ほ定㎜単位政定存儲器井美,統汁鯉不軌行波全貌汁存儲器清零。
●友送致据通道分西日(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401(存儲井美設定)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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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条件設定(4000系列)(序列号431)
改定測定条件,井能以改定有元的祢志来遊拝改定的条件。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0+1+2+3+4+5+6+7+8+9+10+U+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友送数据通道数                  段序号(SC)測定1旬隔号(M下限根限値(江)上限根限値(田)基准値(REF)樹以輸出比例号数据輸出条件一{PR)(PRT)鎖存定日寸秒数(RLT)1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不定)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25(固定)                      
        (不定)                                                                  
                                        +1      段号旧位BCD)    1～5                    
        小数部分                                                                        
        {稔)1整数部分                                                                   
                                        +2      測定1司隔号(1位BCD)     仁7                     
        符号1(確)                                                                       
                                        +3      下限根限値(小数部)(4位BCD)      oooo～9999      (例)-123,4567           
        小数部分                                                                        
                                                                +3+4+5  4567    
        (不定)1整数部分                         +4      下限根限値(整数部)(4位BCD)      000～999                        
                                                                        0123    
        符号1(不定)                                                                     
                                        +5      下限根限値(符号)(Ascn1字符)     +日寸:20("")一対言2D("一")              2DOO    
        小数部分                                                                        
                                        +6～+8  上限根限値                              
        (確)1麟部分                                             与栓測下限根限値相同                    
        符『(不定)                                                                      
                                        +9～+11 基准値  与検温下限根限値相同                    
        (不定)1                                                                 
                                        +12     模捌輸出比例号(1位BCD)  0～3                    
        (空)                                                                    
        (空)                            +13～+15        空                              
        倥)                                                                     
                                        +16     数据輸出条件(1位BCD)    0～6                    
        {稚)1                                                                   
        (不定)1                         +17     数据輸出定吋器値(1位BCD)        000～999                        
        (確)1一                                                                 
                                        +18     鎖存定肘秒数(2位BCD)    oo～99                  
        (不定)                                                                  
                                没定有元椋志    +19     段段定有元(1位BCD)      存没定時:1(SG)元貴慮吋:0                        
        (不定)          ■                                                      
        (不定)                          +20     測定間隔序号没定有元(1位BCD)    有段定日寸:1(M)先役定吋:0                       
        (不定)                                                                  
                                        +21     上下限根限債没定有先(1位BCD)    存没定吋=1(u.,]」・1)元設定吋:0                 
        (不定)                                                                  
        (不定)                          +22     基准値設定有元(1位BCD)  有改定吋11(REF,SCL)元没定時:0                   
                                                                                
                                        +23     数据没出条件値段定有元(1位BCD)  有設定吋:1(PR,PRT)死没定吋10                    
                                        ÷24    鎖存定肘設定有元(1位BCD)        有遊走吋=1(RLT)先役定時=0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在本程序中,以下的改定不能分別作出如下的改定,努必作カー小組来作改定:
下限根限値,上限根限値
多級逃捧根限値
基准値,模捌輸出率号
数据輸出条件,預定印字定時器値
・根限値、基准値、偏移値、只能設定整数部位3位、小数部分4位的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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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条件設定解除(4000系列)(序列号432)
解除設定的測定条件。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431(測定条件改定)相同,但仮使用送倍数据起始通道的+19-一+24的没定椋志部分。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由子測定解除,段(Segment)変成1,測定間隔也変成了1。
・在本程序中以下的没定不能分別作出,各必作カーイト姐来作改定:
下限根限値,上限根限値
多級迭拝根限償
基准値,模ナ以輸出比率号
数据輸出条件,預定打印矩吋器値
■測定条件設定表橋浦求(4000系列)(序列号433)
清求設定的測定条件及其段定内容。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緒通道+1
+2
+3
+4
+5
+6
+7
+8
+9
+]〇
+11
+12
+13
+14
+】5
+16
+17
+18
段序号(SG)
走向隔号(M)
下限根限債
(LL)
上限根限値
(田)
模似輸出比例号
(SCL)
強制零方向
(ZERO+)
数据輸出条件
(PR)(PRT)
数据輸出条件
(PR)(PRT)
存麓町秒数
(RLT)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9個定)                       
+1      段号(1位BCD)    1～5                    
+2      測定1旬隔号(1位BCD)     1～7                    
+3      下限根限値(小数部)(4位BCD)      OOOO～9999              (例)一]23.4567  
                        +3+4+5  4567    
+4      下限根限値(整数部)(4位BCD)      000～999                        
                                0】23   
+5      下限扱限値(符号)(BIN)   +吋=o－尉:F             2DOO    
+6～+8  上限根限偵      与稔測下限根限値相同                    
+9～+11 基准値  与稔測下限根限伍相同                    
+12     模‡以輸出比例号ほ位BCD)        1～3                    
+13～+15        強制零序号(ASC∬5文字)  5A45524F2B("AERO+")4E4F524D20(`'NORM")5A45524F2D("ZERO-")                       
+16     数据輸出条件(1位BCD)    0～6                    
+17     数据輸出定吋値(▲位BCD) 000～999                        
+18     鎖存定吋秒数(2位BCD)    oo～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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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返辞測定的升始(4000系列)(序列号434)
采祥測定条件力1～999吋,要求遊行単這特測定,取得測定結果。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7
接枚数据通道数          
判定結果                
小数部分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小数部分                】
(不定)  整数部分        
符号    (不定)  
測定値
偏差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元参考設定吋:0005参考没定吋:㎜8 
+]      判定結果(ASC∫12字符)   元根限設定酎:oooo根限設定吋:2B4E("+N")4F4B〈"OK")2D4E("-N")     
+2      測定値(小数部分)(4位BCD)        Gooo～9999      例一123.4567+34567+40123+5FOOO
+3      測定値(整数部分)(3位BCD)        000-999 
+4      測定値(符号)(BIN)       +吋=0一吋:F     
+5～+7  偏差値  与測定値同祥★促参考遊走吋,存人本区域   
■偏差測定井始(4000系列)(序列号435)
升始測定偏差。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達鎮測定井始(担描)(4000系列)(序列号436)
升始達鎮測定,接受数据的通知方法力指摘方式。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434(単遁辞測定升始)相同。
國・国本程序在程序力循圷,一旦VL行之后在中断前便持鎮不停地徳ff。
・即使中止程序,微光測徴収伍継接作違鎮測定,要終止達鎮測定,清執行序列号438(測定結束〉。
ワ]ヒ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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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5231]---------------------



■達鎮測定弄始(中断}(4000系列)(序列号437)
升始達鎮測定,接政数据的通知方法力中断方式,中断No、Ol。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5序列号434(単返辞測定升始)相同。
囲・国本程序左程序内循郵,因此執行之后,在中止前便持鎮不停地徳杯。
・即彼程序中止了,微光測微似イ乃継陸送i行違鎮測定,要終止達鎮測定,清執行程序号438(測定結
束)。
■達鎮測定結束(4000系列}(序列号438}
結束達鎮測定。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ge(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達鎮測定吋:元。
・偏差測定吋:与序列号434(単這韓測定升始)相同。
■数据清求(4000系列}(序列号439)
清求主裁測定状志吋的呈示数据,或者因測定指令而声生的鎖序数据。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434(車返特測定汁飴)相同。
自強制零正方向(4000系列}(序列号440)
把強制零方向設定力(+)。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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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強制零負方向(4000系列)(序列号441)
把強制零方向設定力負(一)。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尤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腰強制零解除(4000系列)(序列号442)
解除強制零方向。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尤
●3Z4L初期設定(4000系列)(序列号443)
按序執行3Z4L清零,毫米単位設定,存儲井美改定。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401(程序iFl美改定)相同。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網通用指令玉(4000系列)(序列号444)
用干笈送指定長度的数据,芽接牧到OK。
●2Si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ソ一?」
十十十十
+127
+128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3操作数)
況
01り一つ」【7'Qo        笈送致据通道数
        (碇㍑送数継
        友送数据
        投送数据
        :～
        友送数据
        友逆数据
偏移還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3～OI29
+1      友逆数据長(4位BCD)      0001～0255
+2～+128        投遣数据(ASCII) 最大255字釣友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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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通用指令2(4000系列)(序列号445)
用干支送指定長度的数据,芽接牧除OK外的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正
+2
+3
+i27
+128
友送数据通道数  ⇔
(不定順送数据長 
友送数据        
友送数据        
》1     
友送数据        
麦送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129
+1      友送数据長(3位BCD)      0001-0255
+2～+128        友送致据(ASCII) 最大可送出255字市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126
+▲27
        接枚数据通道数  
        接枚数据        
        接収数据        
        w:      卍
        接枚数据        
        接枚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1-0128
+1-+127 接枚数据(ASCH)  当接枚数据超迂254宇市吋,貝寄254分字市可被存1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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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虫干使用本通信坊、改,3Z4L-3000系列、3Z4L-4000系列的DIP升美的設定,如下所示=
●3Z4L-3000系i列
・DIPgF美1
・DIPヲ『二美2
・DlpiFFik3
●3Z4L-4000系列
・DIP井美1
・DIP升美2
号      没定内容        状杏
1       波特速率        ON/OFF
2               ON/OFF
3       国歩交換順序    ON/OFF
4       RS-232C鞘口使用迭拝     ON/OFF
5               ON/OFF
6               ON/OFF
号      設定内容        状志    
1       測定部的迭樟    Ol¶/OFF        ・]
2               ON/OFF  
3               ON/OFF  
4               ON/OFF  
5       最小逮取値的設定                
6               ON/OFFON/OFF    
7       透明体測定功能的没定    ON/OFF  
8       同吋測定功能的設定      ON/OFF  
対照所連接的侍
感器送行没定
潰走対座辻小数
点以下保持4位
号      設定内容        壮志
1       用2台測定器的測定功能的設定     ON/OFF
2               ON/OFF
3               ON/OFF
4               ON/OFF
5       昇常数据除外功能        ON/oFF
                
6       多級分業功能    ON/OFF
号      設定内容        状志
1       波特速率        ON/OFF
2               ON/OFF
3       同歩交換順序    ON/OFF
4       定昇符  ON/OFF
5               ON/OFF
6       RS-232C端口使用遊樟     ON/OFF
7               ON/OFF
8               ON/OFF
号      没定内容        状杏    
1       測定部的逸揮    ON/OFF  
2               ON/OFF  
3               ON/OFF  
4               ON/OFF  
5       最小渡欧値的設定        ON/OFFON/OFF    ]
6                       
7       表示単位        ON/OFF  
8       外部指令改定    ON/OFF  
対昇常数据除外机能
本通信1亦双不支持
刈'照所連接的任
徳器遊行設定
没定日寸座↓ヒ!]、数
]
点以后保持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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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10
視覚栓測装置(F200/F300/F350)
通信跡汲[視覚栓測装置]是対経由通信板以RS-232C亀鑑与PC連接的視覚栓測装置,以逸程模式,
送行各秒改定及控制的通信悔改。
■通信f亦汲的杓成
通信協汲[視覚栓測装置]的杓成如下所示:
序列号  友送/接11文数提刀序名   功能    梯形国技口      
                        友送通道分配    接収通道分配
450     測量執行(1亘oo) 執行1次測:・i:,把測量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      ○
451     連鎖測量執行(田端')(艶『200)    遠鏡執行聯ロ00的世紀,把測量桔朱海人拒E通道      ×      ○
452     連投測五執行(中断)(F200)        連接執行F200的設定,把測量結果有人li疋通道       ×      ○
453     基准物体登求(,曽、体)(犯oo)     両肘避行非准位置登景和判定基本登浪      ×      ×
454     且准物体登峠(」£7イliイ1竺)(F200)      在使用位竺洞南修正吋,登波力j－別見1イノ　1備1タ「t的基准他党    ×      x
455     」主権物体筈ム,止(判定埠IIり(臼oo)      寮最ジび了判定輸出式開基布三flL ×      ×
456     判定条件メ虹(F2(xハ)    変～抽淀的輸出㌧判定条件白勺上限枢均下限値      ○      ×
457     イ工意測ピ値取得(F200)  与論出式元芙禁池,把任意的洲■:項目白勺測星位存人指定通口        ○      ○
喘      測工執行(臼oo)  執行1次測どLt,把測量窒苦果有人指定通道  ×      ○
461     泣を辱測∴ヨ丸行(打描)(1沼oo)   道i按執行日00的設定,把測量仕入存人指定通道      x       ○
462     L額測量t丸行(中断)(卜300)       迩蹟執行F300的改定,把測量門畢宿人才1定通道      ×      ○
463     基准物体Y止指令1執行(臼oo)      対輸入国保逃行測量,更新音質廿1的ナじ准物体数据  ×      x
姐      基准物体登茂指令2執行(F300)     対輸入国保遊行測或,更新全摘目白勺越権物体数昂   ○      ×
465     照明変動Ull劇丸行(F300) 執行照明空劫釣眼踪      ×      ×
470     測　執行、疋位(F350)    執行1次測亘玉,把測.弦楽存人才日疋通道   ×      ○
471     撮像机才卜{走、定位(ト350)      指⊥逃荷捌量的撮像机    ○      ×
472     場面切換、定位(F350)    切換到指定的場面骨      ○      ×
473     検査執行、文字]㍍査(》350)      執行1次検査把検査結果輸出到技倒監視器   ×      X
474     文字行櫨査、文字検査(F350)      把指定的栓査領域号的稔査文字行変更力か定的文字行        ○      ×
480     撮像机変更(減1)〈1・200/F300)   辻昆示的撮像机号減1     ×      ×
48】    撮像机変更(加1)(ト200/F300)     辻皿示的撮像机骨瓶1     X       ×
482     2偵屯率変更(ト200/F3〔〕0)      変更指定的愉山号(F200)箇口号(腸00涌勺2偵化山亭(上限債及下限値)  ○      ×
483     変位(口00/F300) 把ト200.卜300匁位       ×      ×
490     場面切換(減1)   使物前号城1     ×      X
491     場面切換(加lD   使切面号加ユ    ×      ×
492     場而切換(イ:壬意)       切換到指定的場面号      ○      ×
493     測量、稔査ξ占束        結束測=螢,川劇基本菜単(MENU)    ×'     ×
494     通用指令(投送)  対不受支持的指令等遊行改定、及執行      ○      ×
495     通用指令(接収)  就下受支持的指令等」五行設定、及執行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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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利用通信跡双[視覚検測装置]吋的連銀形式如下所示
●RS-232C撰銭
C200HX/HG/HE
F200/300/350
通信板RS-232端口        PC      PS      RS-232C                         
        ‖口            →                              
RS-232C単元
25
14
'■             
O               
        4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印o     
        <       
○              
、」」          
13
1
脚号    信号名称        略称
1       安全接地        FG(GND)
2       友送数槍        SD(TXD)
3       接受数据        RD(RXD)
4       搬送清求        RS(RTS)
5       笈送准哲        CS(CTS>
6       数据設定准鳥威緒        DR(DSR)
7       信号用接地      SC(CND)
8       数据通道按腹載体輸出    CD(DCD)
20      数据終端准各就堵        ER(DIR)
板
㌔呂
イ
通
F300-E
信,自、号       脚号                            
                                脚号    信息号
SD〈TXD)        2                               
                                2       SD(TXD)
RD(RXD) 3                               
                        ]'"     3       RD(RXD)
RS(RTS) 4                               
                                4       RS(RTS)
CS(CTS) 5                               
                                5       CS{CTS)
DR(DSR) 7                               
                一              6       DR(DSR)
SG(GND) 9                       7       SG(GND)
                一      ■              
ER(DTR) 8                               
                                8       CD(DCD)
                .               20      ER(DTR)
●遊行Rs/CS流麗控制吋
通信板
F300-Ii;
信息号  脚号    ＼      脚号    信、自、号
SD(TXD) 2               2       SD(TXD)
RD(RXD) 3               3       RD(RXD)
RS(RTS) 4               4       RS(RTS)
CS((二TS)       5               5       CS(CTS)
DR(DSR) 7               6       DR(DSR)
SC(CND) 9               7       SG(卵D)
                                
ER(DTR) 8               8       CD(DCD)
                        20      ER(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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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測量執行(F200)(序列号450)
執行1次測量,把測量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倍通道
01う一合04繧」
十十十十十十
測量値
匡憂i著]・能{移指定的輸出号仮1介。
・測量値的萢圃。
校正OFF没定吋,-2147483.648～+2147483.648
校正ON没定時,-9999999.999～+9999999.999
・如果超出了測量値駒落圃不定的数据被存人指定通道。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批D)  脳      
+1      輸出号(2位BCD)  00～07  
+2      判定結果(1位BCD)        010K1(NG        
+3～+5  測量債(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ii闇 例+123.456淵
        測量億(整数部分)(7位BCD)                
        測量値(符号)(1位)               
聞達X実測量執行(拍描)(F200)(序列号451)
連鎖執行F200的段差,把測量結果存人指定通道接枚数据的通知方法力拍描方式。
●変速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測量値
偏移登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輸出号(2位BCD)  00～07  
+2      判定拮果(1位BCD)        0=OK1=NG        
+3～+5  測量債(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闇 例+123.456i運
        測量値(整数部分)(7位BCD)                
        測量値(符号)(1位)               
匿翌・能{移指定的輸出号仮1ノト。
・要使本程序終止,清把取消椋志28911(使用A端口付),28915(使用端口B吋)設定力OFF。
・測量値的池園:
校正OFF改定吋,-2147483.648-一+2147483.648。
校正ON段差財,-9999999.999～+9999999.999。
・如果超出子測量値荘園,不備定的数据被存人指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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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鎮測量執行(中断)(F200)(序列号452)
達鐘執行F200的没定,把測量結果存人指定通道,接枚数据的通知方法力描人方式,描八号102,,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
存儲通道
∩V-(ノ一(」45
十十十十十十
測量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      
+1      輸出号(2位BCD)  00～07  
+2      判定結果く1位BCD)       0=OK1:NG        
+3～+5  測量値(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鶏   例+123.456ii圏
        測量値(整数部分)(7位BCD)                
        測量値(符号)(1位)               
匿ξ董]・能磐指定的輸出号仮1ノト。
・i要使本程序終止,清把取消椋志289・11(使用A端口吋),28915(使用端口B吋)改定力OFF。
・測量値的遊園=
校正OFF没定吋,-2147483.648～+2147483、648。
校正ON投足吋,-9999999.ggg～+ggggggg.ggg。
・如果超出了測量値的遊園,不定的数据被存人指定通道。
抱基准物体登泉(恵体)(F200)(序列号453)
同吋避行基准位置登乗馬判定基准登景。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基准物体登景(基准位置)(F200)(序列号454)
在使用位置備南修正吋、登衆力了汁測位直傭禽量的基准位置。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尤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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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基准物体登泉(判定基准)(F200)(序列号455)
登景力]ア判定輸出格式的基准値。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尤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團判定条件変更(F200)(序列号456)
変更指定的輸出号判定条件釣上限債与下限値。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23456789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友送数据通道数  
(不定)1輸出号   
(稲川小数部分   一一ー一
        
(不定)1撒部分   
符号1(稔)       
(不定)1小数部分 
        
(不定)1整数齢   
符号i(不定)     
上限値
下限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10    
+1      輸出号(2位BCD)  00-07   
+2～+5  上限値(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藷圏 例+i23.456ii圏
        上限値(整数部分)(7位BCD)                
        上限億(符号)(ASCH2字符)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能移指定的輸出NO.仮1イト。
・輸入座符合=上限値≧下限値。
・上限値/下限値的輸入庇咳在一2147483,648-2147483.648的萢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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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任意測量値取得(F200)(序列号457)
与輸出式元美系,把任意測量項目的測量偵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
起始通道
Ol(∠
十十十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数据1(2位BCD)   oo:面枳0〕:重心XO2連心YO3=主軸伯041輸出式05=輸出式的基准債06=X偏食」ξ07:Y備寓」08:角度偏高子:09:X基本位且10:Y基本位置ll:角度基本位逗
+2      i数据2(2位BCD)  把00～03設定到数据1上吋筒口号00～07把04～05投足到数据1上吋輸出号00-07把06～ll設定到数据1上吋撮像机号00-01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倍通道
+0
+1
+2
+3
測]亡値
偏移垣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蜘      
+1～+3  測量値(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33456+40012+5FOOO   例+123.456+33456+40012+50000
        測量値(整数部分)(7位BCD)                
        測量値(符号)〈1位)              
國'能指定的輸出号仮1介。
・本指令不遊行測量,只是把剛測得的測量結果存入指定通道。
・仮能取得輸出式中所改定的窟口号的測量値。
・由i数据1,2ヌ寸友送餉笥接収的信息対照,如果Z〈一ー一致的活,則把CIO28909(当使用端口A吋)或
CIO28913(使用端口B吋)接遇(ON)。
・測量値的萢圃:
在校正OFF'改定吋=一剣一2147483.648～+2147483.648。
在校正ON改定吋一9999999,999～+9999999.9gg。
・如果超出了測量偵的花圃,不定的数据被存人指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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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執行(F300)(序列号460)
]丸行1次測量,把測量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牧数据+0
存儲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接収数据通道            ]]
(不定)  輸出号  
(不定)  判定結果        
        小数部分整数部分        
符号    ol      
        小数部分整数部分        
符号    ol      
        小数部分        ロー
        整数部分        
符号    oI      
        小数部分        ぽ一
        整数部分        
符号    01      
        小数部分        一触
        整数部分        
符号lo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数据4
数据5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001200150018      測量メ†象】介測量対象2介測量対象3'卜刻苦対象4介測封1対象5十    
+1      筒口号(2位BCD)  00～07          
+2      判定結果(1位BCD)        0:0K1:NC                
+3～+5  測量値(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淵           例+123.456ii圏
        測量債(整数部分)(7位BCD)                        
        測量値(符号)(1位)                       
魎・測量項目可能迭到56,但商口号只能歳出1ノト。
・測量値的萢圃:
在校正OFF遊走吋:-2147483.648・・2147483.648
在校正ON設定吋:-9999999.999～9999999.999
・投足的測量項目遵照輸出的仇先頭序(依次序)面枳
重心X,重心Y
重心偏食X(預各)・,重心偏南Y(預各)
主軸角
主軸角偏商(預各)
稜角
稜角備商(預各)
中心X,中心Y
中心偏食X(預各),中心偏食Y(預各)
傾角(傾斜角度)
傾角偏寓(預各)
交点X,交点Y
交点X備寓(預各),交点Y偏寓(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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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連鎮測量執行(招猫)(F300)(序列号461)
連接執行F300的没定,把測定結果存人指定通道。i接受数掃射通知方法是招猫方式。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倍通道
+1
+2
+3
+4
+5
+6
+7
+8
+9
+】0
+11
+12
+!3
+14
+15
+16
+17
接収数据通道            
(不定)  輸出号  
(不定)  判定結果        
        小数部分整数部分        ]]
符号    01      
        小数部分整数部分        
符号    ・1     
        小数部分        一一
        整数部分        
符号    0       
        小数部分        ⇔一
        整数部分        
符号    o}      
        小数部分        一一
        整数部分        
符号|・1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数据4
数据5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001200150018      測量対象1介測」i{対象2介測亙対象3介測墜{対象4づ、温田対象5↑    
+1      窃口号(2位BCD)  00～.07         
+2      判定結果(1位BCD)        0:0Kl・NG               
+3w+5   測量値(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ii闇         例+123.456ii圏
        測量値(整数部分)(7位BCD)                        
        測量値(符号)(1位)                       
鴎・測量項目可能辻到5ノト,但筒口号只能演出1Al。
・將椋志位289i1(使用端口AB動或28915(使用鞘口B吋)見ON置月OFF,以結束核序列。
・汲‖量値[白雪池園:
在校正OFF設定吋:-2147483.648・・2147483.648
在校正ON改定吋:-99999gg.ggg～ggggggg.ggg
・設定的測量項目遵照輸出的仇先順序(依次序)面枳
重心X,重心Y
重心偏商X(預各),重心偏萬Y(預各)
主軸角
主軸角偏南(預各)
稜角
稜角偏南(預各)
中心X,中心Y
中心偏食X(預各),中心偏高Y(預各)
傾角(傾斜角度)
傾角偏食(預各)
交点X,交点Y
交点X偏商(預各),交点Y偏南(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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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鎮測量執行(中断)(F300)(序列号462)
達鎮執行F300的改定,把測定結果存人指定通道。接受数据的通知方法是指摘方式,中断号是102c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x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0
起始通道
+1
+2
+1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接収数据通道            
(不定)  輸出号  
(不定)  判定結果        
        小数部分        一
        整数部分        
符号    ol      
        小数部分        一嘲一
        整数部分        
符号    ・1     
        小数部分        一一
        整数部分        
符号    oi「    
        小数部分        一一
        整数部分        
符号    0       
        小数部分        一一
        整数部分        
符号lo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数据4
数据5
偏移亙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9001200150018      測」:対象け・測輻対質2↑測　}llメ1縁L3↑測{:Xf象4介測1・対象5十 
+1      商口号(2位BCD)  00～07          
+2      判定結果(三位BCD)       0:0Kl:NC                
+3-+5   測量値(ノ]　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33456+40012+5FOO{〕         例+123.456+33456+40012+50000
        測量値(整数部分)(7位BCD)                        
        測量値(符号)(1位)                       
國・測量項目可能迭到5ノト,但商口号只能演出1介
・将CIO28911(使用端口A吋)或CIO28915(使用端白B吋)杁ON貴方OFF,以結ヌミ咳序列、
・測量偵的氾Hヨ:
在校正OFF設定吋:-2147483.648-・2147483.648
在校正ON没定日寸:一一9999999.999・-9999999.999
・没定的測量項目遵照輸出的仇先順序(依次序)面枳
重心X,重心Y
重心備寓X(預岱),重心偏南Y(預各)
主軸角
主軸角偏萬(預各)
稜角
稜角偏萬(預各)
中心X,中心Y
中心偏商X(預各),中心偏南Y(預缶)
傾角(傾斜角度)
傾角偏寓(預各)
交点X,交点Y
交点X偏食(預各),交点Y偏萬(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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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基准物体登景指令1執行(F300)(序列号463)
対輸入圏像遡i行測量,更新全商口的基准物体数据。
③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基准物体登景指令2執行(F300)(序列号464)
対輸入閤像遊行測量,更新指定宙口的基准物体数据。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2R送数据+0笈送数据通道数
鋤髄・1(穐)1細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筒口号(2位BCD)  GO～07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照明変動眼踪執行(F300)(序列号465)
執行照明変動釣殿踪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剛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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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執行、定位(F350)(序列号470)
]丸行一次測量,把測量結果存人指定通道。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存倍通道+1
(∠345
十十十十
+6
接収数据起始通道        
1小数部分       "一ー一
符号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        
符号i整数部分   
寸櫛紛  ]
        
符号回訓部分    
X方向
備商量
Y方向
偏1111Lt:
]和英値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  0007    
+1～+2  X方向偏商量(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圏       例+123.456:;圏
        X方向偏商量(整数部分〉(3位BCD)          
        X方向備高量(符号)({位)          
+3～+4  Y方向偏萬昔(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6:囲  例+123.456‡;悶
        Y方向備離K整数部分)(3位BCD)             
        Y方向偏商工(符号)(1位)          
+5～+6  相美値(小数部分)(3位BCD)        例一123.45工囲  例+123.45+125+2(1
        相共催(整数部分)(3位BCD)                
        和英値(符号)(1位)               
慶雲・可能存人指定通道的模型数据是一介。
在来執行撮像机指定的情況下遊行測量吋,蒋対測量模型被登※的全部撮像机執行削正:.
・当粗菜値未満70,而測量値溢出吋,28909(使用端口A日寸),289]3(使用端口Bfl寸),ONr,
・数据輸出池園力:999,999(上限値)～-999.999(下限値)。
■撮像机指定、定位(F350)(序列号471)
指定作測量的撮像机。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道数据
起始通道
側残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ID) 0003
+1      升始撮像机号(1位BCD)    0～7
+2      ξ吉束撮像机号(三位BCD) 0～7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1憂翌・改定肘頭辻升始撮像机号(結束撮像机号)。
・当指定撮像机号昇常吋,28909(使用端口A吋)28913(使用端口B吋)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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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切換、定位(F350)(程序号472)
切換到指定的場商号。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友送数据通道数
起極道・1(稔川禰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場面号(2位BCD)  00～15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匿翌当麦生昇常吋,28909(使用端口A吋)ON,或28913(使用端口B吋)ON。
■栓査執行、文字検査(F350)(序列号473)
執行1次栓査,把栓査結果輸出到屯視蓋祝盤上。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文字行変更、文字検査(F350)(序列号474)
把指定的栓査領域号的検査文字行,変更成刃指定的文字行。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3
        友送数据通道数
        指定的文字有数
        (不割髄聯号
        指定的文字行数
        ～丹
        指定的文字行数
偏移ば  内容(数据形式)  数拒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09
+1      指定的文字行数(4位BCD)  0～24
+2      検査領域号(2位BCD)(ASC且)       00-07
+3一    指定的文字行数(Asc幻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撮像机変更(減1)(F200/F300)(序列号480)
肥豆示的撮像机号減小1。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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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像机変更(加1)(F200/F300)(序列号481)
辻呈示的撮像机号増加1、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2値化亀率変更(F200/F300)(序列号482)
変更指定的輸出号(F200)、筒口号(1300)的2値化屯率(Levcl)(上限値及下ll艮値)、,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笈逆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或輸
+2出号)
+3
偏移」辻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槍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
+1      下限値(3位BCD)  000-255
+2      下限値く3位BCD) 000～255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陸圏輸入吋須辻上限値≧下限値。
■皇位(F200/F300)(序列号483)
把F200、F300星位,回到起劫状志。
●友達数据通道分配(prv[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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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切換(減少1)(序列号490)
使場面号減少1。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場面切換(増加1)(序列号491)
使IM面号増加1。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元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場面切換(任意)(序列号492)
切換到指定的場面号。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致据+0技送数据通道数
起始通道・1(不定){輌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
+1      場面号(2位BCD)  00'・15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自測量,栓査結束(序列号493)
結束測量,退園到基本菜単。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光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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囲通用指令(友送数据)(序列号494)
可以対不支持的指令等避行波定与執行。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指令矢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1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1      指令矢(4位BCD)  
+2～    砦令(ASCII)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圏・指令以下,依存子各秒指令。
・勿使用者胸座的指令。
●通用指令(麦送/接牧数据)(序列号495)
可以対不受支持的指令避行没定時執行。
●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0
起始通道
+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3CD) 
+1      指令長(4位BCD)  
+2～    P令(ASCω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
+1
+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1      指令長(4位BCD)  
+2～    指令(ASCω      
國・指令以下,依存干各秤指令。
・勿使用没有明庇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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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11
ID控制器(V600/620)
通信悔改[ID控制器(V600/620)]是ヌ寸経由通信板以RS-232C或RS-422屯繊巧PC連接的ID控制
器,以近程模式,遊行各科投足及控制的通信{亦双。
■通信協改的杓成
通僧坊・汲[IDi控制器(V600/620)]的杓成如下所示
序列号  衰退/接枚数据程序名     功能    梯形困接口      
                        笈送通道分配    按腹通道分配
500     違(ASC/1)       杁載体渓出的矢(11ead)数力1分目寸使用    ○      ○
501     違(ASC/2)       杁載体遠出的法数力2介吋使用     ○      ○
502     懐(ASC/4)       杁載体遠出的最大美数力4十吋使用 ○      ○
503     波(ASC/8)       杁載体懐出的最大美数力8小肘使用 ○      ○
504     函IIEX/1)       ぴ見載体懐出的美数力1小肘使用   ○      ○
505     漢(HEX/2)       杁載体遠出的美数力2小肘使用     ○      ○
506     旗(1{EX/4)      杁載体域出射最大矢数力4介吋使用 ○      ○
507     棲(HEX/8)       、杁載体旗出的最大矢数力8ノト吋使用     ○      ○
508     自動懐くASC/1)  夙載体撰出射矢数力1介吋使用     ○      ○
509     自助波(HEX/1)   弘毅体懐出的矢数方1介吋使用     ○      ○
510     査淘自助渓(ASC) 〕人載体旗出的矢数力仁8介吋使用 ○      X
5U      査淘自助{刻ASC/2)       杁載体旗出的矢数力2十吋使用     ○      ○
512     査淘自助演(ASC/4)       駄載体旗出射最大美数力4介吋使用 ○      ○
513     査向自劫逮(ASC/8)       4杁載体遠出的最大美数プゾ8小肘使用      ○      ○
5呈4    査淘自由逮(HEX) 見識体撲出射矢数刃1～8介吋使用  ○      ×
515     査淘自助i妻くHEX/2)     杁載体渓出的矢数力2介吋使用     ○      ○
516     査淘自助蝋1犯X/4)       夙載休演出射矢数力4令聞使用     ○      ○
517     査淘自励旗磁EX/8)       杁載体遠出的矢数力8介肘使用     ○      ○
518     写(ASC/1)       対載体写人的法数力1介吋使用     ○      ×
519     葺くASC/2)      附載体写人的矢数力2介吋使用     ○      ×
520     写(ASC/4)       対載体写人的最大矢数力4分目寸使用       ○      X
521     写(ASC/8)       対載体写人的最大法数力8介吋使用 ○      ×
522     写(HEX/1)       対載体写人的法数力1介酎使用     ○      ×
523     写(HEX/2)       対載体写人的次数力2介吋使用     ○      ×
524     写(HEX/4)       メ才識体写人的最大矢数力4午時使用       ○      ×
525     写(IEX/8)       対戦体言人的最大法数力8介吋使用 ○      X
526     自動写(ASC/1)   対載体写人的共数力1介吋使用     ○      ×
527     自助写(HEX/D    対載体写人的美数力1介吋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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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友送/接枚数据程序名     功能    梯形圏接目      
                        友送通道分配    接戦通道分配
528     査淘自動写(ASC/2)       対載体写人的法数力2介吋使用     ○      ×
529     査淘自助写1翻旨令(ASC/2>        対戦体写人的矢数力2午時使用     ○      ×
530     査淘自助写(ASC/4)       対戦体写人的最大矢数力4小肘使用 ○      ×
531     査淘自劫写輔指令(ASC/4) 対戦体写人的最大矢数ヲ」4ノト吋使用     ○      ×
532     査淘自劫写(ASC/8)       対載体写人的最大矢数力8介吋使用 ○      ×
533     査淘自助写捕指令(ASC/8) 対載体写人的最大矢数力8介吋使用 ○      ×
534     査洵自助写(HEX/2)       対戦体写人的共数力2介吋使用     ○      X
535     査洞自動写欄農舎(IIEX/2)        対載体写人的法数力2介吋使用     ○      X
536     査淘自劫写(HEX/4)       対戦体写人的最大法数力4介吋使用 ○      x
537     査淘自動写輔指令(HEX/4) 対載体写人的最大美数力4小肘使用 ○      X
538     査淘自助写(HEX/8)       対載体写人的最大法数力8介吋使用 ○      X
539     査淘自助写捕指令(HEX/8) 対戦体写人的最大法数力8分附使用 ○      ×
540     数据校ヌ寸      按用戸指定的校対組単位,対CRC硯餉笥人作対照      ○      ○
541     控制    執行輸出/輸人的操作、渓出       ○      ○
542     差惜情恨懐出    遠出最新的差錯情張      ○      ○
543     指令赴理解除    解除査淘」し令以外的指令赴理,恢夏到指令特待状茶 ○      ○
544     査荊自動已指令妊理解除  解除査淘自動逮的娃理    ○      ○
545     査洵自動写指乙吐理解除  解除査淘自動写的吐理    ○      ○
546     通用指令        友送任意数据,把接収数据存人接枚数据通道 ○      ○
○:有x: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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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連接形式
利用通信坊双[ID控制器(V600/620)]吋的達i接形式如下所示。
●RS--232C接銭
C200}IX/HG/HEF200/300/350
矢数振戦体
通信板RS-232C瑞江       PC      麗      RS-232C ID控制器                
        ‖旦            一一レ                  
                                                
通信板
RS-232Cj羊テi
ID控制器
信息号  脚号                                            脚号    信息号
㏄9㎜囎㏄部     123459          (               (               123459  CRSDRDRSCSSC
                                                                
                                ×                              
                コ                              [               
                        ＼.ノ           sノ                     
◎RS-422接銭
C200HX/HG/1・E
屏蔽銭
失数据載体
通信板RS-422端口        PC      PS                      ID控制器                一一
        ‖‖                                            
                                                        ヲぐ
                                →RS-4221       ID控制器                
                                →                      
数搦投体
RS-422
最大可連接16台
通信板
ID控制器
信息、号        脚号    ＼      /、             (               脚号    信息号
RDB     8                                               }       RDB
SDB     2                                               3       SC
RDA     6                                               5       SDB
SDA     1                                               6       RDA
                        一～＼ノ        ＼                              
                                                        7       FC
                        扉敵襲                          9       SDA
國・力防止俣功作,屏蔽銭的接地博捜在ID控制器側或通信根側。
・在1対N連接吋,ID控制器的DIP升美SW6(上位通信順序改定)清改定力ON(1対N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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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漢(ASC/1)(序列号500)
本程序在見識体旗出射共数列1吋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共通
道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5(固定)
+1      号机号(2位BCD)  00-07(CD▲D)00～15(CA口A)
+2      凄/写共通道号(1位BCD)   戻/写夕こ1通道指定:lU/写失2通道指定:2
+3      起始地社号(4位HEX)      oooo～FFFF
+4・    哉字常数(2位HEX)        01～F4(】～244字市)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i数据
存儲通道
+1
+122
O12.2   接収数据通道数  
        減数据  
        iス数据 
        ～:     嗣
        函数据  
偏移」エ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ト0123
+1～+122        凄数据(ASCII)   蔵宇中数以ASCIU喝存儲
⑳以ASCH碍表示鶴来自数据栽体中的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懇懐(ASC/2)(序列号501)
本程序在夙栽体歳出的共数力2吋使用。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i・通道1
+5
+6
+7
通道2
+8
+9
注:N:美数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ll女数据
存儲通道
通道工
+0+1+59+60+61+】19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一
        波数据  
        =～     ～一
        該数据  
        (大工)  
        ぽ数据  一～
        ～:     
        波数据  一
通道2
偏移己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O6～0010
+1      法数(4位BCD)    9991～0002
+(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因机秒,最大机号有IL,船
+(4(N-1)+3)     旗/写弐通道号(1位BCD)   逮/写タミ1通道指定:1泣/誓う』2通道指定・2
+(4(N-1)+4)     起始地趾号(4位HEX)      oooo～FFFF
+〈4(N-1)+5)    逮手巾r数(2位HEX)       01-76(1-20字市)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牧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Ol20
+(60(N-】)+1)一+〈60(N-1)+59)   波数据(ASCH)    泣宇市数以Asc汀褐存儲
國以ASCH碍表示的,来自数据載体内的数撒捌　数据通道的最・j端移量起被イi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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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懐(ASC/4)(序列号502)
見識体遠出的矢i数力4吋使用。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4
+15
+16
+17
通道1
通道2
道4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く4位BCD) 0006～0018
+1      共数(4位BCD)    0001～0004
+〈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因机神,最大机号有限制)
+(4(N-1)+3)     逮/富来通道号(1位BCD)   凌/写共樋道指定:1泣/写斗2通道指定:2
+(4(N-1)+4)     起始地趾骨(4位HEX>      oooo～FFFF
+(4(N-1)+5)     逮字常数(2位HEX)        01-30(1-48宇市)
注=N=法数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1妾tl　数据+0
存儲通道+1
+24
+25
+48
+73
+96
'       接牧数据通道数  
        減数据  一:一
        ～w:    
        逮数据  
        瑛数据  
        専:w    
        弦数据  
        ':～    
        ～:卍   
        u数据   一工
        一:     
        波数据  
通道1
通道2
通道4
偏移或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収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0097
+(4(N-1)+1)一+(4(N-1)+24)       む数据(AS日1)   レ字常数以ASCII石弓存儲
囲以ASC∬碍表示的,来自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枚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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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漬(ASC/8)(序列号503)
杁栽体瑛出的美数力8吋使用。
⑧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炭'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30
+31
+32
+33
笈送致据通道            
法数            
(不定川机号             一声一一
〈碇)巳適齢             
起始地社号              
(不定)  欧字■数        
(不定)  机号    
(不定)巨鍵号            
起始地社号              
(不定)已字撒            
》へ,           
(不定)1机号             榊榊
(不定)巳通道号          
漬宇常数                
(不定)曄字常数          
通道1
通道2
通道8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034
+1      来数(4位斑D)    000ト0008
+(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困机秒,最大机号有限制)
+(4(N-1)+3)     欧/写3』通道号(1位BCD)  演/写斗1通道指定:1泣/早来2通道指定:2
+(4(N-1)+4)     起始地趾号(4位HEX)      0000～FFFF
+(4(N-一工)+5)  ぽ宇常数(2位HEX>        〇三～14(仁20字問
注:N:美数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遊山+1
+10
+11
+20
+71
+80
接枚数据通道数  
1ノ数据 一雨:'
w:      
扉数据  
慎数据  
》:'    
逮数据  
》      一～
∨      
旗数槍  ■■形一
∨      
1文数据 
通道1
通道2
通道9
縮多己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0081
+(10(N-1)+1-+(10(礼D+io 彦撒据(ASCI)    妖宇常数以ASCH賜存儲
N:矢数
國以ASCH碍表示的,来自数据栽体内的数据杁接枚数据通道酌量小偏移景趣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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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逮(HEX/1)(序列号504)
」.人栽体歳出駒井数プyl吋使用、、
④麦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5個定)
+】     机号(2位BCD)    00～07(CDID)00-15(CA[コA)
+2      渓/写共通道号(1位B(=D)  渓/雪氷1通道指定パ致/身共2通道指定、2
+3      起始地力[号(4位HEX)     0000～FFFF
+4      旗宇市数(2位HEx)        0い7A(1-244学制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択+0
存儲通道+1
+2
+61
接ll文数据通道数        一
波数据  
漢数据  
}:      
波数据  
陸圏以HEX表示的,来台数据栽体内的数据杁接枚数据通道田最大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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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HEX/2)(序列号505)
』人栽体演出的最大斗数方2吋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致据+0
起始通道+i
+2
+3
+4
+5
+6
+7
+8
+9
友送致据通道            
矢数            一一一一
(不定引網               
〈不定)1鎚鶴            
起始地社号              
(不定)  演字常数        
(不定)  '机号   
(不定)1頬道号           
起始他姓号              
(稔)惨宇撒              
通道1
通道2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0jo
+1      ジこ数(4位BCD)  000ト0002
+(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他国机利↓,最大机号有限制)
+(4(N-1)+3)     渓/専決通道号(1位BCD)   μ/写失1通道伴走コ以/時法2通道指定:2
+(4(N-D+4)      起始地社号(4位HEX)      0000～FFFF
+(4(N-1)+5)     泣寄苦数(2位HEX)        0仁30(1-48宇判
注:N:来数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
存傭通道+0
+1
+3G
+3J
+60
+61
+90
接枚数据通道数  
レ数据  一∨一
、=     
瑛数据(空)      
}1      ∨一
⑤)瑛数据       
        】一
》:     
1ノ数据 
通道1
通道2
國以HEX表示的,来日数据栽体内的数据八接収数据通道的証大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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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漢(HEX/4)(序列号506)
杁栽体旗出的最大異数力4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槍+0
起始通道
+1
+2
+3
+4
+5
+6
+7
+8
+9
+14
+15
+16
+17
        友送致据通道            
        法数            
        (不定)1机号             一=一
        (不疋)巳雌号            
        起始地趾号              
        (不定)  漢字市数        
        (不定)  机号    
        (碇)快通道号            
        起始地社号              
        (不定)曄字常数          
        ～:             二
        (碇)1鵬         一
        (確)巨通道号            
        起始地批号              
        (不定)已字常数          
通道1
通道2
通道4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ひ18
+1      法数く4位BCD)   000茎～0004
+(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因机秤,最大机号有限制)
+(4(N-1)+3)     旗/写共通道号(1位BCD)   凄/写りこ1通道指定=1波/写斗2通道肯定:2
+(4(N-1)+4)     起始地趾号(4位HEX)      0000～FFFF
+(4(N-1)+5)     逮字市数(2位HEX)        01～30(1～48宇二竹")
N:美数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イi'ti'通道→_1
(23456340]1122378       接枚数据通道数  
        逮数据  一〔
        w:^     
        逮数据  
        (杢)    
        ∨一:   
        (空)    
        波数据  一一
        w=^     
        旗数据  
        ∨w     
        波数据  一
        Ww:     
        渓数据  一
通道1
通道2
通道4
偏移=1亡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0085
+(24(N-】)+])一+(24(N～1)+12)   旗数据くHEX)    以い市数以HEX碍在銘
陸墨以HEX表示的,来自数鑑識体内的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里最大的偏移量起被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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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HEX/8)(序列号507)
見識体逮出射矢数力8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0
起始通道
+1
+2
+3
+4
+5
+6
+7
+8
+9
+30
+31
+32
+33
        友送数据通道            一
        矢数            
        (確)1机号               
        (不定)巨通道号          
        起始地趾号              
        (不定)  漢字市数        
        (不定)  机号    
        (不定)隊通道号          一=
        起始地斑号              
        (不定)1齢曙             
        一              
        (不定川机号             一一
        (酷)1頬道号             
        起始地批号              
        (積■鰐轍               
通道1
通道2
通道8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034
+1      珠数(4位BCD)    0001～0008
+(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因机秒,最大机号有限制)
+(4(N-1)+3)     逮/写共通道号(1位BCD)   逮/写実1通道指定=1逮/写失2通道特定:2
+(4(N-1)+4)     起始地社号(4位HEX)      0000～FFFF
+(4(N-1)+5)     旗字布敷(2位HEX)        01～14(ト20字輩)
注:N法数
O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J衣U
十÷
+10
+11
+15
+71
        接枚数据通道数  
        棲数据  ⌒一
        ～A     
        蔽据    
        (空)    一
        》:     
        (空)    
        旗数据  一一
        ～=^    
        虞数据  
        》:～   
        逮数据  一一
        w⇔=    
        旗数据  
通道1
通道2
通道8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0076
+(10(N-1)+1)～+(10(N-1)+10)     撰数据(正通道)(HEX)     瑛宇常数以ASCI碍存倍
N:羨数
+75
[愛重]以HEX表示的,来自数据栽体中的数据杁接枚数据通道的最大偏移量起被儲存。
贈自動漢(ASC/1)(序列号508)
当杁数据載体演出的最大共数力1吋使用。
④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0(逮(ASC/1))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00(逮(ASC/1))相同。
國自劫劇AR)日酬如昧雌繊体演出,蹴不至噸,鐡期止,秘要辻取酬搬鋤.
OFF,或執行序列号543,指令処理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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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助漢(HEX/1)(序列号509)
林栽体陸出射最大矢数力1吋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4(違(HEX/1)}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04(慎(HEX/1))相同。
匿亙1自助逮(AR)吋,如果未見数据栽体遠出,就牧不到底答,労使其終止,有必要辻取消祢志杁ON→OFF,
或執行序列号543,指令赴理解除。
圏査淘自助懐(ASC)(序列号510)
杁栽体漢出射最大法数力1・・-8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4(N-1)+2)
+(4(N-D+3)
+(4(N-1)+4)
+(4(N-1)+5)
友送数据通道    
法数    
(稚)1鵬 ■{
(不定)白鍵号    
起始地吐号      
(楠)曄字撒      
》,内   
(確一机号       一一
(碇)1綱道号     
起始地趾号      
(稚)1騨常数     
通道1
通道0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034
+1      美数(4位BCD)    0001-0008
+(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因机科,最大机号有限制)
+(4(N-1)+3)     遥/写来週道号(1位BCD)   蕨/専決1通道指定=1渓/写失2通道㌔定=2
+(4(N-1>+4)     起始地趾骨(4位HEX)      0000～FFFF
+(4(N-1)+5)     凄字常数(2位HEX)        Ω1ヨ6〔1竺H8室市)
                矢数在2以下吋斗数在4以下吋01且3旦(1.三4践抱.法数在8以下吋0至一20(1-20字常)
注:N:う」数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04(漢(HEX/1))相同。
囲・清在揃靖列号510之m-,tSfi序列号511、512、513。
・如果要解除査閲自助凄,買∫執行序列号544(査淘自動凄指令赴理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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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査洵自助漢(ASC/2)(序列号511)
当杁数据載体演出的最大矢数力2吋使用。
③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1(逮(ASC/2))相同,但起始地批号和違字■数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⑳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01(旗(ASC/2))相同
囲・清在執行序列号510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11。
・用ASCII表示的,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國査洵自動漢(ASC/4)(序列号512)
当杁数据載体遠出的最大美数力4吋使用。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2(旗(ASC/4))相聞,但起始地趾号和漢字廿i数的区域不使用成YJ不定。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勾序iYU-4ユ502(逮(ASC/4))歩[ll司
國・清在]丸行序列号510之盾再執行序列号512。
・用ASCII表示的,数据載体内的数据,夙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翻査洵自助漢(ASC/8}(序列号513)
当杁数掲載体i婁出射最大美数方8吋使用。
㊥#2i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3(レ(ASC/8))相同,但起始地斑号和漢字竿i数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均序列号503(漢(ASC/8))相同
國・清在執行序列号510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13。
・用ASCII表示的,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収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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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淘自助漢(HEX)(序列号514)
弘毅休演出射最大矢数力1～8吋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3
+4
+5
+(4(N-i)+2)
+(4(N-1)+3)
+(4(N-1)+4)
+(4(N-i)+5)
笈送数据通道    
矢数    
(不定)1机号     一■
(不定)隊通道号  
起始地趾号      
(不定)1族字轍   
∀A     
(不定川机号     》i
(不定)巨剛号    
起始地社号      
(不定)1詩櫟     
通道1
通道2
偏移箭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034
+1      矢数(4位BCD)    0001～0008
+(4(N－玉)+2)   机号(2位BCD)    任意(偶因机利㌧最大机●有限制)
+(4(N-D+3)      dン写共通道号(1位BCD)   泣/写夕こ画道肯定d漬/富来2通道指定12
+(4(N-1)+4)     起始地±止号(4位HEX)    0000～FFFF
+(4(N-D+5)      漢字常数(2位HEX)        斗数在2以下同寸Q1.〔.76U～U8字1`一)法数在4以下吋01二.3Ω(』4縮苗).法数在8以下吋0{-20(1-20宇市)
                
注:N:斗数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発
露・清在1丸行序列号514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15、516、517。
・如果希望解除査閲自助漢,清執行序列号544(夜間自動逮指令地理解除)。
調査淘自助漬(HEX/2)(序列号515)
当杁i数据載体演出的最大美数力2吋使用。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5(渡(HEX/2))相同,但起始地吐号和逮字'IＬi数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05(湊(HEX/2))相同。
囲・清在執行序列号514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15。
・以HEX表示的,来台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枚数据通道舶載大偏移号起被儲存。
騒査洞自助漢(HEX/4)(序列号516)
当杁数振戦体旗出的最大斗数力4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6(逮(HEX/4)相同,但起始地趾号和漢字市数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06(逮(HEX/4))相同。
國・清在執行序列号514之后醐L行序列号516.
・以HEX表示的来自敬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枚数据通道的最大値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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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査洵自動漬(HEX/8)(序列号517)
当杁数据載体渓出的最大矢数力8吋使用。
⑳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07(逮(HEX/8))相同,但起始地jll号和逮字常数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勾序列号507(逮(HEX/8))相同。
國・清勧桁序列号514之后轍そ待列号517。
・以HEX表示的来日数据栽体内的数据,杁接枚数据通道的最大偏移量起被緒存。
圃写(ASC/1)(序列号518)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失敬力1吋使用。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0
起始通道
+】
+2
+3
+4
+5
÷127
        笈送致据通道    ∨(
        〈不定川鵬      
        (不定)1蝿道号   
        起始地社号      
        写人手常数      
        写人数据        
        告      
        写人数据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槍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Ol28
+1      机号'(2位BCD)   00-07(CDID)00ヨ5(CA2A)
+2      旗/写来週道号(1位BCD)   目シ写典極道指定:19シ写斗2通道指定:2
+3      起始地趾号(4位HEX)      
+4      盲人常数(4位HEX)        0001～0244・
+5～+127        写人数据(ASCH)  用ASCUF弓表示最大1此段定刻244字寺ケ
⑱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⑳以ASCII碍表示的,数据載体内的数据,]人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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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写(ASCII/2)(序列号519)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矢数力2吋使用。
⑭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名ξ送数据+0
起始通道
据+0道+1+2+3+4+5+6+64+65+66+67+68+69+70+129     友送数据通道    
        共数    
        (不定)1机号     ■
        (稚)巳雌号      一
        起始地批号      
        写人字廿数      
        写人数据        
        －w:    
        写人数据        
        (空)    
        (碇)1鵬 一一
        (不定)快通道号  
        起始地社号      
        再入字字数      
                
        臼=□   
        写人数据        
1通道
2通道
偏移堂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7～0129
+1      失敬(4位BCD)    0001～0002
+(64(N-])+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因祝辞,最大机号有限制)
+(64(N-1)+3)    ぽ/写共通道号(1位BCD)   渓/写斗く1通道指定=1旗/写実2通道指定=2
+(64(N-1)+4)    起始地斑号(4位HEX)      0000～FFFF
+(64(N-1)+5)    写人字市数(4位BCD)      0001～OlI8
+(餌(N-1)+6>一+(64(N-1)+64)     写人数据(ASCII) 用ASCII碍表示最大能改定到1184宇市
⑳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先
賢・以ASCII表示的,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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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田(ASC/4)(序列号520)
対載体写人的矢数力4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
起始通道
+0+1+2+3+4+5+6+29+30+31+32+33+34+57+86+87+88+89+90+1三3 友送数据通道    
        矢数    
        (不定)1机号     一
        (椎)巳髄号      
        起始地批号      
        湾入字手数      
        写人数据        
        ～:～   
        写人数据        一一
        (不定)1号机     
        (不定)快通道号  
        起始地趾号      
        寄人字市数      
        写人字常数      
        :       
        写人数据        
        制:w    一一
        (碇)i号机       一
        (不定)1頬道号   
        起始地趾号      
        冨人字丁数      
        写人数据        
        一=曲   
        ち人数据        
|通道
2通道
4通道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逆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7～0114
+1      矢数(4位BCD)    0001～0004
+(28(N-D+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因机税最大机号有限制)
+(28(N-1)+3)    凄/写共通道号(1位BCD)   凌/写斗1通遺著定言1逮/尊来2通道指定:2
+(28(N-1)+4)    起始地趾号(4位HEX)      0000～FFFF
+(28(N-1)+5)    寄人字中数(4位BCD)      000ト0048
+(28(N-D+6)～+(28(N-1)+29)      写人数据(ASCII) 用ASCII碍表示最大能改定到48宇廿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以ASCIL表示的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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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写(ASC/8)(序列号521)
当対数搭載体写人的共数力8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Oli+4>+104+113 友送数据通道数  
        1矢数   
        (不定)1机号     一}一ー一
        (不定)1頬道号   
        起始地辻号      
        寄人字廿数      
        写人数据        
        ～言    
        写人数据        
        (不定)1号机     
        (碇)1頬道号     
        起始地1止号     
        写人字常数      
        写人数据        
        ∀:     
        写人数据        
        ∨:     －L
        (不定)1号机     弔一
        (不定)巳鍵号    
        起始地趾号      
        写八字常数      
        写人数据        
        ⑭:     
        写人数据        
1通道
2通道
8通道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槍通道数(4位BCD)  0006～〔}034
+1      共数(4位BCD)    000】～0008
+(6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自il机秒,最大机号有限制)
+(64(N-1)+3)    漬/尊来通道号(1位BCD)   已/写ジこ極道指定,1該/写ジ苛2通道指定:2
+(64(N-1)+4)    起始地社号(4位IIEX)     oooo～Fr'FF
+(64(N-1)+5)    写人字市数(4位批D)      0001～Ol代
+(蝋N-D+6)一+(】4(N-1)+15)      写人数据(ASCID  用ASCITIi弓表示最大1此段定刻20字市
注:N:共数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璽ヨ以ASCII碍表示的数据載体内的i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小偏移量起被儲存。
4レ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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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写(HEX/1)(序列号522)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矢数方1吋使用。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27
最大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6～0036
+1      相黄桃号(2位BCD)        00-07(CDID)00-15(CA2A)
+2      懐/写共通道号(1位BCD)   逮/写失1通道指定tl旗/身共2通道指定:2
+3      起始地社号(4位HEX)      0000～FFFF
+4      湾入市数(4位BCD)        0001～0244
+5～+35 写人数据(HEX)   用ASCH碍表示最大能設定到244字廿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⑳以HEX表示的来日数据栽体内的数据,杁i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大偏移量起被傭存。
麟写(HEX/2)(序列号523)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斗数力2吋使用.
⑱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4
+5
+6
+19
+20
+69
+70
+71
+72
+73
+74
+84
投遣数据通道            
りこ数          
(不定)  机号    一
(不定)  共通道号        
起始地趾号              
写人字字数              
写人数据                
～:             
写人数据                
(呂ミ)          二～
～:             
(交)            
(不定)  号机    iw－
(不定)  共通道号        
起始地社号              
再入字噺数              
学人字常数              
v:              
写人数据                
通道1
通道2
偏移旦[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O7～0084
+1      法数(4位BCD)    0001～0004
+(64(N－玉)+2)  机号(2位BCD)    任意(廻国机稗,最大机号有限制)
+(64(N-1)+3)    陸/写共通道号(1位BCD)   旗/富来1通道指定:1獄/写斗2通道指定=2
+(64(N-1)+4)    起始地社号(4位HEX)      0000～FFFF
+(64(N-1)+5)    写人手常数(4位BCD)      0001～0118
+(64(N-1)+6)一+(64(N-1)+64)     写人数据(Ascn)  用ASCII碍表示最大能改定到1184宇市
注ぷ矢数
②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⑳以HEX表示的来自数据載体内的数据」人i接枚数据通道的最大偏移量起被儲存。
哩圏竪
てよ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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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HEX/4)(序列号524)
当対数据載体得人的矢数方4吋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酉己(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
起始通道
+0+】+2+3+4+5+6÷11+12+29+30→31+32+33→・34+39+86+87+88+89+90+96       友送数据通道    
        1文数   
        (不定)1机号     一一
        (不定)隊通道号  
        起始地趾号      
        寄人字中数      
        写人数据        
        卍:'    ㌔
        写人数据        
        (空)    
        w:      
        (空)    
        (不定)1祖母     一一
        (稚)快通道号    
        起始地社号      
        写本字竿数      
        再入字竿数      
        ～="    
        写人数据        
        w:～    
        (不定)1机号     一一
        (不定)快通道号  
        起始地趾号      
        尊人字常数      
        写人数据        
        一=～   
        写人数据        
通道1
通道2
通道4
偏移量  内容く数据形式) 数据
+0      笈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7～Ol96
+1      矢数(4位江D)    0001～0004
+(28(N-1)+2     机号(2位BCD)    任意く但因机秒,最大机号有限制)
+(28(N-1)+3     逮/尊来通道号(1位BCD)   旗/早来1通道指定:1凄/身共2通道指定=2
+(28(N-1)+4     起始地趾号(4位HEX)      0000～FFFF
+(28N-1)÷5     写人宇手数(4位BCD)      000ト0048
+(28(N□)+6～+(28(N-1)÷11)     写人数据(HEX)   用HEX表示最大能設定到24位
注=N:美数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麹以HEX表示的来自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大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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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HEX/8)(序列号525)
対数据載体写人的矢数力8吋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据+0道+1+2+3+4+5+6+8+9+15+16+17+18+玉9+20+22+1GO+101+102+103+104～+106  友送数据通道    
        異数    
        杯定)1机号      一一
        (不定)快通道号  
        起始地社号      
        寄人字手数      
        写人数据        
        亀1^    亀
        写人数据        
        倥)     
        w:      
        (空)    
        保定)1机号      一
        (不定)巨瀧号    
        起始地社号      
        再入字常数      
        寄人字字数      一
        卍:付   
        写人数据        
        ～一:   
        (不定){机号     一榊
        (碇)悟道道号    
        起始地社号      
        寄人字常数      
        写人数据        
        n:      
        写人数据        
通道1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7～0107
+1      法数(4位BCD)    0001～0004
÷(14(N--1)+2   机号(2位BCD)    任意(但困飢秤,最大机号有限制)
+(14(N-1)+3     漢/可美通道号(1位BCD)   虞/写呉1通道指定:喧1慎/写斗2通道指定=2
+(14(N-1)+4     起始地趾号(4位肛X)      0000～FFFF
+(14(N-1)+5     寄人字市数(4位BCD)      000ト0010
+(14(N-1)+6-+(14(N-1)+8)        写人数据(HEX)   用HEX表示最大能改定到10位
注:N=矢数
通道2
通道8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ヲ己
匿至1以HEX表示的来島数据載体内的数据,杁接収数据通道的最大偏移量起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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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自助写(ASC/1)(序列号526)
当対数据載体尊人的矢数力1肘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18(写(ASC/1))相同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18(写(ASC/1))相同
國・自劫旗(AR)吋,如果未見数据栽体懐出,就牧不到座答,大使営終止,有必要辻取消椋志改定YJ
OFF,或執行(序列号543)指令性理解除。
■自助写(HEX/1}(序列号527}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斗数方1日寸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2(写(HEX/1))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22(逮(HEX/1))相同
國・自助懐(AR)吋,如果未見数据栽体演出,就牧不到庄答,方便官終止,有必要辻取消椋志設定力
OFF,或執行(序列号543)指令赴理解除。
■査洞自動写(ASC/2)(序列号528)
当対数掲載体写人的美数力2吋使用。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ユ9(写(ASC/2))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19(写(ASC/2))相同
國・如果要解除蒼海自助写,清執行序列号545(査淘自助写指令性理解除)
■査洵自助耳輪指令(ASC/2)(序列号529}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共数力2吋使用。
●友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19(写(ASC/2))相同,但起始地社号和与人手常数、写人数据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清在執行序列号528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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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洵自動写(ASC/4)(序列号530}
当対数据載体肩入的共数力4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金的第2操作数}
与序5iij号520(写(ASC/4))ホ目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20(写(ASC/4))宇目同
囲・如果要解除査淘自助写,清執行序列号545(査洵自助写指令赴理解除〉
■査淘自動耳輪指令(ASC/4)(序列号531)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i尖数力4吋使用。
●微速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0(写(ASC皿/4))相同,但起始地趾号和与人字常数、写人数据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牧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清在執行序列号530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31。
■査洵自助写(ASC/8){序列号532)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法数力8吋使用。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1(写(ASC/8))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ge'(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21(写(ASC/8))相同
國・如果要解除査向自劫写,清執行程序号545(査洞自劫写指令性理解除)
■査洵自助封蝋指令(ASC/8){序列号533}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共数力8吋使用。
●笈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1(写(ASC/8))相同,但起始地社号和写八字常数、写人数据的区域不使用,成ツy不定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囲・清在執行序列号532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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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洵自動写(HEX/2}(序列号534}
当杁数据載体写人的矢数力2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3(写(HEX/2))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23(箸(HEX/2))相同
貿・如果要解除査淘自動写,清執行序列号545(査洵自助写指令亘理解除)
■査洵自動写輔指令(HEX/2}(序列号535}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法数力2吋使用。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3(写(HEX/2))相同,但起始地趾号和与人字市数、写人数据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死
闘・清在執行序列号534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35。
■査洵自助引HEX/4}(序列号536}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矢数力4日寸使用。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4(写(HEX/4))相同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24(写(HEX/4))相同
國・如果要解除査向自劫写,清執行序列号545(査向自劫写指令赴理解除)
■査洵自動写輔指令(HEX/4}(序列号537}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美数力4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4(写(服X/4))相同,但起始地斑号和与人字命数、写人数据的区域不使用,成力不定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元
國・清在執行序列号536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37。
2]5
---------------------[End of Page 5273]---------------------



調査洵自助写(HEX/8)(序列号538)
当対数据載体写人的矢数力8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5(写(HEX/8))相同。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25(写(HEX/8))相同。
國如果要解除査淘自助写瀧丸行序　1号545(査淘自助写指令処理解除)。
圏査滴自助耳輪指令(HEX/8)(序列号539)
希望対球体写人的ヲく数力8吋使用。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25(写(HEX/8))相同,但起始地趾号和寄人字華数,写人数据的区域不使用,成力,オ定、
O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匿翌i青在執行序列号538之后再執行序列号539。
箇数据校対(序列号540)
用戸指定的校対組単位,対CRC商的宮人遊行核対。
●笈送致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
+1
+2
+3
+4
+5
友送致掃立道教
(欄i机号
(碇)1鍋鶴
艘剰碇
校対ヌ」象的起始地祉
(不定)1校醜字微
偏移或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5(固定)
+1      机号(2位BCD)    00-07(CDID)00～15(CA2A)
+2      逮/写共通道号(1位BCD)   旗/写失1通道指定:1旗/写実2通道指定;2
+3      赴理規定(2位IIEX)       校対=43(C)汁算:4B(K)写入次数管理1炬(L)
+4      校対対象的起始地趾(4位HEX)      0000～FFFF(在対写入次数管理有指定吋:H'0000～H,0005或H'0008～H'000D)
+5      校対組手常数(2位HEX)    指定校対計算103-FF指定写入次数管理:oo～FF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収数据+0
在籍通道+1
接受数据通道数
(不定)1結束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受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結束硯(2位HEX)  (核対,う十算指定肘)oo:光弾処理,正常結束75:核別姓理,数据正常76=核ヌ寸夕上理,数据昇常i}良書(写人次数管理指定吋)75=古写入次数規定以内76:写入次数超越規定扱警
囲・以性理指定,指定力L(寄人次数的管理)日子,則執行存儲器EEPRON的数据栽体的写入次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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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序列号541)
執行輸入備出的操作/演出。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
起始通道÷1
＼
÷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固定)      
+正     机号(2位BCD)    00～07(CDID)00～15(CA2A)        
+2      輸出1操作(1位BCD)       ♀2     元操作8:F
        輸出2操作(1位BCD)       ?2      元操作8:F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接枚数据通道数
存倍随・欄禰人状杏操作懸輸出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上位1宇市     現在的輸入状志上位4字窄11N1操作下位4字市1】N2操作       1=ON状志2=OFF状志
        操作后的輸出状杏上位4字市,輸出正操作下位4字市輸出2操作  1:0N壮志2=OFF状悉・
囲V600/620-CA□A不支持本指令。
●差錯情報漢出(序列号542)
遠出長髪錯的情扱。
●堤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投遣数据+
起始通道+1
投遣数据通道数
(不定)
机号
偏移」1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机号(2位BCD)    00-07(CDユD)00-15(CA2A)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1
+75
接枚数据通道数
差錯精根
～:～
差錯情報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4～0076
+1～+75 差錯惰民(ASω   由一項包括合成指令ヲく号和差錯褐的5'↑'字符的数据来存傭.
國・V600/620-CA口A不支持本指令。
・最大能存儲30介出錯信号。
・出惜信号按最新友生的順序排列(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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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焚理解除(序列号543)
解除査淘指令以外的指令亘理,仮痘到指令等待状志。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笈送数据
+0
起始通道
+1
友送数据通道数
体定川机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致据通道数(4位BCD)  ㎜2個定)
+1      机号(2位BCD)    任意く但因机利1,最大机号限制)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旦1　数据+0
存儲通道+1
接波数据通道数
(硯川練碩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敬歎据通道数(4位BCD)  GOO2(固定)
+1      結束碍(2位IIEX) oo正常結束14:自動或通信打金性理未執行751打展指令・接牧終r前,同歩輸入和生敷之前或是在検出共有数据載体前口解除的筋合.761在対数据載体的皮/写処理中日解除的場合
■査洵自助懐指金外題解除(序列号544)
解除査淘自助達文L理。
●麦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3
友送致据通道
(不定)i鵬
(空)
(不定)斗号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投遣数据通道数(4位BCD)  oo掴(固定)
+1      机号(2位BCD)    任意(偶因机秒,最大号机有限制)
キ2     空      
+3      瑛/写共通道号(1位BCD)   逮/写失1通道指定:1逮/冨弐2通道指定:2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枚数据+0
存儲通道
+1
接枚数据通道数
(不定)1終束碍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牧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固定)
+1      終末碍(HEX2位)  751在同数据載体通信姓現前解除76=在同数据載体通信処理后解除
■査洞自助写指令赴理解除(序列号545)
解除査淘自動早昼理。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与序列号544(査淘自助旗指令妙理解除)相同。
●接収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与序列号544(査淘自助凌指令処理解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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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指令(序列号546)
笈送任意的数据,把接受数据存人接受数据通道対rF友送致据和接受数据,井不包含"@",FCS,結束
符,在笈送吋自附加送出,接受吋被去除,存人通道。
●友送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
友送数据+0
起始通道+1
÷2
+i27
友送数据通道数  
友送数据長      
笈送数据        
∨:     ～
友送数据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友送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3～0128
+1      友送数据長(4位BCD)      000ト025王
+2～+127        友送数据長(AS皿)        最大込251字符釣友送数据用,用ASCH碍表示。
●接枚数据通道分配(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
接牧数据+0
存儲通道+1
+126
偏移量  内容(数据形式)  数据
+0      接枚数据通道数(4位BCD)  0002～0127
+1～÷126       接枚数据(ASII)  用ASCII碍表示,最大辻251字符的接枚数据被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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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
凋制解測器
ヒノN
蛮民AT‡
日マ
通信跡没[洞観解凋器黎民AT指令]足斑経由通信板以RS-232C竜燈与PC連接的凋制解凋器,以
近程模式遊行各秒設定及控制的通信跡ぱ。
囲通信跡改的杓成
通信椀双[凋制無調器
賀氏AT指令]的絢成如下所示=
序列号  衰退/接枚数据程序名     功能    梯形閤接目      
                        友送通道分配    接牧通道分配
550     朔制解凋器設定(通用)    対連接在通信板上的凋制解凋器作初期化赴理,凋制耀う周器的初期化、指令是以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没定在指定的区域里    ○,     ×
560570580       調制解凋器初期化(寺用)  送行凋制解凋・器(対座机和泊MRON制)的初期化      ×      ×
56玉571581      抜号操作        駄接在通信板的凋制解洞器控屯活AT指令、屯暗号碍是用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段定在指定的区域,是只遥1立対座机秒(OMRON制)射程序  ○      ×
552     口令対照        袋路連接后,方碗杁固技号村方的他局援路是否接遇,用地局買送泣来射目令送行対照,口令聞正常値,以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没定在指定的区域壌        ○      ×
553     数据友送,接収(通用程序) ヌ寸銭路接遇的他局友送任意的数据,笈送数据没定在由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指定的区域,接政数据存入PM.CR指令的第3操作数据指定的区域     ○      ○
554     換掲模式        把凋制解凋器襲移到換得模式(数据通信中,指令能鰺輸人的状志),換得代碍固定方['+++]  ×      ×
555     捷断指令        特務到換得模式后,把銭路切断・   x       ×
562572582       初期化～抜号    対干対庇机秒(OMRON制)夙初期化宜至抜号操作達鎮執行       ×      X
590     換得模式一切新銭路      夙特務到換得模式,宜到切断銭路達鏡地執行 X       ×
○: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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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形式
通信椀改[洞徹解凋器賀氏AT指令]的連接形式如下所示。
●RS-232C連接
・RS-232C連]妾
凋制解調器
C20011＼〆日G/HE
脚号可  信号名          .1脚号  イu}名
1       FG              1       FG
                =ム_            
2       SD.             2       so
                ヨ      3       RD
(」45   RDRSCS          4       RS
                        5       CS
6       OR              6       5V
ワ      SG              ?       DR
8       CD              8       ER
9                       9       SG
lo                      '       
日                              
12                              
13                              
14                              
15      ST2                     
16                              
17      RT                      
18                              
19                              
20      ER                      
21                              
22      Cl                      
23                              
24      STi                     
25                              
6       ＼9
閲ピ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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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泣机稗=
本通信跡汲的使用井不依存干凋制解凋器的机称美別但対干[凋制解洞器初期化]和[抜盈操作]程序把
以下2机和作力対象。
・MD24FBIOV(OMRON制)
・MDI44FBsV(OMRON制,智§旨凋制無調器)
・ME1414VB2/B2(OMRON制,FAX/DATA凋制解凋器)
対手其官机科㍉執行凋制解凋器初期化就必須編制凋制解凋器初期化(通用改定)程序,又対手遊行技量
操作,必須編制[数据笈送/接収数据](序列号553)
■凋制解凋器的投足=
使用本通信跡双対,有必要把連接到通信板的凋制解凋器,按以下的条件実施初期化。
指令近回        元
結果代碍皿示形式        数字形式
接通日寸的速度掘示忙/抜号声検出 有通信速度呈示有;忙/抜号声的栓出。
接通射的差錯訂正,数据圧縮鳳示。 有産錯訂正/数据圧縮呈示。
MNP設定 有,(自助再抜号模式〉
MNP級没定       MN級4
V42圧縮,差錯没定        元
終端調制解凋器同流程控制        元
ER信号按制      始終ON
換得代碍        十
國・在上記没定之外,建龍増加当在通信複写凋制解凋器之1可麦生断裁等通信昇常吋,自助切断燗制解
凋器与凋制解凋器同的通信的中断定吋器,在凋制解凋器初期化(寺用改定)上(序列号560、570、
580)把中断定時器没定方10分紳。
・凋制解凋器的数据格式(通信速度/数据長/奇偶性/停止位(末位〉)按照連接在凋制解凋器的机
器所皮布的AT指令来作没定的,没定内容是要求同友布AT指令的机器的通信条件一致。因此,
在凋制解凋器用通信板之回送i行通借財,有必要在通信板一方投出AT指令,改定通信条件。
・凋制解凋器的改定随着断屯而成力元敷,必須重新設定,但洞徹解凋器具有う己↑乙没定内容的功能,
利用了迭ノ↑'功能,即値凋制解凋器的屯源被切断辻イ乃可継接按照原設定状恋遊行通信,美干保持妃
尼的方法,清参照凋制解凋器的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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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制解凋器初期化指令力"凋制解凋器(寺用改定)"吋,作力信息数据肉置,但在"凋制解凋器(通用)"
吋,有必要拙技出射指令内容没定在用自局PMCR指令指定的区域内,以下所示駒方PMCR指令的操作
数及通道的改定。
        OPR1            #×550(X:通信端口)              
        OPR2            初期化指令文字列的存儲起始地趾C         
        OPR3            元              
                                        
C+0             小用OPR設定的地趾起、数据末尾刃止字数           4位BCD  
C+1             友送数据(初期化指令)的宇市数            4位BCD  
C+2～C+n                友送数据(初期化指令)(字辛数力奇数排列吋,左端須排満)             Ascn    
●凋制解凋器初期化的没定例
・MD24FBIOV(OMRON制)
把以下的凋制解凋器初期化指令改定到以PMCR指令的第2i操作数所指定的区域里。
ATEOVOX4¥V2¥N3%CO★CO¥Xl&MOS26=10
巴聯蹴撚㌶叢(㌶OS26・
以PMCR指令被使用吋,核代碍的長度(WORD)
貿・対干本机科],DIPi汗美SW3-4必須置干oN状杏。(ER信号常通)
●MD144FBsV(OMRON制)
把以下的凋制解凋器初期化指令設定到以PMCR指令的第2i操作数所指定的区域里。
ATEOVOX4¥V2¥N3%CO★CO¥QO&MO&DO%B9600S26=10
－
lO
¥QO&MO&DO%B9600S26=1
凋樹形凋器初期化指令的文字列長度(字芋)
以PMCR指令被使用吋」亥代碍的長度(WORD)
●MEl414VBII/ME1414B■(OMRON制)
把以下的凋制解鋼帯初期化指令設定到以PMCR指令的第2操作数所指定的区域里。
κ閉1B8EOVOSO=1×4¥V2¥N3&MO%CO&DO&EO¥XIS26=10
LLLd-L[[[[[[[llT{rm-il
o
国運■II正正■正工ユ正工正工
1B8EOVOSO・・1×4¥V2¥N3&MO
…]正■ロエロコエロ
%CO&DO&EO¥XIS26=10
凋制解凋器初期化指令的文字列矢(字令)
以PMCR指令被使用吋,核代碍的長度(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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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使用本机秒吋,本体里側的DIP升美SW3必須ON。
團按号操作
美干抜自活号碍的抜号操作,在序列号561.571.581上,仮拙技送的抜号指令+屯活号碍設定到用PM
CR指令的第2操作数指定的区域里,対手真言的机秒,必須用下一一市述及的"数掴投送接収"程序作改
定,本市中就上述3机枠内例,遊行屯活号碍的改定。
●PMCR指令的操作数及通道没定
        OPR1            MD24FB10V#x561(x:通信端口)MD144FB5V#×571ME1414VB2/B2#×581             
        OPR2            友送数据(抜号操作区域)的起始地祉C               
        OPR3            元              
                                        
C1+0            杁OPR設定的地祉起、数据末尾力止字数             4位BCD  
c1+1            比較数据的字手数                4位BCD  
C1+2～C1+n              出校数据(口令的正常)(字常数刃奇数排列吋,左端須排満)             Ascn    
●没定例1
当鬼活そ}石菖方``03-0123-4567"同寸
DTO33・-4567
向凋制解凋器笈送的披号操作的文字列長度(字市)
以PMCR指令被使用日寸,i亥代商的長度,(字)
圏・本例使用的是青旗銭路(toneline),苦力腺沖袋路清把"ATDゴ'改成"ATDP"
・如果披号操作的文字列足寄数字常数,清把屯活号商的設置区域的左端占満。
L向㈱酬継送嚇操㍊購‖長度酬
以PMCR指令被使用吋,該代碍的矢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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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令対照
口令的対照操作能使用本通信肋、双的序列号552来執行,口令的正常値必須没定在主局的以PMCR指
令純築2操作数所指定的区域里。
●PMCR指令的操作数及通道没定
        OPRl            #x552(x:通信端口)               
        OPR2            改定口令的区域的起始地趾                
        OPR3            元              
                                        
C+0             拭OPR改定的地斑起、数据末尾力止字数             4位BCD  
c+1             比較数据(口令的正常値)的字辛数          4位BCD  
c+2～c+n                出校数据(ロ令的正常値)(字市数ラ勺奇数i}非　‖日寸,左端須iHF満)          Ascn    
●没定例:
没"OMRQN--CO"力口令的示例:
OMRONCO
向凋制解凋器炭送的ロ令文字列的長度(字弔)
以PMCR指令被命名用吋,該代碍的長度(字)
●口令対照的操作
不一致吋,重夏対照的次数定方3次
PC(主玄占)
口令対照
(#552起劫)
(重夏対照三次力止)
小人汁算机(子靖)
文字列接収
口令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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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送/接受数据
友送接受数据可執行序列号553,友道子馬的皮送数据没置在主姑PMCR的第2操作i数所指定的区域
里,在主姑,牧到的数据被存人主姑PMCR的第3操作数所指定的区域里。
●PMCR指令的操作数和通道的仮定
OPR1    #x553(x:通信端口)
OPR2    友送数据被設定的区域的起始地趾C1
OPR3    存儲接収数据的区域的起始地祉C2
・OPR2
C1+0    及OPR2設定的地祉起、数据末尾力止字数    4位BCD
C1+1    友送数据(披号操作区域)的字ギr数 4位BCD
C1+2～Cl+n      友送数据(字常数方奇数排列吋,左端須排満) ASCH
・OPR3
C2+0    接枚数据的字常数        4位BCD
C2+1～C2+n      接枚数据(存人寄数的字常数吋,左端必須排満)       Ascn
●没定例
友送数据力"THISISSAMPLE"的示例:
L友送㈱幽鐘数据㌦字列長齢市)
以PMCR指令被使用吋,該代碍的長度(字)
接収数据力"RETURNOK"的場合,則存人接受区域的内容如下所示:
O
接収的文字列的長度(字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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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硯模式
要特移到換得模式,可執行序列号554,本程序元需没定。
嗣・在洞徹解凋器設定上,把力了小暇机模式粍移到換得模式的文字列(換得代碍)作方[+」。
■桂断指令
桂断指令(銭路切断)可執行序列号555,本程序元需改定。
■通信尋常射的程序操作
対凋制解凋籍没送出AT指令后,遊行結果代碍接収的盗視,結果代碍同衆吋即遊行校強,如果不届予
正常的結果代碍(以単伺形式"OK"、"CONNECT9600/REM"、"CONNECT2400/REM")在一定的吋同(友送
等待射向)以后,再一次友送AT指令,等待結果代碍,迭秒方式的娃理称之内宴校赴理,反夏執行二次,即使
在接収監視吋間内没有接牧到結果代碍,也是反夏作二次愛校処理。
対手各秒程序的接牧盟視時河,友送等待吋阿的投足如下所示。
序列号  程序名称        接牧盗視対向    夏校良主理日寸的衰退等待日寸1司
#550    凋制解洞器設定(通用)    10秒    1秒
#560    洞制解凋器初期化(寺用設定)      10秒    1秒
#570                    
#580                    '
#561    抜号操作        90秒    90秒
#571                    
#581                    
#552    口令対照        元      3秒
#553    数据友送/接枚数据(通用程序)     90秒    克
#554    換得模式        10秒    1.5秒(及第1次笈送起布敷)
#555    控杭指令        10秒    1.5秒(及第1次友送起布敷)
#562    初期化～抜号    1分     初期化:1秒披号:90秒
#572                    
#582                    
#590    換得模式一銭路切断      10秒    1.5秒(見第1次友送起布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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