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VIEW 800
图形终端
针对智能机器的可视化解决方案

开始

独立机器可视化

商业环境可誉为瞬息万变。
您需要利用智能机器来全程了解运营状
况，确保适时地做出可付诸行动的决策，从而实现高效运营。

Rockwell  Automation®  微型控制系统为独立机器开发提供可全

面扩展的集成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作为微型控制系统的组成部

分，PanelView™ 800 图形终端提供高性能控制及可视化解决方案，
能够在微型和小型系统之间任意伸缩调整。
该系列产品能够让您的
机器更智能、更高效、更互联。

PanelView 800 图形终端配备高速处理器和高清显示屏，支持选配

便于操作员输入的键盘或触摸屏。
同时还提供远程监控功能。
因此，
该系列产品能够有效帮助您的独立机器满足中小规模应用的各类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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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卓越成效
兼容微型和小型控制器

支持多种通信协议

• 通过支持多种通信协议，显著缩短机器设置时间：

• 支持在中小规模应用中连接 Micro800™、MicroLogix™、CompactLogix™ 5370*
和 CompactLogix 5380** 控制器

- 串行通信 (RS-232、RS422/485)

• 图形终端和控制器之间支持 CIP 穿通和桥接模式，能够有效节省时间

-Modbus RTU/TCP 通信

• 通过控制器直接上传或下载应用程序，显著增强实用性

- EtherNet/IP 通信

-DNP3 和 DF1 通信

• 通过直接标签引用优化终端与 Micro800 控制器的连接

使用便捷

• 允许操作员通过虚拟网络计算 (VNC) 服务器来远程监控和配置终端，最大程度地
缩短停机时间

• 一步完成配方参数上传和下载，显著缩短编程时间

支持远程监控

安全的可视化解决方案

• 通过密码进行人员访问控制，增强终端安全性

• 支持开启或关闭未使用的 EtherNet/IP™ 或串行端口，限制非授权人员连接终端

EtherNet/IP™

• 提供多语种支持，提升操作员对终端的信息处理能力

• 支持在终端上修改或删除配方名称，从而提升操作效率
• 支持以 .csv 格式保存配方文件，离线备份或修改配方轻松便捷
• 支持导入和导出 .xlsx 格式的语言列表文件，简化维护工作

• 支持使用交叉引用浏览器以查找和定位标签，令编程更加简便

Stratix® 2000
交换机

PanelView™ 800
图形终端

Micro850® 控制器
PowerFlex®
变频器

*不包括 CompactLogix 5370 控制器（产品目录号：1769-L37xxx）
**仅限 CompactLogix 5380 控制器（产品目录号：5069-L306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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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助力
开发工作
一体化设计软件带来便捷的数字工程体验。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通过人机界面 (HMI) 编辑
工具实现控制器编程和仿真以及设备组态和集成。该软件能够缩短初始
机器开发时间，并且支持在测试环境下评估和调试应用程序、自动重命名
变量等诸多特性。
  更多信息请访问 rok.auto/ccw

DesignStation

DesignStation  是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自带的
开发工具，能够提升用户体验，确保创建用于 PanelView 800 图形终端的
应用程序。
DesignStation 允许用户：

• 通过 Unicode 语言切换来简化终端语言配置

• 支持嵌入式变量，允许容纳更多的报警历史记录，从而通过报警信息实现机器状态
可见性
• 通过原生配方对象来缩短基本配方功能的编程时间

• 提供 Change Graphic Termina（图像终端切换）功能，在不同尺寸的图形终端之
间轻松复制应用程序，从而显著简化编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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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PanelView 800 图形终端
显示屏尺寸（水平和竖直安装）
产品目录号

4 英寸

7 英寸

2711R-T4T

480 x 272 WQVGA

分辨率

显示器类型

10 英寸

2711R-T7T

2711R-T10T

800 x 480 WVGA

800 x 600 SVGA

宽屏 TFT 液晶触摸屏
40,000 小时

显示屏使用寿命

65K 色

色彩数

LED

背光

处理器：CPU 速度

电阻式触摸屏和轻触功能键

操作员输入

运行内存和系统存储空间

800 MHz

电阻式触摸屏

运行内存：256 MB，存储空间：256 MB
有

带电池的实时时钟
软件

–

附件/产品目录号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版本 8 或更高版本
7 英寸适配器安装板套件/
2711R-APK7

10 英寸适配器安装板套件/
2711R-APK10

更多信息和特性对比参阅 PanelView Operator Interface Portfolio Features Comparison（PanelView 操作员界面产品线特性对比，
出版号：2711P-SP011） 和 Visualization Solutions Selection Guide（可视化解决方案选型指南，出版号：VIEW-S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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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了解更多信息

  访问 rok.auto/pv800

  登录 rok.auto/pv800videos 观看自定进度教程，实现效率飞升
  通过微型控制系统实现机器自动化

罗克韦尔自动化认识到，技术领域日益趋向于使用包容性术语，而自身行业及本出版物中当前使用的部分术语不符合这一趋势。
我们正与业内同行积极合作来寻找替代术语，并且努力对我们的产品和资料实施变更。
在实施变更的过程中，我们仍将在资料中
使用这些术语，敬请谅解。

Allen-Bradley、CompactLogix、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expanding human possibility、Micro800、Micro850、
MicroLogix、PanelView、PowerFlex、Rockwell Automation、Stratix 和 TechConnect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商标。
EtherNet/IP 是 ODVA 有限公司的商标。
不属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商标是其各自所属公司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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