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克韦尔自动化 
过程对象库

缩短开发时间  

高效设计和操作  

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是控制器代码（用户自定义指令）、显示元素
（全局对象）和面板的预定义库，该库可提供成熟的策略、丰富的功能
和可靠的性能，有助于您快速建立大型应用。

这些对象的构建过程中考虑了颜色、功能和符号等国际标准，因此适合
很多行业使用。

特性和优势

• 过程对象可用于众多现场设备和
功能

• 基于标准的显示元素采用一致的
用户界面

 -  快速识别异常情况

• 包含一致的操作模式、覆盖和仿
真选项

 -  可辅助进行维护操作，无需打开
控制器代码

• 模块化设计易于构建复杂控制 
策略

 -  缩短了开发和维护时间 

• 全面的文档记录和支持



库资源

I/O 处理

基本模拟量输入 (P_AIn)

模拟量输入通道 (P_AIChan)

高级模拟量输入 (P_AInAdv)

双传感器模拟量输入 (P_AInDual)

多模拟量输入 (P_AInMulti)

离散输入对象 (P_DIn)

离散输出 (P_DOut)

模拟量输出 (P_AOut)

压力/温度补偿流量 (P_PTComp)

油罐量测表 (P_StrapTbl)

HART 模拟量输入 (P_AInHART)

HART 模拟量输出 (P_AOutHART)

调整控制

比例 + 积分 + 微分增强 (P_PIDE)

模拟量扇出 (P_Fanout)

高位或低位选择器 (P_HiLoSel)

死区控制器 (P_DBC)

工序控制

定序器对象 (P_Seq)

流量计给料 (P_DoseFM)

衡器给料 (P_DoseWS)

提前/滞后/备用电机组 (P_LLS)

电机

单速电机 (P_Motor)

双速电机 (P_Motor2Spd)

可逆电机 (P_MotorRev)

手动电机 (P_MotorHO)

离散型 2、3 或 4 态设备 (P_D4SD) 
（也用于阀门）

PowerFlex® 523/525 VF 变频器 (P_PF52x)

PowerFlex 753 变频器 (P_PF753)

PowerFlex 755 变频器 (P_PF755)

SMC™-50 智能电机控制器 (P_SMC50)

SMC™ Flex 智能电机控制器 (P_SMCFlex)

变速驱动 (P_VSD)

E1 Plus™ 电子过载继电器 (P_E1PlusE)

E3/E3 Plus 过载继电器 (P_E3Ovld)

E300 过载继电器 (P_E300Ovrld)

运行时间和启动计数器 (P_RunTime)

大型电机重启禁止 (P_ResInh)

阀

模拟/脉冲控制阀 (P_ValveC)

手动阀 (P_ValveHO)

电动阀 (P_ValveMO)

混合阀 (P_ValveMP)

电磁阀 (P_ValveSO)

双态阀统计数据 (P_ValveStats)

n 位设备 (P_nPos)

离散型 2、3 或 4 态设备 (P_D4SD)（也用于
电机）

蒸汽表

饱和蒸汽压力 (P_Sat)

饱和蒸汽温度 (P_TSat)

常规蒸汽表 (P_Steam)

提供蒸汽属性的焓与熵 (P_Steam_hs)

提供蒸汽属性的压力和焓 (P_Steam_ph)

提供蒸汽属性的压力和熵 (P_Steam_ps)

交叉功能

条件门延迟 (P_Gate)

具有先出和旁通的互锁 (P_Intlk)

允许旁通 (P_Perm)

中央复位 (P_Reset)

通用报警块 (P_Alarm)

通用模式块 (P_Mode)

操作员提示 (P_Prompt)

含快照的布尔逻辑 (P_Logic)

LOGIX 诊断对象

Logix 变更检测器 (L_ChangeDet)

Logix 控制器 CPU 利用率 (L_CPU)

Logix 冗余控制器监控器 (L_Redun)

Logix 任务监控器 (L_TaskMon)

Logix 模块状态 (L_ModuleSts)

内置指令图形

内置自整定器

协调控制 (CC)

内部模型控制 (IMC)

模块化多变量控制 (MMC)

比例 + 积分 + 微分增强 (PIDE)

斜坡保持 (RMPS)

累加器 (TOT)

   库对象    库对象    库对象



基于对象的配置

借助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最终用户能够使用常
用功能的预定义对象来配置控制应用，从而可缩短工
程设计时间。用户自定义库可在拖放环境中将具有预
定义功能的代码模块连接在一起，从而可快速定义控
制功能。

如果这些对象与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中的全局对
象和面板结合使用，通过执行鼠标点击操作即可完成
从 IO 到操作员接口的设备配置。如果与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结合使用，应用可进行扫描，过程对象
会自动映射到商业信息模型。这样便可监控并上报设备
状态，同时还能映射其他资产管理和维护信息。

示例：模拟量输入对象用户自
定义指令、全局对象和面板

过程策略

为了缩短实施时间并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可利用 PlantPAx 中的过程策略模板，该模板提供的预连接功能可满足
控制系统的需求。这些可分别导入的功能块图包含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中的指令，这些指令已配置为表示过
程自动化中出现的很多常用控制和设备场景（即 I/O 监控、调整控制、电机和阀控制）。



面板

所有全局对象在点击后都会显示与其相关联的面板。这些面板不需要额外进行配置。如果对象链接了其他支持功能，
如运行时间监控器、互锁块或其他功能，也可通过面板访问这些扩展功能的面板。

全局对象

为了快速开发包含丰富信息的操作员显示画面，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提供了一系列显示对象，这些显示对象与包
含拖放向导的用户自定义指令关联， 因此可快速开发主要工厂显示图形。



使用库对象文档

每个库对象都有自己的参考手册，手册中定义了该对象特有的参数和显示元素。手册由以下部分组成（PDF 中的书签如
图 2 所示）： 

• 指南 – 介绍了该指令的适用情况，并介绍了该指令不适用时可选择的用户自定义指令。

• 功能描述 – 详细介绍了指令的操作方式，帮助您熟悉指令的功能。

• 必需文件 – 包括使用该指令时必须导入到项目中的控制器和可视化文件。

• 控制器代码 – 介绍用于控制器配置和维护的输入和输出参数以及本配置标签。

• 操作 – 介绍用户自定义指令的主要操作，包括模式、报警和仿真。

• 编程示例（所选材料）– 用图说明指令的用法，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指令逻辑。

• 显示元素 – 描述显示元素，辅助选择所需元素。

• 快速显示 – 操作员可在其中与相应指令进行简单交互的小屏幕。可通过快速显示导航到面板，从而可完全访问操
作、维护和配置。

• 面板 – 介绍如何使用和理解面板。

下文对每个库对象进行了简单介绍，您可根据相关介绍选择适用于您系统的功能。概述部分包含示例显示画面以及相
应的用户自定义指令手册的链接。

商业和维护信息

集成了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EMI，可利用现成的移动和报告功能。可利用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门户中的标准
内容轻松地将控制对象与工厂模型中的附加信息关联起来。资产信息能够与对象相关联，包括资产成本、维护信息、备
件订购信息等。该系统模型可直接输入，也可链接到其他系统中的数据。

模型建立后，可根据需要通过 VantagePoint 以报告、仪表板或趋势图的形式访问此信息。



操作模式和安全

实施的全面安全模型可根据定义的用户或群组允许或拒
绝访问不同功能， 可对此模型进行全面配置，以实现高
度定制化的安全方案。

所有对象都在预定义的一套模式下操作，包括：

操作员 – 通过 HMI 控制

程序 – 通过应用代码控制

覆盖 – 可绕开选定的互锁和允许条件的位置

维护 – 会绕开所有互锁、允许条件以及内部检查的位置

手动 – 由硬连线控制站控制

报警状态模型

PlantPAx® 系统实施的是过程行业报警系统管理 ANSI/
ISA-18.2-2009 中规定的完整的状态模型， 可提供三种
机制来避免报警指示时间长的问题，分别是抑制、搁置
和禁用。搁置机制利用操作员发起的方法避免报警在
可配置的时间段内进行指示。  

若搁置的报警未被确认，则可继续正常工作，而不会转
换为未确认状态。搁置计时器时间到后，报警可由操作
员取消搁置，也可通过程序逻辑取消搁置。后者会创建
由交接班等事件触发的取消搁置逻辑，从而可确保报
警不会因疏忽而被搁置。

抑制机制利用由控制逻辑发起的方法通过程序设定来
避免报警根据过程状态或条件进行指示。

若抑制的报警未被确认，则可继续正常工作，而不会转
换为未确认状态。抑制状态可实施“按设计抑制”逻辑，
例如，可在设备不使用时抑制报警。

禁用机制利用由维护发起的方式停用报警，不需要修
改底层的控制逻辑。

被禁用的报警不会转换报警状态，也不会记录在历史
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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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对象的下载地址

可从产品兼容性下载中心下载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对象，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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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签订 TechConnect SM 合同方可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