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ME) 软件是一款多功能 HMI 应用程序，可为机器层操作员 
界面设备提供专用且功能强大的解决方案。作为罗克韦尔自动化可视化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能够为基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终端或 PC 的应用项目提供卓越的
图形显示、运行时用户管理以及语言切换功能，并显著缩短调试时间。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提供出色软件灵活性的多功能机器层 HMI

特性和优势
与 Logix 控制器实现优质整合

• 无需创建和维护单独的 HMI 标签数据库 — 在 Logix 控制器中一次性定义相关 
标签，然后在您的系统中访问它们

• 可在控制器中进行语言切换，无需导入/导出操作

生产率和合规性

• 提供丰富且可复用的图形和动画功能、全局对象以及用于显示状态和诊断信息的
面板库，显著节省设计和故障处理时间

• 在设计工作站中仿真应用项目，从而节省调试时间

• 提供设计时期语言切换功能，可配置多种语言并在运行时轻松切换

• 利用受保护的变更控制和操作员审计记录构建一系列解决方案，使应用项目满足
验证要求

平台支持

• 包括 Microsoft® Windows 10、Windows 8、Windows 7 等操作系统

• 支持 PanelView™ Plus 6、PanelView™ Plus 7、MobileView™ 以及运行在工业计算机
上的 ME Station

• 旧版产品可轻松地升级到最新的 FactoryTalk® View ME 版本

移动性

• 借助虚拟网络计算 (VNC) 在随时随地访问您的车间终端

• 将您的应用项目扩展至最喜爱的 iOS 或 Android 移动设备，利用  
FactoryTalk® ViewPoint 改进实时决策能力

• 使用 FactoryTalk ViewPoint 按原样发布 HMI 画面，或者创建移动设备 
专属画面以优化小屏幕上的可见性



管理多个项目的 
文本和标签变更  
显著节省时间

交叉引用表生成 
热链接标签引用

利用控制器中的扩展标签属性 
节省设计时间，无需在 HMI 中 

创建标签定义特性

工程设计和维护
提供加快应用项目开发和简化系统维护的工具

缩短设计和调试时间

• Logix Designer、View Designer 和 FactoryTalk® View 界面采用相同的安装过程

• 扩展标签属性及其译文包含在控制器中，可通过 HMI 访问它们，有助于减少
复制错误和简化设计过程

• 查找与替换功能有助于高效地更新项目中的内容

• 交叉引用功能可在项目中生成一个标签引用位置列表，其中包括可跳转至各
具体位置的热链接

• 设计时期语言切换功能可缩短调试时间，帮助您快速确认显示画面上的本地
化内容

• 全局对象可帮助您创建核心图形功能集，以便在多个图形显示画面上重复使
用它们，或者在同一图形画面上使用多个实例

• 将应用项目下载到终端前，仿真模式可在 PC 设备上测试它们

• 以 CSV 格式导入/导出数据模型配置

• 导入多个旧版应用项目



操作
提供稳健可靠的产品，不仅具有简明易懂的显示画面，还能快速访问报警

信息和执行全系统诊断。

扩展机器灵活性和功能

• 数据记录功能可令您捕获历史过程数据，以便连同实时数据一起显示在趋势
图上，为操作人员提供运行数据概览

• 轻松下载高度一致的机器设置或产品配方信息 (利用配方功能)，有效提升效率

• 可连接罗克韦尔自动化和非罗克韦尔自动化设备

• 可在启动期间运行多达五个显示画面，通过灵活的界面设计帮助操作人员访
问所需的一切信息

• 语言切换功能允许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快速地将 HMI 画面切换至其母语，以
缩短培训、停机及故障处理时间

• 报警标识符能令应用项目提供某个报警的附加信息，即根据操作人员查看的
具体报警展示相应的视频或 PDF 文件

• 内置键盘、小键盘和字符输入界面均可自定义，与企业的首选配色方案相匹
配，为操作人员提供高度一致的用户界面

• 板载审计记录以及用户身份验证 (带电子签名记录)，以便您管理变更和符合 
相关法规

自定义键盘界面， 
更好地匹配应用项目的 

配色方案。

记录更长时间段内的 
应用项目数据。支持 
多达 1,000,000 条记录

显示情景化故障处理信息  
比如介绍具体报警的机器 

图纸或手册。



图形终端
直接访问作为数据源的非控制器设备， 
改善通信、时间规划和生产

PanelView Plus 标准版 
提供设备级环网 (DLR) 选项

MobileView™ Tethered  
操作员终端可令您全面掌握

应用项目的动态。
板载审计记录以及用户身份验证  
(带电子签名记录)，以便您管理 

变更和符合相关法规。

PanelView Plus 内置 
设备级环网 (DLR) 功能并

配备电阻式触摸屏。-



扩展您的 HMI
随时随地访问情境化制造数据，做出更快更明智的业务决策。

实现 HMI 的移动化

FactoryTalk® ViewPoint 允许您从 Web 浏览器或喜爱的移动设备查看基于终端的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ME) 应用项目并与之交互，提供持续的系统可
见性并有效改进实时决策。Factory Talk ViewPoint 提供以下优势：

• 提供具有真正交互性且基于 Web 的 HMI 体验，无需任何额外开发

• 可进行安全性配置，为用户提供只读或读写访问权限

• 实时趋势

• 提供免维护、基于浏览器的客户端，无需另行安装和配置软件

• 为 Windows、iOS 和 Android 平台提供 HTML 5 渲染支持

• 可选择开发替用移动设备显示画面，以便不同用户 (如操作人员和工厂管理层) 
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同一终端，查看与其相关的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观看 Make Your HMI Mobile (实现 HMI 的移动化) 视频或访问  
http://bit.ly/1LSppAn

兼容  
PanelView Plus 6/7  

标准版及高性能版规格

无需许可证 
或 FactoryTalk  
激活操作

支持单客户端 
连接。

PanelView Plus  
固件中含带了  

FactoryTalk® ViewPoint。

http://embed.vidyard.com/share/pSu5nJKjzWgj72nM4pCg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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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Bradley、LISTEN. THINK. SOLVE.、FactoryTalk、MobileView、PanelView、Rockwell Software、RSLogix 和 PlantPAx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商标。
其他所有商标和注册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更多信息

请访问网站： 
http://www.rockwellsoftware.com

观看 Make Your HMI Mobile (实现 HMI 的移动化) 视频

进一步了解移动性设计

产品兼容性和下载中心

了解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的最新 HMI 动态

订购信息

请联系当地的罗克韦尔自动化销售办事处或 Allen-Bradley 经销商。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software/products/factorytalk-view-me.page?
http://embed.vidyard.com/share/pSu5nJKjzWgj72nM4pCgLg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wp/ftalk-wp012_-en-p.pdf
http://compatibility.rockwellautomation.com/Pages/home.aspx
http://rockwell.lookbookhq.com/modern-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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