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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用户信息 

在安装、配置、操作或维护本产品之前，请阅读本文件以及其他资源部分列出的有关安装、配置和操作此设备的文件。

用户需要了解所有适用规范、法律和标准的要求，除此之外，还需要熟悉安装和接线说明。 

应由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依照适用的操作规范，执行安装、调整、交付使用、使用、装配、拆卸及维护等活动。 

如果未按制造商指定的方式使用本设备，会削弱设备本身的防护作用。 

对于使用或应用本设备所导致的间接或后续性损害，Rockwell Automation, Inc. 概不负责。 

本手册中的示例和图表仅供说明之用。由于任何特殊安装都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要求，因此，对于按照示例和图表使

用产品所产生的后果，Rockwell Automation, Inc. 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于使用本手册所描述的信息、电路、设备或软件的情况，Rockwell Automation, Inc. 不承担专利责任。 

未经 Rockwell Automation, Inc. 书面许可，禁止复制本手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本手册通篇都会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说明注释来提醒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标识可能导致暴露于危险环境从而造成人员伤亡、财物损害或经济损失的做法或环境的相关信息。 

 

 
注意：标识可能导致人员伤亡、财物损害或经济损失的做法或环境的相关信息。注意事项可帮助您识别危险，避开

危险，以及意识到后果。 

 

重要 标识对成功应用和了解产品至关重要的信息。 

还会在设备上或内部使用标签来提供具体预防措施。 

 
电击危险：标签可能贴在设备（例如驱动器或电机）上或内部，提醒人们可能存在危险电压。 

 

 
烧灼危险：标签可能贴在设备（例如驱动器或电机）上或内部，提醒人们设备表面可能达到危险温度。 

 

 
弧闪危险：标签可能贴在设备（例如驱动器或电机）上或内部，提醒人们可能发生弧闪。弧闪将导致重伤或死亡。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置 (PPE)。遵循安全作业方法和个人防护装置 (PPE) 的全部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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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入门指南》为您提供安装、浏览和使用 FactoryTalk Linx 的信息。 

重要提示： 《入门指南》随您的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 DVD 提供，采用的

是可移植文件格式 (PDF) 文件格式。本文件必须使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软件查看。 

本节包括以下信息： 

• 目标读者 

• 查找其他信息 

• 法律声明 

读者应熟悉： 

•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 Allen-Bradley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 Rockwell Automation PLC 编程工具 
•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有关 FactoryTalk Linx 的附加信息，请参考以下资源： 

 

帮助包括了产品的概述、步骤、屏幕和参考信息。帮助包含以下基本部

分： 

• 概述主题 

• 快速入门主题 

• 分步指导步骤 

• 对话框说明 

要在使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时查看帮助，请执行以下操

作： 

• 从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主窗口上的帮助菜单中选择

目录，然后选择 FactoryTalk Linx 帮助，或者 

• 单击任何 FactoryTalk Linx 对话框或属性界面上的帮助，或者 

• 按 F1，或者 

• 从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 > Rockwell Software > FactoryTalk 工具 

> FactoryTalk 帮助 >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电子版的发行说明提供了为有效使用 FactoryTalk Linx 所必需的硬件和

软件列表，同时还说明了已知异常、已修复的异常以及当前版本的新增

功能。 

关于本出版物 

目标读者 

查找其他信息 

帮助 

发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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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 DVD 中找到发行说明。所有 

FactoryTalk 组件（包括 FactoryTalk Linx）的发行说明均可从 FactoryTalk 

帮助中获得。FactoryTalk 帮助可从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或从 Windows 开始菜单启动，如上节所述。 

Rockwell Automation 客户支持中心提供了大型联机数据库，其中包括常

见问题解答以及最新的修补程序。“知识库”网页可转到一个可搜索的综合

数据库，其中包含了所有 Rockwell Automation 产品的支持信息。 

要访问“知识库”网页，请访问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然

后选择知识库支持中心。 

有关安装和使用 FactoryTalk Linx 软件的问题由 Rockwell Automation 客

户支持中心处理。此中心负责接听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电话，工作时间

为美国东部时区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 8 点到下午 5 点，美国节假日除

外。 

要与客户支持中心联系，请致电 440-646-3434 并按提示操作。对于美国

或加拿大以外地区，请访问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app/phone 查找当地号码。 

当您致电时，应该在计算机旁并准备好提供下列信息： 

• 产品版本号 

• 所用硬件的类型 

• 屏幕上显示的任何错误或消息的准确文字。 

• 有关所发生问题以及问题发生时您正在执行的操作的说明 

• 有关如何尝试解决该问题的说明 

Rockwell Automation 提供广泛的培训计划，包括从常规班级课程到在客

户现场进行的定制班级。 

如果希望了解有关培训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Rockwell Automation 网

站或联系 Rockwell Automation 培训联系人。网站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可以

在本文件的封底找到。 

Rockwell Automation 提供专家咨询和轻松部署服务，以最佳利用 

Rockwell Software 产品。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代表。 

 

 

 

知识库 

技术支持 

培训计划 

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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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well Automation 在 Rockwell Automation 网站的法律声明页面上发

布法律声明，例如隐私策略、许可证协议、商标信息披露以及其他合同

条款。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您可以打开位于硬盘驱动器上产品安装文件夹中的 license.rtf 文件以查

看 Rockwell Automation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 

此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Rockwell\license.rtf. 

开源软件许可证 

本产品所含的软件包括基于一个或多个开源许可证许可的受版权保护型

软件。 

在硬盘上打开产品 OPENSOURCE 文件夹中的 index.html 文件，即可查

看本产品中所有开源软件的完整列表及其相应许可证。 

此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Rockwell\Help\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Release Notes\OPENSOURCE\index.htm 

可从本产品所含开源包各自的网站上获取对应的源代码。此外，还可通

过 Rockwell Automation 网站上的联系表格联系 Rockwell Automation，

获取完整的对应源代码：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about-us/contact/contact.page

请在请求文本中包含“开源”。 

  

法律声明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legal-notices/overview.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about-us/contact/contact.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about-us/contact/contac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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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1 

欢迎使用 FactoryTalk Linx 

本章包括以下信息： 

• 什么是 FactoryTalk Linx？ 

• 功能与优势 

• 基本概念综述 

• 安装和配置清单 

FactoryTalk® Linx™ 是一个 FactoryTalk® 实时数据服务器，通信服务旨在

将来自 Allen-Bradley® 控制产品的控制系统信息传递给 Rockwell 

Automation FactoryTalk® 软件产品组合和 Studio5000® 设计软件。当 

FactoryTalk Linx 可以与大多数 Allen-Bradley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和许多其他控制产品通信时，专门对其进行优化以与使用 EtherNet/IP 

的 LOGIX 5000™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 配合使用。从而可以提供

最高数据速率和最大容量，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自动化网络和控制系统

操作的影响。FactoryTalk Linx 提供一个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支持小型应

用程序在单个计算机和单个控制器上运行，以及大型分布式和冗余数据

服务器配置与许多控制器通信。 

一个 FactoryTalk Linx 配置包括以下部分： 

• 一个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应用程序和用于指定系统中每

个主要软件组件的可选区域及其工作站或网络位置 

• 系统中单台或多台计算机上的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配置 

• 通信设备及其设置（例如，节点、波特率等）列表。 

• 设备驱动程序及其关联属性。 

• FactoryTalk Linx 可与其通信（即，进行数据交换）的潜在目标设

备的列表。 

• 快捷方式。快捷方式是表示要连接的设备及该设备所包含的数据

的名称。应用程序可通过与快捷方式相关联的通信路径确定数据

所在的位置。 

对于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应用程序，用户可以使用设计软

件、FactoryTalk View Studio 预配置运行时应用程序所需的基于 

什么是 FactoryTalk Lin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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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Talk Linx 的通信。此外，您还可以使用 PanelView Plus 终端上基

于 Windows CE 的工具编辑配置。 

FactoryTalk Linx： 

• 随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FTSP) 一起交付和安装，包含在

大多数 Rockwell Automation 软件产品中。FactoryTalk Linx 也包

含在 PanelView Plus 电子操作员界面 (EOI) 终端的固件交付清单

中。 
提示

：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安装程序包括几个有用的工具。

使用 FactoryTalk Live Data 测试客户端与 FactoryTalk Linx 相连

，以读取数据并向控制器直接写入数据。有关 FactoryTalk 

Live Data 测试客户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联机帮助。 

• 作为使用该服务的每个软件包中的嵌入式组件进行访问。使用通

过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设计环境（如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或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启动的通信设置编辑器配置 

FactoryTalk Linx。 

• 自版本 6.00.00 起，可通过嵌入到 Studio 5000 和其他 Rockwell 

Automation 设计软件中的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控件直接

配置 EtherNet/IP 网络驱动程序。 

• 使用 FactoryTalk Live Data 可从任何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对控制

器和设备数据进行访问。 

• 针对 LOGIX 5000 通信进行了高度优化。 

• 自版本 5.30.00 起，支持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有关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联机帮助。 

• 自版本 5.30.00 起，网路应用程序提供以下选项：当主服务器发生

故障时，指定辅助或冗余服务器接管服务。 

• 自版本 5.60.00 起，可使用设备的电子数据表 (EDS) 文件中指定

的参数直接从设备读取数据 

• 自版本 5.70.00 起，可通过非请求消息直接接收来自 LOGIX 5000 

控制器的数据。 

• 自版本 5.70.00 起，可以与 Micro800 控制器进行通信 

• 自版本 5.80.00 起，可以从支持 ODVA CIP Energy Object 的设备

中读取 Energy 使用信息。 

• 自版本 5.90.00 起，可以读取 LOGIX 5000 标签扩展属性（如 

@Min、@Max、@Description），并将其传递到 FactoryTalk View 

功能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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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对于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此功能得到了强

化以改善读取性能，并增加了使用与标签间接相关的信息提供描

述的功能。此功能允许 FactoryTalk View SE Client 获取未直接分

配描述的标签元素的描述。这类似于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的描述传递功能。 

• 自版本 5.90.00 起，当 LOGIX 5000 标签请求的外部访问在 Logix 

Designer 中切换至无访问时，会移除这些请求，并且可在控制器

运行时从中移除标签。 

• 自版本 5.90.00 起，允许禁用与特定 LOGIX 5000 快捷方式的通

信，以降低已禁用或处于脱机状态的 LOGIX 5000 控制器的影响 

• 自版本 6.00.00 起，可访问 LOGIX 5000 基于标签的报警属性

（如 @Alarm…） 

• 提供各种通信驱动程序和路由选项。 

• 支持在小型系统中使用本地应用程序（也称为单机应用程序），

以及在大型系统中使用网络应用程序（也称为分布式应用程

序）。 

• 自版本 6.00.00 起，允许为单个 LOGIX 5000 控制器配置两条冗

余快捷方式路径，以支持高可用性系统在禁用通过网络的路径时

保持通信。 

• 自版本 6.00.00 起，允许为冗余 ControlLogix 版本 31.5x 系统中

的主和辅助 LOGIX 5000 控制器配置两条快捷方式路径，以在发

生冗余切换操作时保持通信。 

• FactoryTalk Linx 6.00.00 针对 Studio 5000 和 ControlFLASH 新增

了提供通信和浏览服务的能力。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扩

展了此功能以支持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CCW) 版本 

12.00.00 和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版本 9.00.00。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00.00 对虚拟背板和 USB 驱动程序进行

了更新，并由 Microsoft 签署，从而允许它们在启用了 Windows 

10 安全启动程序的工作站上运行。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扩展了此功能，以包括与 1784-PCICS 和 1784-PCKTS 卡相关联的

驱动程序。在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中，1784-PKTX 驱动

程序由 Microsoft 签署以支持 Windows 10 安全启动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新增了独立版 FactoryTalk Linx 网络

浏览器，可通过 Windows“开始”菜单启动。之前，此组件只能通

过其他 Rockwell Automation 软件（例如 ControlFLASH 和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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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Logix Designer）启动。网络浏览器可用于显示网络，以确定

系统中处于活动状态的设备。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新增了 FactoryTalk 安全产品策略，

为授权用户提供更多通过配置实现的控制功能。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新增了 FactoryTalk 审核消息记录，

以跟踪 FactoryTalk Linx 的配置更改。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支持 Logix5000 V32 控制器中的新

功能，可在运行的控制器上更改结构成员和标签的名称。当 

FactoryTalk Linx 检测到重命名操作时，会立即停止请求旧名称，

并将适当的错误状态信息反馈给请求数据的 FactoryTalk 软件，从

而更容易地定位到受重命名操作影响的其他软件。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新增了使用不受保护的 PLC-2 写操

作接收非请求消息的功能。这样一来，允许 Logix5000 或早期控

制器使用 FactoryTalk Linx 将信息发送至 FactoryTalk 软件包。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更改了端口以太网驱动程序的“监听 

EtherNet/IP 封装端口”（端口 44818）的默认设置，从而使 

FactoryTalk Linx 对网络浏览请求作出响应并接收来自 Logix5000 

控制器的非请求消息。RSLinx Classic 版本 4.00.01 或早期版本中

默认分配此端口，但在版本 4.10.00 中更新为不分配此端口，以降

低这两个软件包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0.00 新增了在单 Windows 操作系统上

配置两个独立的数据服务实例的功能。该版本允许应用程序包含

更多标签、数据客户端（例如 HMI 客户端）和/或控制器，而不

影响其他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11.00 新增了使用 CIP 安全与 FactoryTalk 

策略管理器建立安全加密通信的功能。有关 CIP 安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FactoryTalk Policy Manager 联机帮助。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了对支持 Open Device Vendors 

Association (ODVA) 通用工业协议 (CIP) 的设备内部信息的访问功

能，通过将类、实例和属性 (CIA) 消息传递与快捷方式类型 CIP 

Object - Class/Instance/Attribute Message 结合使用来实现。 

• FactoryTalk Linx 的 FactoryTalk Security 策略已改进，以便从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控制用户功能并控制对 CIA 消息传递

的访问。 

• 与 FactoryTalk Linx Gateway 结合使用时，可以为第三方产品在 

FactoryTalk 系统中建立标准 OPC 连接。有关 FactoryTalk L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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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Gateway 帮助。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了对支持 Open Device Vendors 

Association (ODVA) 通用工业协议 (CIP) 的设备内部信息的访问功

能，通过将类、实例和属性 (CIA) 消息传递与快捷方式类型 CIP 

Object - Class/Instance/Attribute Message 结合使用来实现。 

• 自版本 6.20.00 起，FactoryTalk Linx 支持数据类型为 LINT、

ULINT、LREAL、USINT、UINT 和 UDINT 的标签通信。 

• 自版本 6.20.00 起，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支持基于 Logix 

的报警和事件。 

• 自版本 6.20.00 起，使用请求消息传递方式的 FactoryTalk Linx 可

以通过 DH+ 网络与使用 PLC-5 或 SLC-5 消息传递方式的 Allen-

Bradley 控制器进行通信，而无需在计算机上安装 1784-PKTX 卡。

使用 1756 EtherNet 模块通过 ControlLogix 机架桥接到 1756-

DHRIO 模块所连接的 DH+ 网络，以此实现该功能。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了在 FactoryTalk Linx 浏览器 

> 配置驱动程序对话框中配置现有驱动程序的功能。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了查看新的 CIP 身份对象制造

商信息的功能，其中包括目录号、制造日期、硬件版本、保修和

系列。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了 FactoryTalk 审核信息，以

诊断通过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所做的配置更改。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的功能允许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浏览 5094 IO HART 模块并在拓扑中显示 HART 连接

的设备。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的功能允许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访问设备统计信息以便诊断设备。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的功能允许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访问设备配置以帮助配置设备的端口和网络配置。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的功能允许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启动网络浏览器以打开设备嵌入的 Web 页面。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的功能允许 FactoryTalk 和 

PanelView Plus V12 终端访问四个属性 @Name、@Quality、

@Timestamp 和 @Scope。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的功能允许 FactoryTalk 和 

PanelView Plus V12 终端访问 PlantPAX 控制器扩展标签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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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Instruction、@Label、@Area、@URL 和 

@Navigation。 

• 自版本 6.20.00 起，FactoryTalk Linx 更改为利用设备的网络路径

来存储设备在系统中的位置，从而用户可以使用设备的 IP 地址和

机架中的插槽号来配置和存储快捷方式路径。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提供中文、德语、法语和日语本地

化用户界面（只有在安装了相同本地化版本的 FactoryTalk View SE 

后，才能安装本地化的 FactoryTalk Linx）。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了在指定时间后关闭未使用连

接的功能。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新增了以下功能：为使用 DHRIO 

模块连接到 PLC/SLC 控制器的处理器快捷方式指定最大连接数。 

在开始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使用 FactoryTalk Linx 之

前，应该先理解有关 FactoryTalk 和 FactoryTalk Linx 的一些基本概念。

有关 FactoryTalk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帮助。 

原称为 FactoryTalk Automation Platform 的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是一个底层架构，也是一组服务，可用作构建 Rockwell Automation 软件

产品的基础。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 提供常规服务（例如，诊断消息、健康监控服务和实时数据访

问），并支持在整个自动化系统中共享现场资源（例如，标签和

图形画面）。 

• 允许定义现场资源一次，并支持跨产品范围同时访问这些资源。 

• 支持集中式安全服务。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包括以下组件： 

• FactoryTalk Directory 
• FactoryTalk Live Data 
•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FactoryTalk Directory 共享公用地址簿，它会自动找到现场资源并提供对

它们的访问，如数据标签和图形画面。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包括两个分开的目录： Local Directory 和 

Network Directory.。在 Local Directory（一种目录服务器）中，所有工程

信息和所有相关软件产品都位于一台计算机上。本地应用程序不能跨网

基本概念综述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FactoryTalk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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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共享。Network Directory 对来自网络上的多台计算机上的多个 

FactoryTalk 产品的工程信息进行组织。 

FactoryTalk Live Data 管理 FactoryTalk 产品与数据服务器之间的连接。

它从 OPC-DA（开放式平台通信 - 数据访问）服务器和 Live Data 服务

器读取数值并写入数值，替代客户端软件操作，如 FactoryTalk View 和 

FactoryTalk Transaction Manager。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收集并提供在整个 FactoryTalk 系统中生成的活

动、状态、警告和错误消息的访问。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是一款独立式工具，支持用户配置和

管理启用了 FactoryTalk 的应用程序及 FactoryTalk Linx 配置。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的“通信”选项卡还允许配置网络驱

动程序、浏览并查看已配置网络上发现的可用设备。 

FactoryTalk Security 

FactoryTalk Security 提供集中式安全服务，能够控制自动化系统访问权限

，保护单个 FactoryTalk 产品的功能安全。通过为单个功能设置权限，可

限制用户或用户组执行安全操作。有关配置 FactoryTalk Security 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中的主题 关于 FactoryTalk Security。 

应用程序可以整理工程信息，包括数据服务器、HMI 服务器、报警和事

件服务器等元素。应用程序使这些工程信息可供 FactoryTalk 系统中所有

启用了 FactoryTalk 的产品使用。 

• 网络应用程序保存在 FactoryTalk Network Directory 中。工程信息

和与工程相关的软件产品可以全部位于单台计算机（工作站）上

，也可以位于分布在网络中的多台计算机上。特定网络应用程序

中的所有计算机共享一个位于网络计算机上的公共 Network 

Directory 服务器。 

• 本地应用程序保存在 FactoryTalk Local Directory 中。工程信息位

于独立计算机中，只可用于安装在同一台本地计算机上的软件产

品。本地应用程序不接受远程访问，也不能与网络应用程序共享

工程信息。 

要编辑 FactoryTalk Linx 配置，请按如下步骤使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或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 在网络（分布式）应用程序中，可以使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或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FactoryTalk Live Data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本地应用程序与网络应

用程序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和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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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地应用程序中，您可以使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进行本地或远程编辑，也可以在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内进行本地或远程编辑。 

• 要编辑一个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工程，可根据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的具体需求使用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FactoryTalk Linx 由设计时组件和运行时组件组成。设计时组件提供的用

户界面可用于设置最终由运行时组件使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和快捷方

式。根据此配置数据，运行时组件在运行时操作中执行接收到的读/写请

求。 

以下清单用于引导用户完成安装和配置过程。 

 

 步骤 描述 请参见： 

 1. 阅读并理解《FactoryTalk Linx 入门指南》。 本指南。 

 2. 规划系统。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帮

助中的“关于 FactoryTalk 系统”

。 

 3. 验证您的个人计算机是否符合最低 

硬件和软件要求。 

“最低系统要求” 参考页数 23 

 4. 安装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和  

FactoryTalk Linx。 

“安装 FactoryTalk Linx” 参考页

数 25 

 5. 配置 FactoryTalk Security。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帮

助中的“保护 FactoryTalk 系统

的安全”。 

 6. 配置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应用程

序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帮

助中的“管理应用程序”。 

 7. 添加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 “将 FactoryTalk Linx 添加到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 参考页

数 30 

 8. 指定常规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 

属性。 

“定义常规服务器属性” 参考

页数 37 

 9. （可选）设置冗余服务器在主服务器出现

故障时接管服务（仅限网络应用程序）。 

“设置 FactoryTalk Linx 以支持

冗余服务器（可选）” 参考

页数 37 

 10. （可选）设置基于设备的报警选项。 “设置 FactoryTalk Linx 以支持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可选）” 参考页数 38 

设计时与运行时 

安装和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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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描述 请参见： 

 11. 添加驱动程序和设备。 “添加驱动程序” 参考页数 39 

 12. 创建指向目标设备的快捷方式。 “创建快捷方式” 参考页数 41 

 13. 使用 FactoryTalk Live Data 测试客户端测试系

统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帮

助中的“测试 FactoryTalk 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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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2 

安装 FactoryTalk Linx 

FactoryTalk Linx 支持两种安装方式：通过设置向导安装以及通过命令行

语法自动安装。本章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方法来阐述安装步骤。 

本章包括以下信息： 

• 最低系统要求 

• 安装 FactoryTalk Linx 软件 

• 更新现有安装 

通过命令行语法自动安装可减少用户交互，并提供命令行参数来安装 

FactoryTalk Linx。请参见通过命令行语法安装 FactoryTalk Linx 参考页数 

79。 

要使用 FactoryTalk Linx，您的个人计算机必须符合以下最低软硬件要求

： 

 

FactoryTalk Linx 需要以下硬件： 

• Intel Core i5 标压处理器 

• 4 GB 内存 

FactoryTalk Linx 仅在从原始 Microsoft® 介质安装的操作系统上进

行了测试。FactoryTalk Linx 在以下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64 位

版本上运行。 

• Windows 10 Enterprise（64 位） 

• Windows 10 Professional（64 位） 

有关服务要求和其他重要信息的详情，请参见 Microsoft® 网站上

的 Windows Lifecycle FAQ 和 Windows as a Service (WaaS) 主题。 

• Windows 10 Semi-Annual Channel v1803、v1809、v1903、v1909 和 
v2004 

Windows 10 Semi-Annual Channel 受 Microsoft 现代生命周期策略

管辖。请参见 Microsoft 网站了解详细信息。 

系统要求 

硬件要求 

软件要求 



章节 2  安装 FactoryTalk Linx 
 

24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LNXENT-GR001U-ZH-E - 2020 年 9 月  
 

•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2016 Long Term Servicing Branch (LTSB) 
•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2019 Long-Term Servicing Channel (LTSC) 

Windows 10 LTSC is governed by the Microsoft Fixed Lifecycle Policy.请

参见 Microsoft 网站了解详细信息。 

• Windows Server 2012 Standard（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Datacenter（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6 Standard（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9 Standard（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9 Datacenter（64 位） 

**支持 Allen-Bradley 61xx 系列工业计算机、Allen-Bradley 

VersaView 5400 工业计算机、CompactLogix™ 5480 系列控制器和 

ControlLogix 1756 计算模块。 

有关 Windows 10 对 Rockwell Software 产品 FactoryTalk 套件的支持的

附加信息，请参见知识库文档 ID: IN4493 - Windows 10 Support for the 
FactoryTalk Suite of Rockwell Software products 

有关软件平台支持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ompatibility/#/scenarios。 

软件兼容性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经过测试，与以下 Rockwell 

Automation 产品兼容： 

•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版本 33.00.00 

• 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 版本 7.00 

• ControlFLASH 版本 15.01 

• ControlFLASH Plus 版本 1.01 

•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版本 6.20.00 

•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版本 6.20.00 

• FactoryTalk View 版本 12.00.00 

• FactoryTalk Linx Gateway 版本 6.20.00 

• FactoryTalk Linx OPC UA 连接器版本 6.20.00 

• FactoryTalk Activation 版本 4.04.14 

软件兼容性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app/answers/answer_view/a_id/964391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app/answers/answer_view/a_id/96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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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yTalk Batch 版本 14.00 

•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版本 12.00.00 

•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版本 9.00.00 

• EDS 子系统版本 33.0.9.0 

 

 

FactoryTalk Linx 是 FactoryTalk Services 的组件。FactoryTalk Services 安

装向导支持安装一系列 Rockwell Software 和必备软件，包括： 

Rockwell Software 

•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版本 6.20.00 

• FactoryTalk Activation Manager 版本 4.04.14 

•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20.00 

• FactoryTalk Linx OPC UA 连接器版本 6.20.00 

•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版本 6.20.00 

• Rockwell Automation USB CIP Driver v3.18.06（适用于 32 位操作系

统） 

• Rockwell Automation x64 Driver v2.01.01（适用于 64 位操作系统） 

必备软件 

•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版本 6.20.00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2 
• Microsoft Visual C++ 2017 Redistributable (x86) 14.14 
• Microsoft Visual C++ 2017 Redistributable (x64) 14.14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Native Client 11.4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Native Client x64 11.4 
• Microsoft ODBC Driver 13.1 for SQL Server 13.1.811 
• Microsoft ODBC Driver 13.1 for SQL Server x64 13.1.811 
• OPC .NET API 2.01 
• Windows Firewall Configuration Utility 1.00.11 
• Wibu CodeMeter Runtime Kit v6.60 

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Rockwell Software 产品安装到单台个人计算机。 

重要提示： 安装或配置 FactoryTalk Linx 的用户在安装或配置该软件的计算机上必须

具有 Windows 的管理权限。例如，Windows 域管理员帐户具有这些权限。 

要安装 FactoryTalk Linx 软件 

1. 启动 Windows 操作系统。 

2. 将 FactoryTalk Services DVD 插入 DVD-ROM 驱动器。 

必备软件 

安装 FactoryTalk Linx 



章节 2  安装 FactoryTalk Linx 
 

26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LNXENT-GR001U-ZH-E - 2020 年 9 月  
 

• 单击开始，然后单击运行。将显示运行对话框。 

• 在打开控件中，键入 x:\setup（其中 x 是包含 FactoryTalk 

Services DVD-ROM 的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确定。 

3. 如果计算机上未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或更高版本，

则会显示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安装对话框。单击安装。 

4. 在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对话框中，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立即安装，使用默认设置启动软件安装。 

• 单击自定义选择要安装的产品，或指定要安装该软件的其他驱

动器，然后单击安装。 

（可选）如果内存不足，请清除注册 EDS 文件复选框。不过，

清除该复选框会关闭 EDS Parameter 快捷方式功能。 

5. 在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对话框中，阅读协议后单击全部接受来继续

安装，或者单击拒绝来返回上一个页面。 

6. 当安装过程中系统提示重启计算机时，单击立即重启以重启计算

机并继续安装，或者单击稍后重启以暂停并退出安装。 

7. 在完成安装！对话框中，单击关闭退出安装。同时，还可以执行

以下操作： 

• 单击安装总结查看安装细节。 

• 单击注册更新了解如何接收关于产品修补程序的电子邮件更

新。 

• 单击免费下载安装 Adobe Acrobat Reader。打开 FactoryTalk Linx 

入门指南与其他文档时需要 Adobe Acrobat Reader。 

8. FactoryTalk Linx 安装完成。安装完软件后，将 FactoryTalk 

Services DVD 从 DVD-ROM 驱动器中取出，并将其存放在安全的

位置。 

本次发布中将 RSLinx Enterprise 重命名为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00.00。升级 FactoryTalk Linx 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在安装 FactoryTalk Linx 的计算机上必须具有 Windows 的管理权

限。例如，Windows 域管理员帐户拥有这些权限。 

• 确保将 FactoryTalk Linx 与兼容的 Rockwell Automation 产品安装

到一起。 

要从以前的软件版本升级，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停止当前版本的 RSLinx Enterprise 或 FactoryTalk Linx。 

更新现有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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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FactoryTalk Services 产品 DVD 插入 DVD-ROM 驱动器。按屏

幕上的顺序执行安装步骤。如需了解相关安装步骤，请参见安装 

FactoryTalk Linx 参考页数 25 。 

 
重要提示： 安装较新版本的 FactoryTalk Linx 6.00.00 或更高版本时，计算机上

的旧版本 RSLinx Enterprise 将自动卸载。 

3. 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要提示： 安装 Rockwell Automation 产品后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安装

多个产品，则在安装完所有产品后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要在当前已经安装其他启用了 FactoryTalk 的产品的 Windows 平台

上安装 FactoryTalk Linx，则必须首先验证这些产品的 CPR 编号是否相

同。用户可从开始 > 控制面板 > 程序和功能执行此操作（通过小图标

查看）。 

CPR 编号随产品一同显示。如果存在较早版本的产品，则必须卸载这些

产品（卸载顺序为：FactoryTalk Activation Manager >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 FactoryTalk Diagnostics），并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使用安装 

DVD 安装合适的版本。 

如果 CPR 版本兼容，则使用以下步骤验证是否安装了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1. 选择开始 > 控制面板 > 程序和功能（通过小图标查看）。 

2. 右键单击程序列表中的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3. 选择更改启动安装向导。 

4. 从程序维护屏幕中，选择修改。 

5. 验证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的安装状态。 
 

更新已经安装启用了 
FactoryTalk 的产品的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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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3 

启动 FactoryTalk Linx 并浏览用户界面 

本章包括以下信息： 

• 启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 基本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用户界面组件 

• 将 FactoryTalk Linx 添加到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 

• 什么是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 

• 浏览通信设置编辑器 

•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 

FactoryTalk Linx 从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内启动。要启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请使用以下步骤： 

1. 从“开始”菜单选择程序 > Rockwell Software >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2. 选择要使用的 FactoryTalk Directory。有关网络和本地应用程序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本地应用程序与网络应用程序。 

 

 

重要提示： 根据具体的安全设置，可能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打开应用

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帮助。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由以下基本用户界面组件构成： 

启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用户界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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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描述 

1 “浏览器”窗格包含应用程序选项卡和通信选项卡。 

2 应用程序选项卡以创建时的树状目录形式显示应用程序。通过应用程序选项

卡，可以查看和管理应用程序。使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可添加对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内数据服务器的引用，例如 FactoryTalk Linx。 

有关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创建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帮助。 

3 通信选项卡从当前使用的计算机提供显示。通过通信选项卡，可以浏览计算

机在网络上能访问的设备（类似于 RSLinx Classic 中的 RSWho），并以树状目

录形式进行显示。树目录由网络、机架、设备和服务组成。此选项卡的状态

栏显示计算机处于联机还是脱机状态，以及是否正在浏览。 

4 工作区是启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时显示的一个空窗格。从浏览器

窗格启动 FactoryTalk Linx 时，将在工作区中打开通信设置编辑器。 

 

要开始使用安装好的 FactoryTalk Linx，必须首先将其添加到 FactoryTalk 

Linx 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是在 FactoryTalk Directory 中创建的。使用

以下步骤将 FactoryTalk Linx 添加到一个应用程序。 

1. 在浏览器窗口中，将光标放置在要向其添加 FactoryTalk Linx 服务

器的区域或应用程序中。 

2. 右键单击该区域或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添加新服务器 > Rockwell 

Automation 设备服务器 (FactoryTalk Linx)。 

将 FactoryTalk Linx 添加

到 FactoryTalk 应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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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选项卡中，设置服务器属性。 

添加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以包含更多标签、数据客

户端（例如 HMI 客户端）和/或控制器，且不影响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1 服务器。 

4.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5. 要修改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的属性，右键单击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图标，然后选择属性。 

6. 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选项卡中，根据需要更改信息，

然后单击确定。 

如何创建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 

1. 从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或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的浏览器窗口中，将光标置于要向其添加 FactoryTalk Linx 服务

器的区域或应用程序中。 
提示

： 
要加快标签查找，建议每个区域只放入一个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 

2. 右键单击该区域或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添加新服务器 > Rockwell 

Automation 设备服务器 (FactoryTalk Linx)。 

3. 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选项卡中的服务器类型下拉列表下

，选择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然后单击确定。 

在版本 6.10 之前，只有一个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实例才能在工作站上

操作。在版本 6.10 中，FactoryTalk Linx 将支持与另一个实例的同步操作

。这样允许单个工作站增加其数据交付能力。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类似于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1 服务

，由 FactoryTalk Linx 创建，可在单个 Windows 操作系统上提供单独的

独立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该版本允许应用程序包含更多标签、

数据客户端（例如 HMI 客户端）和/或控制器，而不影响其他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在 FactoryTalk Linx 安装后启动。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或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中完成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的配置后，才可使用。 

什么是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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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不受 FactoryTalk View SE 本地

站点应用程序支持。 

•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仅适用于以太网驱动程序

。 

•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不受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或 PanelView Plus 支持。 

•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 服务器不支持非请求消息快捷方

式类型。 

•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支持 FactoryTalk Instance02 服务器

。 
 

使用“通信设置”编辑器以在 FactoryTalk Linx 配置中添加驱动程序、添加

设备、设置驱动程序和设备属性并设置设备快捷方式。 

要打开通信设置编辑器，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浏览器窗格中，展开应用程序树状目录中相应的应用程序。 

2. 展开 FactoryTalk Linx。 

3. 双击通信设置。将在工作区中打开通信设置编辑器。 

 

重要提示： 在运行时修改该数据可能导致意外结果。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中的“在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中进行运行时更改”。 

 

浏览 FactoryTalk Linx“通
信设置”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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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描述 

1 在设备快捷方式区域中，可以添加、移除和修改快捷方式并将快捷方式属

性应用到选定的快捷方式名称中。快捷方式是表示要连接的设备及该设备

所包含的数据的名称。将快捷方式与通信路径相关联可帮助应用程序查找

数据。 

2 选项卡带有通信树状目录控件，表示通信拓扑。取决于产品的不同，用户

可以看到以下选项卡： 

FactoryTalk View SE (Site Edition) 本地：主选项卡 

FactoryTalk View SE 网络：主选项卡和辅助选项卡（如果已选择服务器冗余

）。 

这些选项卡用于添加、移除和修改设备及驱动程序。 

右键单击通信树中的各个节点可显示菜单选项。 

3 模式指示用户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 

4 浏览状态指示 FactoryTalk Linx 是否正在浏览网络以确定是否存在其他设备

。 

5 快捷方式属性表指示与所选快捷方式相关联的属性。 

6 快捷方式选项指示与所选快捷方式类型相关联的选项。 

注意：如果在快捷方式类型中选择 Unsolicited Message，则在通信设置编辑

器的快捷方式类型下会显示以下快捷方式选项。对于其他任何快捷方式类

型（即处理程序、EDS 参数或符号），均不显示快捷方式选项。 

7 状态显示有助于配置快捷方式的消息。 

确定 保存更改并关闭通信设置编辑器。 

取消 关闭通信设置编辑器，但不保存当前更改。 

验证 显示所创建快捷方式及其关联状态消息的汇总。 

帮助 打开“帮助”。 

 

目标操作： 操作方法： 

在通信树上选择要对其应用快捷方式

的设备。 

左键单击此设备。如果所选择的设备有

效，将激活应用按钮。如果所选择的设备

无效，将显示一条状态消息 (6) 进行提示。 

开始浏览网络。 左键单击通信树中的网络。“浏览”状态 (4) 

表示“正在浏览”。 

或 

右键单击网络。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开始

浏览。 

停止浏览网络。 右键单击网络。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停止

浏览。 

查看或编辑属性界面。 右键单击设备或网络。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属性。 

查看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此菜单。 

右键单击与左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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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要打开设备的属性界面，在通过右键单击打开属性界面之前，请勿

左键单击设备将其选中。左键单击操作将选择一个快捷方式目标，

此目标可能是或不是选定快捷方式所需的目标设备。 

 

已在 FactoryTalk 中添加警告，提示您如果在开发环境中进行编辑，将对

运行时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如果通过对话框进行了更改，以下警告图

标： 

 

就会出现在可编辑的组件旁边。将鼠标光标悬停在图标上会显示以下消

息： 

“在运行时修改该数据可能导致意外结果。请参见帮助中的“在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中进行运行时更改”。 

如果通过菜单项进行编辑，将在单击菜单项时打开消息。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览器提供一个简单的用户界面，方便查看和导航

自动化系统拓扑并访问设备属性。该工具提供网络浏览器组件的独立式

版本，可与其他 Rockwell Automation 软件共享。该工具将共享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配置的 FactoryTalk Linx 驱动程序

。该工具还允许用户添加并配置新的驱动程序，也可方便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使用。 

 

FactoryTalk Linx 网络浏

览器 



章节 3  启动 FactoryTalk Linx 并浏览用户界面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LNXENT-GR001U-ZH-E - 2020 年 9 月 35 
 

网络浏览器创建并修改设备网络配置。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它与 FactoryTalk Linx 共享网络配置。 

注意： 以太网驱动程序中的设备列表功能只能在“网络浏览器”控件中

配置。 

可以使用网络浏览器对话框执行以下操作： 

• 在网络拓扑中导航，以找到设备进行交互 

• 添加和删除驱动程序 

• 编辑驱动程序设置 

• 配置搜索发现设置 

• 搜索之前发现的设备 

• 自动发现选择 

要访问网络浏览器的独立式版本： 

1. 单击 Windows 的“开始”菜单。 

2. 选择 Rockwell Software > FactoryTalk Linx > FactoryTalk Linx 浏览

器。 
提示

： 
通过单击配置快捷方式可以重新定向到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的快捷方式配置页面。 

有关更多信息，请单击网络浏览器中的帮助按钮。 

Use the general settings for the Network Browser to specify network 
configuration items and browser display information. Resize the Network 
Browser to see more or less of a network topology. 

Settings Icon Description 

Auto discover 
 

Enables the Network Browser to continuously discover the selected 
device or network branch. 

Configure Drivers  
 

Adds a driver on the computer to provide communications to a 
network and configures existing drivers for edit or delete. 

Advanced Settings  Opens Advanced Settings to configure network discovery settings. 

Zoom  
 

Increases (zoom in) or decreases (zoom out) the view of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Help 
 

Opens the help topics. 

Auto upload 参考页

数 67 
 

Enables the Network Browser to check all the devices, and 
automatic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EDS files for unknown devices in 
the selected device and its child devices. 

Manual upload 参考页

数 67  

Uploads and registers the EDS file from a selected device.  

Filter 参考页数 65 
 

Provides a filtered list of devices upon the searching criteria. 

Network Browser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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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Re-roots a view in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to give focus on a 
specific nod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ildren of that node. 

Refresh  
 

Instructs the browser to perform a discover cycle of the selected 
device or network branch immediately and update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with the results. Refresh is only active when Auto 
discover is not activated. 

Delete  
 

Used to remove a device from the network topology view in a 
computer. Observe these guideline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lete command:  
• Deleting a device from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does not remove 

the device from the network. After closing the Network Browser, 
all devices on the network return to the view when the Network 
Browser launches and discovers the devices. 

• Deleting a driver from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permanently 
removes the driver and all its child nodes.  

• Deleting a module with a network branch also removes the child 
nodes. 

Discover  Indicates discovery status. An animated icon indicates that the 
corresponding device is being discovered or a discovery cycle is in 
progress. A static icon indicates that browsing is complete.  

CIP Security Indicator  When the icon is in the tool bar, it works as a switch to show or hide 
the CI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status of a device. 
When the icon is in front of a device, it shows the device supports CIP 
Security and no configuration has been taken yet. 

CIP Security Indicator  Indicates the device is in the CI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process. 
CIP Security Indicator  Indicates the device is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with CIP security. 

User Log on/Log off  Used to log on or log off from the FactoryTalk Browser. The users and 
privileges are defined in FactoryTalk system. 
If there is no user log on to FactoryTalk Browser, the FactoryTalk 
Browser will run in read-only mode. 

Device Web Page  Used to open a web browser that allows a user to access a web page 
embedded within the device to view and edit device configuration, 
backup and restore settings, device status, and so forth.   
Note: the button / option is not displayed if the device does not 
contain an embedded web page or the device is connected to a 
network that is not directly reachable from a web browser (e.g. 
bridged network). 

Device Property 
 

Used to open the device properties dialog box based on the node 
selected. 

Device Statistics  Used to open a dialog box that displays information to help diagnose 
a device. 
Note: the button / option is not displayed for a device that does not 
provide access to its statistics. 

Configuration  Used to open th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based on the node 
selected. They can be driver configuration, device configuration, and 
bridge configuration. 
Note: the button / option is not displayed for a device that does not 
provide access to its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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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定义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 

本章包括以下信息： 

• 定义常规服务器属性 

• 设置 FactoryTalk Linx 以支持冗余服务器（可选） 

• 设置 FactoryTalk Linx 以支持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可选

） 

要启动通信设置编辑器，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图标下的浏览器中，

双击通信设置。此时将打开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对话框。 

 

本地和网络应用程序都要求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对话框的常

规选项卡上指定服务器属性。 

• 服务器名称为 FactoryTalk Linx，在创建服务器后不能更改。 

• 使用说明区域可以说明组件的位置、填写出现故障时的联系人或

电话号码、记录变更或版本信息。 

• 对于本地应用程序，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所在的计算机默认为 

localhost，并且无法更改。对于网络应用程序，单击浏览或键入计

算机名称，指定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所在的计算机。 

如果要设置冗余服务器，请单击冗余选项卡。否则，单击应用保存服务

器信息，然后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对话框的冗余选项卡中，可以设置辅助

（冗余）服务器，在 FactoryTalk Linx 主服务器服务中断时，辅助服务

器将接管服务。 

辅助服务器不能与主服务器位于同一台计算机上。只能为网络（分布

式）应用程序设置冗余数据服务器。 

注意： 对于 FactoryTalk View SE 网络站点应用程序，FactoryTalk View SE HMI 

服务器和 SE Client 必须位于同一台计算机上。FactoryTalk Directory 

服务器、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和 OPC 数据服务器可位于远

程计算机上。 

定义常规服务器属性 

设置 FactoryTalk Linx 以
支持冗余服务器（可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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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已在主计算机上配置 FactoryTalk Linx instance02，必须同样

在辅助计算机上配置 instance02 才能确保主服务器故障时数据通信稳定

。有关冗余服务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要设置冗余服务器，在冗余选项卡上： 

1. 选择使用辅助服务器提供冗余。 

2. 键入辅助服务器将在其中运行的计算机的名称，或单击浏览查

找并选择一台计算机。 

3. 选择切换选项。 

如果要设置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支持，请单击报警和事件选项

卡。否则，单击应用保存服务器信息，然后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属性对话框的报警和事件选项卡中，可以为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基于设备的报警监控配置选定的服务器。

在尝试设置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支持之前，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或在属性页上单击帮助。 

提示

： 
对于 v6.10，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仅限于 FactoryTalk Linx 

的第一个实例，而 V6.20 中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可以

使用 Intance02。 

 

设置 FactoryTalk Linx 以
支持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可选）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LNXENT-GR001U-ZH-E - 2020 年 9 月 39 
 

章节 5 

创建配置 

本章包括以下信息： 

• 添加驱动程序 

• 添加设备 

• 创建快捷方式 

要开始使用 FactoryTalk Linx，必须将一个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

添加到 FactoryTalk Directory。在添加了 FactoryTalk Linx 并配置了其属

性后，使用通信设置编辑器来添加驱动程序、设置驱动程序和设备属性

，并设置设备快捷方式。 

要启动通信设置编辑器，在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提供程序下的浏览器

中，双击通信设置。 

驱动程序是与网络接口（如将计算机连接到以太网网络的接口）交互的

软件，可管理通过此接口连接的网络进行的通信数据包交换。有关受支

持驱动程序的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如果在以太网网络上运行，可右键单击显示的网络（例如，以太网），

然后选择开始浏览向驱动程序中加入要添加驱动程序的设备。 

重要提示： 部分以太网设备可能不支持 FactoryTalk Linx 在以太网上使用的浏览

协议。如果预期在浏览过程中出现的设备没有出现，请右键单击网

络并选择添加设备以手动将设备添加到工作站的以太网网络。 

 

如果在以太网之外的任何网络上运行，请右键单击此工作站中显示的设

备，然后选择添加驱动程序以添加驱动程序。 

 

可以通过浏览网络来添加设备，也可以手动添加设备。 

在联机浏览期间，可以收集 FactoryTalk Linx 的可能设备目标的列表。

在浏览周期中，FactoryTalk Linx 会扫描网络地址，判断出现的设备，并

添加驱动程序 

如果在以太网网络上运

行 

如果在以太网之外的任

何网络上运行 

添加设备 
通过浏览自动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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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树状目录形式进行显示。显示内容包括在最近一个浏览周期中发现的

设备组。 

如果在浏览时未找到某个设备，则不管该设备以前是否被发现过，都不

会再显示在画面上。 

如果在以太网网络上运行，请右键单击显示的网络（例如，以太网）以

开始浏览。该网络会自动添加设备。 

当您在用户界面上选择虚拟背板时，FactoryTalk Linx 可能无法自动发现

其中的设备。如果您在另一个软件包（如 SoftLogix Chassis Monitor 或 

RSLinx Classic）中添加了设备，则很可能会发生此情况。 

如果您确信虚拟背板中存在的设备没有显示在 FactoryTalk Linx 用户界面

上，可以右键单击虚拟背板并选择开始浏览或显示所有设备以查看这些

设备。如果设备未显示，已保存的配置数据并不会丢失。 

可以使用下列步骤手动将设备添加到工作站网络。 

1. 右键单击网络或驱动程序，然后选择添加设备。 

 

浏览虚拟背板 

手动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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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打开仅适用于选定网络的可用设备列表。 

 

2. 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然后单击确定。该设备会添加到通信树中驱

动程序或网络下。除非应用程序要求特定设备版本，否则应选择

设备的最新版本。 

有关设备列表中设备版本的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中“常见

问题解答”下的“驱动程序、设备和快捷方式”一节。帮助中还提供了有关

如何添加和配置驱动器与设备的信息。 

应用程序使用配置文件与网络上的设备通信。此文件至少包含一个快捷

方式，快捷方式是表示要连接的设备及该设备所包含的数据的名称。应

用程序可通过与快捷方式相关联的通信路径确定数据所在的位置。 

以下是关于设备快捷方式的一些重要方面： 

• 必须为应用程序需要访问的每个设备配置快捷方式。连接的设备

必须能够为应用程序提供数据。 

• 快捷方式按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存储，而不是与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本身关联。 

• 快捷方式可以通过通信设置编辑器的“设备快捷方式”区域中的“快

捷方式编辑器”选项进行添加、删除或修改。 

要创建快捷方式，请使用以下步骤： 

1. 在通信设置编辑器的设备快捷方式区域，单击添加。此时会创建

一个名为 New_Shortcut 的默认快捷方式。 

2. 如果想要更改快捷方式的名称，可以在此处输入新名称。 

创建快捷方式名称时： 

• 使用数据（标签）所在的控制器的名称。 

创建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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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该名称在此 FactoryTalk View 应用程序中是唯一的。 

• 请不要使用以下任何字符：.（句点）、]、[、% 或 /。 

• 保持快捷方式名称尽量简短。名称长度必须在 255 个字符以

内。 

• 请不要为 FactoryTalk Linx 快捷方式和 RSLinx Classic 主题指定

同一名称。如果快捷方式名称与主题名称相同，则在浏览标签

时无法同时显示两者的标签。 

3. 单击通信树状目录中包含用户要通过此快捷方式进行数据访问的

设备以选中该设备，然后单击应用。将打开一个对话框用于确定

更改。 

4. （可选）也可以选择使用脱机标签文件，方法是在“属性表”中输入

文件路径和文件名或单击浏览... 来浏览文件。在设备快捷方式区

域中，单击应用。脱机标签文件指包含标签数据的 ControlLogix 

工程文件 (.acd)。设计应用程序时，可以在控制器脱机状态下使用

此文件浏览标签。 

 
重要提示： ControlLogix 程序文件 (.acd) 必须位于本地计算机上，而非网络

位置。脱机文件必须位于与快捷方式关联的所有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机器上的指定目录中。 

5. （可选）从“快捷方式属性”表的菜单中选择是，以便为此快捷方式

启用“报警和事件”功能。在启用“报警和事件”支持的快捷方式之前

，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6. 在快捷方式类型中，选择一个快捷方式选项来定义选定快捷方式

的快捷方式类型。默认情况下，选择 Processor。 

有关创建每个快捷方式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联机帮助。 
提示

： 
• FactoryTalk Linx 可建立主控制器和辅助控制器的同步连接

。所有通信均基于主控制器进行，但当 FactoryTalk Linx 检

测到 ControlLogix 冗余系统执行了控制器切换时，将切换

至辅助服务器。 

• LOGIX 5000 控制器必须为版本 31.50 或更高版本以支持冗

余控制器路径。 

• ControlLogix 1756-EN2T 以太网模块必须包含随 ControlLogix 冗

余系统版本 31.50 一起发布的特定版本，以支持为每个模

块设置固定 IP 地址。 

•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ME) 不支持冗余路径 

• 切换到 Redundant ControlLogix Controller 时，将打开“验证”

对话框。单击是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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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要查看与每个已配置的快捷方式关联的状态消息，请单击通信设

置编辑器中的验证。 

添加完快捷方式后，单击确定关闭通信设置编辑器。在单击确定关闭此

对话框前，不会保存快捷方式。将打开一个对话框用于确定更改。 

快捷方式是表示要连接的设备及该设备所包含的数据的名称。应用程序

可通过与快捷方式相关联的通信路径确定数据所在的位置。快捷方式可

以通过通信设置编辑器的设备快捷方式区域中的快捷方式属性表进行添

加、删除或修改。 

下表显示了可用的快捷方式类型。为每个快捷方式选择一个快捷方式类

型。 

快捷方式类型 描述 

Processor 用于 Processor 类型的设备，如 1756-L53、1756-L61S、

1756-L64、1756-L75 和 CompactLogix L32E 处理器。 

EDS Parameter 用于定义了 EDS 参数的设备，如 1734-ADN DeviceNet 

适配器、1734-ADNX、1747-AENTR、1756-DNB 和 1783-

MS10T Stratix 8300。 

Symbolic 用于定义了标签或符号的设备，如 1426 

PowerMonitor™ 5000、Micro800 系列（Micro820、

Micro830 和 Micro850）控制器以及 193 E1 Plus 固态过

载继电器。 

Unsolicited Message 通过以太网用于 ControlLogix 和 PLC-5 控制器。选

择此快捷方式类型时会显示其他选项。从版本 

6.10.00 开始，FactoryTalk Linx 支持 PLC-2 通过非请求

消息快捷方式类型进行通信。 

CIP Object 支持将设备的 CIP Object 实例属性作为标签访问。 

必须选择 CIP Object 的子选项。CIP object 快捷方式

有两种形式，即 CIP Energey 和 CIA Message。 

CIP Energy 配置 CIP Object/CIP Energy 快捷方式时，会向 

FactoryTalk Live Data 添加 CIP Energy 标签定义列表，

从而允许 FactoryTalk 软件浏览并选择要访问的所需

数据值。 

CIA Message FactoryTalk Linx 提供对支持 Open Device Vendors 

Association (ODVA) 通用工业协议 (CIP) 的设备内部信

息的访问功能，通过将类、实例和属性 (CIA) 消息

传递与快捷方式类型 CIP Object - 

Class/Instance/Attribute Message 结合使用来实现。 

Redundant Controller Path 用于具有冗余通信路径的单个 ControlLogix 控制器

。默认路径名称是 Path1 和 Path2。 

快捷方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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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方式类型 描述 

Redundant ControlLogix Controller 用于单个 ControlLogix 冗余配置中，通过不同通信

路径连接到冗余模块的两个 ControlLogix 控制器。

默认路径名称为 Primary Controller 和 Secondary 

Controller。 

 

在设备快捷方式区域中，使用通信设置编辑器在七个快捷方式类型之间

进行切换。 

要更改快捷方式类型 

1. 双击通信设置以在通信设置编辑器中显示设备快捷方式区域。 
提示

： 
选择冗余快捷方式时，选择根快捷方式以打开快捷方式类

型列表。 

2. 在快捷方式类型中，选择新的快捷方式选项。 

3. （可选）如果更改涉及任何冗余快捷方式类型，则会打开确认对

话框。请阅读更改汇总，然后单击是。 

• 如果将快捷方式更改为 Redundant Controller Path，单击 Path2

，选择分配了 Path1 的相同 LOGIX 5000 控制器（具有不同的

通信路径），然后单击应用。 

• 如果将快捷方式更改为 Redundant ControlLogix Controller，单

击  Secondary Controller，选择分配了 Primary Controller 的设

备的冗余对设备，然后单击应用。 
提示

： 
• FactoryTalk Linx 可建立主控制器和辅助控制器的同步连接

。所有通信均基于主控制器进行，但当 FactoryTalk Linx 检

测到 ControlLogix 冗余系统执行了控制器切换时，将切换

至辅助服务器。 

• LOGIX 5000 控制器必须为版本 31.50 或更高版本以支持冗

余控制器路径。 

• ControlLogix 1756-EN2T 以太网模块必须包含随 ControlLogix 冗

余系统版本 31.50 一起发布的特定版本，以支持为每个模

块设置固定 IP 地址。 

•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ME) 不支持冗余路径 

• 切换到 Redundant ControlLogix Controller 时，将打开“验证”

对话框。单击是继续。 

4. 单击确定关闭通信设置编辑器。 

更改快捷方式类型 

冗余快捷方式的预定义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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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快捷方式时，访问与此快捷方式相关联的诊断信息以监控通信状

态。在 FactoryTalk Live Data 测试客户端中添加用于查看诊断信息的预定

义标签。 

下表显示用于查看诊断信息的预定义标签示例列表： 

名称 描述 

@AddItemCalls 显示客户端对每个 AddItem 方法的调用次数。 

@AddItems 显示客户端向 FactoryTalk Linx 添加的条目数。 

@AddItemsIgnored 显示请求添加的条目数，这些条目因正在扫描而被忽略。 

@AddShortcutCalls 显示尝试向 FactoryTalk Linx 添加快捷方式的次数。 

@AveragePacketResponse 显示 Logix 控制器的平均数据包响应时间。 

@CLXDownloadCount 显示 Logix 控制器的下载事件数。 

@CLXMaxScanTime 显示 Logix 控制器的最大扫描时间。 

@CLXOfflineItemCount 显示在脱机状态下处理的 Logix 控制器条目数。 

@CLXPacketsReinitialized 显示因连接丢失或其他问题而导致重新初始化的数据包数。 

@CLXPresentScanTime 显示 Logix 控制器的当前扫描时间。 

@CLXWritePackets 显示发送至 Logix 控制器的写入命令数据包数。 

@CLXWritesPending 显示等待发送至 Logix 控制器的写入命令数据包数。 

@ConnectionClosesFailed 显示关闭连接操作失败的次数。 

@ConnectionClosesRejected 显示关闭连接操作被拒绝的次数。 

@ConnectionOpensFailed 显示打开连接操作失败的次数。 

@ConnectionOpensRejected 显示打开连接操作被拒绝的次数。 

@ConnectionsActive 显示活动连接数。 

@ConnectionsAttempted 显示尝试打开连接的总次数。 

@ConnectionsClosed 显示已关闭的连接总数。 

@ConnectionsDropped 显示断开连接数。 

@CurrentTime 显示 Logix 控制器时钟的当前时间。 

@DataCommunicationsInhibit_Path1 显示冗余 path1 的当前禁用状态。 

提示： 要切换冗余 path1 的当前禁用状态，右键单击条目 > 

写入条目 > 异步写入，更改值（1 = 真，0 = 假），

然后单击确定。 
 

@DataCommunicationsInhibit_Path2 显示冗余 path2 的当前禁用状态。 

提示： 要切换冗余 path2 的当前禁用状态，右键单击条目 > 

写入条目 > 异步写入，更改值（1 = 真，0 = 假），

然后单击确定。 
 

@DevicePath 显示说明 Logix 控制器路径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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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DevicePathSwitch 显示当前活动路径索引（0 = 主，1= 辅助）。 

提示： 要切换当前活动路径，右键单击条目 > 写入条目 > 

异步写入，更改值（1 = 真，0 = 假），然后单击确

定。 

如果 @DevicePathSwitch 的写入值无效（超出范围或与

当前路径相同），则会返回写入错误 (E_FAIL: 

0x80004005)。 
 

@DevicePathSwitchCount 显示自服务启动起切换设备路径的次数。 

@DevicePathSwitchTimestampLastMsg 以文本格式显示最后一次设备切换操作发生的时间戳。 

@DPVersion 显示 CLXDP.DLL 版本号的字符串。 

@FirstConnectionDropTime 显示首个断开连接的时间戳。 

@FreeMem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可用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FreeMemDT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可用数据表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FreeMemGM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可用常规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FreeMemIO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可用 I/O 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FreeMemSC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可用安全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IsPresent 显示整数值，表示： 

“1”：Logix 控制器处于联机状态，并且包含一个程序； 

"0" : Logix 控制器处于脱机状态，或其中不包含程序。 

@IsPresent_Path1 显示冗余 path1 的当前状态。 

@IsPresent_Path2 显示冗余 path2 的当前状态。 

@LastConnectionDropTime 显示最后一个断开连接的时间戳。 

@Mode 显示说明 Logix 控制器模式的字符串： 

• 程序 

• 运行 

• 远程程序 

• 远程运行 

@NumberOfCLXOptimizedPackets 显示创建到 Logix 控制器的优化数据包数。 

@NumberOfDataItems 显示添加到 FactoryTalk Linx 的数据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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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NumberOfItems 显示添加到 FactoryTalk Linx 的条目总数。该值为 @NumberOfDataItems 

与 @NumberOfPredefinedItems 之和。 

@NumberOfOptimizedPackets 显示 ControlLogix 优化数据包中存储的优化条目数。 

@NumberOfPredefinedItems 显示添加到 FactoryTalk Linx 的预定义条目数。 

@PacketsCancelled 显示取消发送到 Logix 控制器的数据包数。 

@PacketsPerSecond 显示每秒从 Logix 控制器接收的平均数据包数。 

@PacketsReceived 显示从 Logix 控制器接收的数据包数。 

@PacketsSent 显示发送至 Logix 控制器的数据包数。 

@PollBlocks 显示从 RNA 工具包接收的轮询请求数。 

@PollBlocksFailure 显示从 RNA 工具包接收的轮询请求失败次数。 

@PollBlocksIgnored 显示从 RNA 工具包接收的待处理轮询请求数。 

@PollBlocksSuccess 显示从 RNA 工具接收的轮询请求数。 

@PollComplete 显示完成的轮询请求数。 

@PollCompleteFailure 显示完成的轮询请求失败次数。 

@PollCompleteSuccess 显示完成的轮询请求成功次数。 

@ProcessorName 显示包含 Logix 控制器程序名称的字符串。程序名称的最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Redundancy Mode 显示 Logix 控制器的冗余状态。冗余对中的主控制器返回值“1”。冗

余对中的辅助控制器或非冗余控制器返回值“0”。 

@RemoveItemCalls 显示客户端移除条目时进行的调用次数。 

@RemoveItem 显示正在移除的条目数。 

@RemoveItemsDuplicate 正在扫描相同的条目。 

@Revision 显示 Logix 控制器的固件版本。 

@SetPropertyCalls 显示客户端设置属性时进行的调用次数。 

@ShortcutsAdded 显示在 FactoryTalk Linx 中添加的快捷方式数。 

@Status 显示 Logix 控制器的状态。状态可以是正常或发生故障。 

@TimeToUploadGlobalTags 显示从 Logix 控制器上传全局标签所需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TotalMem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总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TotalMemDT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总数据表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TotalMemGM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总常规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TotalMemIO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总 I/O 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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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TotalMemSC 显示 Logix 控制器中的总安全内存。 

注意：由于控制器固件中的架构发生变化，ControlLogix 5580, 

CompactLogix 5480 和 CompactLogix 5380 系列控制器不提供此信息。 

@WriteCompletes 显示完成的写入请求数。 

@WriteCompleteSuccess 显示成功完成的写入数据包数。 

@WriteItemCalls 显示客户端写入条目时进行的调用次数。 

@WriteItem 显示写入的条目数。 

@WriteItemFailures 显示写入失败的请求数。 

@WriteItemsSuccess 显示写入成功的请求数。 

有关预定义条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联机帮

助。 

 

使用 FactoryTalk Linx，可以通过 FactoryTalk Admin Console 或 HMI 界

面控制快捷方式的活动状态。可提供适当的系统诊断指示，反映目标设

备的通信能够有意禁止。这样就能够减少系统加载时间并降低网络宽带

需求。通过灵活地抑制和启用数据通信，可以提高系统可用性。 

从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 (CPR 9 SR 9)（版本 6.00.00 更名为 

FactoryTalk Linx）起，可以禁用或启用与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或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中设备进行数据通信。 

可使用以下方法禁用设备的数据通信： 

• “设备属性”对话框 

• 预定义条目 
提示： 对于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 及更高版本（版本 6.00.00 更

名为 FactoryTalk Linx），数据通信禁止和启用仅支持 LOGIX 

5000。 

要使用“设备属性”对话框禁用数据通信： 

1. 在通信设置编辑器或浏览器窗口的通信选项卡中，右键单击通信

树中的设备，然后选择“属性”。 

2. 在“设备属性”对话框中，选择禁用数据通信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禁用数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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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禁用后，图标  会显示在此设备图标上。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快捷

方式链接到被禁用的设备，该图标也会显示在快捷方式图标上。 

要使用预定义条目禁用数据通信： 

1. 启动 FactoryTalk Live Data 测试客户端。 

2. 在数据菜单上，选择添加条目。 

3. 选择预定义条目 @DataCommunicationsinhibit，然后单击确

定。该条目将添加到 Live Data 测试客户端对话框。 

4. 右键单击预定义条目 @DataCommunicationsinhibit，然后选择

写入条目 > 异步写入。 

5. 将值设为真，单击确定。 

设备禁用后，图标  会显示在此设备图标上。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快捷

方式链接到被禁用的设备，该图标也会显示在快捷方式图标上。 

提示： • 如果已设置主服务器和辅助服务器，则需要分别在主服

务器和辅助服务器选项卡上禁用与设备的数据通信。 

• 如果禁用设备并将其从通信树中删除，禁用数据通信状

态将从拓扑中移除。即使可以重新浏览并添加该设备，

它也会被认为是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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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6 

故障排除 

本章包括以下信息： 

• 遇到问题时首先要检查的内容 

• FactoryTalk Linx 的故障排除工具 

• 常见问题解答 

计算机是否满足最低硬件和软件要求？有关这些要求，请参见系统要

求。 

计算机上是否已安装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如果运行 

Windows 平台，请使用以下步骤验证是否已安装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1. 选择开始 > 控制面板 > 程序和功能（通过小图标查看）。 

2. 右键单击程序列表中的 FactoryTalk Automation Platform。 

3. 选择更改启动安装向导。 

4. 从程序维护屏幕中，选择修改。 

5. 验证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的安装状态。 

FactoryTalk Linx 提供了一些诊断工具，在发生问题时可用于进行故障排

除： 

•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事件记录 

• 预定义条目 

在启用了 FactoryTalk 的自动化系统中，Rockwell Software 产品监控系

统活动并生成详细的诊断消息。同时，FactoryTalk Diagnostics 会从整个

分布式系统的所有涉及产品收集此活动、警告、错误和审核消息，并将

它们传递到每台计算机的本地记录（也称为事件记录）中。 

如果遇到问题，您可以检查记录中导致问题的事件，以协助确定原因。

或者，可以对记录进行监控以确定潜在问题并在问题发生前采取纠正措

施。 

遇到问题时首先要检查

的内容 

FactoryTalk Linx 的故障

排除工具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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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和事件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帮助。 

预定义条目是 FactoryTalk Linx 提供的计数器或字符串，可作为数据项

用于进行故障诊断。这些预定义条目可访问 FactoryTalk Linx 中包含的

信息。有关预定义条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下面是一些关于 FactoryTalk Linx 的常见问题解答。 

 

从 FactoryTalk Linx 中，选择帮助 > 目录 > FactoryTalk 帮助 >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FactoryTalk Linx 使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编辑所有配置

数据，不需要单独的界面。FactoryTalk View Studio 也可对 FactoryTalk 

Linx 配置进行更改。因此，如果您使用的是 FactoryTalk View SE 或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您无须离开主用户界面。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不支持标签浏览（即联机浏览数据项

）。要浏览标签并将其连接到系统中的组件，必须使用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或 FactoryTalk Transaction Manager 标签浏览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不支持在 FactoryTalk View SE 

Distributed、SE Local 和 ME 等应用程序内编辑 HMI 服务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旨在配置和管理应用程序。要编辑 

SE 或 ME 配置，您必须使用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同时运行，虽

然有些事项必须注意以避免在两个应用程序之间出现资源冲突。更多信

息请参见使用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参考页数 61。 

 

 

预定义条目 

常见问题解答 

FactoryTalk Linx 的帮助

位于何处？ 
为什么我无法在“开始”
菜单上看到 FactoryTalk 
Linx？ 

为什么我无法浏览标

签？ 

为什么我不能编辑我的 
ME 配置？ 

我是否能在同一台计算

机上运行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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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7 

高级主题 

本节介绍以下主题： 

• 关于虚拟背板 

• 受支持的网络路径 

• 推荐的系统规模 

• 移动 FactoryTalk Linx 配置 

• 管理 CIP 连接 

虚拟背板是一种驱动程序服务，为 FactoryTalk Linx 和各种设备驱动程

序及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内部其他应用程序之间提供连接。此服务

允许通过配置 ControlLogix 系统中的设备的类似方式配置并可视化包含

在服务器中的软件模块和通信资源。 

例如，PCICS 和 PKTCS 设备驱动程序均插入到虚拟背板中。其中一个

通信接口卡接收到的数据包可通过虚拟背板路由至任何其他接口卡（这

些接口卡的驱动程序插入到虚拟背板中），或者路由至插入到虚拟背板

中的任何应用程序（例如 SoftLogix5xxx 控制器）。 

这与将 1756-CNB 和 1756-ENBT 模块插入 ControlLogix 机架中十分类似

：通过 ENBT 接收到的数据包可经过背板离开 CNB 模块或路由至背板

中的控制器。 

FactoryTalk Linx 在虚拟背板中占有一个插槽（RSLinx Classic 也具备此功

能），这意味着可以在背板上将数据包作为源数据包和目标数据包发送

，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机架类模块通过最低耗方式发送至 PanelView Plus 平台。为实现 

ControlNet 支持，此类平台运行双插槽虚拟背板；其中 FactoryTalk Linx 

位于一个插槽（插槽编号为 0）中，而 2711P-RN15S ControlNet 扫描器

插卡位于另一个插槽（插槽编号为 1）中。 

PCCC 网络的首选路径是从 FactoryTalk Linx 引擎连接到终端设备。例如

，PanelView Plus 设备直接连接到 PLC-5 或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

关于虚拟背板 

受支持的网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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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此数据服务器位于直接连接到 ControlLogix 机架上 DH+/RIO 模

块的 Windows 计算机上。 

FactoryTalk Linx 可让您在经过一个包含多个 CIP（控制和信息协议，例

如以太网或 ControlNet）跳数的路径时，更改所使用的网络类型。 

FactoryTalk Linx 不支持脱机状态的路径。脱机路径是底层网络协议发生

更改的网络路径。也就是说，如果最初使用的是 PCCC 路径（例如，

DH+/DH485、DH-RIO），则不能切换至 CIP 路径（例如，ControlNet 

或以太网）。反之亦然：不可以从 CIP 路径（例如，以太网至 

ControlLogix 至 DH+ 再至 PLC-5）开始，然后切换至 PCCC 路径。 

以下各节说明了在应用程序之间移动快捷方式，以及在计算机之间移动

选定硬件列表的指南。在移动文件前，请使用 Windows 服务控制面板

停止 FactoryTalk Linx 服务。 

使用以下步骤，您可以在另一个 FactoryTalk Linx 应用程序中重新使用

在一个应用程序中为 FactoryTalk Linx 开发的快捷方式，而无需重新输

入快捷方式。这些步骤只移动快捷方式，而非驱动程序本身。 

1. 在应用程序树状目录上右键单击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并选择

属性。 

2. 在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所在计算机框更改计算机名称为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的新位置。 

3. 此时会打开一条警告消息，提醒您此步骤会更改 FactoryTalk Linx 

服务器的引用。由于路径可能设置不正确，因此必须重新应用快

捷方式；只会保留快捷方式名称。按对话框显示的说明进行操作

。 

1. 确定 FactoryTalk Directory Server 所在的计算机。 

2. 在该 FactoryTalk Directory Server 计算机上，在以下位置找到 

shortcuts.xml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ockwell\RNAServer\Global\RnaStore\your_
application_name\any_area_or_sub_areas_you_have\your_FactoryTa
lk_Linx_server_name 
 

这里假设您没有更改文件和设置的位置，并将 Windows 安装在 C 

盘 
 

移动 FactoryTalk Linx 配
置 

移动快捷方式 

在不同计算机之间移动

快捷方式：同一个应用

程序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移动

快捷方式：不同应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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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_application_name 是应用程序的名称，在应用程序中指区域和

子区域的文件夹和子文件夹的名称（如果使用）。 

Any_area_or_sub_areas_you_have 将与同名文件目录匹配。 
 

Your_FactoryTalk_Linx_server_name 将与应用程序中您的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的名称相匹配（默认名为 FactoryTalk Linx）。 

3. 将 shortcuts.xml 文件移动到新应用程序所在的路径；所有快捷方

式名称都会移动到此位置。 

例如：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ockwell\RNAServer\Global\RnaStore\your_NEW_application
_name\any_area_or_sub_areas_you_have\your_FactoryTalk_Linx_se
rver_name 

4. 对于每个快捷方式，必须将路径重新应用到终端设备。 

此方法对于在本地应用程序之间移动快捷方式（请注意本地应用程序始

终使用所在计算机作为本地 FactoryTalk Directory Server）以及在本地与

联网应用程序之间移动快捷方式有效。 

本地快捷方式的路径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ockwell\RNAServer\Local\ 
RnaStore\your_application_name_here\your_FactoryTalk_Linx_server_na

me。 

要在不同的计算机和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移动快捷方式，请按前节所述

确定 FactoryTalk Directory Server 路径。请注意，FactoryTalk Directory 

Server 为每个应用程序和每个 FactoryTalk Linx Server 提供一个目录。 

要在不同的计算机之间移动快捷方式，而且 FactoryTalk Directory 也不

同，请按前节所述确定 FactoryTalk Directory Server 路径。请注意，

FactoryTalk Directory Server 为每个应用程序和每个 FactoryTalk Linx 

Server 提供一个目录，并且可以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移动快捷方式。 

请务必牢记，会复制快捷方式名称，但不会复制关联路径；因此，必须

重新应用每个快捷方式。 

使用同一 FactoryTalk Linx 主机计算机的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的应

用程序始终共享相同的物理硬件配置（例如，驱动程序和设备）。在这

种情况下，无需将硬件配置从一个应用程序移动到另一个应用程序。 

在不同计算机之间移动

快捷方式：不同应用程

序 
将快捷方式从一台计算

机移动到另一台计算机

：不同 FactoryTalk 
Directory 

移动物理布局（驱动程

序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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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仅熟悉 FactoryTalk Linx 以及与移动 RSLinxNg.xml 文件相关联的后果的合

格人员才应执行本节中所述的步骤。这些后果包括： 

• 驱动程序不匹配（不同的驱动程序配置，包括地址） 

• 通信接口不匹配（某些卡可能没有适当地进行重新配置） 

• 拓扑不匹配（包括子网） 

请联系 Rockwell Automation 技术支持部门获得帮助。 

通常基于以下原因采用该步骤： 

• 在类似生产线上有着几乎相同的控制系统，想要将相同的硬件配

置复制到每个生产线上重复的 FactoryTalk Linx 主机。 

或 

• 在相同的控制系统中有着几乎相同的工作站（FactoryTalk Linx 主

机），每个都拥有同一方面的网络，并且每个工作站中都需要相

同的硬件配置。 

用户可以： 

• 复制 I/O 配置 

• 避免丢失用户分配的设备名称 

• 避免必须对从源计算机复制的应用程序重新应用快捷方式 

使用以下步骤： 

1. 在源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上使用 Windows 服务控制面板停止 

FactoryTalk Linx 服务。 

重要提示： 如果某个 Rockwell Automation 应用程序尝试使用 FactoryTalk Linx 服

务，FactoryTalk Linx 将重新启动。必须停止或关闭使用 FactoryTalk 

Linx 的 Rockwell Automation 应用程序才能继续。这会在移动配置文

件时阻止服务自动启动。 

2. 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找到文件，RSLinxNG.xml 文件位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ockwell\FactoryTalk Linx 目录。这里假设您没有更改文件

和设置的位置，并将 Windows 安装在 C 盘。 

3. 将 RSLinxNG.xml 从源计算机复制到目标计算机，并重新启动托

管 FactoryTalk Linx 的计算机。这样就会完全复制源计算机的硬件

配置。 

重要提示： 无论您何时更改 FactoryTalk Linx 物理配置 (RSLinxNG.xml)，都可能

打破现有应用程序快捷方式指派。检查使用同一主机工作站上

的 FactoryTalk Linx 服务的所有应用程序中的所有快捷方式指派，

以确保指派正确的设备。 

在不同计算机之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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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RSLinx Enterprise CPR 9 SR 1 和更早版本最多可打开五个到 

Logix 控制器的 CIP 连接：其中四个用于读取操作，一个用于写入操

作。在某些系统配置中，可以非常快地达到控制器或网桥模块中的最大

连接资源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客户端负载发生变化，则可能会出现

问题。例如，若在系统中引入了 HMI 终端，则可能导致系统中所有终

端的性能发生变化，或者可能无法使用编程软件转至联机状态。 

从 RSLinx Enterprise CPR 9 SR 2（已重命名为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00.00）开始，请检查支持相对较少 CIP 连接并限制读取连接数量的设

备。写连接的数量固定为 1。以下各部分将介绍这些设备。默认情况下，

所有其他设备和网桥模块仍将打开多达四个读连接和一个写连接。 

按配置为以下 Logix 控制器分配 1 到 4 个读连接，默认 1 个读连接和 

1 个写连接。这是在运行时基于实际控制器确定，而非 FactoryTalk Linx 

拓扑中指定的类型（如果不同）。 

• 1769-L23E-QB1 
• 1769-L23-QBFC1 
• 17-69-L23E-QBFC1 

为以下通信网桥模块指派了 1 到 4 个读取连接，如配置那样，默认 1 

个读取连接和 1 个写入连接。这是基于 FactoryTalk Linx 拓扑确定的；

仅检查离目标控制器最近的网桥模块。 

• 1756-DHRIO 
• 1756-DHRIO 
• 1761-NET-ENI 

要确定对于特定路径 FactoryTalk Linx 使用了多少个 CIP 连接，请使用

该路径创建一个快捷方式，然后检查 @ConnectionsActive 预定义条目中

的值。有关预定义条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 

以下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消息用来支持此功能： 

• 当 CLX 数据提供程序启动时记录 

I_CLXDP_STARTED_ON_ROUTE。 

• 记录 I_CLXDP_MAX_READ_CONNECTIONS 来指示数据提供程序

将尝试打开的最大读连接数。 

有关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帮助。 

管理 CIP 连接 

连接数量有限的 Logix 
控制器 

连接数量有限的 CIP 网
桥模块 

使用预定义条目对激活

的 CIP 连接进行计数 

使用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跟踪 CIP 连
接并对其进行故障排除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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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注册表文件或 RSLinxNG.xml 文件中的配置参数覆盖默认值。

请参见 Rockwell Automation 知识库文档 ID：QA4294：CIP connections 

with RSLinx Enterprise (Reducing PanelView Plus connections)，了解有关

手动更改连接分配的信息。 

The Common Industrial Protocol, known as CIP, encompasses a 
comprehensive suite of messages and servic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applications — control, safety, energy, synchronization & motion,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management. CIP allows users to integrate these 
applications with enterprise-level Ethernet networks and the Internet. 

CIP provides a unified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throughout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IP allows users to benefit today from the many advantages of 
open networks and protects their existing automation investments, while 
providing an extensible and upgradeable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CIP security has multiple layers of security that enables a CIP-connected 
device to protect itself from malicious CIP communications. Then the device 
can reject data that has been altered, reject messages send by untrusted 
people or untrusted devices, and reject messages that request actions that are 
not allowed. CIP security defines the notion of a security profile, which is a set 
of well-defined capabilities to facilitate device interoperability and end-user 
selection of devices with the appropriate security capability.  

With CIP Security transportation, you can have: 

• Authentication of the endpoints. Ensuring that the target and 
originate devices are both trusted entities. 

• Message integrity and authentication. Ensuring that the message was 
sent by the trusted endpoint and was not modified in transit. 

• Message encryption. Optional capability to encrypt the 
communications.  

To support CIP Security configurations, there are two useful functions in 
Network Browser that you can utilize: 

• Device multi-selection 
• CIP Security indicator 

CIP Security indicator is a function that can show the CI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status in front of devices in topology tree. To turn on this 
function, click the icon in the toolbar. 

The icon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 means the device supports CIP security and no configuration action 
has been taken yet. 

• means the device is in the CI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process. 
• means the device is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with CIP security. 

更改 CIP 连接的分配 

CIP Security 

CIP Security Indicator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app/answers/answer_view/a_id/39366/redirect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app/answers/answer_view/a_id/39366/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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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f a device doesn't support CIP security, there is no icon in front of it. 

 

Device multi-selection is a function that you can use when adding multiple 
devices for CI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To utilize multi-selection with FactoryTalk Policy Manager: 
1. In the Zones or Devices tab, click Discover Devices. 
2. After the Network Browser dialog box is popped out, select the devices 

for CI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configure CIP Security, see 
FactoryTalk Policy Manager Online Help.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shortcut key combinations when selecting 
multiple devices: 

To select Do this 

A single device Click the device 
A range of devices Click the first device in the range, and then hold down Shift while 

clicking the last device in the range. 
To expand the range from above, click the devices above while holding 
down Shift+Ctrl. 

Nonadjacent devices Click the first device, and then hold down Ctrl while clicking the other 
device or devices. 
Note that if you wrongly select a device, click that device again with Ctrl 
holding down to unselect that device. 

 
 

Device Multi-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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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8 

使用 FactoryTalk Linx 与 RSLinx Classic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可同时在同一计算机上运行。如果需

要使用 RSLogix 5、RSLogix 500 和 RSLogix 5000 软件或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需要 RSLinx Classic）来创建或编辑程序以供应用程序使用，

则这是一个通用设置并且必须只使用一台计算机完成。 

重要提示：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无法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支持非请求消息

。要支持非请求消息，FactoryTalk Linx 需要绑定 TCP/IP 端口 44818 来接

收 CIP 消息。此端口根据 CIP 标准被预留，即来自第三方的其他 CIP 

产品（例如 RSLinx Classic 和 KepServerEx）也可绑定该端口。要避免出

现端口绑定冲突的问题，请勿在其他 CIP 产品（例如 RSLinx Classic 和 

KepServerEx）需要绑定 TCP/IP 端口 44818 的同一台机器上启用 

FactoryTalk Linx 的非请求消息功能。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上运行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时，如果 FactoryTalk Linx 配置包含以下内容：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均会安装并使用同一 1784-PKTX(D) 

驱动程序。FactoryTalk Linx 使用第一个通道（默认情况下指派，并且不

能更改）。RSLinx Classic 使用第二个通道。 

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上运行，并且 

FactoryTalk Linx 或 RSLinx Classic 配置包含双通道 1784-PKTX(D) 驱动

程序，则为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配置该驱动程序。 

有关此步骤的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中的“为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配置 1784-PKTX(D) 驱动程序”。 

重要提示： 这仅适用于双通道 1784-PKTX(D) 驱动程序；单通道 1784-PKTX 驱动程

序一次只能在一个产品（FactoryTalk Linx 或 RSLinx Classic）中配置。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和 Windows 7 操作

系统 
双通道 1784-PKTX(D) 驱
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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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有关完整列表，请参见软件要求）上运行 

FactoryTalk Linx 和 RSLinx Classic 时，如果您的 FactoryTalk Linx 配置

包含以下内容： 

 

如果 FactoryTalk Linx 配置包含 1784-PKTX 驱动程序，并且需要 RSLinx 

Classic 使用同一驱动程序进行通信，则必须与 RSLinx Classic 共享 

FactoryTalk Linx 中的驱动程序。 

有关此步骤的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中的“与 RSLinx Classic 

共享 FactoryTalk Linx 驱动程序”。 

重要提示： 可以针对 Windows 7 操作系统使用此步骤；但之前的步骤是首选方

法。 

 

如果 FactoryTalk Linx 配置包含串行 DF1 驱动程序（RS232 DF1 设备）

，并且需要 RSLinx Classic 使用相同的驱动程序进行通信，则必须在 

FactoryTalk Linx 内将驱动程序与 RSLinx Classic 共享。 

有关此步骤的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中的“与 RSLinx Classic 

共享 FactoryTalk Linx 驱动程序”。 

如果 FactoryTalk Linx 配置包含 1784-PCIC(S) 驱动程序，请配置 

FactoryTalk Linx 中的驱动程序，然后将虚拟背板添加至 RSLinx Classic

。虚拟背板是 RSLinx Classic 与 FactoryTalk Linx 之间的可共享组件。由

于 1784-PCIC(S) 插入虚拟背板中，因此也是可共享的。 

有关此步骤的信息，请参见 FactoryTalk Linx 帮助中的“与 RSLinx Classic 

共享 FactoryTalk Linx 虚拟背板”。 

 

对于所有支持的操作系

统 

1784-PKTX 驱动程序 

串行 DF1 驱动程序

（RS232 DF1 设备） 

1784-PCIC(S)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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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9 

将 FactoryTalk Linx 用于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和 ControlFLASH 

Studio 5000 V31 或更高版本支持通信软件在 RSLinx Classic 与 

FactoryTalk Linx 之间切换。这样用户可以选择使用哪个通信软件来进行

网络拓扑浏览和联机通信服务。启动激活对象对话框，显示网络拓扑。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默认使用 RSLinx Classic。 

提示： 选择通信软件之前，关闭打开的工程和多个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会话。 

要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中选择通信软件： 

1. 启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2. 单击通信 > 选择通信软件...。 

3. 在选择通信软件对话框，单击 RSLinx Classic 或 FactoryTalk Linx

，然后单击确定。 

4. （可选）如果切换到 FactoryTalk Linx，则阅读警告消息，然后单

击确定。 

使用 ControlFLASH 时，可使用 RSLinx Classic 或 FactoryTalk Linx（或

者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作为通信软件。FactoryTalk Linx（或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可用于仅支持 USB 和 EtherNet/IP 通信的

设备。 

要在 ControlFLASH 中选择或更改一个 RSLinx 版本： 

1. 启动 ControlFLASH。 

2. 在欢迎页面上，单击更改 RSLinx 版本。该按钮只有在已安装 

RSLinx Classic 和 FactoryTalk Linx（或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

）的前提下才会启用。 

• 默认选择是 RSLinx Classic 通过 Data Highway Plus、DF1、

DH485、ControlNet、DeviceNet、以太网和 USB 网络通信。 

• 另一个选择是 FactoryTalk Linx（或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

），通过 USB 和以太网网络通信。 

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中选择 RSLinx 
Edition 

在 ControlFLASH 中选择

一个 RSLinx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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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 ControlFlash 使用的 RSLinx 版本。 

ControlFLASH 使用... 条件... 

RSLinx Classic RSLinx Classic 已安装，RSLinx Enterprise（

v5.90.00 或更高版本）未安装。 

FactoryTalk Linx（或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 

FactoryTalk Linx（或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

）已安装，RSLinx Classic 未安装。 

您的首选 RSLinx 版本 RSLinx Classic 和 FactoryTalk Linx（或 RSLinx 

Enterprise v5.90.00）均已安装。 

 

A driver is the software interface to the computer or workstation hardware 
that allows the computer to communicate with a network to detect and 
communicate with a control system device. If a device is not detected by the 
Network Browser, use the browser to add or modify a driver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twork Browser, see topic FactoryTalk 
Network Browser. 

Besides, utiliz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with the Network Browser: 

• Search 
•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 Bridge configuration 

The Ethernet driver is available with FactoryTalk Linx. The Ethernet driver 
provides multiple ways for the computer or workstation to discover or detect 
devices on EtherNet/IP:   

• Local Broadcast - Broadcast message to the full subnet that the 
computer is connected to (local) 

• Remote Broadcast - Broadcast message to a full subne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e computer is connected (remote) 

• Device List/Range -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a devices that you 
specify in a list or range 
Note: Ethernet List and Bridge configured is visible in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But you need to return to the Network Browser to modify the 
configurations. 

You can add a driver for local or remote broadcast, or create a list or range of 
IP addresses. Perform the applicable task to add a driver. 

Use Filter to locate a device in the previously viewed or discovered network 
topology. 

Functional details about Filter: 

• Filter only examines devices detected or viewed by the browser. 
Initiating a filter will not cause the browser to discover a new device. 

Configuring drivers in the 
Network Browser 

Filter criteria for a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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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ribute text can contain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and can be full 
words, compound expressions, fragments of a word, or a single letter 
or number.  

• Click X in the Filter bar to cancel the search and return to the normal 
view. 

• Click the down arrow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ilter bar to select a 
previously searched string from the drop-down list box. This list 
contains up to 10 previously searched items. 

• Clear the filter text in the Filter bar to return to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view. 

• Attributes include predefined criteria to filter the results by: 

• Device 
• OnlineName 
• Path 
• Address 

Use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to locate devices matching text 
you provide. After the initial discovery of the network topology, you can use 
attributes to limit the scope of the search. 

To perform a filter 
1. In the Filter box, type a keyword or select a previously searched string 

from the drop-down list box, and then press Enter. Filter text can 
contain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and can be full words, compound 
expressions, fragments of a word, or a single letter or number.   

To require Filter to find an exact match to the keyword, enclosing the 
keyword in quotation marks (For example, "East Section").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examines the text and 
presents all known devices in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that match the 
search criteria. 

2. (optional) Select an attribute by clicking the drop-down icon  to 
narrow the search results to keywords associated with the selected 
device parameter: 

• Device  
• OnlineName 
• Path  
• Address 

Tip: When entering a search filter, type a keyword followed by a colon. For 
example, to locate ControlLogix controllers, type Device: 

3. (optional) Use operators between keywords to refine the search results 
using a logical statement: 

• AND to search for two or more keywords. For example, alarm AND 
active. 

Perform a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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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to search for several keywords. For example, error OR fault.  
Tip: An example of using operators between keywords to refine search results 

is Device: 1756-L OR Device: 1768-L to locate ControlLogix and 
CompactLogix controllers. 

4.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displays results within a few 
seconds, regardless of pressing Enter.  

5. To repeat a previous search, click the down arrow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ilter box and click a previous search.  
Tip: Click X in the Filter bar to cancel the search and return to the normal 

view. 
 

The filter attributes for the Filter function make it easy to refine search 
results. 

To filter the search by: Select this filter attribute: 
The name of a device Device 

The online name of a device OnlineName 

The communications path of a 
project 

Path 

The address of a device Address 

 

Use operators with the keyword Filter function to return a more precise set of 
results. 

To search for: Use this operator: Example: 

Two or more keywords AND (all capital letters) alarm AND active returns a list of tags 
that include the string alarm and active. 

One of several keywords OR (all capital letters) alarm OR active returns a list of tags that 
include the string alarm or active. 

Exact keywords " " (quotation marks) "M200" returns a list tags that includes the string 
M200 in its name or description. 

 

Upload and register EDS files from devices to allow device communications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For an online device in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if there is an EDS file 
within the device's firmware, you can upload the EDS file and register it to the 
FactoryTalk Linx data server. Once registered, the device information shows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and communications to other information 
within the device is possible.  

Starting from FactoryTalk Linx v6.00.00, you can upload and register EDS 
files of devices with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For an online device in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if there is an EDS file 
within the device's firmware, you can upload the EDS file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and register it to FactoryTalk Linx data server. Once registered, 

Filter attributes 

Operators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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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ice information shows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and 
communications to other information within the device is possible.  

Use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to: 

• Manu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 Automatic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The manual EDS upload function allows you to upload and register the EDS 
file of a specific device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With the manual 
EDS upload function, you can register an EDS file at a time.  

To manu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1.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select a device in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2. Click More  and select EDS upload , or right-click 

the device and select EDS upload . 
3. If the target device has registered an EDS file, the following warning 

message shows:  

"An EDS is already registered for this device. Are you sure you still 
want to upload and register this EDS file?"  
Click OK to continue and replace the existing EDS file, or click Cancel 
to stop the uploading process and retain the existing EDS file on the 
current computer. 

A progress circle shows the registration status. Wait while the system 
registers the device. if you want to register several EDS files, repeat Step 1 to 
Step 3. 

The automatic EDS upload function enables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to 
automatic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EDS files for a selected node and its child 
nodes. For an online device whose EDS file is not registered, the system 
detects whether there is an EDS file within the device's firmware. If there is 
an EDS file found,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uploads it from the device and 
registers it on the current computer. With the automatic EDS upload 
function, you can register several EDS files at a time.  

To automatic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1. Turn on the EDS file auto-upload button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Tip: This enables the automatic upload and registration function. By default, the function is 

disabled. 

Manu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Automatic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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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the communication tree of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double-
click (or click the ">" sign beside) a node to expand and view its child 
devices.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browses the selected node and its child devices. If an 
unregistered online device is found, and it has an EDS file within its 
firmware,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uploads and registers the EDS file on your 
computer. A progress circle shows beside the unregistered device indicating 
the auto EDS upload status. 

You can register the EDS files of hardware devices using the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Before you begin: 
• To register the EDS file of a hardware device, you must have a valid 

and complete EDS file of the hardware device. To search and download 
the EDS file of a specific hardware device, visit Rockwell Automation 
Network Resources. 

• If an icon file (*.ico) exists for the hardware device, save it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EDS file in the same directory. You can save one or 
more EDS files (and the related icon files) in one directory. 

To register EDS files using the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1. From Windows Start menu, select All Programs > Rockwell 

Automation > RSLinx > Tools >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2. In the Rockwell Automation -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dialog box, 

click Add. The Rockwell Automation's EDS Wizard dialog box opens. 
3. In the Registration dialog box:  

• Select Register a single file to register one EDS file at a time, or 
• Select Register a directory of EDS files to register two or more EDS 

files at a time.  

4. In the Registration dialog box, click Browse to select the EDS file (if 
you are registering a single file), or the directory of the EDS files (if you 
are registering two or more EDS files), and click Next.  

5. In the EDS File Installation Test Results dialog box, review the 
hardware device list and click Next.  

6. In the Change Graphic Image dialog box, review the icon(s) of the 
hardware device(s) and click Next.  
Tip: Rockwell Automation's EDS Wizard assigns a default icon to each hardware device. You 

can specify a different icon for the hardware device(s) by selecting the hardware device 
and clicking the Change icon button. 

7. In the Final Task summary dialog box, review the hardware device list 
and click Next. 

Register EDS files using the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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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hen the registration is completed, click Finish to return to the 
Rockwell Automation -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dialog box.  

9. Click Exit. 

To manually or automatic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EDS files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consider the following: 

• This function updates the EDS files on the computer which hosts the 
FactoryTalk Linx data server. Once registered, the EDS file is available 
for use in clients computers which exchanges data with the 
FactoryTalk Linx data server. 

• To support a new device on computers with different FactoryTalk Linx 
data servers, you must register the hardware device's EDS file on each 
target computer respectively. 

• Some hardware devices, such as Data Highway Plus (DH+) devices, do 
not have EDS files and therefore do not support upload and 
registration. 

• Some hardware devices, such as Micro800 series devices and 
PanelView Plus terminals, require a patch or a new release of 
FactoryTalk Linx that officially adds support for the new hardware 
devices. These devices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FactoryTalk Linx 
merely by EDS file upload and registration.  

• If an EDS file is invalid, or an error occurs during the upload and 
registration, the EDS file cannot be registered, and a diagnostics 
message is logged into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Viewer. To view the 
diagnostics messages: 

• From Windows Start menu, select All Programs > Rockwell 
Software > FactoryTalk Tools > Diagnostics Viewer, or 

• In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from the Tools menu, select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 Viewer. 

• If you upgrade or re-install FactoryTalk Linx, the EDS files that are 
previously registered on your computer are lost. You need to register 
the EDS files again. 

To automatically upload and register EDS files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consider the following: 

• If automatic EDS upload function is enabled, the system detects and 
uploads EDS files from the child devices of a selected node. If a 
selected node contains a grandchild device, the grandchild device's 
EDS file is not uploaded automatically. To upload and register an EDS 
file from a grandchild device, select its upper-level node to ensure the 
automatic browsing and uploading, or right-click the device in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and select EDS upload. 

• The auto EDS upload function only uploads and registers EDS files for 
unknown devices. If an existing device contains a new EDS file, the 
system does not upload and register it. To update the new EDS file, 

Considerations when 
uploading and registering 
EDS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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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click the existing device in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and select 

EDS upload . 
• If there are many EDS files being registered,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may respond slowly.  

How do I access the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From Windows Start menu, select All programs > Rockwell Software >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The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allows you to change the hardware 
description information currently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Use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to register EDS files for unrecognized 
devices. 

Use a bridge to connect two networks and, if necessary, convert 
communications from one network protocol to another so that they can 
communicate. Creating a bridge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enables the browser to detect devices on another physical network and 
enables users to perform diagnostic and configuration functions on those 
devices. After adding a bridge, the name given to the bridge appears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tree topology.  

Create a bridge to enable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to detect devices on 
another network and perform diagnostic and configuration functions on 
those devices.  

To add a bridge: 
1.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below a bridged module, click the 

Ethernet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and click the  Property icon.  
Tip: You can also add a bridge from Advanced tab i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2. In the Bridged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click Add New.  
3. From the Add New dialog box, in the Name box, enter a name for the 

bridge.  
4. Next to the Select Target Bridge Network box, click Browse (...).  
5. From the Bridge Path Selection dialog box, select a device for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to detect on another network. 
Tip: To add an existing configuration path from another bridge instead of creating a new target 

bridge path, click the Copy Setting From list and select a configuration. If there are no 
existing configuration paths to select, Empty is displayed in the Copy Setting From list. 

6. Click the General tab and configure the browsing discovery options for 
the bridge. 

• Enable Automatic Discover 
• Make Discovery Continuous 

What is 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Bridge across networks 

Add a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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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unrecognized devices 

7. Click OK to save.  

Edit a bridge to update settings and make changes to the IP addresses for 
devices in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To edit a bridge 
1.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below a bridged module, select the 

Ethernet network branch and click the  Property icon.  
Tip: You can also edit a bridge from Bridged tab i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2. In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click the Advanced tab and 
configure the tuning settings to change how fast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discovers items on the network. 

3. Click Apply. 
4. Click the General tab. 
5. Click Add New. 
6. To remove an IP address or range from the list, select the check box 

next to the address and click Delete. 
7. To modify the information for an existing IP address or range in the 

list, select item in the list and then edit the associated properties. 
8. Click OK to save the changes.  

Deleting a bridge remov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evices on a bridged 
network. If devices on a bridged network are no longer valid, delete the bridge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To delete a bridge 
1.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below a bridged module, 

locate the Ethernet branch.  
Tip: You can also delete a bridge from the Bridged tab i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2. Right-click and select Delete to delete the bridge. 

To have a list of devices stored in a spreadsheet or a database to manage 
updates and maintenance schedules, copy the list from a Device List/Range 
configuration. Additionally, if updating the included devices, paste additional 
items into the Device List/Range instead of manually entering the device 
information.  

Edit a bridge 

Delete a bridge 

Copy and paste items to a 
list in a bridg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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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py and paste list items in a bridge configuration 
1.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click Advanced Settings 

.  
2. I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click Bridged.  
3. Click a bridge node and click Edit.  
4. In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in the Device List/Range area, 

select the check boxes next to the list items to copy and click Copy. 
Tip: To select all the items, select the check box next to the No. list. 

5. Paste the copied items into the desired editing tool and make the 
desired modifications.  

6. After making the modifications, copy the items. 
7. In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select the location in the list to 

paste the items and click Paste. 
8. Click OK to save changes. 

 

Delete an item to a list or range of IP addresses for a bridge.  

To delete an item to a list in a bridge configuration 

1.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click Advanced Settings .  
2. I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click Bridged.  
3. Click the bridge node to modify an item and click Delete.  

Tip: To delete all the items in the list at once, select the check box next to the 
No. column and then click Delete. 

4. When a verification message appears, click OK. 

Use the Add New dialog box to: 

• Create a name for a new bridge 
• Select a target path for a new bridge 
• Copy an existing configuration path into a new bridge 

When adding a bridge, define the name and target bridge network using the 
Add New dialog box. 

Setting Description 

Name Used to create a name for the bridge. Names can include letters, numbers, spaces, and special characters.  

Select Target Bridge Network Used to select a device that has two communication ports for two different networks or a separate device in 
the same chassis to connect with a different network.  

Copy Setting From Used to copy an existing configuration path into the new bridge. If there is not an existing configuration path, 
empty will appear in the list.  

 

Copy a configuration for a device that is being deleted or replaced with a new 
module or moved to a new location. For example, if replacing a module, copy 
the configuration from the old module and add it to the new module.  

Delete an item in a list in a 
bridge configuration 

About Add New dialog box 

Add New dialog box settings 

Copy a device configuration 
in a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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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Deleting a module from a bridged network permanently removes the module configuration from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If removing or replacing a module, be sure to copy the module 
configuration to a different module prior to deletion. Once a module is deleted, the corresponding module 
configuration is also deleted and cannot be retrieved.  

To copy a device configuration in a bridge: 

1.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click Advanced Settings .  
2. I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click Bridged.  
3. Select the device in the applicable bridge configuration and click Add 

New. 
4. In the Add New dialog box, click the Copy setting From list and select 

the bridge that contains the desired device. 
5. Click Browse  next to Select Target Bridge Network to open the 

Bridge Path Selection dialog box. 
6. Select the desired device and click OK.  

The Bridge Path Selection dialog box includes the devices from the network 
topology tree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In the Bridge Path Selection 
dialog box, select the network to connect the current network. 

Use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to: 

• Edit settings in a bridge 
• Copy and paste items in a Device List/Range  
• Add new items in a range 
• Edit items in a range 
• Delete items in a range 
• Configure discovery depth and discovery scope of the devices 

displayed in the Network Browser 

Use the Advanced tab on the Add Driver dialog box to configure settings that 
control how the devices in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are distributed over the 
network. 

Setting Description 

Poll interval between discovery cycles (msec) The number of milliseconds that occur between each time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queries the network. 

Poll timeout (msec): Specifies the amount of time (in milliseconds) to wait for poll responses. 
Maximum concurrent packets to this network Used to configure the maximum number of requests that can be waiting for a response on this 

network at any given time as part of the browsing process. 

Enable discovery using subnet mask Enables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device on the subnet. 
Important: Enabling the discovery comm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traffic on a 
network. Determine the impact on your network prior to enabling this command. 

Reset Used to return the Tuning settings to the default values. 

 

About Bridge Path Selection 
dialog box 

About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Advanced tab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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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tab on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contains this 
information: 

Setting Description 

Name The descriptive name for the bridge. Adding a descriptive name for a bridge 
makes it easier to find the bridge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network topology tree. The name can contain characters, including letters, 
numbers, and special characters. 

Device Serial Number The unique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the device. 

Port Number\IP Address The downstream IP address and port number of the bus node to help identify a 
unique bridge configuration.  

No.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an item in the list. 

Device List/Range A list of items in the applicable range. Select the check box next to an item in the 
Device List/Range to edit the item settings. 

Pencil Icon Used to modify an IP address. 
Add New Used to add a new item to the list. 
Delete Used to delete an item from the list. 
Copy Used to copy an item(s) in the list. 
Paste Used to paste an item(s) in the list. 

 

Use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to: 

• Configure discovery settings 
• Display recognized and unrecognized devices in the Network Browser 

dialog box 
• Configure discovery depth and discovery scope of the devices 

displayed in the Network Browser dialog box 
• Create a bridge 

Use the General tab o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to control the 
discovery behavior of the FactoryTalk Linx Network Browser.  

Setting Description 

Enable Automatic Discovery Used to enable the discovery type.  
Make Discovery Continuous (Auto browse) Used to turn on continuous browsing of the network. 

Show Unrecognized Devices Used to enable unrecognized devices found during network discovery to be included in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topology tree. 

Detect and access device web page Used to check whether the device supports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a web page and user is able 
to open it. 

Display a warning when opening the device web page Used to open a warning information dialog box that requires the user confirmation to open an 
Internet Explorer. 

Enable Device Statistics Used to enable a user to access the device statistics dialog box. Restart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after selecting this option. 

Enable Device Configuration Used to enable a user to access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Restart the FactoryTalk Linx 
Browser after selecting this option.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General tab settings 

About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General tab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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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the Bridged tab on the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to configure 
network bridges. 

Setting Description 

Add New Opens the Add New dialog box where the settings for a new bridge are specified. 

Edit Opens the Bridge Configuration dialog box where the settings for a bridge can be edited. 

Delete Deletes the selected bridge. 

 

To add a driver to the same subnet that a computer is connected to, configure 
the driver for Local Broadcast. 

To add a driver for Local Broadcast: 

7. From the Network Browser, click the Add Drivers  icon.  
8. In the Add Driver dialog box, select a driver, and click OK. The General 

and Advanced tabs display in the Add Driver dialog box. 
9. Click the Advanced tab and select the physical port of the computer, 

and configure the tuning settings to change how fast the Network 
Browser discovers items on the network. 

10. Click Apply. 
11. Click the General tab, and in the Name box, enter a name for the 

driver. 
12. In the Discovery Method list, click Broadcast.  
13. Click Local Broadcast click OK. 

To add a driver to a different subnet than the one the computer is connected 
to, configure the driver for Remote Broadcast. 

To add a driver for Remote Broadcast: 

1. From the Network Browser, click the Add Drivers  icon.  
2. In the Add Driver dialog box, select a driver, and click OK. The General 

and Advanced tabs display in the Add Driver dialog box. 
3. Click the Advanced tab and select the physical port of the computer, 

and configure the tuning settings to change how fast the Network 
Browser discovers items on the network. 

4. Click Apply. 
5. Click the General tab, and in the Name box, enter a name for the 

driver. 
6. In the Discovery Method list, click Broadcast.  
7. Click Remote Broadcast. 
8. In IP Address and Subnet Mask fields, enter the addressing 

information for the driver distribution.  
9. Click OK to add the driver and save the settings. 

Advanced Settings dialog 
box, Bridged tab settings 

Add a driver for Local 
Broadcast 

Add a driver for Remote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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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dding a driver, use a list or range of IP addresses to make sure 
broadcast messages reach the desired devices.  

Note: Ethernet List and Bridge configured is visible in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But you need to return to the Network Browser to modify the 
configurations. 

To add a driver with a Device List/Range: 

1. From the Network Browser, click the Add Drivers  icon.  
2. In the Add Driver dialog box, select a driver, and click OK. The General 

and Advanced tabs display in the Add Driver dialog box. 
3. Click the Advanced tab and select the physical port of the computer, 

and configure the tuning settings to change how fast the Network 
Browser discovers items on the network. 

4. Click Apply. 
5. Click the General tab, and in the Discovery Method list, click Device 

List/Range. 
6. In the box under Device List/Range, enter the desired subnet range.  
7. In the Name box, enter a name for the driver and click OK. 

要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配置驱动程序： 

1. 在 FactoryTalk Linx 数据服务器下的浏览器中，双击通信设置。 

2. 在通信设置编辑器中，右键单击根目录中显示的设备，然后单击

添加驱动程序。 

3. 在添加驱动程序选择对话框中，将显示可用的驱动程序。选择要

添加的驱动程序，然后单击确定。 

4. 在适用的驱动程序属性对话框中，输入设置并单击确定。 

5. 添加驱动程序后，右键单击该驱动程序，然后单击开始浏览以将

驱动程序加入设备。 
提示

： 

• 如果通过以太网网络添加驱动程序，从通信设置编辑器

中，右键单击显示的网络，然后选择开始浏览以将驱动

程序加入设备。 

• 部分以太网设备可能不支持 FactoryTalk Linx 在以太网上使

用的浏览协议。如果预期在浏览期间会出现的设备没有

显示，请右键单击网络并单击添加设备，来手动添加设

备到工作站的以太网网络。手动添加设备之前，必须使

用 EDS 硬件安装工具注册设备。 

• 网络浏览器控件中配置的以太网列表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可见，但用户需要返回网络浏览器

控件才能修改配置。 

Add a driver with a Device 
List/Range 

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
配置驱动程序 



章节 9  将 FactoryTalk Linx 用于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和 ControlFLASH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LNXENT-GR001U-ZH-E - 2020 年 9 月 77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LNXENT-GR001U-ZH-E - 2020 年 9 月 79 
 

章节 10 

通过命令行语法安装 FactoryTalk Linx 

除了设置向导安装外，FactoryTalk Linx 还支持使用命令行语法自动安

装。在大规模安装软件时，如果管理员或技术人员干预各个计算机上的

软件安装过程，安装速度会非常缓慢且代价高昂，此时通常可采用这种

自动安装方法。 

这种自动安装方法需要用户在安装开始时输入一条命令行。在安装过程

中，进程不会交互式地向您提示安装和配置信息，而是按照特定命令行

完成安装，无用户干预。 

FactoryTalk Linx 支持以下自动安装： 

• 无人参与安装（推荐） 

• 无提示安装 FactoryTalk Linx .msi 文件 

 

FactoryTalk Linx 支持设置向导安装，以及通过命令行语法安装（即无人

参与安装和无提示安装）。下表说明了每种安装方法之间的差异。 

安装方法 描述 参考 

设置向导安装 FactoryTalk Linx 的标准安装方法。它会安装所有必备

软件和所需组件。安装过程可见、方便使用，并且

提供全部安装细节（如安装总结和如何注册产品更

新）。 

第 3 章 安装 
FactoryTalk Linx 
参考页数 25 

无人参与安装 RSLinx Enterprise 版本 5.90.00 及更高版本（版本 

6.00.00 已重命名为 FactoryTalk Linx）的自动安装方法

。它会安装所有必备软件和所需组件，需少量（或

无需）用户干预，并且提供允许自定义安装的多个

参数。推荐用于大规模安装。 

提示：根据自定义参数，用户可以使用此方法静默

安装 FactoryTalk Linx、必备软件和所需组件。请参见

示例 1 参考页数 81。 

采用无人参与

安装 参考页

数 80 

比较不同的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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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提示安装 
FactoryTalk Linx 
.msi 文件 

RSLinx Enterprise 版本 5.60.00 及更高版本（版本 

6.00.00 已重命名为 FactoryTalk Linx）的自动安装方法

。它会安装 FactoryTalk Linx .msi 文件，并且需少量（

或无需）用户干预。在无提示安装之前用户需要手

动安装必备软件和所需组件。 

使用无提示安

装来安装 

FactoryTalk 

Linx .msi 文

件 参考页数 
82 

 

从 CPR 9 SR 9 开始，FactoryTalk Services 支持无人参与安装。在无人参

与安装过程中，输入带多个参数的指定命令行语法。用户可以自定义参

数来满足需求。 

要执行无人参与安装，请按以下步骤操作：安装步骤可能略有不同。请

按照屏幕上适用于您的操作系统的相关说明进行操作。 

1. 关闭所有打开的 Windows 程序。 

2.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3.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导航至 D:，其中 D: 是包含 FactoryTalk 

Linx 安装 DVD 或安装包的驱动器，然后按下 Enter 键。 
提示

： 
在按下 Enter 键后，可显示用户帐户控制对话框，单击是

继续。 

4. 遵循以下语法键入命令行： 

Setup.exe {/Q | /QS} 
/IAcceptAllLicenseTerms 
[/AutoRestart] 
[/SetupLanguage=language] 
[/InstallDrive=drive] 

5. 按下 Enter 键。安装进程将使用您指定的参数启动。 

6. 有关各个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参数 参考页数 80。您还可以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键入 Setup /? 并按下 Enter 键，查看所有参

数和示例的帮助信息。 

参数和值不区分大小写。如果值包含空格，则需要将其括在引号中 (" 

")。 

/Q 

如果未指定 /QS 或 /Record，则需要此参数。 

在无任何用户界面的无提示模式下安装产品。 

/QS 

如果未指定 /Q 或 /Record，则需要此参数。 

采用无人参与安装 

执行无人参与安装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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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期间无用户交互的无人参与模式下安装产品，在用户界面

上显示进程、错误或完整消息。 

/IAcceptAllLicenseTerms 

必需。指定您已阅读并确认所有许可协议，并同意继续进行安装

。 

/AutoRestart 

可选。如果已指定，并且需要重启才能完成安装，计算机在安装

完成后将自动重启。 

如果不需要重启，该参数会被忽略。 

/SetupLanguage=value 

可选。指定安装过程中将显示的语言。语言值必须为以下选项之

一：ENU、CHS、DEU、ESP、FRA、ITA、JPN、KOR 或 PTB。 

如果未设置，则默认语言是用户或系统用户界面语言。 

/Record 

可选。将选定的安装选项记录到记录文件中。 

/Playback 

可选。回看记录文件以指定安装选项。 

/InstallDrive=value 

可选。指定安装驱动器。如果未设置，默认驱动器和位置为： 

• C:\Program Files (x86)\Rockwell Software（64 位）或者 

• C:\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32 位）。 

/Uninstall 

可选。用于卸载软件。 

以下示例显示了在无人参与安装过程中命令的使用方式。 

示例 1 

Setup.exe /Q /IAcceptAllLicenseTerms 

表示：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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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软件静默安装，无自定义参数。它在安装过程中使用默认设

置，无用户界面。 

示例 2 

Setup.exe /QS /IAcceptAllLicenseTerms /AutoRestart 
/SetupLanguage=CHS /InstallDrive=D:  

表示： 

• 在安装过程中，进程、错误或完整消息会显示在用户界面上。显

示语言为“中文”。 

• 如果使用的是 64 位操作系统，FactoryTalk Linx 将安装在 

D:\Program Files (x86)\Rockwell Software，如果使用的是 32 位操

作系统，则安装在 D:\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 

• 如果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会在安装完成后自动重启。 

示例 3 

Setup.exe /Q /Uninstall 

表示： 

• 该软件静默卸载，无用户界面。 

RSLinx Enterprise v5.60.00 (CPR 9 SR 6)（版本 6.00.00 已重命名为 

FactoryTalk Linx）及更高版本支持无提示安装 .msi 文件。在无提示安装

中，FactoryTalk Linx 采用默认设置安装，无（或少量）对话框、消息或

用户干预。 

 

使用无提示安装来安装 FactoryTalk Linx 的 .msi 文件之前，必须按以下

顺序手动安装以下必备软件和所需组件：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Redist\DotNETFX_4.6。 

有关如何安装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http://msdn.microsoft.com/en-

us/library/hh506443.aspx。 

• 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4.0 

使用无提示安装来安装 
FactoryTalk Linx .msi 文
件 

在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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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Redist\SQLServerCE_4.0。 

• OPC .NET API 4.5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Redist\OPCNETAPIRedist_2.01.10600\x86。 

•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v3.00.00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Redist\FTDiagnostics_3.00.00。 

• Windows Firewall Configuration Utility 1.00.08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Redist\WFCU_1.00.09。 

• 证书安装 

有关如何安装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安装证书 参考页数 84。 

• USB CIP 驱动程序包（适用于 32 位操作系统）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Redist\USBCIP_3.18.06。 

• x64 驱动程序包（适用于 64 位操作系统）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Redist\KN64Bit_2.01.01。 

•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v3.00.00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Common\3.00.00-FTSP。 

•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v3.00.00 

要手动安装，请从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运行它 

\Common\3.00.00-FTAE。 

Rockwell Automation x64 驱动程序包包含以下驱动程序： 

• 1747-UIC (DH485) 
• 1752-SmartGuard USB 
• 1784-PCIC(S) (ControlNet) 
• 1784-PKTCS (ControlNet) 
• 1784-PKTX (DH485 / DH+ / RIO) 
• 1784-U2DHP (DH+) 
• Micro800 Remote LCD (208-REMLCD / 820 Remote LCD) 
• Micro810 

• 虚拟背板 

Rockwell Automation x64 
驱动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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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CIP 

此外，此版本的 x64 驱动程序包包含多项增强功能，包括虚拟背板驱动

程序改进。驱动程序安装文件夹为 C:\Program Files\Rockwell Automation

。 

 

安装目录 \Redist\Cert 中提供以下证书： 

• 2016-Rockwell-Driver-SHA1.cer 
• 2016-Rockwell-SHA256.cer 
• DriverCodeSigning2012-1.cer 
• Drivers-12-06-2016.cer 
• Logix-11-04-2016.cer 
• Rockwell_2013.cer 
• Rockwell_2014.cer 
• Rockwell_2015.cer 
• rockwellcert2010.cer 
• rockwellcert2013.cer 
• VeriSign Class 3 Public Primary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 G5 2036.cer 

如果自动安装失败，请使用以下步骤手动安装证书： 

以下步骤以安装 VeriSign Class 3 Public Primary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 G5 

2036.cer 证书为例。 

1. 在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目录下找到证书文件 
\Redist\Cert\VeriSign Class 3 Public Primary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G5 2036.cer，双击该证书。 

2. 在证书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上，单击安装证书。 

3. 在证书导入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 

4. 选择将所有证书放置在以下存储中，并单击浏览。 

5. 在选择证书商店对话框中，选择可信根证书颁发机构文件夹，并

单击确定。 

6. 在证书导入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 

7. 单击完成。 

有关证书安装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将证书部署到可信出版商商店，网址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30989(v=ws.10).aspx。 

要执行无提示安装，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关闭所有打开的 Windows 程序。 

2.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安装证书 

执行无提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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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导航至 D:\Common\6.00.00-FTLinx，其中 D: 

是包含 FactoryTalk Services 安装 DVD 或安装包的驱动器，然后

按下 Enter 键。 
提示

： 
在按下 Enter 键后，可显示用户帐户控制对话框，单击是

继续。 

4. 键入下列命令行语法，然后按下 Enter 键。 

Msiexec /I "FactoryTalk Linx.msi" /qn /L*v+ 
"%Temp%\Rockwell - FactoryTalk Linx Install.log" 

提示

： 

命令行安装有两种选项： 

• /qb：基本 UI（用户界面）- 简单进度和错误处理 

• /qn：无 UI - 完全无提示安装 

安装过程以静默方式启动。如需安装记录文件，请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

键入以下命令行语法： 

%Temp%\Rockwell - FactoryTalk Linx Install.Log 

 

要卸载 FactoryTalk Linx 软件，请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 打开 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程序和功能，右键单击 FactoryTalk 

Linx 版本 6.00.00，然后单击卸载。 

• 打开 Setup.exe，然后单击修改或卸载。 

• 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使用以下语法键入命令： 

Setup.exe [/Q | /QS] /Uninstall 
注意： 不会卸载与其他产品共享的组件，例如 FactoryTalk Activation 

Manager。 

有关命令行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参数 参考页数 80。 

 

卸载 FactoryTalk L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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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应用程序。一组用于执行控制系统的数据元素。参见网络应用程序，本

地应用程序。 

区域。区域将分布式网络应用程序组织和细分为逻辑分类或物理分类。

例如，分隔的区域可以对应于设施中分隔的生产线、不同地理位置的分

隔厂区或不同的制造过程。区域不可用于本地应用程序。 

总线。在 FactoryTalk Linx 中，总线定义为网络、驱动程序或机架。 

通道。在 FactoryTalk Linx 中，通道表示驱动程序。 

CIP。控制和信息协议。 

客户端。使用其他组件或子系统（服务器）提供的数据或功能的组件或

子系统。该术语还可以指执行此软件的计算机，该计算机通过通信网络

连接到服务器计算机。 

配置。一个文件，包含为系统定义的物理结构信息。此文件包括所有网

络路径、已定义的驱动程序和设备、数据提供程序以及对象协议。 

CPR。协调产品发布版本。 

数据访问服务器。提供标签的服务器。 

数据元素。可单独寻址的数据项。例如，标签（例如，OPC 或 HMI）或 

HMI 项目组件（例如，图形画面、事件文件、节点、通道）。 

数据提供程序。一种逻辑，了解如何与特定产品类别“对话”的机制。

FactoryTalk Linx 构建块之一，数据提供程序充当多个客户端的多路传输

装置，并优化可以同时读取的数据，以提升处理效率。 

部署。将项目文件复制并分发到其他计算机上的指定目录。 

分布式应用程序。请参见网络应用程序。 

下游/桥接配置。用于在网络浏览器中创建一个网桥，以便浏览器检测另

一个物理网络中的设备，并对这些设备进行诊断和配置。 

驱动程序。与网络接口（如将计算机连接到以太网网络的接口）交互的

软件，可管理通过此接口连接的网络进行的通信数据包交换。 

EtherNet/IP。一种工业网络协议，根据标准以太网调整 CIP。 

FactoryTalk。FactoryTalk 是一组服务和技术，便于 Rockwell Automation 

产品通过相互协作在企业的所有层级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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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Talk Administrative Console。一款独立工具，用于配置和管理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该工具可用于执行诸如创建区域和数据服务器元

素、创建用户帐户和用户组、配置安全权限以及查看系统级诊断消息等

任务。在安装绝大多数启用 FactoryTalk 的软件产品时将同时安装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FactoryTalk Alarms and Events 是一组分

布式服务，允许相关 FactoryTalk 产品（例如 FactoryTalk View）使用报

警信息，该报警信息通过应用中分布的不同设备进行检测。 

FactoryTalk Directory。FactoryTalk Directory 包含的信息便于分布式自动

化系统组织、浏览和定位所有可用数据和服务。FactoryTalk Directory 可

以包含多个应用，从而允许同一网络上存在多个自动化系统。 

FactoryTalk Linx 网关。FactoryTalk Linx 网关充当 OPC 服务器，同时兼

容 Data Access 和 Unified Architecture 协议。通过它，OPC 客户端可以

连接到包含 FactoryTalk Linx 和 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服务器的 

FactoryTalk 应用程序，并访问这些应用程序中的标签数据。FactoryTalk 

Linx 网关可以向 FactoryTalk 系统中定义的任何 FactoryTalk Live Data 服

务器或 OPC 服务器发送数据，或从中检索数据。 

FactoryTalk Live Data。FactoryTalk Live Data 是一项服务，它代表客户端

软件产品（例如 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和 FactoryTalk Transaction 

Manager）与任何 OPC-DA（用于过程控制-数据访问的 OLE）或 Live 

Data 服务器之间进行标签值（OPC 项）的读写。 

FactoryTalk Linx OPC UA 连接器。FactoryTalk Linx OPC UA 连接器是 

FactoryTalk Live Data Server，充当与第三方 OPC UA 数据服务器对接的 

OPC UA 客户端。与 FactoryTalk Linx 相似，此连接器可以在分布式网络

配置中运行，并与多个外部设备或服务器对接。 

GUI。图形用户界面。 

HMI。人机界面。 

本地。使用独立的计算机执行任务。 

本地应用程序。只能从本地应用程序所在的本地计算机访问。即便该计

算机连接到网络，或者网络应用程序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本地应用

程序仍然具有独立性，不会共享其数据或任何工程元素。本地应用程序

不支持区域。也称为单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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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应用程序。一个软件系统，它使用多台互连的计算机来共享信息和

分担各种职责以完成其最终任务。网络应用程序对来自多个启用 

FactoryTalk 的产品的项目元素进行组织。参与某个特定应用程序的所有

计算机均共享位于网络计算机上的一个公共 FactoryTalk Directory。也称

为分布式应用程序。 

脱机数据项。数据项（标签），其服务器当前并不可用，但其名称仍然

可用于浏览、选择和使用。脱机数据项直接从控制器的工程文件中读

取。 

离线设备。未建立直接通信的设备（例如，在 Logix Designer 中进行编

程时）。 

联机数据项。数据项（标签），其服务器目前可用，可提供数据。联机

数据项直接从控制器中读取，与其在该控制器中的定义完全相同。 

OPC。一组行业标准规范，用于定义与自动化设备和服务进行通信的接

口。应用 OPC 标准可以在不同供应商提供的自动化和控制应用程序、现

场系统和设备以及商用和办公室应用程序之间实现互用性。 

OPC DA。OPC Data Access 是一组客户端-服务器标准，提供了用于将实

时数据从数据采集设备（例如 PLC）传递到显示和接口设备（例如 

HMI、SCADA 和 ERP/MES 系统）的规范。 

OPC UA。OPC Unified Architecture (UA) 于 2008 年发布，是一种与平台

无关的面向服务的架构，将各个 OPC Classic 规范的所有功能集成到一个

可扩展的框架中。 

数据包。在网络层交换的传输单元。 

PCCC (PC3)。可编程控制器通信命令。 

冗余。备用硬件或软件模块的可用性，在主模块发生故障时，该备用硬

件或软件模块可以发挥主硬件或软件模块的功能。引用。从一个数据元

素到另一个数据元素的关联。引用元素称为源元素，被引用元素称为目

标元素。例如，图形画面通常引用标签，通过它提供运行时数据。 

运行时。控制系统的操作。 

服务器。使用一组接口为客户端提供服务的子系统。 

快捷方式。表示网络中要连接到的物理设备以及该设备包含的数据。应

用程序可通过与快捷方式相关联的通信路径确定数据所在的位置。对物

理设备的这种符号引用类似于 RSLinx Classic 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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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应用程序。单机应用程序中的所有应用程序组件都位于同一台计算

机上，并且只能从它们所在的计算机进行访问。单机应用程序不支持区

域。也称为本地应用程序。 

标签。设备或本地内存中变量的逻辑名称。例如，标签可以表示 LOGIX 

5000 控制器中的过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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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客户支持中心，联系  10 

帮 

帮助，访问  9 

应 

应用程序，关于  19 

快 

快捷方式 

创建  41 

移动  54 

快捷方式类型 
CIP Object  43 
EDS Parameter  43 
Processor  43 
Redundant Controller Path  43 
Symbolic  43 
Unsolicited Message  43 
冗余 ControLogix 控制器  43 

技 

技术支持  10 

故 

故障排除  51 

数 

数据服务器，添加  30 

更 

更新现有 RSLinx Enterprise 或 

FactoryTalk Linx 安装  26 

本 

本地应用程序  19 

标 

标签浏览  52 

浏 

浏览 

标签  52 

虚拟背板  40 

设备  39 

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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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设备 

手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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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中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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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组件  20 

配 

配置 

创建  39 

移动  54 

预 

预定义条目  52 

驱 

驱动程序 

添加  39 

移动  55 

 



Allen-Bradley, expanding human possibility, Logix, Rockwell Automation, and Rockwell Software are trademarks of Rockwell Automation, Inc. 

EtherNet/IP is a trademark of ODVA, Inc. 

Trademarks not belonging to Rockwell Automation ar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Rockwell Otomayson Ticaret A.Ş. Kar Plaza İş Merkezi E Blok Kat:6 34752, İçerenkÖy, İstanbul, Tel: +90 (216) 5698400 EEE YÖnetmeliğine Uygundur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LNXENT-GR001U-ZH-E - 2020 年 9 月 
取代出版物 LNXENT-GR001K-ZH-E–2016 年 9 月 © 2020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美国印刷。 

Rockwell Automation 支持 

使用这些资源访问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中心 可从实践视频、常见问题解答、聊天、用户论坛和产品更新通知

获取帮助。 

rok.auto/support 

知识库 访问知识库文章。 rok.auto/knowledgebase 

当地技术支持电话号码 找到您所在国家/地区的电话号码。 rok.auto/phonesupport 

文献库 查找安装说明、手册、宣传册和技术数据出版物。 rok.auto/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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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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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auto/docfeedback。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 (WEEE) 

本设备使用寿命终止时，应将其与未分类的城市垃圾分开收集。 

Rockwell Automation 网站中有当前产品的环境信息，网址为 rok.auto/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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