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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服务 

如果对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有任何疑问，欢迎以e-mail联络：HUservice@cermate.com UH。 

 

 

■ 如何回报错误(Bug)或软件问题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研究开发团队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设计程序，但有时在软件中仍会有些许的

瑕疵。如果您有发现程序上的 Bug，请 e-mail：service@cermate.com 告知我们。 

 

在报告错误时，请尽可能的详述相关的信息，包含不寻常的地方、计算机的规格，以及您所使用的屏通图控软件

(PanelExpress)的版本，甚至是问题发生时你计算机上同时使用的额外软件，以及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步骤。 

 

 

■ 软件授权 

本协议为您（包括个人及单一法人团体）与屏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间就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所

建立的合法协议，此处软件包括了计算机软件并亦可能包括附随之媒体，书面数据，及在线电子文件。 

在您安装、复制、下载、存取或是用其它方法使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即认为您同意接受本协议各项条款，

如您不愿接受本协议各项条款，请勿安装或使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您可将本软件退还原购买处并且获得全

额的退费。 

 
 
■ 软件许可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受到著作权法与国际著作权条约的保护，同时也受到智慧财产产权法与条约的保护。屏通

图控软件(PanelExpress)为授与使用权并非卖出软件所有权。 

 

 

■ 使用权授与屏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据此协议授与您以下非唯一专属权利： 

您可以在单一计算机或工作站（以下称「计算机」）上安装、使用、存取、展示、执行或是用其它方法使用（执行）屏

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在已安装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该计算机主要使用者，可为自己的使用在自己的可

携式计算机上制作第二份拷贝。 

您可能储存或是安装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复制于一存取装置，像是网络服务器、可让您藉由内部网络在您其

它的计算机上执行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然而，您必须为其它您藉由存取装置执行此程序的计算机取得许可。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许可可能无法分享，或是同时在不同计算机中使用。 

 

mailto:service@cerm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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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权转让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最初的许可可能只包含一次永久的许可转换，且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只能由最后转

换的使用者使用。此转换必定包含了所有的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内容(包括所有的组成内容、音讯、印刷文件及

许可)。此唯一一次永久转换必定伴随许可的转移，许可中也包含了不得再将许可及软件作另外的转移等要求。 

 

 

■ 限制 

您不可以利用逆向工程、解译或分解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但适用法规明令允许范围内之该行为则不在此限。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是做为单一产品加以授权，产品的任何组成部份皆不可加以分离而使用于一部以上的计算

机。 

 

 

■ 著作权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包括图片、动画、影像、音效、音乐 及本使用说明)、附随的书面数据及任何 屏通图控

软件(PanelExpress)拷贝的所有权及著作权均属于屏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及其供货商。如果屏通图控软

件(PanelExpress)包含了使用说明的电子文件，您可以打印一份电子文件说明做备用。但您不能拷贝屏通图控软件

(PanelExpress)附加的印刷文件。 

 

 

■ 知识产权 

有关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包括图片、动画、影像、音效、音乐 及本使用说明) 的知识产权都属于屏通自动化

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 免责声明(有限责任)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只依其「现状」提供，不做任何所有种类、明示或暗示或其它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商业

性、适用于特定用途\暗示的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屏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均不就任何特殊、意外、间接或其它软件引发的任何损害负责，亦

不对任何因使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而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无法使用、数据遗失或利润损失负责 (不论该损失是否

已被告知或是该责任的责任归属情况)。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 v2.1 

 

 

 

 

 

目录 
 

 

第一章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安装与运行环境 ............................................... 1 

§1.1 运行环境及硬件需求 ............................................................... 1 

§1.2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安装 ................................................. 2 

第二章 认识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 8 

§2.1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简介 ................................................... 8 

§2.2 软件结构和特点 ................................................................... 8 

§2.2.1 软件结构 ..................................................................... 8 

§2.2.2 软件特点 ..................................................................... 9 

§2.3 基本操作 ........................................................................ 10 

§2.3.1 启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 10 

§2.3.2 连接表的设置 ................................................................ 12 

§2.3.3 停止应用程序 ................................................................ 13 

§2.3.4 界面配置 .................................................................... 14 

§2.3.5 关于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 15 

§2.3.6 关闭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 15 

§2.4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加密狗 ................................................ 16 

§2.4.1 加密狗的功能介绍 ............................................................ 16 

§2.4.2 试用许可 .................................................................... 16 

§2.4.3 加密狗的使用 ................................................................ 16 

第三章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整合应用 ...................................................... 17 

§3.1 演示 1：数位警报 ................................................................ 17 

§3.2 演示 2：多语言切换 .............................................................. 22 

§3.3 演示 3：用户等级登入登出 ........................................................ 23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 v2.1 

 

 

1 

第一章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安装与运行环境 

 
§1.1 运行环境及硬件需求 

 

硬盘空间 
约需 170MB 的可用硬盘空间以进行安装；安装过程需两倍(340MB)的可用空间。 

 

内存 
内存需求与操作系统相同。然而，当使用者的项目中使用了大量的高彩位图时，建议使用 512MB 以上的内存。 

 

支持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SP4 

Windows XP  SP2 (包含各种版本的 XP，如 Home、Meida Center 及 Tablet PC)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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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安装 

 

1 请先关闭所有运行的程序。 

2 点选\\Setup\Setup.exe 文件, 并运行。  

3 依屏幕的提示完成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操作安装。 

 

选择安装程序的语言，共有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和英文三种语言可供选择。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 

注：此处选择的仅仅是安装程序的语言，与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语言没有任何关系。 

 

图 1.1  选择安装程序的语言 

 

准备安装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程序需要对计算机系统进行检测，判断是否可以安装屏通图控软件

(PanelExpress)。 

 

图 1.2  准备安装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file://Setup/Setup.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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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准备完成，点击“下一步( UN U)>”按钮，开始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设置。 

 

图 1.3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准备完成 

 

 

图 1.4  开始安装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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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 UN U)>”按钮，进入用户信息对话框； 

 

图 1.5  用户信息 

输入用户姓名、单位、和已获得授权的安装授权号。（安装授权号见光盘中\\安装授权号.txt）点击“下一步( UN U)>”按钮，

进入用户信息对话框。 

 

图 1.6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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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默认路径为C:\Program Files\PanelExpress，若需要修改安装路径，可点击“更改

( UCU)...”按钮，进入更改当前目的地文件夹对话框更改安装路径。 

 

图 1.7  更改当前目的地文件夹 

更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返回到图 1.6。 

在图 1.6 界面确认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 UN U)>”按钮继续。 

 

图 1.8  核对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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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核对您的各项安装信息设置，若有问题请点击“<上一步( UB U)”按钮返回重新设置。若确认无误，点击“安装

( UNU)”按钮，安装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图 1.9  正在安装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图 1.10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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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标/程序组：安装后，系统会建立一个 PanelExpress 的程序群组；同时，桌面会新增触控大师图示 。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在开始 > 所有程序 > PanelExpress 出现 PanelExpress 快捷方式。 

 

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可经由以下网址 HUFTP://mail.cermate.comUH或HUhttp://www.panelmaster.com.cn/U H下载，或

向各地区经销商免费索取。安装时须输入正确的软件安装授权号。 

ftp://mail.cermate.com/
http://www.panelmaster.com.c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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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认识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2.1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简介 

图控软件主要是运用在多个工业自动化领域里面的上位机监控平台，可监控现场生产作业，实现数据的采集和存储。

它借助计算机图形功能完备；软件和硬件资源丰富；软件之间的互操作性强；易学易用的特点，大大减少了工业软件开

发者的重复性工作。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是一个运行版图控软件，但与市面一般运行版图控软件所附带诸多限制不同，屏通图

控软件(PanelExpress)对点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它的开发也是通过完全免费的 PM Designer 软件来完成。 

  

 

§2.2 软件结构和特点 

 

§2.2.1 软件结构 
 

 

图 2.1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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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按钮名称 说明 

 隐藏 最小化软件到系统托盘 

 最小化 最小化软件到任务栏 

 全屏 切换软件到全屏模式 

 关闭 退出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打开文件 打开应用文件。 

 
打开连接表 打开相关应用文件的连接列表。 

 
停止运行 结束当前应用文件的运行。 

 
工具 打开工具菜单。 

 
关于屏通图控 

开启关于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对话框，显示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

版本。 

/  打开/运行文件 打开/运行指定应用文件。 

 

 

§2.2.2 软件特点 
 

 使您的应用得以享用窗口系统的丰富资源 

 如同高速专用人机接口产品,提供实时响应 

 支持 Access、My SQL 及 SQL 等三种数据库（进阶版） 

 提供客制化工具，让报表给是符合实际需要（进阶版） 

 屏幕尺寸任您选择，不再是限制 

 提供数百种档案操作方式，方便存取应用数据 

 画面显示可支持多达十国文字 

 支持多个通讯连接和次连接 

 监视多达 32 个数字和模拟警报区数据 

 支持多达 16 个配方区块 

 可以有多种方式从多处装置收集数据 

 操作记录可供重要事件的回顾与查证 

 众多功能强大的画面对象使操作接口更加友善与使用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 v2.1 

 

 

10 
 

§2.3 基本操作 

 

§2.3.1 启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1、 启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欲启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可在桌面或开始菜单上的 PanelExpress 图标上双击鼠标左键，或利用视窗

浏览器(Windows Explorer)在软件安装路径下找到 PanelExpress.EXE 文件，然后双击鼠标左键。进入屏通图控软件

(PanelExpress)界面。 

您也可以通过直接双击.PE2 应用文件来启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2、 选择应用文件 

 

 有关联应用文件 

打开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时，软件会自动关联上一次退出时所运行的应用程序。此时“ 打开/运行文件”

为运行状态 。 

若需要运行其他应用文件可点击“打开文件”按钮 ，打开浏览界面，选择需要运行应用文件。 

 

 无关联应用文件 

当第一次运行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或上次运行的应用文件被删除，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无法找到

应用文件，此时“ 打开/运行文件”为打开状态 。点击该按钮或“打开文件”按钮 ，打开浏览界面，选择需要

运行应用文件。 

 

选择应用文件后，软件有时会根据具体情况弹出相应对话提示框，请根据提示框的提示选择按钮运行程序： 

若该应用文件第一次运行或软件无法找到相关日志文件，软件会弹出如下提示框（图 2.2）。选择“是( UY U)”按钮继

续。若选择“否( UN U)”按钮，将因为打开日志文件失败而取消此次操作。 

 
图 2.2  打开应用的日志文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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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应用文件被更新后第一次运行时，需要更新数据镜像文件，会弹出如下提示框。请根据对话框中的说明选择“是

( UY U)”或“否( UN U)”按钮。若选择“否( UN U)”按钮，很可能会由于数据不正确导致文件打开失败。 

 

图 2.3  建立新的数据镜像文件 

 

3、 运行应用文件 

“ 打开/运行文件”为运行状态 时，即可点击该按钮即可运行相应的应用文件。 

若计算机未插入加密狗，软件会弹出提示： 

 

图 2.4  未发现 USB 加密狗 

 

此时，说明软件仅为试用版本，只能运行 20 分钟。若需要长时间运行软件，请购买加密狗。 

 

注：若出现如下提示框，表示应用文件损坏、版本过低或者已被删除，该文件无法被打开运行。请重新使用 PM Designer

生成应用文件。 

 

图 2.5  打开文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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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连接表的设置 

点击 按钮，进入连接表界面： 

 

图 2.6  连接表 

 

连接表会列出当前应用所有的通讯连接。 

选择“全部重设”按钮，可将所有连接的通讯设置恢复初始值。 

若需修改某个连接通讯口或通讯参数，请直接双击相应的连接，打开连接属性对话框。 

一般页： 

 
图 2.7  连接属性_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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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页： 

 
图 2.8  连接属性_参数 

 

可以在对话框中修改通讯口和通讯参数。界面灰色部分为不可修改参数。当应用文件启动后，所有参数都不可修改。

所以，若需要修改通讯口或通讯参数，请退出应用程序。 

选择“初始值”按钮可将当前连接的通讯设置恢复回初始值。 

注：一旦通讯参数发生变化，软件会弹出如下密码输入对话框要求您输入密码以确认您有这个权限修改通讯参数。

请在对话框中输入开发者密码，输入正确才可修改或恢复通讯参数。 

 
图 2.9  输入密码 

 

注：开发者密码请在 PM Designer 软件中设置。软件初始开发者密码为：000000000。 

 

§2.3.3 停止应用程序 

点击 按钮，或在全屏模式下的右键菜单中选择“Stop”，可停止当前应用程序的运行，回到屏通图控软

件(PanelExpress)启动画面。 

若您在选项中勾选了“需要输入开发者密码才可关闭应用文件”，软件会弹出密码输入对话框（如图 2.8）要求您输

入密码。请在对话框中输入开发者密码，输入正确才可停止当前应用程序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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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界面配置 

点击 按钮，打开“工具”菜单，具体设置如下： 

菜单 功能 

选项 

基

础

设

置 

显示应用文件路径、文件名、PanelExpress 软件版本信息。该信息为只读信息，不可修改。 

 

选

项 

 

选项 描述 

显示标题栏 显示软件的标题栏。 

前端显示 始终将软件显示在屏幕的最上方。 

应用启动时全屏显示 下一此运行应用文件时，全屏显示。若当前正在运行应用程

序，不会全屏。之后可根据需要切换会窗口模式。 

永远全屏显示 运行应用时，全屏显示。若当前正在运行应用程序，立即全

屏。不可再切换成窗口模式。 

弹出通讯错误信息 通讯出错时，立即弹出信息窗口。 

开机自动运行 计算机启动时自动运行软件。 

需要输入密码才能停止应用程序 需要输入开发者密码才可关闭应用文件。 
 

换皮肤 设置软件皮肤：默认、天蓝、草绿、淡绿、板岩蓝、火砖红。 

语言 设置软件语言：默认（计算机操作系统语言）、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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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屏运行，可点击鼠标右键可弹出设置菜单  

菜单 功能 

Restore 界面切换回窗口模式（选择永远全屏显示，无此选项） 

Link… 查看连接选项 

Setting… 显示软件配置对话框 

Stop 停止应用文件的运行 

Close 直接退出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2.3.5 关于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点击软件的关闭按钮 ，可查询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的软件版本信息。 

 
图 2.10  关于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2.3.6 关闭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点击软件的关闭按钮 ，或在全屏模式下的右键菜单中选择“Close”，可直接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若您在选项中勾选了“需要输入开发者密码才可关闭应用文件”，软件会弹出密码输入对话框（如图 2.9）要求您输

入密码。请在对话框中输入开发者密码，输入正确才可关闭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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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加密狗 

 
§2.4.1 加密狗的功能介绍 

加密狗是一种智能型的软件加密工具，它包含一个安装在计算机并行口或 USB 口上的硬件。它是基于硬件加密技

术，通过接口函数和加密狗进行的数据交换，来检查加密狗是否插在接口上，或者直接用加密狗附带的工具加密自己的

EXE 文件。如果没能检查到插加密狗或加密狗不对应，软件将不能正常执行。 

使用加密狗的目的是通过对软件与数据的加密防止知识产权被非法使用。 

 

 

§2.4.2 试用许可 
用户在使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时，无需事先安装任何驱动，只要在运行软件前将加密狗插入计算机的 USB

口，当应用文件运行时未弹出任何对话框，即表示软件已经检测到加密狗，可正常运行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若弹出未发现 USB 加密狗对话框（如图 2.4）则说明软件未能检测到加密狗或加密狗与软件不对应，软件只能作为试用

版本使用，运行 20 分钟后就会自动关闭。若需要长时间运行软件，请购买我公司的加密狗。 

 

 

§2.4.3 加密狗的使用 
加密狗需在应用程序运行之前插入电脑的 USB 口，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请勿拔出加密狗。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拔出

加密狗，软件就会弹出警告画面（如下图）。此时请及时插入加密狗，并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否则应用程序将会在 20 分

钟后自动关闭。 

 

图 2.11  加密狗被拔出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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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整合应用 

 
§3.1 演示 1：数位警报 

 

运行警报和警报事件记录是图控软件必不可少的功能。用于在发生某种错误或达到某个特定处理阶段时发出警示信

号。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中的报警主要分成数位警报和类比警报。数位警报是指取样指定位数据，当其内容

为指定状态时触发警报。类比警报是指取样指定数据，比较其内容数值与警报界限的高低，当数值过高或过低时触发警

报。同时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还提供了多种显示方式来提示警报的产生。具体设置方法请参考《PM Designer

操作手册》。 

 

演示程序：\\演示程序\警报_数位.pe2 

主要演示功能：产生和消除数位警报，并分别以警报历史、警报计数、当前警报、警报跑马灯这四种警报显示方式显示

警报信息。 

演示步骤： 

1）将演示程序“警报_数位.pe2”复制到计算机硬盘中。 

2）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中打开并运行该演示程序。由于您是第一次运行程序，请选择“是（Y）”让屏通图控

自动为您创建一份日志文件。待程序正常运行后，窗口画面见图 3.1。 

 

图 3.1  数位警报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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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以下说明依次进行操作，就可实现相应的演示功能。 

 

1、 产生警报 

图 3.1 中间的 15 个按钮，按下其中的任何一个可以产生一个数位警报。警报产生后，相应按钮颜色变深，以示该警

报正在发生。同时只要有警报产生，无论在任何一个界面，界面的上方会立即产生一条全局警报跑马灯信息，显示当前

警报状况。 

 

图 3.2  警报产生后的界面状态 

 

2、 报信息提示框 
一旦警报发生，可以在警报发生的同时产生一个警报提示框，以起到提示使用者的作用。这里一共有三种方式可供

选择： 

a) 自定义警报提示框 

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而定义的对话框。点击画面左边两列按钮产生警报时产生。 

 

图 3.3  自定义警报提示框

全局警报跑马灯 

正在发生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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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无警报提示框 

警报发生时，软件不会弹出任何提示框。点击画面中间一列按钮产生警报时产生。 

 

c) 默认警报提示框 

软件自带的警报提示框，显示警报编号、警报等级和警报信息。点击画面右边两列按钮产生警报时产生。 

 
图 3.4  默认警报提示框 

 

3、 警报显示方式 

a) 警报历史 

逐一记录所有发生过且未被清除的警报信息，包括警报的产生和消除。 

点击“警报历史”按钮 ，进入警报历史画面。 

 

图 3.5  警报历史 

 

b) 警报计数 

对所有已设置好的警报进行统计，自动计算加总警报发生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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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警报历史”按钮 ，进入警报计数画面。 

 

图 3.6  警报计数 

 

c) 当前警报 

显示当前正在发生的所有警报信息。 

点击“当前警报”按钮 ，进入当前警报画面。 

 

图 3.7  当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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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警报跑马灯 

用跑马灯形式显示当前正在发生的所有警报信息。 

点击“当前警报”按钮 ，进入当前警报画面。 

 

图 3.8  当前警报 

 

4、 其他按钮控制 

点击“Home”按钮 ，返回程序主画面（图 3.1） 

点击“清除计数”按钮 ，清楚所有产生的警报历史记录，并将警报计数全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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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演示 2：多语言切换 

 

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中您可以开发支持多语言界面的应用程序，在运行时可通过按钮轻松在各个语言种

切换，以方便不同语言的使用者的使用。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最多在同时设定10种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的字体都可以单独指定。具体设置方法请

参考《PM Designer操作手册》。 

 

演示程序：\\演示程序\\多语言.pe2 

主要演示功能：使用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日语及希腊语显示画面内容。 

演示步骤： 

1）将演示程序“多语言.pe2”复制到计算机硬盘中。 

2）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中打开并运行该演示程序。由于您是第一次运行程序，请选择“是（Y）”让屏通图控

自动为您创建一份日志文件。  

3）用鼠标在演示程序中点击画面右边的五个语言选择按钮，就可将画面切换成相应的语言显示。 

   

图 3.9  英语显示画面图 图 3.10  繁体中文显示画面 图 3.11  简体中文显示画面图 

 

  

 

图 3.12  日语显示画面 图 3.13  希腊语显示画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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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演示 3：用户等级登入登出 

 

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提供了用户等级制度，方便对操作者的使用权限进行管理。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

的用户等级共有 10 级，为 0 级到 9 级。其中 0 级等级最低为注销状态，9 级等级最高为开发者等级，其余 1～8 级依次

从低到高；8 级最高。用户等级 1～8 的密码可由 1～8 位数字任意组合而成。开发者等级密码为 9 位数字。 

 

演示程序：\\演示程序\\用户等级登入登出.pe2 

主要演示功能：对操作者进行权限管治，操作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权限才能进行相应的操作。 

演示步骤： 

1）将演示程序“用户等级登入登出.pe2”复制到计算机硬盘中。 

2）在屏通图控软件(PanelExpress)中打开并运行该演示程序。并运行该演示程序。由于您是第一次运行程序，请选择“是

（Y）”让屏通图控自动为您创建一份日志文件。待程序正常运行后，窗口画面见图 3.14。 

 

图 3.14  主画面（当前用户等级为 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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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以下说明依次进行操作，就可实现相应的演示功能。 

 

补充说明：示例中的具体等级划分及密码如下所示： 

等级 职位 密码 

等级 0 拜访者 无 

等级 1 送货员 11111111 

等级 2 业务员 22222222 

等级 3 工程师 33333333 

等级 4 会计 44444444 

等级 5 秘书 55555555 

等级 6 经理 66666666 

等级 7 总经理 77777777 

等级 8 董事长 88888888 

等级 9 开发者 000000000 

 

当前的用户等级低于按钮可操作的最低有效用户等级时，按钮上会出现 标志，表示当前用户等级无权进行操作；

当前的用户等级等于或高于最低有效用户等级时， 标志才会消失，表示可以进行操作。 

 

 

点击按钮 ，弹出密码输入框。 

 

图 3.15  密码输入框 

 

在密码输入框中输入密码，程序会根据输入密码登入相应的密码等级。界面上也会同时显示相应的用户等级和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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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主画面（当前用户等级为 2 级） 

 

点击按钮 ，可显示和修改当前用户等级及一下等级的密码。 

 

 

图 3.17  密码表（当前用户等级为 5 级） 

 

点击按钮 ，注销当前用户等级，即将 当前用户密码等级改为 0 级。 

点击按钮 或 可切换进入相应画面。并可在画面中央修改当前用户等级。画面 2
与画面 3 内容基本一直，下图为画面 2。 

允许操作 

禁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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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画面 2（当前用户等级为 2 级） 

按钮 与 和主画面按钮功能一直，点击按钮 可回到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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