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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asyDiagnoser 

本章节说明如何使用 EasyDiagn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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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概要 

EasyDiagnoser 是用来侦测触摸屏与 PLC 之间通讯是否正常的工具。 

33.2. 设定步骤 

以下为设定 EasyDiagnoser 的步骤： 

1. 开启 Utility Manager 并且点选 EasyDiagnoser。 

2. 设定欲进行通讯之触摸屏的 IP 地址，可选择自行输入 IP 地址或使用 “Search all” 功能，并输入 

“Project Port”。 

 

 

另外在 EasyBuilder Pro 执行 On Line Simulation 时，按下右键可选择 “Run EasyDiagnoser” 进

入 EasyDiagn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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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以上设定之后，按下 “OK”，EasyDiagnoser 操作画面如下图所示： 

 

33.3. EasyDiagnoser 设定 

33.3.1.  主要选单 

项目 描述 

文件 另存新档 

可将撷取下来的通讯数据，储存成 .xls 文件，并可于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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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离开 

离开目前文件。 

检视 设备列表可显示设备列表窗口。 

封包列表可显示封包列表窗口。 

讯息窗口可显示讯息窗口窗口。 

输出窗口可显示输出窗口窗口。 

选项 工具栏 

显示 “设备列表” 、”封包列表” 、”讯息窗口” 、”输出窗口” 之

工具栏。 

状态列 

在 EasyDiagnoser 窗口最底下，显示 CAP ， NUM 或 

SCRL 的信息。 

更新封包列表 

显示目前触摸屏页面的封包。 

显示组件 ID 

显示触摸屏上组件的 ID。 

 

清除通讯记录 

清除所有通讯中所记录的信息。 

帮助 显示 EasyDiagnoser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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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通讯记录区 

用户可以观察触摸屏和 PLC 之间的通讯。 

 

 

项目 描述 

命令 读取 + 写入 

显示读和写的命令在通讯记录区。 

读取 

只显示读的命令在通讯记录区。 

写入 

只显示写的命令在通讯记录区。 

设备 全部 

显示本地触摸屏和 PLC 的信息。 

 如果设定 “命令 : 读取 + 写入”，在通讯记录区会显示本地触摸屏

和 PLC 的读和写的信息。 

 如果 “命令 : 读取”，在通讯记录区会显示本地触摸屏和 PLC 的读

的信息。 

 如果 “命令 : 写入”，在通讯记录区会显示本地触摸屏和 PLC 的写

的信息。 

Local HMI 

显示本地触摸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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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 “命令 : 读取 + 写入”，在通讯记录区会显示本地触摸屏的

读和写的信息。 

 如果 “命令 : 读取”，在通讯记录区会显示本地触摸屏的读的信息。 

 如果 “命令 : 写入”，在通讯记录区会显示本地 HMI 的写的信息

PLC。 

PLC 

显示 PLC 的信息。 

 如果设 “命令 : 读取 + 写入”，在通讯记录区通讯记录区会显示 

PLC 的读和写的信息。 

 如果 “命令 : 读取”，在通讯记录区通讯记录区会显示 PLC 的读的

信息。 

 如果 “命令 : 写入”，在通讯记录区通讯记录区会显示 PLC 的写的

信息。 

站号 选择想显示的 PLC 之站号 (当 “设备” 选择 All 时无法使用使功能)。 

地址类型 用户可以选择全部或是其中的设备地址类型显示在屏幕上 (当 “设备” 选

择 All 时无法使用使功能)。 

范围 设定要撷取的地址范围 (当 “设备” 选择 All 时无法使用使功能)。 

撷取 点选”撷取”钮开始或停止撷取通讯信息。 

错误码 请参考本章《33.4 错误代码》。 

 

33.3.3.  轮询封包 

 

 

项目 描述 

封包 ID 封包的 ID 编号，可由通讯记录区看出那一个封包 ID 的组件有问题。 

设备 显示触摸屏和 PLC 型号。 

站号 显示 PLC 站号。 

索引 显示组件所使用的索引寄存器编号。 

地址/长度 显示设备类型地址及封包内的 word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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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物件 封包 ID 内的物件。 

窗口 组件在程序中的所在窗口。 

ID 组件的 ID 号码。 

地址 组件地址。 

Note 

 点选封包 ID 后，第 3 栏会显示设备的站号： 

 

 双击封包 ID 之后点选组件，可显示组件所在的位置。 

例如， 选择数值输入 同时 “窗口” 显示 10，表示此组件在程序中的第 10 窗口中，同时此组件

在触摸屏上会被粉红色的框框标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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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  设备 

设备窗口显示触摸屏及 PLC 的相关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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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  输出 (Macro debug) 

搭配使用 Macro 所提供的 Trace 函数，即可侦测 Macro 执行的状态。 

以下图为例，”ID 1,Ln 7” 及 “ID 1,Ln 12”： 

ID 1 表示 Macro 的名称。 

Ln 7 及 Ln 12 表示显示在 Macro 中的第 7 行及第 12 行资料。 

 

 详细信息请参考《18 宏指令》。 

33.4. 错误代码 

在通讯记录区可从错误代码找出错误原因。请参考下列错误代码。 

0 : Normal 

1 : Time out 

2 : Fail Error 

12 : Ignore 

 

当错误发生时，错误的讯息会标示成红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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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是 1 是由于 PLC 与触摸屏断了通讯，如果错误代码是 12，表示出现 “PLC No Response” 讯

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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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窗口调整 

用户可以使用拖曳功能及显示在编辑画面上的多个定点图标来放置窗口到您喜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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