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程物件的洛克威爾自動化程式庫
減少開發時間 

有效的設計和操作 

Rockwell Automation® 製程物件程式庫是一個預先定義的控制器代碼 
(內建指示)、顯示元素 (全域物件) 及面板庫，可提供可靠的策略、豐富
的功能及已知效能，讓您能快速組裝大型應用。

依照色彩、功能及符號等國際標準建置的這些物件非常適合許多產業
使用。

功能和優點
• 各種現場裝置和功能的製程物件

• 具有一致使用者介面的標準型顯
示元件

 -  迅速識別異常情況

• 包含操作、覆寫及模擬選項的一
致模式

 -  協助維護操作，而不需要開放控
制器程式碼

• 模組設計簡化複雜控制策略的 
建構

 -  縮短開發與維護時間 

• 綜合性說明文件和支援



程式庫資源

I/O 處理

基本類比輸入 (P_AIn)

類比輸入通道 (P_AIChan)

進階類比輸入 (P_AInAdv)

雙感測器類比輸入 (P_AInDual)

多重類比輸入 (P_AInMulti)

離散輸入物件 (P_DIn)

離散輸出 (P_DOut)

類比輸出 (P_AOut)

壓力/溫度補償流 (P_PTComp)

槽箱搭接表 (P_StrapTbl)

HART 類比輸入 (P_AInHART)

HART 類比輸出 (P_AOutHART)

調節控制

比例 + 積分 + 微分加強 (P_PIDE)

類比扇出 (P_Fanout)

高選取器或低選取器 (P_HiLoSel)

不動作帶控制器 (P_DBC)

程序控制

定序器物件 (P_Seq)

流量計配量 (P_DoseFM)

計重秤配量 (P_DoseWS)

領前/落後/待命馬達群組 (P_LLS)

馬達

單速馬達 (P_Motor)

雙速馬達 (P_Motor2Spd)

反轉馬達 (P_MotorRev)

手動馬達 (P_MotorHO)

離散 2、3 或 4 狀態裝置 (P_D4SD)  
(也用於主閥門)

PowerFlex® 523/525 VF 變頻器 (P_PF52x)

PowerFlex 753 變頻器 (P_PF753)

PowerFlex 755 變頻器 (P_PF755)

SMC™-50 智慧型馬達控制器 (P_SMC50)

SMC™ Flex 智慧型馬達控制器 (P_SMCFlex)

變速驅動器 (P_VSD)

E1 Plus™ 電子式過載繼電器 (P_E1PlusE)

E3/E3 Plus 過載繼電器 (P_E3Ovld)

E300 過載繼電器 (P_E300Ovrld)

執行時間和開始計數器 (P_RunTime)

大型馬達的重新啟動抑制 (P_ResInh)

主閥門

類比/脈衝控制主閥門 (P_ValveC)

手動主閥門 (P_ValveHO)

馬達操作主閥門 (P_ValveMO)

混合試驗主閥門 (P_ValveMP)

螺線管操作主閥門 (P_ValveSO)

2 狀態主閥門統計資料 (P_ValveStats)

n 位置裝置 (P_nPos)

離散 2、3 或 4 狀態裝置 (P_D4SD)  
(也可用於馬達)

蒸氣表

飽和蒸氣壓力 (P_Sat)

飽和蒸氣溫度 (P_TSat)

一般蒸氣表 (P_Steam)

指定焓和熵的蒸氣性質 (P_Steam_hs)

指定壓力和焓的蒸氣性質 (P_Steam_ph)

指定壓力和熵的蒸氣性質 (P_Steam_ps)

跨功能

條件閘門延遲 (P_Gate)

有先出和旁路的互鎖 (P_Intlk)

旁路許可 (P_Perm)

中央重設 (P_Reset)

通用警報區塊 (P_Alarm)

通用模式區塊 (P_Mode)

操作員提示 (P_Prompt)

含快照的布林邏輯 (P_Logic)

LOGIX 診斷物件

Logix 變更檢測器 (L_ChangeDet)

Logix 控制器 CPU 利用率 (L_CPU)

Logix 備援控制器監視器 (L_Redun)

Logix 工作監視器 (L_TaskMon)

Logix 模組狀態 (L_ModuleSts)

內建指示的圖形

內建自動微調器

協調控制 (CC)

內部模型控制 (IMC)

模組多變數控制 (MMC)

比例 + 積分 + 微分加強 (PIDE)

勻變適應 (RMPS)

累積器 (T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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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型組態
使用製程物件的洛克威爾自動化程式庫後，終端使用者
能夠使用一般功能的預先定義物件設定控制應用程式，
實現縮短工程時間的目的。外掛指示允許有預先定義功
能的程式碼模組在拖放環境中彼此連接，以便快速定義
控制功能。

連結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中的全域物件和面板時，
只需要按幾下滑鼠，這些物件就能將裝置組態從 I/O 設
定為操作員介面。與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時連結，
能夠掃描應用程式，而且製程物件會自動對應至企業資
訊模型。這可以監控和報告裝置狀態，並且能夠對應其
他資產管理和維護資訊。

範例：類比輸入物件外掛指
示、全域物件及面板

流程策略
為了縮短實施時間並且盡可能降低風險，PlantPAx 的流程策略範本提供預先連接功能以符合控制系統的需求。這
些可個別匯入的功能區塊圖包含來自製程物件的洛克威爾自動化程式庫中的指示，這些物件的設定可代表製程自
動化中許多常見的控制和設備情況 (例如：I/O 監控、調節控制、馬達及主閥門控制)。



面板
所有全域物件都有相關聯的面板，會在按一下全域物件時出現。這些面板不需要任何設定。物件連結有其他支援功
能 (例如執行時間監視器、互鎖區塊等等) ，也可從面板存取這些增強功能的面板。

全域物件
為了快速開發提供豐富資訊的操作員顯示，製程物件的洛克威爾自動化程式庫提供一組顯示物件，可以透過拖放精
靈將這些物件連結到外掛指示。這能夠快速開發主要廠房顯示圖形。



使用程式庫物件文件
每個程式庫物件本身都有參考手冊，其中定義物件特定的參數和顯示元件。這些手冊分為下列各小節 (PDF 中的書籤
如圖 2 所示)： 

• 指導方針 – 說明使用本指示的時機，以及對於本指示不適用的情況使用替代外掛指示的時機。
• 功能描述 – 提供指示如何運作以便您瞭解指示功能的詳細資料。
• 所需檔案 – 包含必須匯入專案中才能使用本指示的控制器和虛擬化檔案。
• 控制器程式碼 – 說明控制器設定和維護的輸入和輸出參數和本機設定標籤。
• 操作 – 說明外掛指示的主要操作，包括模式、警報及模擬。
• 程式設計範例 (特定手冊) – 說明指示的使用方式，以便深入瞭解指示邏輯。
• 顯示元件 – 說明顯示元件，以便您選擇所需的顯示元件。
• 快速顯示 – 讓操作員對於個別指示進行簡單互動的小畫面。您可以從快速顯示中瀏覽到面板，以便完全存取操作、
維護及組態。

• 面板 – 說明如何使用和瞭解面板。

下面幾頁將會簡要地說明每個程式庫物件，以協助您選取系統的功能。概述包含個別外掛指示手冊的範例顯示和 
連結。

業務和維護資訊
運用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EMI Integration 開箱即用的行動和報告功能。透過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入口網
站，標準內容可以很容易地使控制物件與工廠模型的其他資訊產生關聯。資產資訊能夠與包括資產成本、維護資訊、
零件訂購資訊等物件產生關聯。可以直接輸入這個資訊模型，也可以將資訊模型連結到其他系統的資料。

建立模型後，即可透過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入口網站取得以報告、儀表板或趨勢的形式顯示的這些資訊。



操作和安全性的模式
全面的安全性模型能夠按照定義的使用者或群組授
予或拒絕不同的功能。這可以充分設定，以便實施高
度定義的安全性組合。

所有物件都會在預先定義的模式中運作，這些模式
包括：

操作員 – 從 HMI 控制

程式 – 從應用程式碼控制

覆寫 – 可以避開選取的互鎖和許可條件

維護 – 可以避開所有互鎖、許可條件及內部檢查

手動 – 由硬接線式控制站所控制

警示狀態模型
PlantPAx® 系統實施 ANSI/ISA-18.2-2009「製程產業警
報系統管理」中定義的完整狀態模型。這個實施提供
抑制、擱置和停用等 3 種機制來避免長時間的警報指
示。擱置機制提供操作員進行的方法，可避免在一段
可設定的時間內發出警報。

擱置的警報仍將持續正常運作，不過，經過確認的警
報不會轉換為未確認狀態。操作員可以取消擱置警
報，擱置計時器到期時，程式邏輯也可以取消擱置警
報。建立由輪換變更之類的事件觸發的取消擱置邏
輯，即可確保不會不慎擱置警報。

抑制機制提供控制邏輯進行的方法，能夠透過程式設
計按照流程狀態或條件避免發出警報。

抑制的警報仍將持續正常運作，不過，經過確認的警
報不會轉變為未確認狀態。抑制狀態能夠實施「依設
計抑制」邏輯，例如：在不使用設備時抑制警報。

停用機制提供維護進行的方法，無需修改基礎的控制
邏輯即可將警報停止使用。

被停用的警報狀態不會轉變，而且不會記錄在歷史資
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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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控制，資訊解決方案總部
美洲地區: Rockwell Automation, 1201 South Second Street, Milwaukee, WI 53204-2496 USA, 電話: (1) 414.382.2000, 傳真: (1) 414.382.4444
歐洲/中東/非洲地區: Rockwell Automation NV, Pegasus Park, De Kleetlaan 12a, 1831 Diegem, Belgium, 電話:  (32) 2 663 0600, 傳真:  (32) 2 663 0640
亞太地區: Rockwell Automation, Level 14, Core F, Cyberport 3, 100 Cyberport Road, Hong Kong, 電話: (852) 2887 4788, 傳真:  (852) 2508 1846

台灣洛克威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Rockwell Automation Taiwan Co., Ltd.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tw

台北市104建國北路二段120號14樓  高雄市80052新興區中正三路2號19樓A室
Tel: (886) 2 6618 8288, Fax: (886) 2 6618 6180 Tel: (886) 7 9681 888, Fax: (886) 7 9680 138

www.rockwel lauto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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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取得製程物件的洛克威爾自動化程式庫

可從 Product Compatibility Download Center 下載製程物件的洛克威爾自動化程式庫：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support/pcdc.page

需要 TechConnect SM 合約才可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