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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31

对于现代化机械制造，清晰构建
和模块化软件是成功的重要因
素。

ALL IN ONE
模块化和可重复运用是高效灵活的应
用的基础。 这些属性允许你快速编程
和配置客户 - 特定机器软件。
来自SIGMATEK的面向对象的工程软件
LASAL为您提供正是这种可重复应用
的模块化构造和程序代码的灵活性。
LASAL统一所有自动化任务在同一个平
台上，这有助于减少发展时间和上市
时间。
一致的工程工具LASAL通过模块化机器
和系统概念提供清晰、简化的处理方
案。这是当前“互联网”新时代一个越
来越重要的因素。LASAL还提供技术支
持平台和独立的制造商通过OPC UA交
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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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 工程工具
适用于任何自动化任务的开发工具

CLASS

图形显示的面向对象编程

VISU
SCREEN

当前，一致的工程环境扩展了IEC 61131-3标准与面向对象编程（OOP）
技术和图形显示功能。LASAL可以在软件中实现机器功能的模块化和
机电一体化工程。
在力学中，被证明的结构是经常重复
使用的。由于面向对象编程（OOP）的
模块化结构，现有的测试应用程序模
块也可以方便地重复使用。机器的软
件功能（对象）可以在工具包系统中

虚拟的“线”简单地组装。机器新增
加的功能因此可以通过组件和最小编
程实现，从而缩短创建应用工程的周
期。

快速简洁的可视化界面

MOTION

用于调节和控制驱动技术中的
任务

SAFETY

可组态的安全编程
应用程序的部件（机器功能）可以模块化组装并且容易测试。 一旦创
建，它们总是可以重复使用。

SERVICE
模块化和灵活性通过OOP

可远程维护，模拟，软件更
新，数据交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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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P的优点是它模块化的一致性从最
低层次的功能向上到完整项目。机器
功能可以开发、测试、添加、交换

数据 - 单独或成组，在不适用的时
候，选项可以隐藏。

技术亮点
一致的发展
所有自动化任务统一在一个软件
环境

模块化的对象
可以灵活应用和重复利用

清晰
通过图示法和高效附加设备，例
如机器管理

可持续的代码
通过使用测试封装功能块和清晰
的外接口

应用程序软件的清楚和快速
在LASAL软件组件的图形表示,封装了
项目的复杂性,使软件的结构清楚。

应用程序模块随时可用
座右铭是“程序少,只是配置”。在广
泛的库文件中，随时可用的应用程序
模块（类）是可找到的。这极大地简
化了工程。

舒适的调试
利用集成调试工具，实现程序的快速
发展和全面的分析是可能的。例如设
置断点,在线诊断,在线改变值，发送
完整的命令链和参数，以及诊断的第
一个信息没有对抗代码。

分布式智能工程师
使用工业4.0和智能工厂方法,小型机
械电子单元和它们的信息处理通过一
个灵活完整的系统被彼此连在一个网
络。LASAL机管理者能使个人软件项目
清晰显示。也能调节能够交换数据的

多CPU解决方案中分布式智能的通信。
系统的配置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利用可
选功能单位进行定制和扩展（例如操
作机器人）。
LASAL机器管理者对多CPU的数据流很好的
掌握。

OPC UA
LASAL支持OPC UA通信协议。标准
化,制造商和独立于平台的数据交
换在面向未来的智能控制的机器
和网络系统可以很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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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 CLASS
面向对象的程序控制

运用LASAL CLASS,面向对象编程是小孩子的游戏。一致的操作概念,
图形表示和现成的功能模块迅速给你目标——无论简单还是复杂的
控制任务。
在LASAL中,用户友好性是焦点。您能
够使用面向对象编程的优点,如模块
化和简单的可重用性,无需接触到复杂

的语法。代码读起来像传统结构化文
本,因此您可以集中精力的实现方法(
函数)。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担心。

处理对象
面向对象编程,机器的各种组件或系统
以对象的形式表示。每个对象的背后,
都是一个类。这是对象的蓝图,定义了
程序代码和相应的数据元素。每个类
可以假设一个特定的任务,例如,测量
和评估一个温度,调节阀门或控制传送
带。由程序员定义的类存储在清晰的
组织库中。

直观的看到一切
图形化的编程界面可以让编程变得更
直观，更人性化。利用拖拽，一个类
可以很容易的实例化且添加到工程列
表中。通过简洁的对象之间的连线，
一个应用项目即可成功创建。LA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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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会自动生成所有的函数定义框
架。作为用户，你只需要在相应的函
数中编写代码，而无需为这些语法而
费心。

通过图形化的界面，可以对整个工程
有一个总览：对象间的关联，数据的
读写以及所有的函数和接口。复杂的
关联变得透明且有章可循。

技术亮点
支持许多编程语言
例如ST, LD, SFC, ANSI-C, 注释

简单的可重复利用
封装对象（机器功能）

预定义的软件模板
为频繁使用的库文件中的机器功
能

短的开发时间
通过图形硬件编辑器,脚本、Matlab仿真软件调试工具等

工程列表

网络编辑器

属性

用户信息，报警/提示消息

清晰：对象间的关联都以图形的方式展现
在对象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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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向对象取代面向过程
对于面向过程的编程方式而言，
数据和代码是分开管理的。由于
无法直观的看到代码与数据间的
内在联系编程时很容易问题。
面向过程

继承和聚集最小化编程
使用继承,一个对象类可以被复制和
精制或专业化。继承描述了通用类(基
类)和派生类之间的关系。派生类继承
基类的属性,但可以修改或扩展属性或

面向对象

指令

对象

...

函数（行为）
数据

函数

操作等附加信息。通过聚合(分组),单
独的类可以组合成一个复杂的类。测
试类可以清晰地存储在库，使用工具
箱原则组合成复杂的程序结构。

...

数据（属性）
接口

模块

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可以将代码
和数据结合在一起，封装成一个
与外界隔离的逻辑单元，从而避
免其他不必要的影响。
面向对象
对象
函数（行为）

数据

数据（属性）

封装对象
利用通过集成到网络(通过拖放)的方法定义接
口，将复杂的类“加热区”做成一个具体对
象。在技术术语,这叫做实例化。

接口

封装的好处是什么呢？由于程序
员的粗心，例如一个错误的变量
定义，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出现不
可预期的问题。而面向对象可以
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错误的变
量只会对相应的函数造成影响，
清晰的接口使得调试有的放矢。

复杂的类
复杂的类“加热区”的内部由基类PID调节器
通过聚合(分组)组成,添加额外的类做成一个
复杂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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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带 类

传送带 3

电机

传送带 2

类

传送带
类

气缸

传送带 1

类

CY 1
L1

开始

M1

传送带1
L2

M2

CY 3

传送带2

L5

L4

CY 2

传送带3
L3
M3

实例
整个货物传送系统由三条传送带组
成：每条传送带由一个电机驱动并由
两个光栅控制其启停，停止后再由一
个气缸推送到下一个环节。通过合理
聚合，一个复杂的“传送系统”可以
分解为三个简单并且逻辑相同的传送
带程序。

面向对象思想
通过合理的“继承”、“派生”
和“聚合”，可以很快的利用现
用代码创建出不同的机器模块，
高效且不易出错。

基类
可以基于“PID Regulator”派生出一个新的类，此
时“PID Regulator”称之为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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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熟悉的语言编程
在LASAL中集成了所有常用的编程语
言：结构文本（ST）、梯形图（LD）
、 顺 序 功 能 图 （ SFC） 以 及 指 令 表
（IL）- 符合 IEC 61131-3。而面向对
象的编程方式相应的成为该语言的有
力补充。

LASAL支持MATLAB SIMULINK
现有的Matlab Simulink工程可以直接添
加到LASAL中。LASAL会自动将添加的C
代码解析，打包形成一个类。如果需
要修改Matlab中的模型，你只需一键
再次导入即可。

在LASAL里你可以选择所以你熟悉的语言-ST, LD, SFC, IL以及ANSI-C

团队开发
相关性

工程组件
1

整个工程
4

整个工程
2

脚本处理

整个工程
3

整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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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下的源代码无需数据库进行管
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纯文本构成
的文件结构。为了减少代码开发时
间，LASAL支持在同一工程里使用多种
编程语言，并且允许多用户协作。

图形硬件编辑器为项目开发提供了极
大的清晰度。

简化I/O项目和诊断的硬件编辑器
硬件编辑器是一个舒适的工具，它大
大减少了应用的开发和编程时间。除
了显示树形结构之外，它还能在图形
编辑器中映射控制柜实际配置的类似
硬件组态。这就简化并提升了项目设
计、参数化与硬件组态连接到控制器
后的诊断，实际案例如I/O点，接口
或驱动。除此之外，总线结构的拓扑

结构也可以很好地用图形编辑器来表
示。
在硬件编辑器内查找或插入一个模块
是非常便捷的。控制配置也许可以在
实际配置中运行。 但是当比较LASAL
项目配置和控制柜内的实际硬件之
后，就可以在LASAL内确认实际偏差。

在实际的操作中，诊断报表可以应用到硬
件编辑器中。通过背景颜色，用户可以一
目了然的发现问题所在。在线诊断也可以
精确到某一个具体I/O点。

受控通信
对象之间的通信是基于客户机-服务器
技术。这意味着客户端请求一个服务,
由连接服务器提供或处理。
读和写指令通过一个连接发送。通过
这个事件控制,程序组件“发起”才处
于活跃状态。与传统的系统不同,CPU
负载可以大大优化。

一切都在控制之下
实时操作系统维护控制任务过程和确
保所有对象过程完全在指定的时间段
内。用户也提供了三种不同的任务优
先级:实时、循环和背景。

REQUEST
1001110011110111000
1001110011110111000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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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R TOOLS

实时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器可以显示一个具有附加历
史功能的信号曲线。视图可以切换趋
势和经典波形（可以选择有无追溯）。
单个位也可以从位场进行记录。启动
或停止触发器同样已经集成，可以设
置保持功能。

在线调试

资源计算

使用在线调试，提供许多功能如设置
断点和条件断电，扫描计数器，单步
执行和强制。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找到
程序中的错误。

查看所有资源:使用VARAN和S-DIAS模块
的资源计算，可以清楚地显示消耗数
据、可用内存和所需电流(包括电源损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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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对象监视
“Visual Object View” VOV的特点是
提供用户编程环境LASAL CLASS下
的所有LASAL SCREEN特性的已用对
象。用户可以连接可视化对象和
相应的程序代码。这样做的好处
是在多用户项目结构中，常用机
器部件如温度调节器，一直是一
致的 - 不管哪个软件工程师在这
个项目上做开发。使用VOV，系统
组件可以离线配置且可在线可视
化或测试。预定义的VOV文件如初
始启动或轴参数，控制器和定时
器可以集成或编辑。所以，新的
独立VOV元素可以更快更简单的创
建。

使用“PlcTraceView”工具，可以记录一个项
目的周期时间。这个工具可以用来分析，
诊断或测量任务周期时间。

先进的调试工具
LASAL提供了舒适的工具对各种故障进
行在线诊断和测试。
File Commander		
控制文件操作的上传与下载
RAM Image			
备份或恢复剩余数据
PLC Trace View		
工程时间应答列表
PLC Backup & Restore
控制文件与剩余数据备份/还原

LASAL SERVICE
不论是跨平台数据交换，仿真，
加载软件更新或是全球远程访问
的诊断和维护 - LASAL SERVICE工
具让您的工作生活更简单：详见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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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即时使用的软件和模块节约开发时间
“更少编程 - 仅仅配置”是现代编
程工具LASAL成功的秘诀。我们为您
提供的支持会贯彻在整个涵盖广泛
机器的机械或系统的软件编程过程
中，该软件可以随时使用并测试功
能组件。
LASAL庞大的库文件包含了诸如温度
监视器，PID调节器，符合过滤器和
调节算法，含有不同的运动模块以
及机器人运动学或通信协议，如Modbus TCP协议等。

各种应用模版同样可以使用，其中
除了完成序列控制项目，还包含适
当的可视化。实例包括登录功能，
访问授权，事件日志，多通道记录
示波器。
所有这些功能都可随时调用，且已经
已模块化形式嵌入在您的应用工具包
内。因此，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您的开发时间，同时，提升软件质
量。并且视应用程序的复杂程度，帮
助您节省40 %-70 %的时间。

可随时调用的应用模版举例
控制模块
PID调节，运动模式管理，滤波算法
访问控制
登录功能和访问权限设置
数据监测
多通道记录示波器
机器人运动
Delta机器人，伺服机械手，门户机器人
功能模版
同步传动，选料送料，打印标记识		
别，收放卷，分离以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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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创建合适的版本软件

一个程序
多种应用
利用VARIANT编辑器，可以在一个工程
文件中对不同应用的VARIATION进行管
理。
VARIANT可以通过鼠标的点击来激活或
者停用，比如说各个连接，IO分配以
及初始值。各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
根据需求，通过连接文件进行配置。
因为每个VARIANT是独立的文件，所以
不需要进行重新编译，只有改动的设
置才会被重新加载。

脚本语言：自动创建程序
基于封装后的OOP软件组件，不同的机
器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一个基本应用程
序进行配置。相应的软件可以通过脚

本语言工具Python自动生成。特殊机
型或系统可以一键实现创建，类似于
创建部件清单一样。

OPTIONAL MACHINE FEATURES

BASE PROJECT
MACHINE TYP A

2

3

4

5

6

7

SCRIPT
CUSTOMER-SPECIFIC

1

6

3

7

SCRIPTING

举例
一个顾客订购了一台基本型号A的机器，他希望这个机
器拥有可选可能1，3，和7。这个机器的软件完全可以
自动创建，而不需要软件工程师手动改写程序。为此只
需要访问包含预定义类的库，这个库包含了各种模块。
首先从基本程序开始，将具体模块选为类型A和可选的
特殊功能，然后通过一键操作，自动生成相应的程序。

1

SOFTWARE
CUSTOMER-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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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FACTS
简单配置
通过配置代替编程来达到简短的
开发时间

快捷操作
得益于扩展图形库，设计模板，
预定义控制组件和Add-Ons工具。

清晰性
各种编程语言可以通过一个工程
进行管理；利用文本列表的方式
进行编译。

实用性
具有警报，事件和文件管理，配
方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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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 HMI TOOLS
用户友好的可视化工具

操作和监控是每一个自动化作业的基本功能。 LASAL SCREEN 和 基于
网页的 LASAL VISUDesigner 提供了一个舒适的 ，硬件独立的可视化
开发工具 。
简单——不需要懂编程
有了LASAL SCREEN，创建一个界面程
序，并不需要编程方面的知识。用户
在LASAL
CLASS中定义好可视化变量

后，LASAL SCREEN可以直接访问这些变
量。

图形对象
和LASAL CLASS一样，LASAL SCREEN提
供选项来创建图形对象，并可以通过
组合形成复杂的图形对象。每一个图
形对象可以关联到LASAL CLASS中去。
单独创建的图形对象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放置和缩放，每个对象都可以分配
一个相应的LASAL CLASS对象。例如温
度调节区的显示和操作，是只定义一
次，然后进行任意次数的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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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布局之间相互独立，可以很容易的
被更改和复用。

灵活的界面设计
通过LASAL SCREEN 和 LASAL VISUDesigner，用户可以方便快捷的创建符合
用户企业设计理念的操作界面。在工
程开发方面，有现代化的设计模板和
大量的图形数据库可以使用。另外，
它也能支持导入已经存在的图形或者
用户自定义的图形（bmp 或 jpg ) 。通
过定义全局背景，和基于其的个性化
界面，可以大幅缩短项目开发周期。

众多功能组件
除了提供众多输入和显示组件，HMI
工具也提供了其他多样功能，诸如警
报管理，事件日志，趋势图，柱状
图，配方管理等。

语言和单位的巧妙转换
LASAL SCREEN 和 LASAL VISUDesigner 可
以在一个应用中包含多种语言。文本
信息以ASCII码或UNICODE码输入。一个
工程中的单个语言可以通过文件列表
重新安装到当前的机器中。
测量单位同样可以通过在线转换进行
单位转换，如: 长度在“mm” 和“inch”

之间自动切换 。 程序员无需担忧在
LASAL CLASS 里的单位切换 ，这是因
为在系统中的所有值总是以LASAL默认
的单位保存。

清晰的文本管理
为确保所有文本的清晰明了。我们可
以创建任意数量的不重名文本列表。
每一个文本列表都能被分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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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清晰，支持重用，从而优化文本
管理。

HOT FACTS
实用性
工程组件和图形的导入导出十分
简单

LASAL SCREEN
舒适的可视化设计

WINDOWS环境下的可视化
轻松整合 Microsoft Office , 邮箱
等功能

舒适感

为了方便快捷地实现各种可视化任务，LASAL SCREEN 提供了一种对用
户友好的人机界面工具。

几个标准的图形功能，集成化设
计，一个扩展图形库 和附件 工
具。

通过 LASAL SCREEN ，创建一个可视化
界面变得轻而易举 。工程开发可使用
集成式设计和一个庞大的图形库，而
复杂的编程将被舍弃。而工程的组件

如同图片，文本列表和变量同样可以
通过LASAL SCREEN来进行导入导出。另
外，也可以通过复用元素来创建用户
定义库。

可视化窗口

用户定义的图形区域“MYIO”

LASAL功能插件，即插即用

通过DotNetKernel或则Kernerl（内核）
，用户可以让系统数据在Windows中显
示出来。LASAL SCREEN中创建的可视
化对象也可以通过该内核进行整合和
呈现。

通过“MyIO“，用户可以定义由LASAL程
序创建的屏幕部分。因此，程序员可
以根据需要自动调用现成的函数接口
（如触摸事件，重定义方法等）。

可供使用的应用模板不仅有现成的过
程控制工程，还包含相对应的画面组
态。如用户登录功能，访问权限，事
件日记和可以记录多个通道的示波
器。

LASAL SCREEN中所有的控制元素，都
需要DotNetKernel内核的支持。提供了
微软NET框架功能。用户定义的控制
和连接到网络，数据库，Microsoft Office,电子邮件，互联网等都可以容易
的得到整合。可视化项目的适应和发
展并不需要LASAL CLASS的编程知识。
然而，NET编程基本知识的是一个优
势。Windows程序中NET环境的可视化
项目可以建立和维持，而不需要特别
的PLC编程知识。
DotNetKernel是基于NET 3.5框架，并在
C#中广泛推行。作为图形框架，强大
的WPF(Windows的形式呈现)和设计环
境Microsoft Visual Studio组成了PLC和以
太网之间的可视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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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 VISUDesigner
WEB视化4.0 - 开启一切可能

使用基于WEB技术的HMI 工具进行简单的配置，可以实现领先的跨平
台操作理念。同时，精通HTML5的专家们可以大展身手了！
HTML5, CSS3（层叠样式表）和JavaScript - LASAL VISUDesigner 是一款基于
当前网页标准的软件。现代化网页技
术，让机器和系统高效直观的新操作
理念变成了可能。使用“svg”的文件格
式（矢量图形）可以让图形单元轻易
的适配不同的界面格式，并使创建各
种不同设备的可视化解决方案变得容
易。

高性能
一 直 以 来 ， 基 于 WEB技 术 的 可 视 化
方案都受限于硬件性能。得益于对
HTML5 浏览器的不断优化，LASAL VISUDesigner 在性能较弱的处理器上也
能流畅的实现动态效果。并且不仅支
持多点触控交互，也支持通过OPC UA
的过程数据传输。因此，来自于第三
方制造商的控制可以很容易集成到一
个智能机器网络中。

TOOLBOX
操作单元可以通过拖放来放置。
具有预定义显示和控制单元的扩展库 ： 按
钮，滑块，菜单，以及常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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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
警告和错误信息

技术亮点
基于WEB
基于HTML5、CSS3、JavaScript，我们
能轻松实现独立于硬件的可视化

高性能
所见即所得

树状设计工具列表

图形化编辑器遵循所见即所得的原则，在编
辑过程时，开发人员在屏幕内看到的既是之
后在目标设备上呈现的内容

得益于对HTML5 浏览器的不断优化，
在性能较弱的处理器上也能流畅的
实现动态效果

开源的控件
大量的可复用的可视化组件

在线预览
用户可直接模拟在线检验完成的操
作

逻辑与内容的分离
页面内容和操作页面的布局在VISUDesigner中是完全分开的，在图形编辑
器中，元素类似于拼图游戏中的功能
块，用户不需要掌握专业的编程知
识，就可以按需求组合各个元素。面
向对象编程的优势在可视化中任然适
用。类似于图形化元素、底层函数可
按设计要求重用和修改。

无限制的自由开发
我们在编程和可视化时可以完全自由
的运用WEB工具去整合各个独立设计
的图形、控件、动画、视频、音频文
件等。
系统包含大量开源的预定义的操作元
素。用户可以简单的直接使用这些元
素，也可以按照需求改编或修改。现
成的操作元素可以组合成复合元素。
由此，例如用户可以用按钮、输入栏
和文件管理器等元素组合成一个配方
管理器。关于独立的、易用性强的用
户自定义的元素，用户也可以轻松集
成、使用，一切皆有可能。
LASAL
VISUDesigner不仅支持团队开
发，而且内置源代码管理器和版本管
理器。
在线/离线预览
因为完成的可视化项目可以通过网络连线机
器，所以我们可以实现脱离HMI，直接在线预
览测试操作

选定元素的各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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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 MOTION
驱动技术方面的高性能工具

LASAL MOTION简化了包括驱动技术在内的所有任务。模块化的结构使
得更加容易地实现最佳驱动效果。
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能很好的融入传
动系统的机器应用中。LASAL MOTION
无缝的集成到PCL编程和LASAL CLASS开
发工具中。除了性能，机器和系统的
可用性也进而提高。

高效的运动控制
所有运动控制仅仅需要填入数据即可
动作而无需额外的编程。LASAL CLASS
为SIGMATEK的DIAS驱动器及马达预设
了合适的参数。系统新建、配置及调

运动调试视图
通过该调试软件，轴的控制能很舒适
的通过参数设置来启动。命令能够快
速的发送，并排除故障。图像化的显
示使操作方便又清晰。驱动诊断功能
将大幅度的减少故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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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大大简化了，所需时间也同样缩短
了。这就从源头上避免了出错。用户
设置的参数也同样可以保存以达到客
户满意的最佳效果。

技术亮点
轴运动
无需编程

即插即用
运动模板的扩展库

高效的特性
例如数据分析，运动诊断画面，
凸轮设计

运动控制
独立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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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数据分析
SIGMATEK DIAS驱动器内置了数据分析
单元，所有的驱动器的配置和控制数
据可以每62.5微秒的扫描速度记录。

通过软件工具，我们能把全部参数在
软件和界面上显示出来，得到最优化
的控制。

控制器启动的图形表示
电流，转速和位置控制都可以在软件
中以图形表示，保证了在任何时间可
以对数据快速浏览。所有的控制参数
可以一目了然的显示出来，并可以进
行单独定制。因此，控制器优化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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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快速和简单。配置参数保存在控制
系统中使得驱动系统总是能得到正确
的参数。任意互换而无需额外的劳动
和软件工具。

插补
直线 点
点到 插补
圆弧 线
螺旋 凸轮
电子 齿轮
电子
飞剪

即拖即用的功能块和模板
LASAL MOTION为所有的运动控制提供
一个完整的工具箱和经典运动的模
块。因此，运动控制任务可以轻松实
现而无需额外的编程。
频谱范围从简单的一轴到复杂多轴联
动的应用程序:定位,凸轮盘、用机器
人运动学转换的轮廓线控制,空间上九
轴的数控和同步功能。Jerk-limited运
动配置文件或动态安全区域监控也包
括在内。

应用技术人员可以在他们的工程中设
置几个参数后,简单地集成合适的运动
或组件模板后直接启动应用程序或运
行一个模拟程序。

模拟
无论空间上轴是否同步,数控代码
或复杂的机器人运动学,所有的运
动功能可以很容易地模拟。

凸轮设计器实现凸轮盘耦合
运用凸轮设计器,可以轻松地进行耦
合凸轮盘的计算。用户可以定义主从
轴以及插值点的数量。在此基础上,
位置,速度,加速度和反射曲线可以显
示。各种插值类型是可用的,所以准确
的适应应用程序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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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安全设计软件
安全功能的无缝整合工具

安全应用程序可以很容易地与安全设计器编程和配置，完全融入
LASAL。
用LASAL安全设计软件可以舒适、快
速地实现安全应用程序。通过简单地
配置安全导向，一个广泛的包含功能
模块的库就可以使用了。你选择适当
的函数块如“紧急停止”或“操作模
式选择开关”然后在网络中将它们连
接起来。

各种安全功能块
在功能库中，除了标准的功能块外，
还提供基于 PLCopen 标准的安全功能
块，如：紧急停止，双手操作，安全
检测等，用户可以轻松创建与安全有
关的逻辑操作。

灵活的概念
在 SIGMATEK 安全概念中,多个 I/O 安全
控制器可以用来设计和管理每个项
目。机器选择可以用于管理一个工
程。

努力最小化
LASAL安全设计软件的简单操作，和
明确表示项目减少编程的时间和精
力,维护、诊断,尤其是验证。

安全运动
运用LASAL安全设计软件，安全运
动,如“安全位置”或“安全速
度”为例,可以轻松实现。

LASAL安全库,提供了众多的功能块。
这增加编程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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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亮点
集成
安全控制器的简单编程和配置

随时可用的安全功能组件
基于PLCopen标准

高舒适度
轻松创建逻辑操作和I / O配置

联机状态的对话框
网上下载、在线监测和调试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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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和清晰表示
LASAL安全设计软件提供了相同的操
作如LASAL类。在图形化编辑器,功能
块,以及输入输出上，可以自由地从
工程树中拖拽。 网络中2通道功能的

硬件概述

连接，也通过拖拽。通过安全设计软
件,连接一个面向功能的控制也可以实
现。

预定义的功能块

图形编辑器

设置
功能块
输入
可通过从硬件树拖放实现
“与”2个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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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从硬件树拖放实现
预定义功能块I/O点、变量、常量以及
辅助变量的自由连接

输出
可通过从硬件树拖放实现

集成调试器
集成调试器将所有的值和信号流图形
化显示。它也能强制给出输入、输出
和常量值。

SAFETY Designer也可以创建一个基于
S-DIAS安全系统硬件的独立应用。

登录和程序下载
一个工程中每一个安全控制器的所有
在线行为都能集中列在一个状态对话
框中。行为包括从登录错误检测到下

登录
登录进行调试, 程序或固
件下载
密码修改

载和SD卡的写入。此外，安全控制器
中的状态信息也可以在输入输出的诊
断信息中显示 出来。

执行操作
错误确认
伺服模式（重置）
程序启动（运行）

下载行为
删除程序
下载程序
写入SD卡中
验证

安全PLC信息
安全号
固件版本
循环时间

29

技术亮点
数据交换
制造商和通过OPC UA 的独立平台

全球远程维护
通 过 web服 务 器 的 诊 断 和 远 程 维
护,以及VNC客户端和服务端

简便的更新
通过Bootdisk Manager

节省时间的模拟
基于Windows的控制程序和可视化
的模拟器

LASAL32.DLL

LASAL32.dll提供通过控制数据访
问和改变Windows程序的接口给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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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客户端和服务端

在FTP服务端提供了一个CPU程序
文件可以存储或读取的文件夹控
制。这些文件可以被检索通过
SIGMATEK CPU或第三方设备与一个
FTP客户端函数。

VNC 客户端和服务端

SIGMATEK
控件支持VNC服务端和
VNC客户端功能。对于平板电脑和
智能手机,都有免费的客户端应用
程序。SIGMATEK VNC服务端有一个
中继器扩展。数据交换与控制因
此通过防火墙被保护是可能的。
VNC客户端和服务端从而执行数据
交换通过连接到一个中继器。

LASAL SERVICE
工具简化工程

是否跨平台数据交换、模拟，软件加载更新或全球远程访问诊断和
维护——LASAL 支持你和有效的工具。

LARS模拟工具

LASAL运行时系统(LARS) 提供了一
个基于Windows的控制程序的模拟
和可视化, 其可以使LASAL应用程
序在没有物理硬件下进行运行。
应用领域:
为应用程序提供测试系统
基于PC的可视化系统

WEB 服务器与LRM视图

LRMview 是一个附加软件（java小
程序）的控制程序。它提供了显
示 或 者 控 制 web浏 览 器 （ 密 码 保
护）的现场可视化的选项。还有
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额外的软
件必须装载电脑上。可以通过电
脑与互联网连接进行控制进行远
程服务和操作。

OPC UA
客户端和服务端

OPC 统一架构通信协议实现制造
商和独立平台的数据交换，为实
现行业4.0概念提供了一个不错的
选择。OPC UA函数取决于客户端服务器的原理以及LASAL的支持。
在LASAL CLASS中，用户可以定义
那些过程数据可以被读和写。

BOOTDISK
MANAGER

随着Bootdisk集成到LASAL
CLASS
中，更新机器的软件版犹如小孩
子般的玩耍：简单的配置引导，
通过远程在线维护和重启将它插
入控制中或者上传它。根据配
置，如应用程序，可视化，操作
系统，固件，配置或者所需的文
件可以被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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