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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概要 

在 EasyBuilder Pro 窗口 [编辑] 下拉菜单的 [系统参数设置] 后，可以弹出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

框。系统参数设置的各页如下所示，下面将说明各页的内容。 

eMT、iE、cMT-HD 系列 

 
cMT-SVR 系列 

 

5.2. 设备列表 

用来设置与 HMI 连接的各项设备的属性，这些设备包括各种 PLC、远端的 HMI 和 PC。当开启新的

EMTP 文件后，会预设一个“Local HMI”设备，被用来识别本机，也可称为本地 HMI。若要修改设

备内容，点击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框的 [设置]，即可弹出 [设备属性]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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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如何控制一台本机 PLC 

 
所谓“本机 PLC” 是指直接连接在本地 HMI 上的 PLC，若要控制本机 PLC 时，需先新增此种类型的

设备。点击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框中的 [新增]按钮后，即可弹出 [设备属性] 对话框窗口。 

以 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 为本机 PLC 为例： 

 

 

设置 描述 

名称 设备名称。 

HMI 或 PLC 此范例的连接设备为 PLC，所以此时选择 [PLC]。 

所在位置 可以选择 [本机] 或 [远端]，因为此范例 PLC 连接在本机

HMI 上，所以选择 [本机]。 

PLC 类型 选择 PLC 的型号。 

接口类型 PLC 所使用的接口类型，可以选择 [RS-232]、[RS-485 2W]、

[RS-485 4W]、[以太网]、[USB] 以及 [CAN Bus]。 

 接口类型如果为 [RS-232]、[RS-485 2W]、[RS-485 4W]，按

下 [设备属性] 对话框中的 [设置]，可弹出[通讯端口设

置] 对话框，并设置正确的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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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 

通讯中断超过此项设置值 (单位为秒)，HMI 会使用 5 号窗口 

作为“PLC No Response” 为提示。 

通讯延时 

HMI 在送出下一个命令给 PLC 前，会刻意先延迟此项设置值 

(单位为毫秒)，再送出命令。此项设置值会降低 HMI 与 PLC 

间的通讯效率，因此若无特殊需求，设置为 “0” 即可。 

注意：若使用的 PLC 为 Siemens S7-200 系列，则不能忽略此

项设置值，建议将 [通讯延时] 设置为 “5”，[ACK 讯号延时] 

设置为 “30”。 

 接口类型如果为 [以太网]，点击 [设备属性] 对话框中的 

[IP 地址设置] 后可以弹出 [IP 地址设置] 对话框，用户

必须正确设置 PLC 的 IP 地址与 TCP 端口号。 

 

 接口类型如果为 [USB]，则不需再做进一步的设置，请检

查 [设备属性] 上的各设置值是否正确。 

 接口类型如果为 [CAN Bus]，请参照 《PLC 连接手册》 中

关于 “CANopen” 的说明，并导入 ed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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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预设站号 PLC 所使用的预设地址站号。当地址内容不包括站号信息时，

将使用此项设置值做为 PLC 的站号。 

另外，也可将 PLC 站号信息直接设置在地址内容中，此时所

使用的地址格式为 ABC#DEFGH 

其中 ABC 表示 PLC 所使用的站号，此时 ABC 必须大于等于 

0，且小于等于 255。DEFGH 用来指定 PLC 的地址，两个数

据之间以 “#” 做为区隔。如下图所示，显示此时将读取 PLC 

站号为 1 的 PLC 的 T-20 地址的内容。 

 

预设站号使用

站号变量 

设备列表中 PLC 属性的 PLC 预设站号可以使用站号变量。利

用 LW-10000~LW-10015 (var 0 ~ var 15) 来设置站号变量。当 

PLC 预设站号选择使用站号变量时，若在 PLC 地址中未指定

所使用的站号，则站号一律由预设站号所指定的站号变量来

决定。 

例如 PLC 预设站号已选择使用 var3： 

 
以下使用几个例子说明。 

 所操作的 PLC 站号为 5 

 

 所操作的 PLC 站号由 var7 (LW-10007) 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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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C 的地址为 "111"，此时不指定 PLC 站号，但因为已使

用预设站号 var3，所以所操作的 PLC 站号由 var3 

(LW-10003) 来决定。 

 

使用广播 

命令 

当勾选 [使用广播命令] 后，根据所使用的 PLC 的广播站号，

填入到 [广播命令所使用的站号]。当人机使用广播站号发送

命令时，PLC 将只接收命令而不回复人机。 

 

如下图所示： 

 

假设广播站号为 255 ，当 HMI 发送命令至 255#200 这个地

址时，所有的 PLC 会接收这个命令但不回复 HMI 命令。 

有支持广播命令的 PLC 才适用此功能。 

PLC 地址段间

隔(words) 

不同读取命令的读取地址间距若小于此项设置值，这些命令

可以合并为同一个命令。此项设置值如果为 “0”，将取消命

令合并功能。 

举例来说，若此项设置值为 “5”，当分别从 LW-3 读取 1 个 

word 与从 LW-6 读取 2 个 word 的数据 (即 LW-6 与 

LW-7 的内容)时，因 LW-3 与 LW-6 的地址差距小于 5 ，此

时可以将两个命令合并为 1 个命令，合并后的命令内容为从 

LW-3 开始连续读取 5 个 word 的数据(读取 LW-3 ~ LW-7)。

需注意，可以被合并的命令读取数据大小将不会大于 [最大

读取字数 (words)]。 

最大读取字数 

(words) 

一次可以从设备读取数据的最大量，单位为 word。 

最大写入字数 

(words) 

一次可以写入到设备的数据最大量，单位为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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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的各项设置后，在 [设备列表] 中可以发现新增了一个名称为 “本机 PLC 1”的设备。 

     

Note 

 使用 cMT-SVR 时，可以在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框中，选择 “本机 HMI”，按下 [新增 PLC] 按钮，

便会在 “本机 HMI” 之下，新增一个 “本机 PLC 1”，如下图所示。 

 

5.2.2. 如何控制一台远端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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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远端 PLC” 是指直接连接在远端 HMI 的 PLC。若要控制远端 PLC 需先增加此种类型的设备。

在点击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框的 [新增]，即可在弹出的 [设备属性] 对话框设置各项属性。 

以远端 Siemens S7-200 PLC 为例，如下图所示： 

 

 

设置 描述 

HMI 或 PLC 连接设备为 PLC，所以此时选择 [PLC]。 

所在位置 可以选择 [本机] 或 [远端]。因 PLC 连接在远端 HMI 上，所

以此时选择 [远端]，并且设置远端 HMI 的 IP 地址及连接端

口。请在 [设备属性] 对话框按下 [所在位置] 旁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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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种类 选择远端 PLC 的型号。 

PLC 接口 远端 PLC 所使用的接口类型，若远端 PLC 使用串行端口时，

接口需选择 [RS-232]，[RS-485 2W]，[RS485 4W] 任一种。 

COM 远端 PLC 连接远端 HMI 时所使用的串行端口。此项内容必

须正确设置。 

PLC 预设站号 远端 PLC 所使用的站号。 

完成上述的各项设置后，在 [设备清单] 中可以发现新增了一个名称为 “远端 PLC 1”的设备。 

 

Note 

 使用 cMT-SVR 时，可以在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框中，选择已建立的 “远端 HMI 1”，按下 [新增

PLC] 按钮，便会在 “远端 HMI 1” 之下，新增一个 “远端 PLC 1”，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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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如何控制一台远端 HMI 

 

所谓“远端 HMI” 是指非本地 HMI 的所有其它 HMI，PC 也被视为远端 HMI 的一种。若要控制远

端 HMI 需先新增此种类型的设备。在点击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框的 [新增]，在弹出的[设备属性] 

对话框设置各项属性即可。 

 

 

设置 描述 

HMI 或 PLC 连接设备为 HMI，所以此时选择 [HMI]。 

所在位置 可以选择 [本机] 或 [远端]，因为使用远端 HMI，此时选择 

[远端]，并且必须设置远端 HMI 的 IP 地址及连接端口。请在 

[设备属性] 对话框按下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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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的各项设置后，在 [设备清单] 即新增了一个为“远端触摸屏 1”的设备。 

 

Note 

 使用 cMT-SVR 时，可以在 [系统参数设置] 对话框中，按下 [新增 HMI] 按钮，便会新增一个 “远

端触摸屏 1”，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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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MI 属性 

[HMI 属性] 设置页用来设置 [HMI 型号]、[时钟来源]、[打印机]、以及 [卷动轴] 宽度。 

 

Note 

 使用 cMT-SVR 时，只需设置 [HMI 型号]、[HMI 站号]、与 [端口号]。 

 

设置 描述 

HMI 型号 请选择要使用的 HMI 型号。 

当用户更换其它的 HMI 型号并按确认键时，会弹出 [调整弹

出窗口与元件大小] 对话框如下图所示。按下确认后即完成变

更 HMI 型号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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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 站号 选择 HMI 所使用的站号，若无特殊目的，采用默认值即可。 

端口号 设置 HMI 所使用的通讯端口号，此号码也用于 MODBUS 服务

器，若无特殊目的，采用默认值即可。 

时钟 时钟来源 

设置时间信号的来源，可用在 [资料取样]，[事件登录] 等需

时间记录的元件上。 

 当选择 [触摸屏实时时钟] 时，表示时间信号来自 HMI 上内

含的时钟。 

 当选择 [外部设备] 时，表示时间信号来自外部设备，此时

需正确设置时间信号的来源地址。以下图所示的设置为

例，表示时间来自 “本机 PLC”的 TV 地址，此时地址 

TV-0 开始的连续 6 个 word 内分别存放下列信息： 

TV-0 ->  秒 (限制范围： 0~59) 

TV-1 ->  分 (限制范围： 0~59) 

TV-2 ->  时 (限制范围： 0~23) 

TV-3 ->  日 (限制范围： 1~31) 

TV-4 ->  月 (限制范围： 1~12) 

TV-5 ->  年 (限制范围： 1970~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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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 型号 

显示目前支持的打印机类型，其中 HP PCL Series 需使用 USB 

接口连接，其它类型打印机需使用串行端口连接。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二十三章 HMI 支持的打印机型号》。 

使用串行端口连接的打印机需正确设置串行端口的通讯参数。

当打印机的型号为 [SP-M, D, E,F] 时，需设置 [每行点数]，此

设置值不可超过打印机每行可以打印的点数，否则将造成错误

的打印结果。 

卷动轴 可设置卷动轴的尺寸。当元件的尺寸不足以显示其内容时，卷

动轴将显示于该元件上。 

5.4. 一般属性 

[一般属性] 设置页用来设置与画面操作有关的各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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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快选窗口按键

设置 

设置快选窗口 (3 号窗口) 的各项属性，若要使用快选窗口前，

需先建立 3 号窗口。 

属性 

选择是否使用快选窗口，在选择 [启用] 后，可以点击 [设置] 

功能，设置快选窗口按键的各项属性，包括标示于快选窗口按

键上的颜色与文字。 

位置 

选择快选窗口按钮的出现位置，选择 [左] 则快选窗口按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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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画面的左下角；选择 [右] 则快选窗口按钮出现在画面的

右下角。 

屏幕保护设置 背光节能时间 

当未碰触屏幕的持续时间等于此设置值时，将关闭背光灯，设

置的时间单位为分钟。关闭背光灯后只需碰触到屏幕，即可重

开背光灯。当设置值选择 [无] 时，HMI 将不使用背光节能的

功能。 

屏幕保护时间 

当未碰触屏幕的持续时间等于此设置值时，将自动切换到 [屏

幕保护使用窗口] 所指定的窗口，设置的时间单位为分钟。当

设置值选择 [无] 时，HMI 将不使用屏幕保护的功能。 

屏幕保护使用窗口 

指定屏幕保护功能执行时要切换的页面。 

其它选项 初始窗口编号 

选择 HMI 开机后的起始页面。 

公共窗口属性 

公共窗口 (4 号窗口) 内的元件会出现在每个基本窗口中，此

选项可设置公共窗口内的元件，是出现在基本窗口原来元件的

上层或下层。 

元件动画 

如果选择 [保持] 模式，则 HMI 在运作时，[动画] 与 [移动

图形] 元件将显示在其它类型元件的上方，与元件的建立顺序

无关。如果选择 [不保持] 模式，则元件的显示顺序依照元件

建立的次序先后，先建立者先显示。 

启用 RW_A 寄存器 

可勾选是否启用配方资料 RW_A。在启用 RW_A 后，元件才

可以操作 RW_A 的内容。RW_A 的大小为 64K。 

事件 额外事件数 

系统预设的事件记录总数为 1000 笔，若要增加记录的笔数，

可以更改此设置值，目前设置的上限为 10000。 

键盘 显示键盘存在的页面，这些页面代表在使用 [数值输入] 与 

[字符输入] 元件时，可以选择的键盘类型，最多可以新增到

32 个键盘。用户要建立自订的键盘时，需先在已存在的页面

规划好要使用的键盘，并使用 [新增] 功能选择这些页面并加

入到列表中即可。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十二章 键盘的设计与使用》。 

光标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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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使用 [数值输入] 或 [字符输入] 元件时，输入字段中出

现的光标颜色。 

工程文件保护 用户的工程文件可被限定在特定的 HMI 上执行。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三十章 工程文件保护功能》。 

Note 

 cMT-SVR 系列不支持 [快选窗口按键设置] 与 [键盘] 等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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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 控制 EasyBuilder Pro 中各种功能。 

 

以上有些功能从系统寄存器复制而来，例如：[隐藏系统设置工具条 (LB-9020)]、[隐藏鼠标光标 

(LB-9018)]、[取消声音导出功能 (LB-9019)]、[禁止远端 HMI 连接 (LB-9044)] 以及 [取消上传功能

(LB-9033)]，用户可以选择系统寄存器来使用这些功能。 

要选择系统寄存器，用户可在新增元件时，于设置页勾选 [系统寄存器] 并选择 [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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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视所有的系统寄存器，可于 EasyBuilder Pro 点选 [图库] » [地址标签库] » [系统寄存器]。 

 

设置 描述 

重新下载工程文件后

所显示的语言 

选择在重新下载工程文件并启动 HMI 时所显示的语

言。 

开机后使用初始化宏

指令 
指定当 HMI 开机后所执行的宏指令。 

自动注销 当用户没有操作 HMI 的时间等于此设置值，人机中有

设置安全等级的元件将无法使用，需要再次输入用户 

ID 及密码才能操作元件。 

隐藏系统设置工具条 将 HMI 右下角系统设置列隐藏。 

隐藏鼠标光标 将 HMI 上鼠标光标隐藏。 

取消声音导出功能 将 HMI 声音关闭。 

禁止远端 HMI 连接 将远端 HMI 连接功能关闭，远端 HMI 将无法操作本

机 HMI。 

取消上传功能(重新启

动 HMI 后生效)(或设

LB9033 为 ON) 

将 HMI 上传工程文件功能关闭，勾选此选项并下载工

程文件后，必须重启 HMI 才会生效。 

禁止密码远端读取操

作(或设 LB9053 为 ON) 
禁止远端 HMI 读取本机 HMI 的密码。 

禁止密码远端写入操

作(或设 LB9054 为 ON) 
禁止远端 HMI 写入本机 HMI 的密码。 

当与 PLC 通讯失败时, 

显示断线图标在相关

的元件上 

选择当与 PLC 通讯失败时，是否在相关元件上显示

断线图标  

当使用此项功能且元件无法与 PLC 通讯时，断线图

标会显示在元件右下角。 

 

VNC 服务器 设置登入 VNC 服务器所使用的密码。 

LW 保护 

RW 保护 

如果用户勾选 [禁止 LW/RW远端写入]，并在 [LW/RW

范围] 内设置所要保护的范围，此范围内的数值将不

能透过远端 HMI 调整。 

Easy Access 服务器 透过这项技术，用户可以透过网络监测网络上连结的

HMI，并直接在电脑上操作，就像直接将 HMI 拿在手



                                                               第 5 章 系统参数设置 

 

EasyBuilder Pro V4.00.01 
 

20 20 

上一样。 

特别的是，Easy Access 不需传输更新的图片，只需传

输实时资料。这使得传输更快更有效率。详细的信息

请参阅《Easy Access》说明。 

Note 

 cMT-SVR 系列不支持 VNC 服务器相关设置。 

5.6. 用户密码 

系统参数中的[用户密码] 设置页用来设置用户的密码以及可操控的元件类别。共有两种认证模式： 

一般模式和进阶安全模式。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十章 元件安全防护》。 

5.6.1. 一般模式 

 

可设置 12 组用户密码。密码须为非负整数。 

系统运行时，用户在成功输入密码后，系统会依照用户的设置内容决定用户可以操作的元件类别。

在工程文件中，元件的类别被区分为 [类别 A] 至 [类别 F] 共 6 种。 

类别属于 [无] 的元件，开放给所有用户使用。 

当 “用户 3”的设置内容如上时，则此用户只被允许使用类别属于 “无”与 A、B、C 的元件。 

 



                                                               第 5 章 系统参数设置 

 

EasyBuilder Pro V4.00.01 
 

21 21 

用户可以设置 [工程文件密码 (EMTP 文件)]。若有设此密码，当用户想要编辑 .emtp 文件时，必

须输入此密码才能打开编辑。 

勾选 [启用] 再按下 [设置] 就可以设置密码。 

完成设置后，在编辑工程文件前，将要求用户输入密码，输入正确才能进入工程文件。 

5.6.2. 进阶安全模式 

进阶安全模式可规划的用户数为 11 组，另外提供 [管理员] 使用模式，此管理员有最大使用权，

任何元件的安全等级皆可操作。不同的用户密码可由英文字母或数字所组成，并可规划每个用户

可操作的元件类别分为 [类别 A] 至 [类别 L] 等共 12 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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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设置用户可以

操作的元件类

别与密码 

勾选 [在 HMI 上使用现有的用户账号] 时，会依照 HMI 上设

置的用户账号，来辨别是否操作元件。 

管理员 为内定管理员账号，不可被删除，且权限全开不得修改权限。 

进阶安全模式可搭配 [项目选单] 元件来显示账号名称和权

限。 

若勾选 [隐藏用户] 则账号名称和权限等数据不会显示在 [项

目选单] 元件上。 

控制地址 进阶安全模式提供一组 [控制地址] 供用户登入和管理账号。 

当 USB安全金

钥插入HMI时

自动执行登入

/注销 

勾选后可使用 USB 安全金钥自动登入/注销，而登入/注销的

状态会自动写入指定的 [状态地址]。当 USB 插入时，将执行

自动登入，当 USB 拔出时，将自动执行注销。状态地址的数

值意义为： 0x00: 无动作 0x01: 登入成功 0x04: 登入失败

0x08: 注销成功 0x10: 注销失败 

Note 

 cMT-SVR 仅支持 [进阶安全模式]，但不支持 [当 USB 安全金钥插入 HMI 时自动执行登入/注

销] 相关设置。 

5.7. 字体或文字对应 

5.7.1. eMT、iE、cMT-HD 系列 

[字体] 设置页用来设置非 ASCII 文字所使用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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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项目表列出的字体为非 ASCII 的文字所使用的字体。当用户使用非 ASCII 的文字或双字符文

字 (例如：简体中文字、繁体中文字、日文、韩文等)，且非表中的字体时，EasyBuilder Pro 会自

动为这种文字选用项目表中的字体。 

按下 [新增所有非 ASCII 字体] 可以将 WINDOWS 的非 ASCII 文字字体，新增到本项目表中。 

用户也可以在 [文字行距] 调整行与行之间的间距。 

勾选 [支持阿拉伯文、波斯文、希伯来文、泰文，…文字] 将可正确显示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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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cMT-SVR 系列 

[文字对应] 设置页中列出在 WINDOWS 中使用的字体，所对应在 iPad 上可以显示的字体。 

 

5.8. 扩展内存 

[扩展内存] 设置页用来设置扩展内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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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内存包含 EM0 ~ EM9，使用方式与其它 HMI 上的设备类型相似(类似使用 LW 或 RW 地址类

型)，用户只需在[设备类型] 中指定使用 EM0~EM9 即可，每个扩展内存最多可以存放 2G word 的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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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内存中的数据使用文件的形式存放在 [SD 卡]、[U 盘 ] 上，[EM0] ~ [EM9] 所使用的文件名称

分别为 em0.emi ~ em9.emi，用户可以使用 RecipeEditor.exe 开启这些文件并编辑扩展内存中的数

据。 

扩展内存中的数据不会因 HMI 断电而消失，也就是下次开机后，扩展内存中的数据会恢复为关机

前的状态，与配方数据 (RW、RW _A) 类似。较特别的是用户可以指定扩展内存的位置，可以选择 

[SD 卡]、[U 盘]。 

当做为扩展内存的设备不存在时，若读取扩展内存中的数据，内容将一律为“0”；当作为扩展内

存的设备不存在时，若要将数据写到扩展内存中，HMI 将会显示“PLC no response”反应。 

HMI 在机器不需断电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插上或移除外接设备。用户可以利用这项特性，更新或

撷取扩展内存中的数据。 

5.9. 打印/备份服务器 

此设置页用来设置 MT 远端打印 / 备份服务器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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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导出设置 方向 

设置文字或图片要 以[水平] 或 [垂直] 的方式输出。 

打印大小 

设置要照 [原始尺寸] 或 [配合打印机边界] 打印。 

边界 

设置纸张上下左右的边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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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置 IP 地址 

透过网络指定打印机的 IP 地址。 

连接端口、用户名称、密码 

指定连接打印机的信息。 

端口号可设置为 1~65535。 

用户名称或密码最长可为 12 个字符。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二十六章  EasyPrinter》。 

5.10. 邮件 

[邮件] 设置页用来设置 e-Mail 的相关参数。 

若勾选 [在 HMI 上使用现有的联系人设置]，会依照 HMI 上的联系人设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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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SMTP 设置 服务器：设置邮件服务器。 

端口号：设置端口号。 

使用者名称：设置电子邮件地址。 

密码：设置邮件密码。 

确认密码：确认设置的邮件密码。 

使用安全密码验证(SPA)登入：邮件是否需要输入安全密码才

能登入。 

使用下列加密类型连结： 邮件发出时，选择是否需要加密联

机。(TLS、SSL) 

发件人信息 名称 

可勾选使用 HMI 名称或自行输入发件人名称。 

邮件地址 

设置电子邮件地址。 

 

按下 [开启联络人设置] 后： 

 

设置 描述 

联系人列表 新增或删除联系人清单。 

群组信息 将多个联系人设置成群组。 

群组数量 

设置群组数量，群组名称依数量，依序命名为群组 A ~ P，最

多共可设置 16 个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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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群组 

显示目前清单中的联系人所属群组。 

描述 

用户可以输入关于该群组的描述。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七章 事件登录》。 

5.11. 配方 

[配方] 设置页用来设置配方的相关数据。 

 

设置 描述 

配方列表 新增配方或删除配方。 

新增 新增一笔新项目。 

设置 各项目可以自行选择和修改，请见下方说明。 

删除 选择要删除的项目，即可进行删除。 

按下 [设置]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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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名称 输入配方项目名称。 

显示类型 设置项目的数据类型。 

项目大小 (字符) 设置项目大小，单位为字符。 

显示宽度 (字) 设置项目的显示字数。 

小数点后位数 设置数据显示时的小数点后位数。 

对齐 设置显示时的对齐方式，可选择左对齐、置中对齐、右对

齐。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二十四章 Recip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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