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Studio 5000® 环境将各种设计元素整合于一个标准框架中，有助于优化 
生产率和缩短调试时间。

这种直观的集成式设计环境专注于快速设计、复用、协作和虚拟设计。

更新后的用户界面可在所有 Studio 5000 应用程序中提供通用的现代化 
用户体验。

Studio 5000 自动化工程及设计环境®
通过简化系统开发提高生产率

使用 Studio 5000 应用程序，您能够：

• 通过 Architect™ 在中心位置构建和维护系统布局

• 使用 Logix Designer® 对 Logix 5000™ 系列控制器进行配置、
编程和维护

• 使用 View Designer™ 为 PanelView™ 5000 图形终端创建直观
的现代化画面

• 使用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创建和充分利用可复用内容
库，实现快速项目开发

• 使用 Logix Emulate™ 在安全的虚拟环境中仿真控制系统， 
同时降低项目成本和风险

实现简化的系统设计和数据交换

协作式系统编程和配重

HMI 与 Logix 高度集成

系统复用及快速构建项目

虚拟设计和操作员培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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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布局

Studio 5000 Architect
Studio 5000 Architect 是 Studio 5000 环境的核心部分，用户可在此查看 
整个自动化系统、配置控制器、人机界面 (HMI) 和电子操作员界面 (EOI) 等
设备，并可管理设备间通信。Studio 5000 Architect 应用程序还可与其他 
Studio 5000 应用程序以及第三方电子设计工具交换数据，从而简化开发

工作。

这有助于缩短构建 Logix 和 View 自动化系统的时间，以便您：

• 创建系统的图形表示，简化系统修改

• 从集成环境构建 Logix 和 View 项目

• 重复利用 Logix 和 View 内容以及来自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的内容

• 与第三方工具交换硬件配置数据，如控制器、I/O 和通信模块

• 提供 AutomationML 导入/导出功能，可在 Studio 5000 和工程设计工具间双向
交换数据，实现稳妥的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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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Explorer 提供 
多个视图，帮助定义

组织和执行 功能丰富的编辑
器可帮助用户 
编写模块化代码

直观设计环境中
的集成运动和 
集成安全功能

强大易用的设备配置 
可简化安装和集成

 
指令板包含 250 多条预定义指令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用于配置、编程和维护整个  
Allen-Bradley® Logix 5000™ 系列控制器产品和相关设备。其直观的 
现代化编程环境支持用户通过协作工作来设计和维护自己的系统。

• 适用于多个领域的单一编程软件 – 安全、运动控制、驱动器、过程与离散 
控制

• 通过图形向导轻松配置设备并自动创建标签

• 使用多种编辑器实现简化的现代化编程，并以模块化编程特性提升生产率

• 通过 Logical Organizer 和 Controller Organizer 视图轻松查看系统、寻找自己 
需要的内容 — 帮助维持正常运行时间

• 与他人同时创建代码，然后对比并整合更改。

• 通过基于许可证的内容保护功能保护 Logix 内容的设计和执行，有助于确保 
只有授权用户才能查看、修改或执行受保护的代码

• 借助基于 Logix 标签的报警功能，用户只需右键单击即可将报警直接添加到 
任何标签或结构中；无需任何附加编程

• 扩展了用于联网安全和运动控制指令的安全指令库，以增强运动学支持

• 支持可扩展安全产品组合，提供满足 SIL 2 和 SIL 3 等级且规模恰到好处的 
解决方案

配置、编程和维护各种控制器



通过 Project Explorer 
轻松开发画面与菜单

可搜索的屏幕图形 
元素工具箱

在 View Designer 
应用程序和 

Logix 系统之间
进行集成数据

共享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
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 是 PanelView™ 5000 系列操作员终端的设计 
环境。PanelView 5000 终端与 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 集成有助于 
更轻松地构建现代化应用程序并提高操作员绩效。

View Designer 应用程序提供直观的现代化设计环境，加强控制系统和操作员 
界面之间的集成，从而改进编程效率和运行时性能。

• 预配置标志栏、报警汇总以及诊断显示有助于减少设计时间

• 通过 HMI 和控制器之间的共享标签简化您的工程设计

• 使用基于 Logix 标签的报警，无需报警编程，并可减少网络流量

• 高速按钮控制为机器点动应用提供快速响应和反馈

• 创建自定义可复用附加图形，更高效地构建您的应用项目

• 多语言支持和语言切换功能使用户可以在 PanelView 5000 终端上进行语言 
切换，支持全球用户需求

• 仿真功能可令用户试运行某个项目，以降低项目整体风险

• 当显示画面时，数据记录和历史趋势功能可立即显示历史数据，帮助缩短 
故障处理时间

• 内置 VNC 服务器可实现用于监控和故障处理目的远程 VNC 客户端

配置、编程和维护各种操作员界面

定制的可复用附加图形 
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Studio 5000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Studio 5000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通过构建可复用代码库帮助 
加快系统开发，该代码库可在整个企业内进行管理和部署。通过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创建项目有助于提高设计一致性，降低 
工程设计成本，加速调试。

• 使用可复用代码库轻松创建和配置对象，无需增加编程工作即可提高 
应用程序开发。

• 自动内容生成功能不仅为模块化对象创建控制器代码，还创建相关的 
可视化、历史和报警数据 — 有助于更高效地构建项目

• 将复杂的可复用库对象轻松实例化到新的或现有项目中

• 使用以应用为中心的标准化代码库，包括 PlantPAx® 过程对象库和 
我们的机器制造商库，以节省时间并更轻松地维护系统

使用 Class View 按照库 
对象添加、编辑和删除项

目内容

使用  
Microsoft Excel 

轻松导入和 
导出数据

Project Explorer  
显示自动化项目中

的所有配置对象

 
通过简单的参数配置，快速
轻松地配置模块化对象

跨项目管理全面的 
可复用内容库

使用可复用内容加速项目创建

PCDC (产品兼容性和下载中心) 上提供免费精简版，其包
含使用罗克韦尔自动化库和创建自定义库的功能，但仅限
于单台控制器和本地数据库。Studio 5000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标准版以低成本包年形式提供。

https://compatibility.rockwellautomation.com/Pages/home.aspx


Studio 5000 Logix Emulate
Studio 5000 Logix Emulate 可提高设计效率，降低风险并减少总体项目 
成本。它是 Studio 5000 虚拟设计的核心，可以实现机器原型、吞吐量 
分析、虚拟调试和操作员培训系统 (OTS)。Logix Emulate 能够验证、测试

和优化应用程序代码，而不依赖于物理硬件。接口功能提供到第三方仿真

和 OTS 的连接，使用户能在安全的虚拟环境中仿真整个过程和培训团队。

• 仿真离散输入/输出 (I/O) 和基于 Logix5000 的控制器

• 利用高级调试功能简化故障处理，支持代码验证和虚拟调试

• 轻松调整执行速度，在生产系统中发生问题之前识别这些潜在问题

• 集成到高保真过程仿真系统中，用于操作员和基于情境的培训

在安全、虚拟的环境中仿真您的系统



Studio 5000 软件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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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Bradley、ControlLogix、CompactLogix、Logix 5000、Logix Emulate、Studio 5000 Automation Engineering & Design Environment、Studio 5000 Architect、 
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Studio 5000、PanelView 和 Rockwell Automation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的商标。

其他所有商标和注册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资产。

Studio 5000 版本 工具包 专业版 完整版 标准版  
(带 Networx) 标准版 精简版 迷你版 服务

Architect

Logix Designer

View Designer

Logix Emulate*

Application Code Manager 
标准版**

已包含 订阅 额外购买 不包含

Connect with us.

* Logix Emulate 包含在专业版和工具包中。Logix Emulate for Operator Training 是独立的许可证，必须单独购买。
** ACM 精简版在 PCDC 上免费提供。

http://discover.rockwellautomation.com/HMI
https://compatibility.rockwellautomation.com/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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