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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变量 

系统变量是力控
○R
预先定义界面系统Draw中的一组变量。这些变量由系统自动生成和处

理。系统变量名均以符号“$”开头，方便与其它变量区别。  

系统变量可以在整个应用程序内各种脚本和动画链接中使用。 

$CurTime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自 1970 年 1 月 1 日 0 点至当前时刻经历的秒数 

$Time  

类型          只读字符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时间 

备注          时间格式：hh:mm:ss  

其中：hh 表示小时，取值范围（0～23）  

              mm 表示分钟，取值范围（0～59）  

              ss 表示秒钟，取值范围（0～59） 

$Date  

类型          只读字符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日期的日 

备注          日期格式为：yyyy/mm/dd  

其中：yy 表示年，取值范围（1970-2037）；mm 表示月，取值范围（1-12）；

dd 表示日，取值范围（1-31） 

$Day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日期 

备注          取值范围（1-31） 

$Hour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时间的小时 

备注          取值范围（0-23） 

$Millisec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时间的毫秒 

备注          取值范围（0-999） 

$Minute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时间的分钟 

备注          取值范围（0-59） 

$Month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日期的月 

备注          取值范围（1-12） 

$Msec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系统最近一次启动后所经历的毫秒数 

备注          最长可记录 49.7 天 

$Second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时间的秒 

备注          取值范围（0-59） 

$StationType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站状态。（0：独立站 1：主站 2：从站） 

$UserLevel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用户级别，用于限制用户访问的权限 

备注          取值范围：0～３  

用户级别分为如下四级：  

            ０：操作员  

            １：班长  

            ２：工程师  

            ３：系统管理员  

$UserName 

类型          只读字符型 

说明          当前用户名 

$Week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的星期 

备注          取值范围（1～7） 

$Year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当前系统的年 

备注          取值范围（1970-2037） 

$ExecStatus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用于双机冗余系统，本站工作状态，0表示工作，1表示热备 

备注          取值范围（0，1） 

$PeerExist 

类型          只读整型 

说明          用于双机冗余系统，表示其它节点是否存在，0不存在，1存在 

备注          取值范围（0，1） 

$ALARMTXT 

类型          只读字符型 

说明          显示当前的报警类型、报警点、报警限值 

 

 

 

 

 

 

 

 

 

 



第二章 属性字段 

对象是构成力控
○R
应用程序的基本单位。每一种对象都有一些共同属性和专有属性。比

如：所有的图形对象都存在着位置坐标属性；而填充类型的图形对象还有边线颜色或填充颜

色等属性。   

在运行时，对象的属性可以通过动态赋给对应属性字段的值而动态改变。一个属性字段

对应一种或几种图形对象的某个属性。  

属性字段的引用格式为“对象名.字段名”。当在对象脚本中引用对象本身属性字段时，

可以用“this”代表对象本身，即“this.字段名”。 

FColor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填充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填充色的索引号（索引号在颜色选择框，左上角序号为 0，往下每行依 

次加 32）。 

备注          取值范围：0～255，颜色值即为调色板的颜色索引编号（关于调色板的详尽 

信息请参考《力控
○R
用户手册》） 

IY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所有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垂直方向的初始位置（以象素为单位） 

备注          取值范围：-32767～32767。 

Area_no 

数值类型      整型 

应用对象      报警 

说明          用于动态改变报警记录区域 

备注          取值范围：0～30 

Curline 

数值类型      整型 

应用对象      总貌画面和数据表 

说明          用于总貌画面和数据表中，表示顶行从第几行开始, 行号从 0开始．当前显 

示中第一个记录的顺序号。  

在内置数据表中 CurLine: 表示数据表当前行索引号，索引号从 0开始。 当 

删除一行后，其后续行号自动减 1。用户用鼠标或键盘改变捆绑数据表中当 

前行后，CurLine 的值也跟着改变。 

备注          取值范围：0～32767 



示例          this.curline=this.curline+10;//上滚十行 (总貌画面和数据表) 

Decimal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只对文本，按钮目标有效 

说明          通过它可以动态改变小数位数 

备注          取值范围：0～6 

示例          this.decimal = 3;//将小数位数置为３位 

IfColor  

数值类型      整型 

应用对象      填充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填充色的初始索引号（索引号在颜色选择框，左上角序号为 0，往下每 

行依次加 32） 

备注          取值范围：0～255，颜色值即为调色板的颜色索引编号（关于调色板的详尽 

信息请参考《力控
○R
用户手册》） 

IlColor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有边线的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边线的初始颜色的索引号（索引号在颜色选择框，左上角序号为 0，往 

下每行依次加 32） 

备注          取值范围：0～255，颜色值即为调色板的颜色索引编号（关于调色板的详细

信息请参考《力控
○R
用户手册》） 

ItColor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文本 

说明          文本目标前景色的初始颜色的索引号（索引号在颜色选择框，左上角序号为 

0，往下每行依次加 32） 

备注          取值范围：0～255，颜色值即为调色板的颜色索引编号（关于调色板的详尽

信息请参考《力控
○R
用户手册》） 

IX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所有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水平方向的初始位置（以象素为单位） 

备注          取值范围：-32767～32767 

lColor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有边线的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边线的颜色的索引号（索引号在颜色选择框，左上角序号为 0，往下每

行依次加 32） 

备注          取值范围：0～255，颜色值即为调色板的颜色索引编号（关于调色板的详尽

信息请参考《力控
○R
用户手册》） 

Off_day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报警、数据表 

说明          １）报警对象    表示当前显示的为哪一天报警记录。０：表示当天，１表

示前一天，２表示前两天，等等。 取值范围：报警对象 0～3１。  

２）数据表对象  用于数据表中，使用它可以以天为单位改变开始时间。

off_day 前后滚动的天数．off_day 增大向前翻滚．off_day 减小向后翻滚。

取值范围：０～3650  

例如 this.off_day = this.off_day-1;若现在为８日，off_day 改变后开始

时间将为７日。 

备注          取值范围：报警：0～31；历史报表：0～365 

示例          例如对于历史报表，若现在为８日：this.off_day = this.off_day-1;  

off_day 改变后, 历史报表开始时间将为７日 

Off_hour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数据表 

说明          使用它可以以小时为单位改变开始时间。  

off_hour 前后滚动的小时数．off_hour 增大向前翻滚．off_hour 减小向后

翻滚。  

例如：this.off_hour = this.off_hour-1;若现在为８点，off_hour 改变 

后开始时间将为７点。  

０：表示当前小时，１表示前一小时，２表示前两小时，等等。 

备注          取值范围：0～23 

示例          若现在为８点：this.off_hour = this.off_hour-1; off_hour 改变后开始

时间将为７点 

Page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数据表、 报警 

说明          用于数据表、报警窗口中，可通过该变量前后翻页。 

page 增大向前滚动．page 减小向后翻滚。 



备注          取值范围：0～23 

示例          this.page=this.page+1;//向后翻 1页 

Scalenum 

数值类型      整型 

应用对象      刻度条数值类型      整型 

应用对象      刻度条 

说明          刻度条的刻度数目 

度数目 

Tag1~Tag8 

数值类型      字符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对象和数据表 

说明          用于趋势对象和数据表中，可通过该变量的赋值来改变趋势笔或数据表中的 

位号。tag1～tag8 分别对应趋势中的八支笔或数据表中前八个位号。 

示例          this.tag1=“LIC504.PV”;// 将趋势对象中的第一笔或历史报表中第一 

个位号设置为＂LIC504.PV＂。 

Tr_btim 

数值类型      字符串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时间轴开始时刻 

备注          时间格式：YY/MM/DD hh:mm:ss  

YY:年，取值范围（96～）  

MM:月，取值范围（1～12）  

DD:日，取值范围（1～31）  

hh:时，取值范围（0～23）  

mm:分，取值范围（0～59）  

ss:秒，取值范围（0～59） 

Tr_euhi 

数值类型      实型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数值范围高限 

Tr_eulo 

数值类型      实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数值范围低限 

说明          数值范围底限 

Tr_his 



数值类型      实型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系统保留 

Tr_offx 

数值类型      实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时间轴偏置系数 

备注          取值范围：0.0001～100 

Tr_offy 

数值类型      实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数值轴偏置系数 

备注          取值范围：0.0001～100 

Tr_scx 

数值类型      实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时间轴放大系数 

备注          取值范围：0.0001～100 

Tr_scy 

数值类型      实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数值轴放大系数 

备注          取值范围：0.0001～100 

Tr_span 

数值类型      字符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时间轴长度 

备注          YY/MM/DD hh:mm:ss  

YY:年，取值范围（96～）  

MM:月，取值范围（1～12）  

DD:日，取值范围（1～31）  

hh:时，取值范围（0～23）  

mm:分，取值范围（0～59）  

ss:秒，取值范围（0～59） 

Tr_stop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停止趋势更新，该量为开关量 

备注          取值范围：0/1。０：运行 １：停止 

Tr_time 

数值类型      字符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游标处的时间 

备注          时间格式： hh:mm:ss  

        hh:时，取值范围（0～23）  

        mm:分，取值范围（0～59） 

ss:秒，取值范围（0～59） 

Tr_val1～Tr_val8 

数值类型      实型量 

应用对象      趋势 

说明          趋势第 1笔到第 8笔在游标处的值。该变量只能用于附属于趋势的目标中 

Unit_no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总貌 

说明          单元号，用于总貌画面，可以使用该量动态改变单元号。 

备注          取值范围：0～99 

示例          this.unit_no=1;//显示第一单元。 

Update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历史报表 

说明          用于数据表中，可通过该变量的赋值来更新数据 

示例          this.update=1;// 更新数据 

X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所有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水平方向的位置。（以象素为单位） 

备注          取值范围：-32767～32767 

Y 

数值类型      整型量 

应用对象      所有图形对象 



说明          目标垂直方向的位置。（以象素为单位） 

备注          取值范围：-32767~32767 

第三章 脚本函数 

脚本函数内置在界面系统 DRAW 中。目前包括“系统”类、“数学”类、“配方”类、

“SQL 查询”类、“设备操作”类、“字符串操作”类、“Window 控件”类和“内置数据表”

类函数。 

“系统”类、“字符串操作”类、“Window 控件”类和“内置数据表”类包括数据转换、

文件操作、系统功能调用、对象操作等功能函数。  

“数学”类目前包含一组常用数学运算函数；  

“配方”类目前包含一组用于控制配方管理器的函数；  

“SQL 查询”目前包含一组用于实现 SQL 访问功能的函数；  

“设备操作”类目前包含一组实现计算机 I/O 读写操作的函数；  

可以在动画链接、对象脚本或应用程序脚本中引用脚本函数。  

3.1 系统函数 

ActiveApp 

语法          ActiveApp(AppID) 

说明          把 AppID 所指定的程序所在的窗口置到前面，并且该窗口将获得输入焦点， 

即该窗口将接收键盘输入。 

参数          AppID 为应用程序标识，类型为整型，为由 StartApp 函数得到的返回值。 

示例          ActiveApp(AppID) 

AlmAck 

语法          AlmAck() 

说明          当前最新报警确认,当前最新报警显示在系统报警窗右侧。要显示系统报警 

窗，首先要选中系统参数中系统报警检查框。 

示例          AlmAck() 

AlmAckAll 

语法          AlmAckAll(DataSourceNo, AreaNo) 

说明          对数据库中某一区域报警进行确认． 

DataSourceNo 数据源序号，序号从 0开始。 

AreaNo 指定区域号,-1 表示所有区域。 

示例          AlmAck(0,-1)//对整个数据库报警进行确认 

AlmLogTimeSet 



语法          AlmLogTimeSet (StartTime) 

说明          报警历史记录或历史报表开始时间设置 

参数          StartTime: 报警历史记录或历史报表开始时间，类型为数值型常量、变量 

或数值型表达式。该数值为自 1970 年 1 月 1 日零时逝去的秒数。 

示例          #almlog.AlmLogTimeSet ($CurTime - 7200);// 报警历史记录开始时间设

为前 2小时。//almlog 为报警历史记录对象名称。 

#almlog.AlmLogTimeSet (LongTime(“2002/1/8 16:50:00”)); 

提示：开始时间可以通过时间控件得到。 

Beep 

语法          beep(number) 

说明          蜂鸣器发出叫声 

参数          一声叫声。 

参数 number 用于指定不同的蜂鸣器响声。  

-1,0:为两种报警声。  

1～7 对应乐谱的中音 1至 7。  

8～14 对应乐谱的高音 1至 7。 

示例          beep(-1); //标准报警声 

ChangeGroup 

语法          ChangeGroup（GroupNumber） 

说明          该函数用于实时趋势、历史趋势模板中的变量成组替换，替换量一般为ＤＢ 

变量。 

参数          为数值常量或数值表达式，该参数的值表示变量组的组号。 

备注          对于模板对象，只是替换位号名，参数部份保留不变。 

示例          ChangeGroup（2）;//该函数将实时趋势、历史趋势和模板中的变量分别替 

换成序号为 2的变量组中的变量。 

ChangeTag 

语法          ChangeTag（OldTag,NewTag） 

说明          该函数用于模板变量的替换，替换量一般为 DB 变量。 

参数          OldTag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该参数为被替换量。 

NewTag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该参数为替换量。 

备注          只是替换位号名，参数部分保留不变。 

示例          ChangeTag（“T1”，“LIC15”）//该函数将模板中的位号 T1，替换成数 

据库中的实际位号 LIC15，如模板中有如下变量 T1.PV，T1.SP，T1.OP，T1.EU 

等将变为 LIC15.PV, LIC15.SP, LIC15.OP, LIC15.EU。 

ChangeTagByNo 



语法          ChangeTagByNo(no,"NEWTAG") 

说明          该函数用于历史趋势和历史报表，替换量一般为ＤＢ变量。注意这里只是替 

换位号名，参数部分保留不变。no 为数字常量或数字表达式，与历史趋势 

和历史报表中变量的序号相同。 

参数          no 为数字常量或数字表达式，NewTag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该参 

数为替换量。 

示例          ChangeTagByNo(1,＂LIC504＂)//该函数将趋势或模板中的序号为１ 

的变量替换成数据库中的实际位号 LIC504。 

CheckSecurityArea 

语法          BOOL CheckSecurityArea(CString SecurityArea) 

说明          检查指定安全区是否可以操作 

参数          SecurityArea：逗号分割开的安全区名字符串，一般是用 SecurityAreaDlg得

到的用户设定的值。 

返回值        布尔值，返回当前登录的用户是否可以对这些安全区中的某一个有操作的权

限。如果有操作权限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CloseAllWindow 

语法          CloseAllWindow() 

说明          关闭所有窗口 

CloseWindow 

语法          CloseWindow（） 

说明          关闭当前窗口，一般用于弹出式窗口的关闭。 

CloseWindowEx 

语法          CloseWindowEx("WindowName") 

说明          关闭指定窗口 

参数          WindowName: 窗口名称，字符串变量或常量。 

示例          CloseWindowEx("Draw1.drw");//将窗口名称 Draw1.drw 的窗口关闭。 

ConvertTo 

语法          ConvertTo(MasterOrSlave) 

说明          双机热备状态的切换函数  

参数          MasterOrSlave  0:由工作状态切换到备份状态 1:由备份状态切换到工作

状态 

示例           ConvertTo(tag1.pv);//当 tag1.pv 的值为 0时，由工作状态切换到备份状

态;当 tag1.pv 的值为 1时，由备份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 

DeviceClose 

语法          DeviceClose (DeviceName, DataSourNo) 



说明          停止设备通讯 

参数          DeviceName：设备名称，类型为字符串常量或变量，该名称由 I/O 设备定义

时创建。 

DataSourNo：为整型，为数据源序号，-1 表示本地数据源。数据源序号与

数据源定义列表中所看到的顺序相同，序号从 0开始。 

示例          DeviceClose ("MyDev1",-1);//停止设备 MyDev1 

DeviceDialup 

语法          DeviceDialup(DeviceName, telenum, DataSourNo) 

说明          改变设备拨号号码 

参数          DeviceName：设备名称，类型为字符串常量或变量，该名称由 I/O 设备定义

时创建。 

telenum：电话号码，类型为字符串常量或变量。 

DataSourNo：为整型，为数据源序号，-1 表示本地数据源。数据源序号与 

数据源定义列表中所看到的顺序相同，序号从 0开始。 

示例          DeviceDialup ("MyDev1", "6756888",-1);//启动设备 MyDev1。 

备注          该函数用于动态切换 I/O 采集设备的拨号号码。 

DeviceOpen 

语法          DeviceOpen (DeviceName, DeviceAddress, DataSourNo) 

说明          启动设备通讯，并将地址切换到由 DeviceAddress 参数所指定地址上。 

参数          DeviceName：设备名称，类型为字符串常量或变量，该名称由 I/O 设备定义

时创建。 

DeviceAddress：设备地址，I/O 设备的逻辑地址，类型为字符串常量或变

量。如果该    项为空串""，意思是使用上次启动地址，如果没有启动过将

使用设备定义时指定的缺省地址。 

DataSourNo：为整型，为数据源序号，-1 表示本地数据源。数据源序号与

数据源定义列表中所看到的顺序相同，序号从 0开始。 

示例          DeviceOpen ("MyDev1", "",-1);//启动设备 MyDev1。 

DeviceOpen ("MyDev1", "1".-1);//启动设备 MyDev1，并将地址切换到 1。 

备注          该函数用于动态切换 I/O 采集设备（如一个串口接多台设备，但是这些设备

不同时工作，或其数据不需要同时观看），或采集包（如该数据包数据变化

慢且不经常看的量）。 

DisableOperate 

语法          DisableOperate (flag) 

说明          禁止用户对变量的操作。 

参数          flag 禁止标志。取值含义：0：允许操作；1：表示禁止操作；2：除了禁止 



用户操作外，还将禁止任何脚本中向 DB 设置数据请求。 

示例          DisableOperate (1);//禁止操作       

DisableOperate (0);//允许操作 

Display 

语法          Display(WinName) 

说明          显示名字为 WinName 的窗口 

备注          显示名字为 WinName 的窗口。如果该窗口已经运行，则该窗口将成为当前活

动窗口。 

示例          Display(“Win01”) //显示窗口 Win01 

DisplayEx 

语法          DisplayEx("WinName.drw",left,top,right,bottom) 

说明          改变窗口大小和位置,将指定的窗口大小按 Left,top,right,bottom 的数值 

              改变，如果该窗口已经运行，则该窗口将成为当前活动窗口。 

示例          DisplayEx("DRAW2.drw",30,50,60,20)//按 30,50,60,20 大小 

改变 DRAW2.drw 的大小，同时将它做为当前活动窗口。 

Enable 

语法          Enable(flag) 

说明          允许或禁止对图形对象。注意：该函数只对图元对象起作用。 

flag 为一常数值或数值表达式，其值为０时图形目标被禁止，否则将允许

对该图形目标操作。 

示例          Enable(0);// 目标被禁止 

EventDisp 

语法          EventDisp() 

说明          系统事件包括程序起停信息，操作记录，系统错误信息等。 

示例          EventDisp()//调用该函数将出现一事件显示框。 

Exit 

语法          Exit(code) 

说明          code 取值为０，１，２，３，４。 

０表示退出程序。 

１表示窗口最小化。 

２表示退出所有 ForceControl 程序。 

３表示重新启动系统。 

４表示关闭系统。 

示例          Exit(0);// 退出应用程序 

FileAppend 



语法          FileAppend(FileName, VarName, Num) 

说明          往指定的文件中追加数据，即从文件尾开始写数据。 

参数          FileName：文件名。 

VarName:从该变量开始写，按照变量的名称中的数字顺序依次访问。 

如变量为 var01,其后变量依次为 var02,var03...。 

Num:要写的数据个数。 

示例          FileAppend("dat01",var01,10)//从 var01 开始依次向文件附加 dat01， 

data02...,到 dat10，共写入 10 个数据。 

FileCopy 

语法          FileCopy(SourFileName,DestFileName , Overwrite) 

说明          文件复制。复制已有文件（由文件名 SourFileName 指定）到一新文件（由 

文件名 DestFileName 指定） 

参数          SourFileName：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为源文件名（完整的路径）， 

即已存在文件。  

DestFileName：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为新文件名（完整的路径）。  

Overwrite：整型量，覆盖标志。该量如果为 0，如果同名文件已经存在， 

那么复制失败；非 0将覆盖已有文件。 

返回值        为 1 成功；为 0失败。 

示例          FileCopy("c:\abc\text1.txt", c:\text2.txt, 0); //将 c:盘下 abc 目录 

下的 text1.txt 文件，复制到根目录，并命名为 text2.txt。如果 text2.txt 

存在，复制失败。 

FileDataCount 

语法          FileDataCount(FileName) 

说明          取得文件中的数据个数，即得到文件中的数据项数。 

参数          FileName：文件名。返回值:文件中的数据个数。 

示例          count = FileDataCount("dat01");//count 为文件中的数据个数 

FileDelete 

语法          FileDelete(FileName) 

说明          删除指定的文件。 

参数          FileName：文件名。 

示例          FileDelete(“dat01”)//删除文件 

FileMove 

语法          FileMove(SourFileName,DestFileName ) 

说明          文件/目录改名或移动。将已有文件/目录（由文件名 SourFileName 指定或 

目录）改名，或移动到一新的位置（由文件名 DestFileName 指定）。 



参数          SourFileName：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为源文件名或目录名（完整 

的路径），即已存在文件或目录。 

DestFileName：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为新文件名或目录名（完整

的路径）。 

返回值        为 1 成功；为 0失败。 

备注          如果移动到不同的驱动器上，将进行文件、目录复制。 

示例          1）FileMove("c:\abc\text1.txt", c:\abc\text2.txt); //将文件 

text1.txt 改名为 text2.txt。  

2）FileMove("c:\doc1\text1.txt", c:\doc2\text1.txt);//将c:盘下 

doc1 目录下的 text1.txt 文件，移动到到目录 doc2 下。 

3）FileMove("c:\doc1, c:\doc2); //将 c:盘下目录 doc1 改名为 doc2。 

Fileread 

语法          FileRead(FileName,VarName,Offset,Num) 

说明          从指定的文件中回读数据 

参数          FileName：文件名。 

Offset: 偏置。从该偏置开始读。偏置以 0为基准。 

Num:要读取的数据个数。 

VarName:从该变量开始写，按照变量的顺序号依次访问。 

备注          假如第一个变量为 VAR01，则其后的变量为 VAR02⋯⋯ 

示例          FileRead(“dat01”, var01,0,10)//从文件 dat01 中读取 10 个数据,结果 

放入 var01 开始的变量中，后面的变量依次为 var02、var03⋯⋯ 

FileReadFields 

语法          FileReadFields(FileName,VarName,Offset,Num) 

说明          从指定的逗号分割文件中回读一条记录数据 

参数          FileName：文件名。 

Offset: 偏置记录数。从该偏置记录开始读。偏置以 0为基准。 

Num:要读取的数据个数。 

VarName: 从该变量开始写，按照变量的名称中的数字顺序依次访问。 

备注          如变量为 var01,其后变量依次为 var02,var03... 

示例          FileReadFields(“dat01”, var01,0,10)//从文件dat01中读取10个数据,

结果放入 var01 开始的变量中，后面的变量依次为 var02、var03⋯⋯ 

FileWrite 

语法          FileWrite(FileName,VarName,Offset ,Num) 

说明          往指定的文件中写数据 

参数          FileName：文件名。 



VarName：从该变量开始写，按照变量的顺序号依次访问。 

如变量为 var1,其后变量依次为 var2,var3...。 

Num:要写的数据个数。 

示例          FileWrite(“dat01”, var1,0,10);//从 var1 开始依次向文件 dat01 写入

10 个数据。 

FileWriteFields 

语法          FileWriteFields(FileName,VarName,Offset ,Num) 

说明          往指定的文件中逗号分割的记录文件，每一条记录为一行。 

参数          FileName：文件名。 

VarName：从该变量开始写，按照变量的顺序号依次访问。 

Num:要写的数据个数。 

Offset:指定写此文件的起始位置。若 Offset 为 -1，此函数将写到文件末 

尾。若为 1，则写到开头，其他的数字表示记录数。 

示例          FileWriteFields(“dat01”, var01,0,10);//从 var01 开始依次向文件 

dat01 写入 10 个数据。 

FindWindow 

语法          FindWindow (Title) 

说明          用于判断指定的窗口是否存在，窗口由其标题来标识。 

参数          Title 窗口标题，为程序最上面标题条中所显示的内容。该名称必须与窗口 

标题条中显示的标题一致。 

返回值：类型为整型，为窗口句柄，0表示窗口不存在。 

示例          IF( FindWindow("ForceControl - [Db1]") == 0) THEN 

MsgBox("数据库未启动！"); 

ENDIF 

GetAppPath 

语法          GetAppPath() 

说明          取得当前应用目录 

返回值        类型为字符串，完整的应用路径字符串。 

示例          StrPath = GetAppPath() 

GetCurAlm 

语法          GetCurAlm(alminfor,VAR$) 

说明          返回值为当前报警优先级。若报警已经确认则返回值为０。 

参数          alminfor 为某一区域的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ALARMTXT00 为区域０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ALARMTXT01 为区域 1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ALARMTXT02 为区域 2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ALARMTXT 为整个数据库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VAR$为字符型变量，函数返回时保存当前发生报警位号名。 

返回值        整型 

示例          IF (GetCurAlm($ALARMTXT00,S1) > 0) THEN  

MsgBox("DB Area 0 is alarming TAG="+S1); 

ENDIF 

// 如果ＤＢ区域０中出现报警，假设报警位号//是 LIC504，将出现一信息 

框，内容为：//＂DB Area 0 is alarming Tag=LIC504＂ 

GetDataSourceStat 

语法          GetDataSourceStat（DataSourceNo） 

说明          获取数据源状态 

参数          DataSourceNo 数据源序号，序号从 0开始 

返回值        0 表示数据源状态正常，否则故障 

示例          GetDataSourceStat（0） 

GetHisData 

语法          double GetHisData(Var,Year, Month, Day, Hour,Minute,Second) 

说明          获取历史数据 

参数          Var 欲存取的变量，该变量必须是 DB 变量，该参数不能包含在""中。 

Year :整型，表示年,范围 1999～2037 。0 表示当年。 

Month: 整型，表示月, 范围 1～12。0 表示当月。 

Day: 整型，表示日, 范围 1～31。0 表示当天，负值表示前多少天，如-1

表示前 1天，-2 表示前 2天⋯。 

Hour: 整型，表示时, 范围 0～23。 负值表示前多少小时，如-1 表示前 1 

小时，-2 表示前 2小时⋯。 

Minute: 整型， 表示分, 范围 0～59。负值表示前多少分钟，如-1 表示前

1分钟，-2 表示前 2分钟⋯。 

Second:表示秒, 范围 0～59。负值表示前多少秒，如-1 表示前 1秒，-2 表 

示前 2秒⋯。 

返回值        实型，该点在指定时刻的历史值。 

示例          1）val = GetHisData(FI101.PV,2000,12,21,10,0,0);取数据库中的点 

FI101.PV 在 2000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 00 分 00 秒的历史数据。 

2）val = GetHisData(FI101.PV,0,0,-1,10,0,0); 

取数据库中的点 FI101.PV 在本年本月昨日 10 时 00 分 00 秒的历史数据。 

GetHisDataEx 



语法          Double GetHisDataEx(Var,Year, Month, Day, Hour,Minute, 

Second,MilliSec) 

参数          Var 欲存取的变量，该变量必须是 DB 变量，该参数不能包含在""中。 

Year :整型，表示年,范围 1999～2037 。0 表示当年。 

Month: 整型，表示月, 范围 1～12。0 表示当月。 

Day: 整型，表示日, 范围 1～31。0 表示当天，负值表示前多少天，如-1

表示前 1天，-2 表示前 2天⋯。 

Hour: 整型，表示时, 范围 0～23。 负值表示前多少小时，如-1 表示前 1 

小时，-2 表示前 2小时⋯。 

Minute: 整型， 表示分, 范围 0～59。负值表示前多少分钟，如-1 表示前

1分钟，-2 表示前 2分钟⋯。 

Second:表示秒, 范围 0～59。负值表示前多少秒，如-1 表示前 1秒，-2 表 

示前 2秒⋯。 

MilliSec: :表示毫秒, 范围 0～999。 

示例          返回值：实型，该点在指定时刻的历史值。 

1）val = GetHisDataEx(FI101.PV,2000,12,21,10,0,0,100);取数据库中的 

点 FI101.PV在 2000年 12月 21日 10时 00分 00秒 100毫秒时的历史数据。 

2）val = GetHisDataEx(FI101.PV,0,0,-1,10,0,500);取数据库中的点 

FI101.PV 在本年本月昨日 10 时 00 分 00 秒 500 毫秒时的的历史数据。 

GetStatisData 

语法          double GetStatisData(Var,Year, Month, Day, Hour,TimeSpan,Type,Time) 

说明          获取统计数据 

参数          Year, Month, Day, Hour 指定的是开始时间，TimeSpan 指定的是时间长度。 

Var 欲存取的变量，该变量必须是 DB 变量，该参数不能包含在""中。 

Year :整型，表示年,范围 1999～2037。0 表示当年。 

Month: 整型，表示月, 范围 1～12。0 表示当月。 

Day: 整型，表示日, 范围 1～31。0 表示当天，负值表示前多少天，如-1 表 

示前 1天，-2 表示前 2天⋯。 

Hour: 整型，表示时, 范围 0～23。 负值表示前多少小时，如-1 表示前 1 

小时，-2 表示前 2小时⋯。 

TimeSpan:整型，为时间范围，单位为小时。前多少小时内的统计数据。如 

果 Hour 为 8，TimeSpan 为 1，表示 8点～9点的统计数据（注意：对应于数 

据表中 9点的数据）；TimeSpan 为 2，表示 6点～8点的统计数据。 

Flag: 表示取何种统计数据。0：表示 Aver； 1: 最大值 2: 最小值。 

Time: 字符型变量，为达到最大/最小值的时间。 



返回值        实型，该点在指定时间段的统计值。 

示例          1）val = GetStatisData (FI101.PV,2000,12,21,10, 1，0,strTime);取数 

据库中的点 FI101.PV 在 2000 年 12 月 21 日 10～11 时的平均值。 

2）val = GetStatisData (FI101.PV,0,0,-1,10, 2，1,strTime); 

取数据库中的点 FI101.PV 在本年本月昨日 10～12 时的最大值。 

3）val = GetStatisData (FI101.PV,0,0,-1,18, 3，2,strTime); 

取数据库中的点 FI101.PV 在本年本月昨日 18～21 时的最小值。 

GetTagKind 

语法          int GetTagKind(“TagName”,nDataSource) 

说明          获取点类型，即得到点在实时数据库中的类型号 

参数          TagName: 点名称，字符串变量或常量。 

nDataSource : 整型，数据源序号，数据源序号以 0开始，注意该序号会因 

数据源的删减而变动。 

返回值        点类型号，整型 

示例          KIND = GetTagKind(“FI1001”,0); 

Hide 

语法          Hide() 

说明          隐藏图形目标。如果目标处于隐藏状态，它将不接受鼠标动作。但可以执行

杂项/一般动作。 

备注          该函数只对图元对象起作用 

HideWindow 

语法          HideWindow(WinNamede) 

说明          隐藏名字为 WinNamede 的窗口。如果窗口处于隐藏状态，它将不接受鼠标动

作。但可以执行杂项/一般动作。 

参数          字符串 

示例          HideWindow(“aaa”); 

InfoResource 

语法          result=InfoResource(ResourceType) 

说明          返回系统的各种系统资源 

参数          1 返回系统可以物理内存字节数 

2 返回系统物理内存字节总数 

3 返回系统可用物理内存百分比 

4 返回当前系统正在运行的任务数 

InsertHisData 

语法          sertHisData (Var, Data,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Millisec) 

说明          向数据库中(DB)插入历史数据 

参数          Var: 该参数不能包含在""中。数据库变量，该变量的数据源指明了向哪个

数据库插入数据，而其数据库参数指明了是数据库的哪点参数。必须为数值

型变量。注意：要插入的值不是 Var 变量的当前值，而是下一个参数 Data。 

Data: 要 插 入 的 数 值 ， 为 数 值 型 变 量 ， 常 量 或 表 达 式 。 参 数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Millisec 用于指定将要插入的历史

数据发生时刻。即历史数据时间插入点。 

Year :整型，表示年,范围 1999～2037 。0 表示当年。 

Month: 整型，表示月, 范围 1～12。0 表示当月。 

Day: 整型，表示日, 范围 1～31。0 表示当天，负值表示前多少天，如-1 表

示前 1天，-2 表示前 2天⋯。 

Hour: 整型，表示时, 范围 0～23。 负值表示前多少小时，如-1 表示前 1

小时，-2 表示前 2小时⋯。 

Minute: 整型， 表示分, 范围 0～59。负值表示前多少分钟，如-1 表示前

1分钟，-2 表示前 2分钟⋯。 

Second:表示秒, 范围 0～59。负值表示前多少秒，如-1 表示前 1秒，-2 表

示前 2秒⋯。 

示例          1）InsertHisData(FI101.PV,50.5,2000,12,21,10,0,0,0);向数据库中插入

的点为 FI101.PV，数值为 50.5，时间为 2000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 0 分 0 秒

0 毫秒。 

2) InsertHisData (FI101.PV, 75.0, 0,0,-1,10,0,0,100);向数据库中插

入的点为 FI101.PV，数值为 75.00, 时间为在本年本月昨日 10 时 00 分 00

秒 100 毫秒。 

IntoConfig 

语法          IntoConfig() 

说明          进入组态状态 

IntTime 

语法          IntTime(time, format) 

说明          用来获得日期时间的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参数          time：自 1970 年 1 月 1 日零时逝去的秒数。 

format： 要得到的时间格式标识。 

       0：年 

       1：月 

       2：日 



     3：时 

       4：分 

       5：秒 

示例          year ＝ IntTime(curtim, 0)；//将整型变量 curtim 中的时间值的年度 

赋值给变量 year。 

IsWeb 

语法          IsWeb() 

说明          用于判断是否在浏览器上运行，可以用该值有选择的执行脚本。 

返回值        整型，1表示在浏览器上运行；否则运行在 VIEW 上。 

示例          IF (IsWeb() == 0) THEN 

A1.pv = a1.pv + 1; 

⋯ 

ENDIF 

LayerToBottom 

语法          LayerToBottom() 

说明          将图形对象排列到最后面 

备注          调用该函数将图形对象排列到最后面，即它不覆盖任何其它图形 

LayerToTop() 

语法          LayerToTop() 

说明          将图形对象排列到最前面 

备注          调用该函数将图形对象排列到最前面，即不被其它任何图形覆盖 

Login 

语法          Login() 

说明          用户注册，调用该函数将出现用户注册对话框。 

LoginEx 

语法          LoginEx("UserName","Password") 

说明          该函数直接用用户名和密码不用弹出对话框直接登录，常用于用户自己组态

一个登录对话框的时候使用。 

参数          UserName：登录用户名    

Password：登录密码 

返回值：整形，0表示失败, 1 表示成功。 

示例          ret=LoginEx("UserName","Password")； 

Logout 

语法          Logout() 

说明          用户注消，调用该函数将出现用户注消对话框。 



LongTime 

语法          LongTime(String) 

说明          将字符串形式表示的时间转成整型数 

参数          String：要转换的字符格式的时间，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 

达式。 时间格式规定如下：YYYY/MM/DD hh:mm:ss  YYYY 为年；MM 为月；

DD 为日；hh 为时;mm 为分；ss 为秒 

返回值        为整型数表示的时间，该数值为自 1970 年 1 月 1 日零时逝去的秒数。 

示例          n = LongTime("2002/1/8 16:50:00") 

MsgBox 

语法          MsgBox(Message) 

说明          显示一提示框 

参数          Message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其值为提示框中显示的信息。 

示例          MsgBox(“System Alarm”) 

PostMessage 

语法          PostMessage(AppID,Msg,wparam,lparam) 

说明          该函数用于用于向指定的程序发送一条消息。 

参数          AppID：应用程序 ID。参数类型：整形。 

MSG：发送的消息号。参数类型：整形。 

wparam：要发送的消息参数。整形。 

lparam：要发送的消息参数。整形。 

返回值：整形，1表示成功。 

示例          ret=PostMessage(AppID,5555,0,0)； 

PlaySound 

语法          PlaySound(AviName,flag) 

说明          播放一段由文件名 AviName 指定的音乐 

参数          AviName：Avi 文件名。 

flag：播放方式取值为 0或 1。0:代表异步;1:代表同步。 

示例          PlaySound(“Avi01”,0) //异步方式播放 AVI 文件 Avi01 

Print 

语法          print(WinName) 

说明          打印名称为“WinName”的窗口内容 

参数          字符串 

示例          Print(“Win01”) //打印窗口 Win01 

PrintEX 

语法          PrintEx(WindowName,left,top,right,bottom) 



说明          打印窗口的特定区域 

参数          WindowName: 窗口名称，字符串变量或常量。      

left,top,right,bottom 均为为整型，指定的是要打印的矩形区域。其中 

left，top 分别为矩形区域左上角横坐标和左上角纵坐标；right，bottom 

分别为矩形区域右上角横坐标和右上角纵坐标。左右上角坐标可以通过将光 

标移至相应位置，并记录光标当前位置而得到。 

示例          PrintEx("Draw1.drw",50, 50, 550, 650); 

PrintSetup 

说明          设置打印机。调用该函数弹出打印机设置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对打印

机进行设置。 

示例          PrintSetup()； 

Rand 

语法          rand(number) 

说明          产生随机数 

参数          number 为随机数的上界，下界为 0。 

示例          Rand(100) 会产生 0～100 之间的随机数（不包括 100） 

ReachTime 

语法          ReachTime(hour,minute) 

说明          当时间到达后返回值为真,否则为假。hour 小时值，取值为０～２３，－１ 

表示任何一小时 minute 分钟值，取值为０～５９ 

参数          hour 小时值，取值为０～２３，－１表示任何一小时 minute 分钟值，取值 

为０～５９ 

示例          IF (ReachTime(8,30)) THEN 

BEEP(1); 

ENDIF; //每天上午８时３０分该函数取值为真,这时将发出一声。 

SendEvent 

语法          SendEvent(EventType,EventKind,"EventContent",$UserName) 

说明          该函数用于向 pLog 程序发送一条事件记录。该函数可以发送系统事件和操

作事件.事件类型可以是,消息、报警、事件类型事件。 

参数          EventType：事件类型。参数类型：整形。0 表示系统产生；1 表示人为操

作产生，如：关闭程序，VIEW 下置数据    

EventKind：事件性质。参数类型：整形。0 表示消息事件；1 表示报警事

件；2 表示错误事件；3 表示其它性质的事件。 

EventContent：要发送的内容。字符串类型。 

$UserName 为系统提供的登录的用户。可以自由指定为其它字符串类型的用



户名。 

返回值：整形，0表示成功。 

示例          ret=SendEvent(1,2,"测试操作记录",$UserName)；//在日志文件中记录一

条错误信息操作记录，记录内容为“测试操作记录”。 

SendKey 

语法          SendKey（AppId,Title,"KeyDesc"） 

说明          该函数用于向指定的窗口发送击将击键消息，就向在该窗口中用键盘输入信

息一样。该函数与StartApp配合使用，让力控
○R
可以控制其它应用程序。如

启动某一程序，然后让其做某一动作，如执行一菜单命令。 

参数          AppID 为应用程序标识，类型为整型，为由 StartApp 函数得到的返回值。

Title 窗口标题，一般为程序最上面标题条中所显示的内容。用于准确指明

程序中指定的窗口，如果为空" "，则为该程序中所有窗口。KeyDesc 为字

符串，表示一组键的序列。可以是多个键的组合。组合键间用“+”号分隔。

如 “Alt+F+P”表示按下 Alt 键，然后按下 F和 P键。键代码如下（注意：

代码要写在引号内）： 

Space 空格 

Backspace 回退 

Break 终止 

Caps Lock 大小写切换 

Delelte 删除 

End 末尾 

Enter 回车 

Esc 取消 

Home 回头  

Insert 插入 

Page Up 上一页 

Page Down 下一页 

Print Screen 拷屏 

Tab 制表键 

Shift 上挡键 

Ctrl 控制键 

% 百分号 

Alt Alt 键 

功能键：F1 到 F12 代表功能键；字母或数字键直接用其值来代表。 

示例          SendKey(appid, "","A");//按下字母‘A’键 



SendKey(appid, "","Ctrl + A"); //按下 trl 键后，再按下 A键 

SendKey(appid, "","F1"); //按下功能键 F1 

SendKey(appid, "win1","Shift + F1"); //按下 shift 键后，再按下 F1

键。 

SetHisDataState 

说明          设置取历史数据函数的错误返回值的状态值。当调用 GetHisData 时如果取 

值时间为不存在的值时,按照此函数的设置值返回不同的结果。 

参数          StateType:状态类型。 

0 - 调用 GetHisData 时如果取值时间为不存在的值时,返回最后的有效值 

1 - 调用 GetHisData 时如果取值时间为不存在的值时,返回-9999.0 

2 - 调用 GetHisData 时如果取值时间为不存在的值时,返回 0值 

备注          此函数设置一次，整个运行期间的工程起作用。工程的默认值为 0，如果想

修改 GetHisData 的返回值状态最好在每次调用前使用或者在工程启动时设

置一次。 

SetTimeCycle 

语法          SetTimeCycle(Tim) 

说明          修改历史报表时间间隔，其中 Tim 是时间范围的秒数，请保证 tim 值和时间

范围成整数倍关系。 

示例          SetTimeCycle(10);//将历史报表的时间间隔改为 10s 

SetTimeSpan 

语法          SetTimeSpan(Tim) 

说明          修改历史报表时间范围，其中 Tim 是时间范围的秒数，请保证 tim 值和时间

间隔成整数倍关系。 

示例          SetTimeSpan(1800);//将历史报表的时间范围改为半小时。 

SetTitle 

语法          SetTitle(NewTitle) 

说明          用于动态设置窗口标题 

参数          NewTitle: 字符串类型，新窗口标题 

示例          SetTitle("New window title");//窗口标题设置为 New window title 

Show 

语法          Show() 

说明          如果目标处于隐藏状态，执行该动作后图元恢复显示。 

备注          该函数只对图元对象起作用 

ShowApp 

语法          ShowApp(AppID, Title,flag) 



说明          将 AppID 所指定的程序所在的窗口正常化，最小化，最大化，隐藏。 

参数          AppID 为应用程序标识，类型为整型，为由 StartApp 函数得到的返回值。 

Title 窗口标题，一般为程序最上面标题条中所显示的内容。用于准确指明 

程序中指定的窗口，如果为空" "，则为该程序中所有窗口。 

Flag 显示标志，指定窗口如何显示。取值与意义如下： 

0：隐藏窗口。 

1：最小化窗口，并激活系统列表中的顶层窗口。 

2：激活并显示窗口，如果该窗口最小化或最大化，窗口将恢复到最小化前 

状态。 

3：已当前的位置和大小显示窗口。 

4：激活并最大化该窗口。 

示例          ShowApp(AppID, "",0);//隐藏 AppID 所在程序中的所有窗口。 

ShowApp(AppID, "实时数据库",3);//显示窗口。 

ShowEx 

语法          ShowEx(flag) 

说明          显示或隐藏图形目标 

备注          该函数只对图元对象起作用 

示例          ShowEx(0);// 目标被隐藏 

SnapShotMake 

语法          SnapShotMake() 

说明          对当前活动窗口（覆盖式窗口）进行拍照 

SnapShotView 

语法          SnapShotView() 

说明          快照浏览,若不选择浏览文件，浏览窗口将自动顺序播放。 

StartApp 

语法          StartApp(AppName) 

说明          启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名称和路径由 AppName 指定。 

参数          字符串 

示例          StartApp("c:\windows\write.exe")； //启动画笔程序 

StopApp 

语法          StopApp(AppID) 

说明          关闭先前由 StartApp 函数启动的程序 

参数          AppID 为应用程序标识，类型为整型，为由 StartApp 函数得到的返回值。 

示例          AppID = StartApp("c:\windows\write.exe")； //启动画笔程序 

StopApp(AppID);//关闭程序 



StrTime 

语法          StrTime(time, format) 

说明          将整型时间转成字符串形式 

参数          time 自 1970 年 1 月 1 日零时逝去的秒数。  

format 要转成的时间格式标识，规定如下：  

0：yyyy/mm/dd hh:mm:ss  

1：yyyy-mm-dd hh:mm:ss  

2：yyyy 年 mm 月 dd 日 hh:mm:ss 

示例          StrTime(curtim, 0);//将整型变量 curtim 中的时间值转成字符串形式 

SubWin 

语法          SubWin（WinName） 

说明          调用子窗口 

参数          WinName 为窗口名称 

示例          SubWin（"SubWin01"） 

SubWinEx 

语法          SubWinEx(WinName,left,top,width,height,flag) 

说明          调用子窗口 

参数          WinName 为窗口名称。  

left 为窗口左上角横坐标。 

top 为窗口左上角纵坐标。 

width 为窗口宽度。值为 0表示按窗口设计宽度。 

height 为窗口高度。值为 0表示按窗口设计高度。 

flag 为窗口定位方式，其取值为 0～2 

0: 表示按参数 left,top,windth,height 指定位置定位; 

1: 表示按窗口设计位置定位； 

2: 表示按调用窗口的目标位置就近定位。 

示例          SubWinEx（“SubWin01”,10,10,100,100） 

TipDisp 

语法          TipDisp(Prompt,Delay,StayTime) 

说明          信息提示 

参数          Prompt 字符串常量或字符表达式，Delay 延迟显示时间，即只有鼠标在对

象上停留时间超过该值后，才会显示提示信息。StayTime 提示框逗留时间，

超过该时间后，信息消失。 

示例          TipDisp("This is reactor-R101"，500，3000); 

ToPrint 



语法          ToPrint() 

说明          打印当前窗口 

参数          WinName 为窗口名称 

TrendGetData 

语法          TrendGetData(no,flag) 

说明          历史趋势中指定笔的统计值。即给定趋势曲线中数值的统计值。 

参数          no：整型量，为趋势笔序号，序号从 0开始。 

flag：整型量，为 0表示取最小值，1表示取平均值，2表示取最大值。 

返回值        浮点数，为得到的统计值。 

示例          TrendGetData(0,0);//趋势曲线中第一支笔的最小值。 

TrendGetData(0,1);//趋势曲线中第一支笔的最平均。 

TrendGetData(0,2);//趋势曲线中第一支笔的最大值。 

TrendSetOffset 

说明          设置趋势笔 Y轴的基本偏置，用于历史趋势。 

语法          TrendSetOffset(no, offset) 

参数          no:趋势笔索引号，索引号从 0开始，范围 0～7。 

offset:向上偏置百分比。负值表示曲线向下偏移。范围-1000～1000。 

示例          #trend1.TrendSetOffset(0, 10);//trend1 为趋势对象名称。将第一只笔

的趋势曲线向上偏移 10%。 

TrendTimeSet 

语法          TrendTimeSet(StartTime, TimeSpan) 

说明          历史趋势时间设置 

参数          StartTime：趋势开始时间，类型为数值型常量、变量或数值型表达式。该

数值为自 1970 年 1 月 1 日零时逝去的秒数。   

TimeSpan：趋势时间长度，单位为秒，类型为数值型常量、变量或数值型表

达式。 

示例          TrendTimeSet ($CurTime - 7200, 3600);//趋势时间为前 2小时～前 1 小

时。 

TrendTimeSet(LongTime("2002/1/8 16:50:00"), 3600); 

UserMan 

语法          UserMan () 

说明          增加或删除用户。调用该函数时将出现一用户管理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

用户可以添加新的用户或删除已有用户。注意：只有权限为工程师级以上的

用户才能掉出该用户管理对话框，并且其只能增加或删除比自己权限低的用

户。 



UserPass 

语法          UserPass(UserName) 

说明          修改用户口令，调用该函数时将出现一用户口令修改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

用户可以改变由参数 UserName 所指定的用户名的口令。 

参数          UserName 字符串常量或字符表达式，为用户名称。如果该参数为空值，当

前注册用户的口令将被修改。 

示例          UserPass ("User1"); 

ValInputAni 

语法          ValInputAni（VarName,Prompt,password,promt） 

说明          模拟量输入，调用该函数将出现一模拟输入框，通过该输入框可以修改模拟

量的值。VarName 为一数值变量，输入框确认后变量的值将被修改。 

参数          Prompt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Prompt 为 1 时，该提示信息将被显

示在输入框中。password 为一数值常量，0表示不显示输入信息，否则显示

输入信息。 promto 为一数值常量，表示是否出现提示信息，0 表示不显示

提示信息，否则显示提示信息。 

ValInputDis 

语法          ValInputDis（VarName,Prompt, ONPrompt，OFFPrompt） 

说明         调用该函数将出现一开关选择框，通过该选择框可以修改开关量的值。 

VarName 为一数值变量，输入框确认后改变量的值将被修改。 

参数          Prompt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prompt 为１时．该提示信息将被显

示在输入框中， ONPrompt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该提示信息将被

显示在选择框状态为真的按钮上。 

OFFPrompt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该提示信息将被显示在选择框状

态为假 的按钮上。 

示例          ValInputDis(var1,"Please Set Switch Status","ON","OFF");//该函数调

用后将出现一开关选择框输入框. 信息为 Please Set Switch Status,＂

真＂提示信息为 ON；＂假＂提示信息为 OFF。 

ValInputEnum 

语法          ValInputEnum(VarName,Prompt,Prom1,Prom2,Prom3,Prom4,Prom5, 

Prom6,Prom7,Prom8); 

说明          枚举量输入，调用该函数将出现一枚举选择框，通过该选择框可以选择枚举

量的值。 

参数          VarName 为一数值变量，选择框确认后改变量的值将被修改。 

Prompt 为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该提示信息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 

Prom1 为数值 0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1项中。 



Prom2 为数值 1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2项中。 

Prom3 为数值 2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3项中。 

Prom4 为数值 3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4项中。 

Prom5 为数值 4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5项中。 

Prom6 为数值 5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6项中。 

Prom7 为数值 6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7项中。 

Prom8 为数值 7的提示信息，该项将被显示在选择框中的第 8项中。 

示例          ValInputEnum(var1,"Please Select PID Control mode ","AUTO", 

"MAN","CASE","","","","","");//该函数调用后将出现一字符输入框，                   

提示信息为 Please Select PID Control mode．提示 0～7 信息依次为 

AUTO,MAN,CASE。 

ValInputStr 

语法          ValInputStr(VarName,Prompt,password,prompt) 

说明          调用该函数将出现一字符输入框，通过该输入框可以修改变量的值。 

参数          VarName 为一字符变量，输入框确认后改变量的值将被修改。 Prompt 为字

符串常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prompt 为１时，该提示信息将被显示在输入框中。 

password 为一数值常量，0 表示不显示输入信息，否则显示输入信息。                  

prompt 为一数值常量，表示是否出现提示信息。0表示不显示提示信息，

否则显示提示信息。 

示例          ValInputStr(var1,"Please Input A Value",0,1);//该函数调用后将出现

一字符输入框，提示信息为 Please Input A Value。 

VarRedir 

语法          VarRedir(var, NewTagPar) 

说明          数据库变量重定向。用于将数据库变量或间接变量重定向，对于数据库变量

改变变量的数据库参数名称，使其指向其他数据库参数；而对于间接变量则

改变其变量指向，使其指向名字为 NewTagPar 的变量，该变量在 DRAW 中一

定要存在。通常可用于历史报表，趋势中变量动态替换。 

参数          var: 重定向变量，该变量必须为数据库变量或间接变量。 

NewTagPar:字符串类型，新数据库参数或变量名称名称。 

示例          VarRedir(dbvar1, "a1.pv");//dbvar1 将指向数据库参数 a1.pv 

VarRedir(dbvar1, "a2.pv");//dbvar1 将指向数据库参数 a2.pv 

dbvar1 为已定义的数据库变量。 

VarRedir(var, "var1"); 

var 为间接变量，var1 为要转向的变量名称。 



WritePrinter 

语法          WritePrinter(printerName,data,flag) 

说明          直接将打印内容输出到打印机，以逐行打印方式 

参数          printerName:打印机名 如果为空则使用系统已经定义的打印机 

data:字符类型.要打印的内容 如果以换行结束责直接驱动打印机打印. 

flag:是否自动添加换行标记.0-不加标记 1-添加两个换行标记 

示例          WritePrinter(“Canon LASER SHOT LBP-1120”,“1 号罐液位报警”，0);//

在打印机 Canon LASER SHOT LBP-1120 打印输出 1号罐液位报警信息 

3.2数学函数 

Abs 

语法          abs(number) 

说明          返回 number 的绝对值 

参数          实型、整型 

返回值        与 number类型相同 

备注          一个数的绝对值是将正负号去掉以后的值 

示例          ABS(-1) 和 ABS(1) 都返回 1 

ArcCos 
语法          arccos (number) 

说明          返回 number 的反余弦值 

参数          实型、整型，值的范围在-1~1之间 

返回值        与 number类型相同, 值的范围在 -90 和 90度之间 

备注          arccos函数的参数值 (number) 为直角三角形两边的比值并返回以角度为单

位的角。这个比值是角的邻边长度除以角的斜边长度之商。 

示例          Arccos (1) //返回结果为 0 

ArcSin 
语法          arcsin(number) 

说明          返回 number 的反正弦值 

参数          实型、整型，值的范围在-1和 1之间 

返回值        与 number类型相同, 值的范围在 -90 和 90度之间 

备注          arcsin 函数的参数值 (number) 为直角三角形两边的比值并返回以角度为单

位的角。这个比值是角的对边长度除以角的斜边长度之商。 

示例          Arcsin(1) //返回结果为 90 

Arctan 
语法          Arctan(number) 



说明          返回 number 的反余切值 

参数          实型、整型 

返回值        与 number类型相同, 值的范围在 -90 和 90度之间。 

备注          arctan 函数的参数值 (number) 为直角三角形两边的比值并返回以角度为

单位的角。这个比值是角的邻边长度除以角的对边长度之商。 

示例          arctan (1) //返回结果为 45 

ArcTan2 
语法          atctan2(y,x) 

说明          求 y/x的反正切值 

参数          x,y为任意数值 

返回值        返回值为-180~180 

示例          g = atctan (0, 0);  g的值将为 0；g = atctan (-1,-1);  g的值将为-135； 

Cos 
语法          Cos(number) 

说明          返回 number 的余弦值 

参数          实型、整型, 以角度为单位 

返回值        返回值为实型, 值的范围在 -1 和 1之间 

备注          Cos 函数取一角度为参数值，并返回（直角三角形中）角的邻边长度除以

斜边长度的比值。结果的取值范围在 -1 到 1 之间。 

示例          Cos (60) //返回结果为 0.5 

Exp 
语法          Exp(number) 

说明          返回 e 的 number 次方 

参数          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 

返回值        返回值为实型，指定 e（自然对数的底）的 number 次方 

备注          如果 number 的值超过 709.782712893，则会导致错误发生。常数 e的值大

约是 2.718282。Exp 函数的作用和 Log 的作用互补，所以有时也称做反对

数。 

示例          Myvar=Exp(2.0) //返回结果为 7.3891 

Int 
语法          Int(number) 
说明          通过截去 number 小数点右边部份得到的整数 
参数          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 
示例          Int(6.6)// 返回结果为 6。 

Int(-6.6)// 返回结果为-6。 



Log 
语法          Log(number) 

说明          返回 number 的自然对数值 
参数          大于 0 的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 
返回值        返回一个实数，指定参数的自然对数值。 
备注          自然对数是以 e为底的对数。常数 e的值大约是 2.718282。 

如下所示，将 x 的自然对数值除以 n 的自然对数值，就可以对任意底 n 来 

计算数值 x的对数值：Logn(x) = Log(x) / Log(n) 

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求以 10 为底的对数值：Log10 = Log(X) / Log(10) 
示例          MyVar = Log(10)//返回结果为 2.30259 

Logn 
语法          logn(number1,number2) 
说明          返回 以 number1 为底 number2 的对数 
参数          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 
返回值        返回一个实数，指定参数的自然对数值 
备注          以 number1 为底 nuber2 的对数 

示例          MyVar = Logn(10,100)//返回结果为 2 

Max 
语法          Max(expr1，expr2) 
说明          返回 expr1，expr2 中的最大值 
参数          实型参数或一个数字表达式 

返回值        返回 expr1，expr2 中的最大值 

示例          A=5;B=10;C=Max(A,B)//返回结果为 10 

Min 
语法          Min(expr1，expr2) 
说明          返回 expr1，expr2 中的最小值 
参数          实型参数或一个数字表达式 
返回值        实型数 

示例          A=5; B=10;C=Min(A,B)//返回结果为 5 

Mod 
语法          Mod(num, min, max) 
说明          在限定范围内取模 
参数          num：被操作数，类型为整型。 

min:取模低限，类型为整型。 

max:取模高限，类型为整型。 



示例          1) n= Mod(50, 0,360);//n 结果为 50; 

2) n= Mod(410, 0,360);//n 结果为 50 

3) n= Mod(-50, 0,360);//n 结果为 310 

4) n= Mod(-50, -180,180);//n 结果为-50 

5) n= Mod(-230, -180,180);//n 结果为 130 

Pow 
语法          pow(number1,numer2) 
说明          幂运算 
参数          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 
返回值        实型 
备注          计算以 number1 为底 number2 次幂 

示例          VAR=pow（2，3）//返回结果为 8 

Sin 
语法          Sin(number) 
说明          求指定参数的正弦值 
参数          实型参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以度为单位。 

返回值        返回值为实型，取值范围在 -1 到 1 之间。 

备注          以角度为参数，并返回(直角三角形中)角的对边长度除以斜边长度的比值。

结果的取值范围在 -1 到 1 之间。 

示例          MyAngle = 30 // 定义角度（不是以“弧度”为单位）。 

Sin(MyAngle) //返回结果为 0.5。 

Sqrt 
语法          Sqrt(number) 
说明          求指定参数的平方根 
参数          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大于或等于 0的数值表达式 
返回值        返回值为实型 

备注          参数为大于或等于 0的实数 

示例          MyVar = Sqrt(100)//返回结果为 10.0 

Tan 
语法          Tan(number) 
说明          求指定参数的正切值 

参数          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以度为单位。 

返回值        返回值为实型 

备注          以角度为参数，并返回直角的两条邻边的比值。该比值是直角三角形中角的

对边长度除以角的邻边长度的商。 



示例          MyAngle = 45 ; // 定义角度（不是以“弧度”为单位）。 

Tan(MyAngle); // 返回结果为 1.0。 

Trunc 
语法          trunc（number） 
说明          返回一个整数 
参数          实型数或任何有效的数值表达式 
返回值        整数 
备注          得到小于或等于 number 的一个最大整数 
示例          var1=turnc(6.8);//返回结果为 6 

var2=turnc(-6.8);//返回结果为-6 

3.3配方函数 

RecipeAdd 
语法         RecipeAdd(RecipeGroupName, RecipeName) 

说明         在对应配方组中增加配方，当前变量值为该配方比 

参数         RecipeGroupName:配方组名称或者配方文件的完整文件名,为字符串常量或

变量。 

RecipeName 要添加的配方名称,为字符串常量或变量。 

示例:         RecipeAdd("Recipe1",RecipeNameVar); 

RecipeAdd("Recipe1","MyRecipe"); 

RecipeDelete 
语法          RecipeDelete(RecipeGroupName, RecipeName) 

说明          从对应配方组中删除配方。 

参数          RecipeGroupName:配方组名称或者配方文件的完整文件名,为字符串常量或

变量。 

              RecipeName:要删除的配方名称,为字符串常量或变量。 

示例          RecipeDelete("Recipe1",RecipeNameVar); 

              RecipeDelete("Recipe1","MyRecipe"); 

RecipeLoad 
语法          RecipeLoad（RecipeGroupName，RecipeName） 

说明          装入配方组中指定的配方 

参数          RecipeGroupName 配方组名称或者配方文件的完整文件名,为字符串常量或

变量。RecipeName 配方名,为字符串常量或变量。 

示例          RecipeLoad("Recipe1","RecipeNameVar"); 

RecipeModify 



语法          RecipeModify(RecipeGroupName, RecipeName) 
说明          用当前变量值来修改对应配方组中的配方 
参数          RecipeGroupName 配方组名称或者配方文件的完整文件名,为字符串常量或

变量。RecipeName 配方名,选择框确认后的返回值，必须为一字符串变量。 
示例          RecipeModify("Recipe1",RecipeNameVar); 

RecipeSelect 
语法          RecipeSelect(RecipeGroupName, RecipeName) 
说明          配方选择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选择配方。 
参数          RecipeGroupName 配方组名称或者配方文件的完整文件名, 为字符串常量

或变量。RecipeName 配方名,选择框确认后的返回值，必须为一字符串变量。 

示例          RecipeSelect("Recipe1",RecipeNameVar); 

RecipeSelNext 
语法          RecipeSelNext(RecipeGroupName, RecipeName) 

说明          此函数用于在配方模板文件中选择指定配方的下一个配方 

参数          RecipeGroupName 配方组名称或者配方文件的完整文件名,为字符串常量或 

变量。RecipeName 是一个字符串变量，存放用户选择的配方名字。 

示例          RecipeSelNext("Recipe1",RecipeNameVar);此语句运行后读取模板文件中 

“RecipeNameVar”的下一个配方，如果字符串变量 RecipeName 的值为空或 

没有找到，则返回文件中的第一个配方；如果变量 RecipeName 的值为文件 

中的最后一个配方，则仍返回此配方。 

RecipeSelPrev 
语法          RecipeSelPrev(RecipeGroupName, RecipeName) 

说明          此函数用于在配方模板文件中选择指定配方的上一个配方 

参数          RecipeGroupName 配方组名称或者配方文件的完整文件名,为字符串常量或 

变量。RecipeName 是一个字符串变量，存放用户选择的配方名字。 

示例          RecipeSelPrev("Recipe1",RecipeNameVar);//此语句运行后读取模板文件

中“RecipeNameVar”的的上一个配方，如果变量 RecipeName 的值为空或没

有找到，则返回文件中的最后一个配方；如果变量 RecipeName 的值为文件

中的第一个配方，则仍返回此配方。 

3.4 SQL函数 

SQLClearTable 

语法          SQLClearTabl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说明          删除数据表中所有记录，但不删除数据表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新建的数据表名称。 

备注          该函数只删除记录，不删表。 

示例          SQLClearTable(ConnectID,"Tab1");//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

得到。数据表名为”TAB1” 

SQLConnect 
语法          SQLConnect( ConnectID,DataSourceDesc) 
说明          连接到指定的数据库 
参数          ConnectID 整型，数据源标识，为返回值，该值将用于其它 SQL 函数。  

DataSourceDesc 字符串，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可以通过“数据源“按

钮得到。 
备注          数据源使用完后，使用 SQLDisconnect 来断开连接。 
示例          SQLConnect(ConnectID,"DSN=MSAccess97 Database; 

DBQ=c:\FCSql\TEST1.mdb;DefaultDir=c:\FCSql\test;DriverId=25; 

FIL=MSAccess;MaxBufferSize=512;PageTimeout=5;UID=admin;"); 

//第二个参数可以通过点击脚本编辑器上的“SQL 连接”按钮来选择。 

SQLCreateTable 
语法          SQLCreateTabl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TableTemplateName) 
说明          使用表格模板在数据库中创建数据表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DataTableName 字符串，

新建的数据表名称。TableTemplateName 字符串，使用的数据表模板名称。

数据表模板规定了数据表中各字段名称及属性。 

示例          SQLCreateTable(ConnectID,"TAB1", "A"); 

//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得到。数据表名为”TAB1”，数据表

模板为”A”，数据表模板”A”必须在 SQL 管理器中事先建立。 

SQLDelete 
语法          SQLDelet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WhereExpr) 
说明          删除一个或多个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DataTableName 字符串，

数据表名称。WhereExpr 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对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进行

操作。 

备注          WhereExpr 参数为空" "时将删除所有记录。 

示例          1) SQLDelete(ConnectID,"Tab1", "");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

得到。数据表名为”Tab1”。条件为空""表示删除所有记录。 

2) SQLDelete (ConnectID,"Tab1","A = 50");只删除字段 A等于 50 的记录。 

SQLDisconnect 



语法          SQLDisconnect(ConnectID) 
说明          关闭数据库连接 
参数          ConnectID 整型，数据源标识。由 SQLDisconnect 调用返回。 

备注          数据源使用完后，应该使用该函数来断开连接。 

示例          SQLDisconnect(ConnectID);//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得到。 

SQLDisplay 
语法          SQLDisplay(nLineCount) 
说明          查看由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记录。 
参数          RowNum 要查看的记录数 

示例          SQLDisplay(10);显示从当前光标位置以下 10 条记录。 

SQLDisplayToGrid 
语法          SQLDisplayToGrid(GridObjName) 

说明          查看由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记录，将记录显示到 GridObjName 所

指定的表格对象中。 

参数          GridObjName 为表格对象名称，字符串类型。 

备注          如果表格中的列数少于数据集中的列数，只显示表格中有的列。如果表格中

有多余的列，其内容将为空。 

示例          SQLDisplayToGrid ("MyGrid");//Mytab 为数据表名称 

SQLDropTable 
语法          SQLDropTabl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说明          删除数据表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DataTableName 字符串，

新建的数据表名称。 

示例          SQLDropTable(ConnectID,"Tab1");//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

到。删除的数据表名为”Tab1” 

SQLExecute 
语法          SQLExecute(ConnectID ,SqlCommand) 
说明          执行一条 SQL 语句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 

SqlCommand 字符串，SQL 命令。 
示例          SQLExecute(ConnectID,"Select * From tab1");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得到。注意：选择的数据集不能被显示，遍历。 

SQLFirst 
语法          SQLFirst() 
说明          执行一条 SQL 语句 



参数          选择由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第一条记录 

SQLGet 
语法          SQLGet(BindTableName ) 

说明          从当前数据表中当前记录（当前光标位置）获取数据。当前记录行中各字段

的值将赋给对应的力控
○R
变量，字段与力控

○R
变量的对应关系由绑定表

BindTableName决定。如果当前记录集中有多条记录，检取的记录为当前记

录，为了检取其他记录，可以通过SQLNext,SQLPrev重新定位当前记录，然

后再调用SQLGet。调用该函数前，必须在前面调用过SQLSelect。 
参数          BindTableName 字符串，使用的捆绑表名称。 

备注          捆绑数据表定义了 DRAW 变量和数据库表中的字段间的对应关系。WhereExpr 

参数为空" ",时将更新所有记录。 

示例          SQLGet("A");数据捆绑表为"A"， 捆绑表"A"必须在 SQL 管理器中事先建立。 

SQLInsert 
语法          SQLInsert(ConnectID, DataTableName, BindTableName) 
说明          使用捆绑数据表中指定的变量的当前值在数据表中插入一个新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BindTableName 字符串，使用的捆绑表名称。 

备注          捆绑数据表定义了 DRAW 变量和数据库表中的字段间的对应关系。 

示例          SQLInsert(ConnectID,"Tab1", "A");//参数ConnectID由 SQLConnect调用

得到。数据表名为”TAB1”。数据捆绑表为"A"， 捆绑表"A"必须在 SQL 管

理器中事先建立。 

SQLLast 
语法          SQLLast() 
说明          选择由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最后一条记录 

SQLLastError 
语法          SQLLastError(strErrorDesc) 
说明          取得 SQL 函数的最后一条错误信息。 
参数          strErrorDesc 字符串，错误描述。 
示例          SQLExecute(ErrorMes);//返回的错误信息在参数 ErrorMes 中。 

SQLMoveTo 
语法          SQLMoveTo(RowNum) 
说明          移动到当前记录集中指定的记录 
参数          RowNum 记录号 
示例          SQLMoveTo(2); 



SQLNext 
语法          SQLNext() 
说明          选择由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下一条记录 

SQLPrev 
语法          SQLPrev() 
说明          选择由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上一条记录 

SQLRowCount 
语法          SQLRowCount(RowCount) 
说明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表中记录总数 
参数          RowCount 整型，返回的记录数 
示例          SQLRowCount(RowCount);//返回的行数（记录个数）在 RowCount 中。 

SQLSelDatSour 
语法          SQLSelDatSour(DataSourceDesc) 

说明          用于运行时动态得到数据源描述。执行该函数时会出现数据源选择框。 

参数          DataSourceDesc 字符串变量，为返回的数据源描述。该描述可以用 

于 SQLConnect。 

返回值        返回值 1 表示成功，0 失败。 

示例          SQLSelDatSour(DataSource); 

SQLSelect 
语法          SQLSelect(ConnectID,DataTableName, WhereExpr) 
说明          在数据库中选择符合条件的记录，该函数返回一数据集，可以使用如下函数

SQLFirst()，SQLLast()，SQLNext()，SQLPrev()遍历该数据集中的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DataTableName 字符串，

数据表名称。WhereExpr 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被选

中。 

示例          1) SQLSelect(ConnectID,"Tab1","");//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

用得到。数据表名为"Tab1"。条件为空""表示选择所有记录。 

2) SQLSelect (ConnectID,"Tab1","A = 50");//只选择字段 A等于 50 的记

录。 

3)SQLSelect(ConnectID,"Tab1" ,"A > 50 ORDER BY A DESC");//选择字段

A大于 50 的记录，并以降序排序。 

SQLStatistics 
语法          SQLStatistics(ConnectID,DataTableName, Flag, Field, Value,  

WhereExpr) 
说明          在数据库中选择符合条件的记录的统计信息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Field 字符串，欲求统计值的字段名称。 

Flag 统计标识符，含义如下： 

0：平均值。 

1：合计。 

2：最小值。 

3：最大值。 

4：记录总数。 

Value 浮点数，返回的统计信息。 

WhereExpr 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被选中。 

备注          欲求统计值的字段必须为数值型值 

示例          1) SQLStatistics(ConnectID,"Tab1",0,"A",RtnValue,""); 

//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得到。数据表名为”Tab1”。0:表示

平均值。条件为空""表示选择所有记录。返回的平均值在变量 RtnValue 中。 

2) SQLStatistics(ConnectID,"Tab1",1,"A",RtnValue," ");//字段 A 的合

计值。1:表示合计值。返回的合计值在变量 RtnValue 中。 

SQLUpdate 
语法          SQLUpdat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BindTableName, WhereExpr ) 
说明          使用捆绑数据表中指定的变量的当前值更新数据表中当前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BindTableName 字符串，使用的捆绑表名称。 

WhereExpr 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被更新。 

备注          捆绑数据表定义了 DRAW 变量和数据库表中的字段间的对应关系。WhereExpr 

参数为空" ",时将更新所有记录。 

示例         1)SQLUpdate(ConnectID,"Tab1", "A","");//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得到。数据表名为"Tab1"。数据捆绑表为"A"， 捆绑表"A"必须在 SQL

管理器中事先建立。条件为空" "表示更新所有记录。 

2)SQLUpdate(ConnectID,"Tab1", "A","A = 50"); //只更新字段 A等于 50

的记录。 

SQLUse 
语法          SQLUse(ConnectID,DataTableName) 
说明          在数据库中选择一数据集, 数据集是曾经用 SQLSelect 函数生成的。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 SQLConnect 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备注          该函数改变当前使用的数据集。该函数返回后，所要的记录移动操作，都变

成对该数据集的操作。 
示例          SQLUse(ConnectID,"Tab1");//参数 ConnectID 由 SQLConnect 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3.5设备函数 

InPortB 
语法          InPortB(PortAddress,InData) 

说明          从指定端口读一字节 

参数          PortAddress 端口地址；InData 从端口读取的数据。 

示例          InPortB(97,InData); 

InPortD 
语法          InPortD(PortAddress,InData) 

说明          从指定端口读一个双字 

参数          PortAddress 端口地址；InData 从端口读取的数据 

备注          因为力控
○R
 DRAW中的整数为有符号数，读出的数据高位为 1将作为负数。 

示例          InPortD(97,InData); 

InPortW 
语法          InPortW(PortAddress,InData) 

说明          从指定端口读一个字 

参数          PortAddress 端口地址；InData 从端口读取的数据 

示例          InPortW(97,InData); 

OutPortB 
语法          OutPortB(PortAddress,OutData) 
说明          向指定端口写一字节 
参数          PortAddress 端口地址；OutData 向端口写入的数据 

示例          OutPortB(97,12345); 

OutPortD 
语法          OutPortD(PortAddress,OutData) 
说明          向指定端口写一双字 

参数          PortAddress 端口地址；OutData 向端口写入的数据 

示例          OutPortD(97,12345); 

OutPortW 



语法          OutPortW(PortAddress,OutData) 

说明          向指定端口写一字 

参数          PortAddress 端口地址；OutData 向端口写入的数据 

示例          OutPortW(97,12345); 

3.6字符串操作函数 

AscToChar 
语法          AscToChar (ASCII) 
说明          取得指定 ASCII 码所对应的字符。 
参数          ASCII：ASCII 值，为数值型常量、变量或表达式。返回值：类型为字符串。 
示例          str = AscToChar (49) ;//str 的值将为"1" 

str = AscToChar (65) + AscToChar (66) + AscToChar (67) +AscToChar (10)  

+ AscToChar (13);//str 的值将为"ABC[LF][CR]", [LF]为换行符，[CR]为 

回车。 

CharToAsc 
语法          CharToAsc (String)  

说明          得到指定的字符串变量首字符的 ASCII 值。  

参数          String：字符串常量、变量或表达式。返回值：类型为整型，为 String 首

字符的 ASCII 值。  

返回值        类型为整型，为 String 首字符的 ASCII 值。 

示例          n = CharToAsc ("1");//n 的值将为 49  

n = CharToAsc ("ABC");//n 的值将为 65 

IntToStr 
语法          IntToStr(Number, Base)  

说明          将整数转化为字符串。  

参数          Number 为要转化的数值型变量或表达式。Base 为进制数，整型常量或变量， 

其取值范围为 10, 16, 8。  

返回值        转化出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IntToStr (32, 10);//str 结果为"32"  

str = IntToStr (32, 16);//str 结果为"20"  

str = IntToStr (32, 8);//str 结果为"40"。 

RealToString 
语法          RealToString(number,m,n) 

说明          将实型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参数          number:要转化的实型变量或表达式。 



m:字符串长度。 

n:小数位数 

返回值        字符串 

示例          RealToStr(123.456,5,2)//返回结果为 123.45 

StrInStr 
语法          StrInStr(StringSource, SearchFor, StartPos) 

说明          在字符串中查找匹配的子串位置 

参数          StringSource:搜索字符串。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SearchFor: 要搜索的子串。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StartPos:搜索开始位置索引，索引号从 0开始。 

返回值        找到的第一个匹配子串的开始位置索引值。返回值为-1 表示未找到。 

备注          子串大小写敏感 

示例          pos= StrInStr("ABCDEF", "CD", 0);//pos 的结果将为 2。 

pos= StrInStr("ABCDEF", "cd", 0);//pos 的结果将为-1。 

StrLeft 
语法          StrLeft (String, Count) 

说明          截取字符串左边 Count 个字符 

参数          String:要截取的字符串。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Count:要截取的字符串长度，为整型。 

返回值        截取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Left ("ABCDEF", 3); //str 的结果将为"ABC" 

StrLen 
语法          StrLen (String) 

说明          得到字符串的长度 

参数          String:要操作的字符串。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返回值        字符串的长度，类型为整型。 

示例          len = StrLen ("ABCDEF"); //len 的结果将为 6 

StrLower 
语法          StrLower(str) 

说明          将字符串中所有的大写字符转换成小写字符 

参数          str: 将要处理的字符串 

返回值        转换后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Lower("ABC");//str 的值将为"abc" 

StrMid 
语法          StrMid (String, First, Count) 



说明          截取由 First 开始 Count 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参数          String:要截取的字符串。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First: 要截取的第一个字符的位置序号，序号从 0开始。 

Count:要截取的字符串长度，为整型。 

返回值        为截取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Mid ("ABCDEF", 1, 3); //str 的结果将为"BCD" 

StrRepeate 
语法          StrRepeate(str, num) 
说明          重复复制字符串 

参数          str： 要替换的字符串。OldStr 要替换的字符串。NewStr: 替换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Repeate(" ", 5);//str 为 5 个空格组成的字符串。 

str = StrRepeate("ABC", 2);//str 的值将为"ABCABC" 。 

StrReplace 
语法          StrReplace(str, OldStr,NewStr) 
说明          子串替换，即替换字符串中与 OldStr 匹配的子串为新的子串 NewStr。 

参数          String:要截取的字符串。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Count:要截取的字符串长度，为整型。 

返回值        为截取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Replace("ABCDEF CDEF",  "CD", "XY");  

//str 的值将为"ABXYEF XYEF"; 

StrRight 
语法          StrRight (String, Count)  

说明          截取字符串右边 Count 个字符。  

参数          String:要截取的字符串。类型为字符串常量、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Count:要截取的字符串长度，为整型。  

返回值        截取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Right ("ABCDEF", 3); //str 的结果将为"DEF"。 

StrToInt 
语法          StrToInt(String)  

说明          将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参数          String 要转换的字符串。类型为字符串变量或常量。  

返回值        转化出的整型数  

示例          n = StrToInt("50");//n 的值将为 50； 

StrToReal 
语法          StrToReal(String) 



说明          字符串转化成实型数 
参数          String 为字符型变量或表达式 
返回值        结果为实型数 
示例          StrToReal("123.456");//返回结果为 123.456 

StrTrimLeft 
语法          StrTrimLeft(String) 
说明          滤掉字符串中左边无用的空格 
参数          String：将处理的字符串 
返回值        处理后的字符串 
示例          处理后的字符串 

StrTrimRight 
语法          StrTrimRight(String)  

说明          滤掉字符串中右边无用的空格。  

参数          String：将处理的字符串。  

返回值        返回值类型为字符串，为处理后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TrimRight("ABC");//str 的值将为"ABC" 

StrUpper 
语法          StrUpper(str)  

说明          将字符串中所有的小写字符转换成大写字符。  

参数          str 将处理的字符串。  

返回值        转换后的字符串。 

示例          str = StrUpper("abc") ;//str 的值将为"ABC"。 

3.7 Window控件函数 

AVIOpen 
语法          AVIOpen("FileName") 

说明          用于 Window 控件的播放 AVI 控件，打开多媒体程序 

参数          FileName：多媒体程序名称（带路经） 

示例          AVIOpen("C:\dian.avi"); 

AVIPause 
语法          AVIPause() 

说明          用于 Window 控件的播放 AVI 控件，暂停正在播放的多媒体程序 

示例          AVIPause()； 

AVIPlay 

语法          AVIPlay() 



说明          用于 Window 控件的播放 AVI 控件，播放多媒体程序 

示例          AVIPlay()； 

AVIStop 

语法          AVIStop() 

说明          用于 Window 控件的播放 AVI 控件，停止播放多媒体程序 

示例          AVIStop()； 

GridBind 
语法          GridBind(TableName)  

说明          捆绑数据表。将表格与某一数据表相绑定。绑定后，表格原有的内容将被清

除，新的内容将与绑定的数据表中的内容一致。  

备注          1） 一般用一张空表来捆绑数据表，以便显示数据表的内容，以及动态变化

情况。 

2）数据表只能被一个表格绑定。  

3）绑定后的表格不能执行表格的所有函数。  

示例          #tab1.GridBind("MyDataTable")  

#tab1 为表格对象名称（'#'为对象名标识）。//MyDataTable 为数据表名称。 

GridDeleteLine 
语法          GridDeleteLine（）  

说明          删除当前选中行。 

GridDeleteRecord 
语法          GridDeleteRecord(FileName, FilterNo)  

说明          删除记录。从指定的文件中删除符合条件"Condition"的记录。  

参数          FileName 字符串类型，文件路径名。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 为相对路径。

缺省路径名为应用目录下的 UserDat 子目录。  

FilterNo 过滤条件号，为整型。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才会被删除。  

示例          GridDeleteRecord ("MyTab",2) 

GridGetColSum 
语法          GridGetColSum(FiledName)  

说明          求某一列的合计值。  

参数          FiledName 列名称, 为字符串类型。  

返回值        列的合计值。  

示例          sum = #tab1.GridGetColSum("Weight") 

GridGetRowCount 
语法          GridGetRowCount()  

说明          取得表格中的记录个数。  



返回值        记录个数为整型。  

示例          count = #tab1.GridGetRowCount()； 

//#tab1 为表格对象名称（'#'为对象名标识）。 

GridInsertLine 
语法          GridInsertLine（BindTableName）  

说明          插入一行。  

参数          BindTableName：绑定表名称，为字符串类型。绑定表指定了插入行中每一

列与力控
○R
变量的对应关系。对应的力控

○R
变量的当前值将作为插入行中对应

列的值。如果绑定表名称为空，将插入一条空记录。  

示例          1)#tab1. GridInsertLine ("");  

2) #tab1. GridInsertLine ("MyBindTab"); 

GridLoad 
语法          GridLoad (FileName,FilterNumber)  

说明          装载表格。从指定的文件中装载表格，文件中的记录将按条件"Condition"

过滤。表中原有内容将被删除。  

参数          FileName 字符串类型，文件路径名。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为相对路径。

缺省路径名为应用目录下的 UserDat 子目录。FilterNumber 过滤条件序号，

为整型。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才会被装载。过滤条件在表格属性中定义。  

备注          如果表格中的列数少于文件中的列数，只显示表格中有的列。如果表格中有

多余的列，其内容将为空。  

示例          #tab1. GridLoad ("MyTab", 0); 

GridOpen 
语法          GridOpen(nAccessMode, nDataSource)  

说明          打开表格, 在对远程数据表操作前，首先必须打开表格。以便建立远程连接。

不执行该操作，数据源默认为本地。  

参数          nAccessMode 为整型，为打开方式，0，表示允许读写，1表示只读。  

nDataSour 为整型，为数据源序号，-1 表示数据表在本地。  

备注          数据源序号与数据源定义列表中所看到的顺序相同，序号从 0开始。其他数

据表操作中所用到的文件名称，都在该数据源所指定的机器上。  

示例          #Tab1.GridOpen (0，-1); //以可"读写"方式打开表格。 

GridSave 
语法          GridSave(FileName)  

说明          保存表格。将表格的数据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参数          FileName 字符串类型，文件路径名。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为相对路径。

缺省路径名为应用目录下的 UserDat 子目录。  



示例          #tab1 GridSave ("MyTab2");//#tab1 为表格对象名称（'#'为对象名标识）。 

ListAddItem 
语法          ListAddItem(Text)  

说明          添加一行文本。  

参数          Text 为字符串，要添加的项目的文本串。  

示例          #Comb1.ListAddItem ("abc") 

ListClear 
语法          ListClear()  

说明          删除列表框中所有项。删除后列表框中内容将为空。  

示例          #Comb1.ListClear() 

ListDeleteItem 
语法          ListDeleteItem(index)  

说明          删除列表框中指定的项。  

参数          index 为整型，成员项索引号，索引号从 0开始。  

示例          #Comb1.ListDeleteItem(0) 

ListFindItem 
语法          ListFindItem (Text)  

说明          查找与文本串 Text 相匹配的索引项  

参数          Text 为字符串，要查找的文本串。返回值为找到的项目的索引号，类型为

整型。索引号从 0开始，-1 表示未找到。 

示例          nFind = #Comb1. ListFindItem ("abc");//nFind 为整型变量 

ListGetItemData 
语法          ListGetItemData(Index)  

说明          获取索引号为 Index 的成员项相关联的的数据值。该数据值由 

ListSetItemData 函数设置。  

参数          index 为整型，要获取的成员项索引号，索引号从 0开始。返回值为索引号 

为 Index 的成员项的数据值，类型为整型。索引号从 0开始。  

示例          nData = #Comb1. ListGetItemData (0);// nData 为整型变量。 

ListGetSelection 
语法          ListGetSelection()  

说明          获取当前选择项的索引号。  

参数          返回值为当前选择项的索引号，类型为整型。索引号从 0 开始，-1 表示无

选择项。  

示例          nSelection= #Comb1.ListGetSelection();//nSelection 为整型变量。 

ListLoad 



语法          ListLoad(FileName)  

说明          从指定的文件中装载列表框。该文件可能是上次用 ListSave 保存的文件。

文件格式参见 ListSave。  

参数         FileName 为字符串，要装载的文件名称，缺省文件路径为应用目录下的

UserData 子目录。  

示例          #Comb1. ListLoad ("FileName1"); //Comb1 为下拉框对象名称。 

ListSave 
语法          ListSave(FileName)  

说明          将列表框中的内容存盘。存储的内容包括列表框中的文本  串及数值。存储

格式为文本格式（制表符分隔(Tab)）：即文件中的一行对应列表框中的一行，

每行两列，分别为列表框的文本和数据。记录格式为：文本<TAB>数据  

              First Item 1  

Second Item 2  

Third Item 3  

     ⋯  

参数         FileName 为字符串，要保存的文件名称，缺省文件路径为应用目录下的

UserData 子目录。  

示例          #Comb1. ListSave ("FileName1");//Comb1 为下拉框对象名称。 

ListSetItemData 
语法          ListSetItemData (Index, Data )  

说明       设置索引号为 Index 的成员项相关联的的数据值。该数据值可由

ListGetItemData 函数获取。  

参数          index 为整型，要设置的成员项索引号，索引号从 0开始。 Data 为要设置

的数据值，类型为整型。索引号从 0开始。  

示例          #Comb1. ListSetItemData (0, 1);//将第一项的值设置为 1。 

ListSetSelection 
语法          ListSetSelection(Index)  

说明          设置当前选择项。  

参数          Index 为选择项索引号，类型为整型。索引号从 0开始。-1 表示消除选择项。  

示例          #Comb1. ListSetSelection (0);//当前选择项将为 0。 

TextLoad 
说明          此函数将指定的文本文件调入到文本编辑框中加以显示。 

语法          TextLoad (FileName ) 

参数          FileName：文本文件名称，类型为字符串。 

示例          #text1. TextLoad ("C:\abc\a.txt"); 



//向编辑框装载 a.TXT 文本文件并显示。 

//text1 为用户定义的编辑框控件名称。 

TimeGet 
语法          TimeGet()  

说明          取得控件时间。  

返回值        返回值为整型，对于开始时间控件，其值为自 1970 年 1 月 1 日零时逝去的

秒数，而对于时间长度控件为秒数。  

示例          n = #Time1.TimeGet() 

TimeSet 
语法          TimeSet(StartTime)  

说明          设置控件时间  

参数          StartTime：为整型，对于“开始时间”控件，开始时刻初值以自 1970 年 1

月 1 日零时逝去的秒数来计算；而对于“时间长度”控件，该值为秒数。  

示例          #Time1.TimeSet(LongTime("2002/1/18 8:50:00"));   

#Time1.TimeSet($CurTime - 3600); 

3.8内置数据表函数 

CellGetData 
语法          CellGetData(row, col) 

说明          读取内置数据表或表格中单元格的数据。 

参数          row: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行号，行号从 0开始。 

col: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列号，列号从 0开始。 

返回值        类型为实型，为单元格的数值型值。 

示例          val = #tab1.CellGetData(0,0);//val 为实型变量，val 的值将为 0 行 0

列的值。//tab1 为数据表名称 

CellGetText 
语法          CellGetText(row, col) 

说明          读取内置数据表或表格中单元格的文本串。 

参数          row: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行号，行号从 0开始。 

col: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列号，列号从 0开始。 

返回值        类型为字符串，为单元格的文本内容。 

示例          text = #tab1.CellGetText(0,0);//text 为字符串量，text 的值将为 0行

0 列的文本内容，tab1 为数据表名称 

CellSetData 
语法          CellSetData(row, col, data) 



说明          设置内置数据表或表格中单元格的数据。 

参数          row: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行号，行号从 0开始。 

col: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列号，列号从 0开始。 

data：类型为实型，为要设置的单元格的值。 

示例          #tab1.CellSetData(0,0,val);//val 为实型变量，0 行 0 列的内容将变为

val 的值，tab1 为数据表名称 

CellSetText 
语法          CellSetText(row, col, text) 

说明          设置内置数据表或表格中单元格的文本串。 

参数          row: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行号，行号从 0开始。 

col: 类型为整型，为要读取的单元格的列号，列号从 0开始。 

text：类型为字符串，为要设置的单元格的文本。 

示例          #tab1.CellSetText(0,0,text);//text 为字符串型量，0行 0 列的内容将变

为 text 的值，tab1 为数据表名称 

TableClose 
语法          TableClose()  

说明          关闭数据表，数据表操作完毕要调用该函数，以便其他人对该数据表其进行

读写操作。  

示例          #Mytab.TableClose();//Mytab 为数据表名称。 

TableDelete 
语法          TableDelete(FilterNumber)  

说明          删除记录。从数据表中删除符合过滤条件的记录。  

参数          FilterNumber 过滤条件号，为整型。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才会被删除。  

示例          #Mytab.GridDeleteRecord (2) 

TableDeleteLine 
语法          TableDeleteLine(LineNumber) 

说明          删除记录。从数据表中删除行号为 LineNumber 记录行。 

参数          LineNumber: 记录行号，为整型。 

示例          #Mytab.TableDeleteLine(2);//将第 2 行记录从文件中删除。 

TableGet 
语法          TableGet("BindTableName")  

说明          读出当前记录内容。执行该函数后将用数据库当前记录的字段值修改力控
○R

变量值。变量与字段的对应关系由绑定表中所规定。调用该函数前应当先调

用SeekTable定位到要检取的记录。  

参数          BindTableName：绑定表名称，字符串类型。绑定表指定了记录中字段与力



控
○R
变量的对应关系。将用对应的力控

○R
变量的当前值来修改当前记录对应字

段的值。  

示例          #Mytab.SeekTable (0) 

TableInsert 
语法          TableInsert("BindTableName")  

说明          向数据表中插入一条记录。  

参数          BindTableName：绑定表名称,字符串类型。绑定表指定了插入记录中每一字

段与力控
○R
变量的对应关系。对应的力控

○R
变量的当前值将作为插入记录中对

应字段的值。如果绑定表名称为空，将插入一条空记录。  

示例          #Mytab1. TableInsert ("")   

插入一条空记录。可以通过变量#Mytab1.no,#Mytab1.weight, 

#Mytab1.time 来修改新插入记录各字段的值。 

TableLoad 
语法          TableLoad(FileName)  

说明          从指定的文件中装载数据表，数据表原有内容将被删除。不要频繁调用，以

免不必要的增加系统开销。  

参数          FileName 字符串类型，文件路径名。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为相对路径。

缺省路径名为应用目录下的 UserDat 子目录。文件所在机器参见 TableOpen

中数据源的说明。  

示例          #Mytab.TableLoad("MyFile.dat"); //Mytab 为数据表名称。 

TableLoadBinary 
语法          TableLoadBinary (FileName) 

说明          以二进制形式装载数据表，文件中的数据必须是用 TableSaveBinary 保存

的。 

参数          FileName 文件名称，如 file.bin，文件名不能包含路径名称。 

示例          #tab1. TableLoadBinary ("FileName.bin");//tab1 为数据表名称 

TableOpen 
语法          TableOpen (nFlag, nDataSour)  

说明          打开数据表, 在进行数据表操作前，首先必须打开数据表。  

参数          nFlag 为整型，为打开方式，0，表示允许读写，1表示只读。nDataSour 为

整型，为数据源序号，-1 表示数据表在本地。注意：数据源序号与数据源

定义列表中所看到的顺序相同,序号从 0开始。 其他数据表操作中所用到的

文件名称，都在该数据源所指定的机器上。  

示例          #Mytab.TableOpen (0，-1); //以可"读写"方式打开本地数据表。 

TablePut 



语法          TablePut("BindTableName")  

说明          修改当前记录。用力控
○R
变量的当前值修改数据库当前记录的对应字段。变

量与字段的对应关系由绑定表中所规定。调用该函数前应当先调用

SeekTable定位到要更新的记录。  

参数          BindTableName：绑定表名称，字符串类型。绑定表指定了要修改的记录中

每一字段与力控
○R
变量的对应关系。执行该函数后将用对应的力控

○R
变量的当

前值来修改当前记录对应字段的值。  

示例          #Mytab.SeekTable(0); 

TableRowCount 
语法          TableRowCount() 

说明          得到内置数据表记录总数。 

返回值        记录总数，类型为整型。 

示例          count = #tab1.TableRowCount();//tab1 为数据表名称 

TableSave 
语法          TableSave(FileName)  

说明          保存数据表，将对表的各种操作保存到文件。要想使操作保存到数据表必须

调用该函数。建议完成一系列操作后调用该函数，不要频繁调用，以免不必

要的增加系统开销。  

参数          FileName 字符串类型，文件路径名。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为相对路径。

缺省路径名为应用目录下的 UserDat 子目录。文件所在机器参见 TableOpen

中数据源的说明。  

示例          #Mytab.TableSave("MyFile.dat"); //Mytab 为数据表名称。 

TableSaveBinary 
语法          TableSaveBinary (FileName) 

说明          以二进制形式保存文件，即以内部存储格式保存文件。 

参数          FileName 文件名称，如 file.bin，文件名不能包含路径名称。 

示例          #tab1. TableSaveBinary ("FileName.bin");//tab1 为数据表名称 

TableSeek 
语法          TableSeek(FilterNum)  

说明          查找符合条件的记录，从当前位置开始查找，并将第一条符合条件的记录作

为当前记录， 如果没有找到， 再回头从首记录或尾记录录开始查找。  

参数          FilterNumber ：过滤条件号，为整型。将查到的符合该条件的记录作为当

前记录。如果过滤条件中排序为"升序"，将从前往后查找，若为"降序" 将

从后往前查找。  

示例          #Mytab.SeekTable(1) 



TableSelect 
语法          TableSelect(FilterNum, GridObjName)  

说明          将符合条件的记录选入表格中。  

参数          FilterNum：在数据表中定义的过滤条件号，为整型。 

GridObjName：为表格对象名称，字符串类型。  

备注          如果表格中的列数少于文件中的列数，只显示表格中有的列。如果表格中有

多余的列，其内容将为空。  

示例          #Mytab.TableSelect(0, "MyGrid"); //Mytab 为数据表名称。 

第四章 点参数 

点是一组数据值（称为参数）的集合。在数据库中，用户操纵的对象是点（TAG），系统

也以点为单位存放各种信息。点存放在实时数据库的点名字典中。实时数据库根据点名字典

决定数据库的结构，分配数据库的存储空间。用户在点类型组态时决定点的结构，在点组态

时定义点名字典中的点。  

点参数是含有一个值（整型、实型、字符串型等）的数据项的名称。例如：PV、DESC  

等。在点名字典中，每个点都包含若干参数。力控
○R
数据库系统提供了一些系统预先定义的

标准点参数，如：NAME、DESC、PV等；用户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点参数。   

对一个点的访问实际上是对该点的具体某一参数的访问；对一个参数值进行访问时也必

须明确指定其所属点的名称。采用“点名.参数名”的形式访问点及参数，如“TAG1.PV”表

示点TAG1 的PV参数。因为PV参数代表过程测量值，经常被访问，因此在力控
○R
系统中，当访

问某一点而不指定具体参数名时，均表示访问的是PV参数。如：访问“TAG1”即表示访问

“TAG1.PV”。 

一个点可以包含任意个用户自定义参数，也可以只包含标准点参数而没有用户自定义参

数。  

下面对所有标准点参数进行说明。 

AlarmDelay 
说明          报警延时时间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以毫秒为单位 

AlarmPr 
说明          状态异常报警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ALARM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状态异常报警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Almack 
说明          报警确认。该参数值为 1时表示报警已被确认。 

数据类型      整型 

Almstat 
说明          报警状态。该参数值为 1时表示处于报警状态。 

数据类型      整型 

Almenab 
说明          报警开关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ALMENAB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报警开关的两种状态： 

0：禁止生成报警记录 

1：允许生成报警记录 

Beta 
说明          PID 结点的积分分离阈值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当选择增量式算法时，积分分离阈值在最大输出值与最小输出值之间； 

当选择位置式算法时，可以有任意大于 0的积分分离阈值； 

当选择微分先行法时，无积分分离阈值。 

BadPvpr 
说明          坏ＰＶ过程值报警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BADPV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坏ＰＶ过程值报警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Compen 
说明          PID 是否补偿 

数据类型      整型 

Cycle 
说明          PID 结点的数据采集周期 

数据类型      实型 

PID 
说明          PID 控制中的 D 参数，即微分常数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0～100000 

DeadBand 
说明          报警死区设定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 

备注          当报警发生后，重新回到正常状态的不敏感区。关于报警死区的详细信息请

参考《力控
○R
用户手册》 

Desc 
说明          点的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32 位长度 

备注          描述字符可以是任何字母，数字，汉字及标点符号 

Dev 
说明          偏差率报警限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 

备注          偏差为ＰＶ相对ＳＰ的差值，即当前测量值与设定值的差。偏差大于 DEV

时产生报警。 

DevPr 
说明          偏差报警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DEV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偏差报警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Direction 
说明          PID 正反动作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不同取值分别代表正反动作：  

0：正动作  

1：正动作 

EU 
说明          工程单位 

数据类型      字符型，16 位长度 

备注          工程单位描述符, 描述符可以是任何字母，数字，汉字及标点符号。如 kg/h、

Mpa。 

EuHi 



说明          工程单位上限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工程单位下限就是测量值的量程高限 

EuLo 
说明          工程单位下限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工程单位下限就是测量值的量程低限 

Filter 
说明          小信号切除限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 

Filterfl 
说明          小信号切除开关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FILTERFL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小信号切除开关的两种状态： 

０：禁止小信号切除处理 

１：允许小信号切除处理 

Formula 
说明          PID 的算法种类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 

备注          可以有以下三种 PID 的算法类型: 

0 位置式 

1 增量式 

2 微分先行式 

HH 
说明          报警高高限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处于 HI 和 EUHI 之间 

备注          报警高限的优先级 HHPR 不低于低级时，该项才起作用 

HhPr 
说明          报警高高限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HH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报警高高限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HI 
说明          报警高限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处于 LO 和 HI 之间 

备注          报警高限的优先级 HIPR 不低于低级时，该项才起作用 

HiPr 
说明          报警高限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HI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报警高限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I 
说明          ＰＩＤ控制中的 I 参数，即积分常数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0～100000 

Kind 
说明          点的类型 

数据类型      只读整型 

备注          KIND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的点类型为： 

0：模拟 I/O 点 

1：模拟监视点 

2：数字 I/O 点 

3：数字监视点 

4：累计点 

5：控制点 

6：运算点 

7：自定义点类型 

Klag 
说明          PID 纯滞后补偿的比例系数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0） 

Lag 
说明          PID 是否有纯滞后补偿 

数据类型      整型 

LastPv 
说明          上一个过程测量值 

数据类型      只读实型，数值范围：正常情况处在 EULO 和 EUHI 之间 



备注          量程百分比即为测量值与量程的百分比。算法为 PV/(EUHI–EULO)*100 

LastTotal 
说明          上一次累计值。即上一次复位前的累计值。 

数据类型      实型 

LL 
说明          报警低低限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处于 EULO 和 LO 之间 

备注          报警低低限的优先级 LLPR 不低于低级时，该项才起作用 

LineFl 
说明          分段线性化开关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０：禁止分段线性化  

１：允许分段线性化 

LineTbl 
说明          分段线性化表  

数据类型      字符型  

LlPr 
说明          报警低低限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LL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报警低低限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LO 
说明          报警低限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处于 LL 和 HI 之间 

备注          报警低限的优先级 LOPR 不低于低级时，该项才起作用 

Lopr 
说明          报警低限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LO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报警低限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Mode 
说明          PID 控制方式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2 

备注          MODE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的 PID 控制方式： 

0：自动 

1：手动 

2：串级 

Name  
说明          点的名称 

数据类型      只读字符型，16 位长度 

备注          可以是任何字母，数字以及＄、＃等符号，不能含有标点符号以及汉字。每

个点都必须有该参数。 

Normalval 
说明          正常状态值 

数据类型      整型，数据范围：０～１ 

Offmes 
说明          处于开（OFF）状态时的信息 

数据类型      字符型，16 位长度 

备注          点的说明,说明符可以是任何字母、数字、汉字及标点符号 

Onmes 
说明          处于开（ON）状态时的信息 

数据类型      字符型，16 位长度 

备注          点的说明,说明符可以是任何字母、数字、汉字及标点符号 

OP 
说明          模拟输出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0～100 

Opcode 
说明          操作码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 

备注          OPCODE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不同的操作码： 

0：加 

1：减 

2：乘 

3：除 



4：开方 

5：求余 

6：大于 

7：小于 

8：等于 

9：大于等于 

10：小于等于 

11：与 

12：或 

13：取反 

14：异或 

P 
说明          PID 控制中的Ｐ参数，即比例常数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0～100000 

P1 
说明          运算点的第一参数 

数据类型      实型 

P2 

说明          运算点的第二参数 

数据类型      实型 

PV 

说明          过程测量值 

数据类型      只读实型，数值范围：正常情况处在 EULO 和 EUHI 之间 

备注          对于模拟量，其值用工程单位表示, 即量程变换以后的数值，如：80kg/h。 

经量程变换处理后的 PV 值计算公式为：PV=EULO+（PVRAW-PVRAWLO）*

（EUHI-EULO）/（PVRAWHI-PVRAWLO） 

Pvraw 

说明          原始过程测量值 

数据类型      只读实型，数值范围：正常情况处在 PVRAWLO 和 PVRAWHI 之间 

备注          量程百分比即为测量值与量程的百分比。算法为 PV/(EUHI–EULO)*100 

Pvrawhi 

说明          原始过程测量值上限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PVRAWHI 的具体值与所接 I/O 设备有关。如对于 OMRON PLC，DM 区数值范围

为：0～0XFFF，那么该值应为 4095 



Pvrawlo 

说明          原始过程测量值下限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PVRAWHI 的具体值与所接 I/O 设备有关。如对于 OMRON PLC，DM 区数值范围

为：0～0XFFF，那么该值应为 0 

Pvstat 

说明          过程测量值状态 

数据类型      只读整型 

备注          PVSTAT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的过程值状态为： 

0：0 表示异常 

1：１表示正常 

Quick 

说明          PID 是否动态加速  

数据类型      整型  

备注          只对增量式算法有效 

Rate 

说明          变化率报警变化限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 

备注          变化率限值为该值与变化率周期之比 

Ratecyc 

说明          变化率变化周期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1，以秒为单位 

Ratepr 

说明          变化率报警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RATE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变化率报警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Reduce 

说明          PID 克服积分饱和的方法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2 

备注          当选择增量式算法时，有一种克服饱和算法：0:微分补偿法；当选择位置式

算法时，有三种克服饱和算法： 



0:削弱积分法 

1:积分分离法 

2:有效偏差法 

当选择微分先行法时，无克服饱和算法。 

Scalefl 

说明          量程转换开关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SCALEFL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量程转换开关的两种状态： 

０：禁止量程转换 

１：允许量程转换 

Sp 
说明          设定值，即控制目标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正常情况处在 EULO 和 EUHI 之间 

Sqrtfl 
说明          开平方转换开关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０：禁止开平方转换；１：允许开平方转换 

Stat 
说明          点的运行状态 

数据类型      整型 

备注          STAT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的点状态为： 

0：运行 

1：停止 

2：调校 

Statis 
说明          生成统计数据控制开关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STATIS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生成统计数据控制开关的两种状态： 

0：禁止生成统计数据 

1：允许生成统计数据 

Tfilter 
说明          PID 滤波时间常数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 任意大于 0的浮点数 

Tfilterfl 
说明          PID 是否对输入信号滤波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1  

备注          0—不滤波 

1— 滤波 

Tlag 
说明          PID 滞后补偿的时间常数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 任意大于 0的浮点数 

备注          为 0 时表示没有滞后 

Tlaginer 
说明          PID 纯滞后补偿的惯性时间常数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 任意大于 0的浮点数 

备注          不能为 0 

Timeoutpr 
说明          人工录入超时报警优先级 

数据类型      整型，数值范围：0～3 

备注          TIMAEROUTPR 的不同取值分别代表人工录入超时报警优先级的不同级别： 

0：无动作，即不关心该类型报警，也不生成报警记录 

1：低级 

2：高级 

3：紧急报警 

Timebase 
说明          累积计算的时间基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1 

备注          累计增量算式为:测量值／时间基＊时间差。时间差为上次累计计算到现在

的时间。 

Timeout 

说明          人工录入超时报警限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以秒为单位 

Total 

说明          当前累积值 

数据类型      实型，数值范围：大于等于 0 

Totalreset 
说明          累计复位，该参数值为 1时，参数 TOTAL 值复位成 0。 

数据类型      整型 

Udmax 
说明          PID 最大变化率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跟执行机构有关，只对增量式算法有效。 

Umax 
说明          PID 的输出最大值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跟控制对象和执行机构有关，可以是任意大于 0的值。 

Umin 
说明          PID 输出最小值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跟控制对象和执行机构有关 

Unit 
说明          点所在的单元 

数据类型      整型，取值范围：０～９９ 

备注          将一个区域中的相关联的点按照操作人员的观点划分为若干个分组，这些分

组称为单元。 

Vo 
说明          控制量的基准 

数据类型      实型 

备注          控制量的基准,如阀门起始开度,基准电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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