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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言
感谢购买	FieldMate。

本文将介绍以下内容。

•	 如何安装	FieldMate

•	 FieldMate	的功能和操作程序

为了确保合理使用本软件，请在开始操作前仔细阅读本文件，并充分理解本文件内容。阅读本
文件后，请将其放置在一个易于取阅的位置，方便日后随时参考。操作过程中遇见疑难问题
时，请参考本手册。

备注

•	 本软件性能和功能不断改进，因此本用户手册的内容将会进行相应的更改，如有变更，恕
不另行通知。本手册内的图示说明可能与屏幕实际显示内容存在些许差异，具体请以屏幕
显示为准。

•	 我们在编订本用户手册过程中已尽一切努力确保文件内容的准确性。但是，如您有任何问
题或者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您最近的日本横河电机公司代表。

•	 未经日本横河电机公司的许可，严禁复制或翻印本用户手册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	 严禁同时在多台计算机上安装此产品（软件和本用户手册）。同时也严禁多名用户同时使
用本软件产品。

•	 严禁向任何第三方转让或转借本产品。

•	 日本横河电机公司不对打开产品包装时发现的原装磁盘或本用户手册物理损坏以外的其他
损害承担责任。

•	 日本横河电机公司不对任何方使用本产品时导致的任何间接或直接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	 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防止用户手册丢失，如有丢失，将不再提供。

•	 本用户手册介绍了	FieldMate	R3.02	和设备文件	R3.07的信息。

•	 将不重新发行许可证号。请将许可证号置于安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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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	 FieldMate，PRM，CENTUM，DPharpEJA，DPharpEJX，YFGW为YOKOGAWA	的注册
商标。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Vista，Excel为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	和/或其
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Adobe和Acrobat为Adobe	Systems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National	Instruments，NI和NI-FBUS为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在美国和/或
其他国家注册商标或商标。

•	 Softing为Softing	Industrial	Automation	GmbH的注册商标。

•	 Ethernet为Xerox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	 FOUNDATION和HART为Field	Comm	Group集团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PROFIBUS为PROFIBUS用户组织的商标。

•	 Modbus为AEG	Schneider	Automation，Inc.的注册商标。

•	 用户手册中提及的所有其他公司和产品名称分别为相应商标持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用户手册中TM或®标记不用于表示商标或注册商标。

•	 用户手册中不使用标志和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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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产品注册
YOKOGAWA	向注册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服务。

用户需访问以下网站，填写产品注册表：

https://partner.yokogawa.com/global/fieldmat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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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软件许可条款与条件
日本横河电机公司

 现场设备管理软件包“FieldMate”许可协议
重要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协议：

安装、复制或使用附带软件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本软件许可协议（“协议”）所载条款与条件

的约束。

请确保在日本横河电机公司指定的“用户注册网址”上注册和登记软件许可证号、PC	具体信息

和其他必要的项目。只有在您通过“用户注册网址”上完成注册后，日本横河电机公司才执行

或提供在协议框架下的所有义务，包括咨询支持、提供最新版本信息等。如未注册，日本横河

电机公司可能拒绝向您提供此类服务。	

如果您不不同意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切勿安装、复制或使用本软件产品，并立即退还购买商

店。

1.	许可证的授予

(1)	 在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下，以被许可方向许可方完全支付双方协议的许可费的前提下，日
本横河电机公司（下称“许可方”）特此授予你方（下称“被许可方”）使用附带“现场
设备管理软件包”FieldMate以及打印或电子格式的相关材料和文档（下称“授权软件”）
的非独占性和不可转让权利。

(2)	 被许可方有权在经过许可方确认的运行环境中使用“授权软件”，使用要求如下：（a）双
方同意的合同规范中指定的范围，或者（b）如未指定，安装在单台计算机上，由单个用户
使用。

(3)	 被许可方只能将授权软件用于设置具有通讯功能的现场仪器时的内部数据处理操作。严禁
将授权软件用于许可方提供的文件明确指出的用途以外的任何用途，未按规定使用授权软
件造成的任何结果或损坏将由被许可方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

(4)	 被许可方可出于备份之目的制作一个完全一样的授权软件副本（在本文中，不包括任何相
关的材料和文档），被许可方须做好维护工作。此类副本须和正本一样，指出许可方的版
权注意事项。未经许可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制作任何其他副本。

(5)	 授权软件可能包含由第三方（“第三方软件”）向许可方授权的软件。被许可方同意根据
此类“第三方软件”的许可方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使用“第三方软件”，并同意受此条款条
件的约束。

(6)	 在任何情况下被许可方不得在规定的用途以外以任何方式使用授权软件。

(7)	 被许可方同意只将任何第三方软件用作运行时使用软件，并仅当做综合授权软件的组成部
分与其一起使用，且之后不得将第三方软件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



	 	 <A		前言> A-5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2. 限制

被许可方不得：（a）撕掉授权软件上的任何产品识别号、版权注意事项或其他注意事项或限

制；（b）未经许可方的书面同意，将授权软件转让、转售、分配、转发许可证或转换给任何

方；或者（c）导致或尝试对授权软件进行逆向工程、拆解、反编译、转换或改编。授权软件的

任何转让须符合许可方转让政策和费用规定。

3. 版权/所有权

许可方或者向许可方授予转让许可的第三方拥有对授权软件，包括但不仅限于软件采用的任何

技术、算法、专有技术、工艺和其他的自主知识产权，且属于它们商业秘密，受版权和其他知

识产权法律与条约的保护。被许可方仅拥有使用授权软件的权利，但没有对本协议规定以外的

授权软件和包含授权软件的媒体的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权利。许可方须始终保留授权软件和此类

媒体的所有权利、授权和权益，包括自主知识产权。除了被许可方的工作人员需要知道，否则

被许可方不得将上述自主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泄露或透露给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且被许可方

须严格要求被许可方的工作人员恪守对此自主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

4.	保证/责任

(1)	 授权软件须按“原样”提供给被许可方。除了许可方另外明确规定，许可方和提供授权软

件或向许可方提供部分授权软件的供应商（“供应商”）明确不对任何和所有暗示的保证

承担责任等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不间断或无故障运行、质量满足要求、无侵权、适销性

或对特定目的的适用性等的保证，且不对使用此授权软件或者无法使用此软件导致的任何

损失或损坏承担责任。许可方和供应商不对违反、滥用或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况

承担责任，这些问题由许可方或供应商严重疏忽或故意违犯导致的情况除外。

(2)	 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合同、侵权法或其他是否规定，不管许可方和供应商是否被告知造成

此类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许可方和供应商不对间接、意外或惩罚性赔偿、利润亏损、营

收亏损、经营或商誉亏损、数据丢失或可用性受影响等承担责任。在任何情况下，许可方

和供应商的累计赔偿责任不得超过被许可方使用此授权软件相关组件所支付的总金额的摊

销余额。

(3)		 第	4	点介绍了许可方和供应商就此授权软件的整个保证和责任。第	4	点分摊了在此协议框

架下被许可方与许可方/供应商之间的风险，是本许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可方对此授权

软件的定价反映了风险的分摊和责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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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许可方须就任何索赔、需求、责任、损失、损害、裁决或清偿，包括所有与第三方就被

许可方使用此授权软件而对许可方或供应商提起的直接或间接合理费用和成本，向许可方

和供应商提供保护和赔偿。

5.	条款与条件

(1)		 本协议须在被许可方安装、复制或开始使用授权软件后立即生效，并保持效力，直到出现

以下条件终止：（a）许可方根据5（2）点的规定终止本协议；或（b）被许可方实际终止

使用此授权软件，以时间先到者为准。

(2)		 如果被许可方违反上述任一个条款条件，许可方有权在不通知被许可方的情况下立即终止

此协议。

(3)		 终止此协议后，被许可方须立即根据许可方的要求将其拥有的授权软件的所有副本归还许

可方或其指派人员，并清除任何计算机上安装的授权软件的所有副本。

(4)		 除非本协议另外规定，否则被许可方出于使用授权软件而向许可方支付的许可费将不予退

还。

(5)		 第	3、4、5	和	6	点的规定在本协议到期或终止后依然有效。

6.	通用条款

(1)		 须根据日本法律管理i和制作本协议。双方就本协议相关或范围外引起的所有纠纷、争论或

分歧须在日本东京根据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的商事仲裁规定进行最终裁定。仲裁人做出的裁

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2)		 本协议须取代任何之前与此授权软件相关的陈述、讨论、承诺、沟通交流或广告。

(3)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部分被发现无效或者在任何法律或法规框架下不具有执行效力，且许可

方认为无此无效部分或不具有执行效力部分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合理许可时，许可方有权在

不对被许可方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其自身的意见修改本协议的条款或者终止本协议。

(4)		 被许可方同意不将此授权软件发运、转让或出口到日本、美国和其他可能使用此授权软件

的国家的任何出口管理法、限制或法规禁止的任何国家或以禁止的任何方式使用。

(5)		 英文文件为正本，如翻译版本与英文版本有偏差，请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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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源软件许可

本软件为开源软件（“OSS”），日本横河电机公司单独提供了特殊的条款条件，这些条款条

件须优先于本协议规定。

(1)	 SHA2	许可条款与条件	

版权所有（c）2000	–	2001，Aaron	D.	Gifford，保留所有权利。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允许通过或不通过修改，以源代码和二进制的形式重新分配和使用。

	1.	 重新分配源代码需保留上述版权注意事项、此条件清单和以下免责声明。

	2.	 以二进制的形式重新分配须在该版本随附的文档和/或其他材料中翻印上述版权注意事项、

此条件清单和以下免责声明。

	3.	 事先未经特定的书面许可，版权持有人的姓名或贡献者的姓名不得用于本软件衍生产品的

授权或推广。

本软件由作者和贡献者按“原样”提供，对于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担保，包括但不仅限于适销

性和特定用途适用性的暗示担保不承担责任。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在合同、严格赔偿责任或侵

权法（包括疏忽或其他）中是否规定，作者或贡献者将不对用户被告知损害可能性后仍不合理

使用此软件导致的和任何责任理论中规定的任何直接、间接、意外、特殊、惩罚性或从属损害

（包括但不仅限于替代物品或服务的采购；使用损失、数据丢失或利润亏损；或经营中断）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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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包装
	 检查包装清单	

打开包装，使用前检查以下事项。如果交付了错误的产品、某些组件遗漏或者外观存在问题，

请联系购买地。

包装清单

只有选择	/B	选件（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时，包装内才含有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

器。

许可书：	 	 	 	 1个

入门指南：	 	 	 	 1个

FieldMate	CD-ROM:	 	 	 1个

	 零件编号：	F9197DS

设备文件	DVD-ROM:	 	 	 1

	 零件编号：	F9197DT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选件）

	 零件编号：	F9197UC

	 媒体处理

请仔细存放原媒体。将产品安装于硬盘，实际使用期间，从硬盘中运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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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处理指南

确保注意以下事项。

重要信息
•	 禁止将产品置于有很多垃圾或多尘的附近。

•	 禁止触摸无印制字符的媒体的表面。

	 指尖的灰尘或汗可能损坏媒体。不要往媒体写入任何内容。

•	 铅笔心或橡皮残留物可能损坏该媒体。

•	 禁止弯曲或刮伤该媒体。

	 否则可能导致媒体无法读物。

•	 禁止在媒体上方放置任何重物。

	 否则可能导致媒体变形，从而导致媒体不可用。

•	 禁止从高处往下扔媒体，否则可能造成损坏或变形。

•	 禁止将媒体暴露于太阳直晒或接近热源。

•	 防止酒精、苯或二氯二氟代甲烷等溶剂接触媒体。

•	 小心地将媒体放入媒体驱动器中。

•	 访问媒体过程中，不要从媒体驱动器中取出媒体，切断个人计算机电源或者重置计算机。

•	 将媒体放在原装首饰盒中。

	 用后禁止将媒体留在媒体驱动器中。未将其放在包装盒中可能会导致其变形或损坏。

	 需要使用的读取软件

需要使用	Adobe	系统公司的	Adobe	Reader	浏览本用户手册。如果要使用的个人计算机上未安

装	Adobe	Reader，请从	Adobe	系统公司的官网上下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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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用户手册中使用的符号标记
用户手册中出现的标志说明如下	

警告

表示潜在的危害情况，如未遵守，可能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者甚至死亡。

注意

表示潜在危险情况，如未遵守，可能造成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也用于向用户警示不安全的做

法。

重要信息

表示按照这种方式操作软件或硬件可能造成软硬件损坏或者甚至系统故障。

备注

引起用户注意该信息，帮助理解操作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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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装与安装
B-1	 关于	FieldMate

B-1-1	 概述
FieldMate 软件包内含有“FieldMate 软件”媒体和“设备文件”以及许可书、入门指南用户手
册和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选件）。

可以使用媒体中存储的安装程序将 FieldMate 安装到个人计算机上。但是，若要继续使用 
FieldMate，须在安装后 30 天内向公司索取激活码进行注册获取正式版。

可以通过我们的“用户注册网址”注册使用。注册时，需要提供许可证号和要安装 FieldMate

的个人计算机 C 盘的硬盘序列号（卷序列号）。

B010101E.ai

FieldMate CD-ROM

许可编号

许可书

(1) 安装 FieldMate.
      安装设备文件。

(2) 启动 FieldMate

(3) 显示一个窗口，提示您将软件注册于 Yokogawa。
         显示许可编号和具体的个人计算机信息。

(4) 通过我们的“用户注册网址”注册软件，获取激活码。

(5) 在用户注册窗口中输入激活码。

设备文件 DVD-ROM

图	B-1-1	 安装与用户注册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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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包装

	 FieldMate	R3.02	CD-ROM	内的组件
表	B-1-1	 FieldMate	R3.02	CD-ROM	内的组件

类别 组件

程序 

FieldMate 程序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驱动程序

NET框架4.6.1

	 设备文件	R3.07	DVD-ROM	内的项目
表	B-1-2	 设备文件	R3.07	DVD-ROM	内的项目

类别 组件

设备文件

Yokogawa HART 设备 DTM

Yokogawa FDT 2.0 HART DTM

Yokogawa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DTM

Yokogawa PROFIBUS 设备 DTM

Yokogawa BRAIN 设备 DTM

Yokogawa ISA100 设备 DTM

其他厂家的’ HART 设备 DTM

HART设备的内置 DTM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内置 DTM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DD

HART  设备 DD

ISA100 内置 DTM

Yokogawa ISA100 通讯 DTM

Yokogawa Modbus 设备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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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安装	FieldMate	/	设备文件

重要信息

对于 Windows 8.1，需要启用Microsoft.NET Framework 3.5功能。

请遵照以下程序。

• 控制面板 程序  在“程序和功能”下  

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  “.NET Framework（包括 . NET 2.0 和 3.0）”

1. 在安装前，已启用Microsoft.NETFramework3.5。

 备注：个人计算机已连接到互联网。

2. 安装的同时启用Microsoft .NETFramework 3.5。

 备注：个人计算机已连接到互联网，或者所需的 Windows 安装媒体。

* 如果 Microsoft . NET Framework 3.5 不能启用，则“A 类 Yokogawa 设备 DTM”不能用

作限制项目。

	 安装程序概述

备注

• 有关安装 NI - FBUS 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相关文档。

• 有关安装 FFusb 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索夫廷（Softing）相关文档。

• 如果安装期间出现以下窗口，请根据以下程序，按下以下窗口中的“取消”按钮。

B010301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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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程序

1. 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 

2. 将 FieldMate 媒体插入媒体驱动器。安装自动开始。

提示
由于用户账号权限控制，可能会显示以下窗口。需要确认操作。

 (1) 自动播放

B010302E.ai

	 图	B-1-2

 单击“运行 setup.exe”，然后继续操作。

 (2) 用户账号权限控制

 B010303E.ai

	 图	B-1-3	（示例）

 单击“继续”，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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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0304E.ai

2

图		B-1-4	

3. 显示“许可协议”窗口。仔细阅读窗口内信息，如果同意，则单击“下一步”按钮。

B010305E.ai

图	B-1-5	

4. 显示“输入许可证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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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许可证号。如果输入的许可证号正确，则可以直接跳转到步骤 6。 

B010306E.ai

图	B-1-6	

备注

仔细输入许可证号。确保正确键入数字“0”，大写字母“O”、数字“1”和大写字母“I”。

输入不正确的话，系统将会拒绝注册。如果许可证号错误，生成的激活码将无效。

6. 显示一个确认窗口，告知您 FieldMate 已安装。当输入 AXF 验证工具（/VF 选件）的许可
证号时，此选件对应的窗口将会显示在屏幕上。

B010307E.ai

图	B-1-7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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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 Yokogawa DTM，或者选择是否安装其他厂家的 DD/DTM。

B010308E.ai

将许可证号和其他信息输入 FieldMate 安装程序后，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选择此选项时，仅会安装以下项目*。

默认选择此选项。如果选中此选项时，将会安装
所有 Yokogawa 设备 DTM 库，分配的文件、
Yokogawa 设备 DD、设备查看器定义文件、
Yokogawa 内置 DTM 和以下项目。

选择此选项时，将会显示复选框中选中的协议所
对应的 Yokogawa 设备 DTM 安装程序窗口，以
进行安装。在此窗口上，用户可以选择是否针对
每个设备进行安装（见 R - 2 部分）。同时也将
安装以下项目*。

选择此选项时，安装完上述 Yokogawa 设备 
DTM 库和以下项目（见 R - 2 部分）后，将会调
用“设备文件安装程序”窗口。默认情况下不选择
此选项。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F -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
和型号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和 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
型号名称

图	B-1-8	

8. 选择驱动盘进行安装。默认为 C 盘。

B010309E.ai

图	B-1-9



	 	 <B		包装与安装> B-8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9. 安装将开始。

B010310E.ai

图	B-1-10

10. 显示“更换媒体”窗口。插入“设备文件 DVD-ROM.

 单击“确定”，并继续操作。

B010311E.ai

图	B-1-11

11. 安装完成后，出现重启个人计算机的提示。重新启动个人计算机。

B010312E.ai

图	B-1-12



	 	 <B		包装与安装> B-9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12. 重新启动个人计算机后，显示以下窗口。

B010313E.ai

图	B-1-13	

备注
如果插入 FieldMate 媒体后，未自动开始安装，请双击以下文件执行安装程序。

FieldMate Media\FM\Setup.exe

	 待安装组件

自动安装的组件

软件包内包括 FieldMate R3.02 / 设备文件 R3.07 媒体、FieldMate 软件、USB FieldMate 调制

解调器驱动程序和 .NET Framework 4.6.1,Yokogawa 设备文件。

备注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驱动程序将自动安装。 
确保使用控制面板中的“程序和功能”安装“Silicon Laboratories CP210x USB 转 UART 桥
接（驱动程序删除）”或“Windows 驱动程序包 Silicon Laboratories (Silabenm) Porls 
(03/28/2016 6.7.3.350)”。
如果未正确执行安装活动，则双击以下文件。

FieldMate Media\USB_Modem_Driver\FMModemInstaller.exe

选择性安装的组件

Yokogawa 设备 DTM：可以针对每个通讯协议选择安装所有 DTM 或 DTM。对象为存储与设备
文件媒体中的各个通讯协议的所有 Yokogawa 设备相关文件。

其他厂家的设备文件（DD/DTM）：对象为 HART 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DD/DTM。可

以针对每个供应商、机型或版本选择 DD 和 DTM。 

同时请
参考

有关设备文件媒体的安装程序，请参考 R 部分，“添加/ 删除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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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注意事项

• 在以下任何情况下，安装无法进行。将显示一条信息，告知用户安装无法进行，然后安装

程序将终止。

(1) 当尝试在安装有工厂资源管理器（PRM）的个人计算机上安装 FieldMate 时。

(2) 当尝试在安装有质量流量配置软件 FSA210 的个人计算机上安装 FieldMate 时。 

(3) 已安装FieldmateLite时，请在安装前先卸载FieldmateLite。

 卸载	FieldMate

从 Windows 的控制面板中的“程序和功能”中卸载 FieldMate。 
*: 卸载 FieldMate 时，设备 DTM 将不会一同被卸载。DTM也从 Windows 的控制面板中的“程序和功能”中卸载。.

表	B-1-3	 FieldMate	和	Yokogawa	设备	DTM

程序 添加或删除程序

FieldMate Yokogawa FieldMate 

设备 DTM 

HART DTMLibrary 

Yokogawa BRAIN DTM R1.02

Yokogawa DTMLibrary HART 2014-X

Yokogawa DTMLibrary FOUNDATION fieldbus 2014-X

Yokogawa DTMLibrary PROFIBUS 2014-X

Yokogawa Device DTM Library 5.X

Yokogawa ISA100 Communication DTM

Yokogawa Modbus DTM Library 2.X

	 Windows	开始菜单规范
开始   所有程序    YOKOGAWA FieldMate

 FieldMate

 手册  用户注册和文件

 工具  设备更换工具

  DTM 设置

  导出 FieldMate 信息

  FieldMate 设置 

  PRM 设置

  PRM 同步

  配置设备工具l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开始    所有程序    Yokogawa Device DTM Library    Read me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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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用户注册

	 用户注册程序概述

安装 FieldMate 后，用户需要在安装后 30 天内注册软件，获取激活码，然后将激活码输入 

FieldMate，以继续使用该软件。

可以通过“用户注册网址”注册软件。注册时，需要提供许可证号和要安装 FieldMate的个人

计算机 C 盘的硬盘序列号（卷序列号）（8 位，不带连字号）。

若要获取硬盘序列号，请选择开始  程序  附件  命令提示符，然后在运行 FieldMate 的个

人计算机上输入“dir”。

如果未注册，在 FieldMate 登录窗口后会显示如下所示对话框。

B010401E.ai

单击此按钮会显示“网段查看器”
或“历史记录”窗口。

表示剩下的试用期（30 天到 1 天）

选中此按钮会显示“输入激活码”
对话框。

图	B-1-14	 用户注册申请窗口	–	1

如果 30 天试用期到期后未输入激活码，将会在 FieldMate 登录窗口后显示如下所示对话框，然

后只会显示“用户注册”窗口。

B010402E.ai

图	B-1-15	 用户注册申请窗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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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用户注册网址”注册软件。注册后，用户将收到一个激活码；将激活码输入以下所

示窗口，即可继续使用 FieldMate。可以通过单击 FieldMate 的“帮助”菜单  用户注册，或

者通过单击 FieldMate 的“帮助”菜单  关于 FieldMate    FieldMate 用户站点。从“用户

注册申请”窗口中访问此窗口。

B010403E.ai

单击此按钮可启动 Internet 
Explorer，并显示我们的“用
户注册网址”

单击此按钮可显示“输入激活
码”对话框。

图	B-1-16	 用户注册窗口（但未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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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用户注册后，通过单击 FieldMate 的“帮助”菜单中的“用户注册”，可显示以下窗口。

B010404E.ai

图	B-1-17	 用户注册窗口（用户注册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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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	 关于	FieldMate
可以通过在“帮助”菜单中选择“关于	FieldMate”，显示“关于	FieldMate”对话框。

1.	 单击“FieldMate	许可协议”，可显示和/或打印软件协议条款（但是，条款内容不可编
辑）。

B010501E.ai

图	B-1-18	 关于	Field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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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显示和保存所安装的	FieldMate	/	设备文件的版本以及相应更新程序的数量。

	 在“更新程序信息”区域，会显示所安装的FieldMate	/	设备文件的版本以及相应更新程
序的数量。此信息可以导出到外部文件。

	 若要将此信息保存到外部文件，单击“导出信息”按钮。

• 默认文件名称： AboutFieldMate.txt

• 文件类型：文本文档

输出

以下为导出信息在AboutFieldMate.txt中的示例。

B010503E.ai

图	B-1-19	 导出信息在AboutFieldMate.txt文件中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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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FieldMate	用户站点”，转至	FieldMate	用户站点。

B010504E.ai

图	B-1-20	 关于FieldMate－用户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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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个人计算机配置
安装	FieldMate	后，建议设置并确认以下项目。	

	 电源管理

启用了睡眠、待机和休眠设置时，FieldMate 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可以在 Windows 禁用上述设

置。设置程序如下。

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单击“开始”菜单，选择“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

。双击“电源选项”，即可显示“电源选项属性”对话框，然后确保按照如下描述设置以下选

项。须注意的是，根据个人计算机的不同配置，部分下述项目可能不会显示。

如果某个项目不显示，证明该功能被禁用。

• 选择电源按钮的作用。

 当我按下电源按钮时：什么都不做

 当我按下睡眠按钮时：什么都不做

 当我合上盖子时：什么都不做

• 选择关闭显示器的操作

 关闭显示器：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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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有关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
备接口的注意事项

对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可以使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	FBUS	或者索夫廷的	
FFusb。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FOUNDATION	现场总线接口选择。”

B-3-1	 有关	NI-FBUS	的注意事项
NI-FBUS	是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的驱动程序。 
有关安装	NI-FBUS	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相应手册。以下内容为有
关	NI-FBUS	的注意事项。	

	 安装	NI-FBUS	驱动程序	

1. 启动个人计算机，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然后安装驱动程序。 

2. 重新启动个人计算机。.

	 安装后的设置

1. 个人计算机重新启动后，单击“开始”菜单，指向“所有程序”，“美国国家仪器
公司”，然后 NI-FBUS，然后选择“接口配置实用程序（Interface Configuration 
Utility）”，或者在 FieldMate 启动后，单击“工具”，然后选择“FOUNDATION 现场
总线接口配置（FOUNDATION fieldbus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2. 如果对话框中显示表示无法使用的红色标记，则选择并右键单击 Board0，选择“启用
（Enable）”，即可启用 NI-FBUS驱动程序。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 Port0，然后单击“编辑”按钮。按照如下要求配置这些设置。 

设备地址：游客（Visitor）

设备类型：链接主机设备（Link Master Device）

用途：NI-FBUS

但是，连接到另一个主机的网段时，将“设备类型（Device Type）”设置为“基本设备

（Basic Device）”。 

备注

将另一个主机系统的网段连接到“链接主机设备”时，可能导致通讯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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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有关FFusb	的注意事项
FFusb	CD-ROM	内包含	Yokogawa	FieldMate	专用的索夫廷（Softing）FFusb	驱动程序软
件。	 
有关安装	FFusb	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索夫廷（Softing）相应的手册。以下内容为	
FFusb	的注意事项。

	 安装	FFusb	驱动程序

安装 FieldMate 的 FFusb 驱动程序前，确保已安装 FieldMate。

	 安装后的设置

1. 启动 FieldMate 后，单击“工具”，然后选择“FOUNDATION 现场总线接口配置
（FOUNDATION fieldbusInterfaceConfiguration）”。

2. 按照如下要求配置这些设置。

 设备地址：游客（Vi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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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运行环境
C-1	 硬件环境

表	C-1-1	

软件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8.1/8.1Pro32位/64位Update或后续版本
Windows7Professional、HomePremium32位/64位SP1或后续版本

操作系统语言 英语、日语、汉语（简体）、德语、法语、俄罗斯语
硬件运行环境

Windows 8.1 Windows 7
PC IBM PC/AT 兼容
CPU Intel ® Core™ i5-2520M 或者类似规格的 CPU
主存储器 2GB 或以上
硬盘驱动器 8GB 或以上
DVD-ROM 驱动器 Windows 8.1 兼容 Windows 7 兼容

显示器 1024×768 或推荐的更高分辨率  
Windows 8.1 兼容

1024×768 或推荐的更高分辨率
Windows 7 兼容

网络端口
BRAIN 
HART

接口 一个USB端口，标配USB2.0
调制解调器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BRAIN/HART（Yokogawa选件）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1

接口 One PCMCIA 卡槽
接口板 PCMCIA-FBUS 系列2（美国国家仪器公司）
驱动程序 NI-FBUS通讯管理器5.0或以上 NI-FBUS通讯管理器4.1.1或以上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1

接口 一个USB端口，标配USB2.0
接口硬件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USB8486
驱动器 NI-FBUS通讯管理器5.0或以上 NI-FBUS通讯管理器4.1.1或以上

FOUNDATION 
现场总线H1 *1

接口 一个USB端口，标配USB2.0
接口硬件 V1.10.04.00 或以上 *2 V1.00.1.17 或以上 *2

PROFIBUS

接口 一个USB端口，标配USB2.0
接口卡和  
COMM DTM

PROFIusb 和 PROFIdtm (Softing)
PROFIdtm DPV1 V5.45 或后续版本

DP/PA耦合器 KFD2-BR-A.PA.93 (Pepperl+Fuchs)
6ES7 157-0AC80-0XA (SIEMENS)

HART
接口 蓝牙2.0
调制解调器 VIATOR®蓝牙®接口：型号010041(MaCTek®)*3

ISA100.11a *4
接口 一个USB端口，标配USB2.0
调制解调器 红外适配器： ACT-IR224UN-LN96-LE 9600bps (ACTiSYS) *5
驱动器 1.2.10版本或后续版本

ISA100.11a *6 接口 一个以太网端口

Modbus 串行

接口

不受支持

一个USB端口，标配USB2.0

调制解调器 隔离RS422/485USB适配器adaptor
SP390A-R2（黑盒）

驱动器 2.0.0版本或后续版本
登录
账号 管理员权限

*1 接口可选择

*2 此软件包也包括索夫廷的 FieldMate 驱动程序。

*3 使用微软提供的蓝牙协议栈。

*4 ISA100.11a OO红外通讯

*5 红外适配器托架可用（建议）：Gorillamobile 原装：GM1（JOBY 公司）

*6 通过网关实现ISA100.11a

*7 版本1.5.0驱动程序用于PL2303 HA / HXA芯片，版本1.12.0驱动程序用于PL2303TA芯片

*8 接口建议使用带驱动程序的操作系统。 如果接口不能正常工作，则使用版本1.7.0的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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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8.1/8.1  Pro 32位/64位 Update 或后续版本

Windows7HomePremium/Professional 32 位/64 位 SP1 或后续版本

	 语言（窗口中显示的字符语言）
英语

	 处理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用户权限
FieldMate 中使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时，使用 FieldMate 的 Windows 用户需
具有管理员权限（因为没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无法启动 NI-FBUS）。 

使用 FFusb 时，不一定要求管理员权限。

	 兼容软件
兼容软件：PACTware、YVP20S（ValveNavi 单机版）

不兼容软件：工厂资源管理器（PRM）、质量流量配置软件、FSA210、FieldMate BASIC Lit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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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系统配置/连接示例
以下部分介绍了	FieldMate	连接压力变送器后的硬件设置示例。有关其他协议的详细信息，请
参考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BRAIN
所需的组件

• BRAIN EJA 压力变送器

• 24 VDC 电源

• 负载寄存器（250 Ω）

•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

C030101E.ai

+ +-
电源 检验

24 VDC 电源设备

负载寄存器

+ -

PC/FieldMate
USB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 

EJAEJA

图	C-3-1	 BRAIN	硬件设置示例

重要信息

• 模拟输出连接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时，由于存在初始电流，所以模拟输出可能发生
短时间变化。为了防止影响上位系统的通讯信号，建议按照一个低通滤波器（大约 0.1 s）

• 通讯信号会叠加到模拟输出信号。建议在接收器上安装一个低通滤波器（大约 0.1 s），降
低通讯信号的输出效应。在在线通讯前，确认通讯信号不对上位系统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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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
所需的组件

• HART EJA 压力变送器

• 24 VDC 电源

• 负载电阻器 (250 Ω)

•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

C030102E.ai

+ +-
电源 检验

24VDC 电源设备

+ -

PC/FieldMate
USB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

EJA

负载寄存器

EEJJAA

图	C-3-2	 HART	硬件设置示例



	 	 <C		工作环境> C-5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HART
所需的组件

• HART EJA 压力变送器

• 24 VDC 电源

• 负载电阻器 (250 Ω)

• VIATOR 蓝牙接口

C030103E.ai

+ +-
电源 检验

+ -

PC/FieldMate

 VIATOR
蓝牙接口

EJA

负载寄存器

24VDC 电源设备

EEJJAA

图	C-3-3	 HART	硬件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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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所需的组件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EJA 压力变送器

• 24 V DC 电源

• 带端接器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电源设备

• 端接器

• NI-FBUS 系列 2

C030104E.ai

+ +-
电源 检验

24VDC 电源设备

+ -

FieldMate
PCMCIA 卡槽中的 
NI-FBUS 系列 2

EJA

带端接器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电源设备

+ -

端接器

图	C-3-4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硬件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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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所需的组件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EJA 压力变送器

• 24 V DC 电源设备

• 带端接器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电源设备

• 端接器

• FFusb

C030105E.ai

+ +-
电源 检验

24VDC 电源设备

+ -

FieldMate
USB

EJA

带端接器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电源设备

+ -

端接器

 FFusb

图	C-3-5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硬件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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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
所需的组件

• PROFIBUS PA EJA 压力变送器

• 24 VDC 电源

• 带端接器的 PROFIBUS DP/PA 耦合器

• PROFIBUS 接口： PROFIusb

C030106E.ai

+ +-
电源 检验

24VDC
电源设备 

+ -

FieldMate
USB 端口中的 

Softing PROFIusb

EJA

带端接器的 
PROFIBUS DP/PA

 耦合器

+ -

PROFIBUS DP
连接器电缆 

PROFIBUS PA 线

图	C-3-6	 PROFIBUS	硬件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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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概述
D-1	 特性

•	 通讯协议和通行路线	
FieldMate	支持	BRAIN、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PROFIBUS、HART	和	Modbus	
通讯协议和直连	NI-FBUS	系列	2、FFusb、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USB	HART	调制
解调器、PROFIusb、IR224UN-LN96和	YFGW	通讯线路。设备也同时使用不同的通讯协
议或通讯路线。

	 FFusb（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USB	HART	调制解调器/USB	Field	调制解调器（HART）

	 PROFIusb（PROFIBUS）

	 Viator	蓝牙调制解调器（HART）

	 红外适配器，ACT-IR224UN-LN96-LE9600bps（ISA	100）

	 现场无线网关，YFGW（ISA	100）

	 隔离RS422/485	 USB适配器，SP390A-R2（Modbus）

•	 采用开放式	FDT/DTM	
FieldMate	具有充当满足	FDT	1.2	和	FDT	2.0	规范的	FDT	框架应用程序的功能。因此，可
以并入第三方设备	DTM，并用作设备特定的应用程序。

•	 记录操作日期	
使用此软件执行的操作会保存为日志，供日后参考。

•	 设备互动功能	
只要将现场设备连接到物理网段，FieldMate	即可自动识别这些现场设备，并以通俗易懂
的方式显示各个现场设备的运行状态。	
而且，FieldMate	可以配置诸如位号和地址设置等初始设置。同时，它会运行	DTM	检验和
设置现场设备的参数，以及运行	DD	菜单、DTM	和其他功能，设置和调整设备。

•	 设备参数管理功能	
通过此功能，可上传和下载设备参数的快照、从文件导出参数和将参数导入到文件以及对
比。

同时请
参考 

有关	FDT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FDT	集团网站	http://www.fdtgrou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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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基于	comm	DTM	的通讯路线	
通过支持基于	comm	DTM	的通讯路线，可添加通讯驱动程序和通讯协议。

•	 设备维护信息管理功能	
通过此功能，可以将维护信息（设备信息、文档链接、设备参数、备忘录等）保存在数据
库中，并在数据库中进行管理。可以管理最多	300	个设备。	
设备维护过程中，例如，可以有效地执行任务，如参考设备相关的文件、管理设备参数和
使用随附的文件创建备忘录。

•	 PRM	同步	
支持双向文件传输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IM	01R01A20-01E	

	 设备维护信息管理功能
通过在数据库上管理设备维护相关的信息，“Advance”支持设备的维护/管理。它可以管理多
个设备的设备参数值和维护备忘录（最多可管理	500	个设备）。通过“Advance”，用户还可
以在交付/实际布置前，查看或更改设备维护信息。

	 用户管理功能
通过此功能，可定义	FieldMate	用户账号（用户	ID，密码）。

	 使用案例
须按照以下两种方式使用	FieldMate	Advance，并提供一个操作系统和执行数据管理。	

1.	 在现场安装前，在工作台上进行设置和调整操作等。	

	 或者在安装现场进行设置和调整操作。	

	 →	此使用方式对于	Basic（基本模式）和	Advance（高级模式）通用。

2.	 通过网络远程设置和调整。

	 →		此使用方式仅适用于	Advance（高级模式）。

上述使用方式通过在“网段查看器”中的“内置连接”和“用户定义连接”之间切换进行选
择。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网段查看器”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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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描述
以下罗列了描述特性前需要了解的重要术语。	

•	 设备 DTM

指的是设备的	DTM。通常分配到	DTM	网络拓扑结构的终端上。（例如，差压变送器的设备	
DTM）

•	 COMM	DTM

指的是通讯设备的	DTM（例如：PROFIBUS	通讯卡的	DTM）

•	 网关	DTM

指的是执行协议转换的通讯设备的	DTM（例如，PROFIBUS-HART转换器的	DTM）

•	 实际设备

指的是物理连接的设备。

•	 数据库设备

指的是数据库中的逻辑设备。

•	 注册到数据库

指的是将设备注册到数据库。

•	 已注册数据库

指的是已注册到数据库作为数据库设备的实际设备。

•	 设备维护信息

指的是有关数据库设备的信息。除了有关实际设备的信息外，还包括维护备忘录、相关文件、
操作日期或者设备参数。

•	 FDT	项目

包括通过	comm/网关/设备	DTM	的网络拓扑定义和每个	DTM	的数据集。

•	 DTM	数据

指的是活动	DTM（存储器图像）中的数据，或者保存到外部文件的数据。DTM	数据由两种数
据、设备参数和	DTM	特定参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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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功能
FieldMate	具有以下功能。

表	D-3-1	

功能名称 描述

主窗口

指的是	FieldMate	的主窗口。它具有以下三个画面。
• 在直连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PROFIBUS、BRAIN	和	ISA100	网段：网段查

看器中的实际设备列表
• 操作日志列表：历史记录

• 注册于数据库的设备列表：设备导航	
在此画面上，可以选择设备和事件，然后使用相应的功能进行各个设备的处理。

设备查看器
该功能用于确认	HART	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运行状态。
与设备通讯，并显示该设备的自诊断结果。

DTM	Works 该功能用于操作设备	DTM。设备	DTM	是一个设备特定设置、调整和诊断的应用程序。

参数管理器
该功能用于设置、调整和更换	HART	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它会以列表的形式
显示参数，并对其进行设置和对比。

DD	菜单 该功能用于设置和调整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设备维护信息 该功能用于处理设备相关的维护信息（属性信息、管理信息、维护备忘录、文件链接和日志）。

通讯功能
通讯功能仅支持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PROFIBUS、BRAIN	和	ISA100	直连通
讯路线。

DTM	设置
该实用程序用于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ISA100	设备	DTM	和设备类型（型号）的
分配。

FDT	项目
该功能用于通过	comm	DTM、网关	DTM	和用户使用	DTM	Works	定义的设备	DTM，创建网络
拓扑结构。

PRM	同步 该功能用于同步	FieldMate	与	PRM	数据库之间的设备文件。

FOUNDATION	现场
总线的软件下载功能

该功能用于通过	FOUNDATION	现场总线更新现场设备的软件。

配置工具 设置将设备加入现场无线网络所需的无线设备信息。

设备更换工具 可通过上传，将现有设备更换为新设备；参数转换和下载。

序列号获取 获取设备的序列号，并在设备维护信息中进行更新。

AXF	验证工具 无需从工艺管路上取下磁流量计，即可进行验证。（/VF	可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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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ieldMate	登录
本部分介绍 FieldMate 启动/退出期间的操作顺序。

E-1	 FieldMate	启动/退出顺序
本部分介绍 FieldMate 启动/退出期间的操作顺序。

备注

以“管理员”权限登录个人计算机。

	 启动顺序

E010101E.ai

启动 FieldMate

选择了哪个选项使其启动后
立即自动扫描

显示设备导航

显示登录对话框。
包括用户 ID（*）和密码，以及启动后是否立即执
行自动扫描的设置（*）。
通讯设置的检查/设置。

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 BRAIN 或 ISA100 

(无)

对于标示为（*）的两个项目，上一次登录所做的设置将
显示为默认值。

显示在网段查看器、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BRAIN 或 ISA100 中选
择的协议

图	E-1-1	FieldMate	启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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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顺序

E010102E.ai

执行菜单文件 -> 退出或
按下 Windows 关闭按钮   

“您确定想要退出？”
是

返回

否

退出 FieldMate

图	E-1-2	FieldMate	退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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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FieldMate	登录窗口
FieldMate	登录窗口为启动	FieldMate	后立即显示的第一个画面。

E020101E.ai

选择通讯协议。

显示所选协议的设置详细信息。

显示所选协议的设置窗口。

登录该应用程序。

上一次登录所做的设备会保存起来，并设置为检测设备的
网段的默认值。
但是安装完成后，用户 ID 和密码立即变灰色，并选择
HART 作为默认值。

输入用户 ID 和密码。下拉菜单会显示已
注册的用户的用户 ID，供用户定义。
如果未定义用户，则呈灰色。

图	E-2-1	FieldMate	登录窗口

以下部分介绍了	FieldMate	登录窗口的功能（角色）。	

1. 输入登录用户的“用户 ID”和“密码”。*

 默认值

 用户 ID: “DefaultUser”

 密码: Default password
*: 如果未在用户管理功能中定义任何用户，则无需输入用户 ID 和密码。

2. 启动后，立即选择一个通讯协议，并指定是否自动执行扫描。

 选择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BRAIN、ISA100（红外）、ISA100（网关）
、PROFIBUS、Modbus RTU（YOKOGAWA）或无协议。

3. 显示每个通讯协议的当前设置内容，并更改通讯设置。

	 操作：通讯设置–选择协议后–“设置”

	HART	通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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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 从登录窗口 -> 通讯设置 ->  HART -> 设置中启动。

• 从主窗口的“工具”菜单的“HART 调制解调器配置”中启动此功能。 

E020102E.ai

自动搜索和设置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
 COM 端口的编号。
下拉列表会显示个人计算机上的所有 COM 端口。

选择范围为 0～63
默认：0
HART 5：0-15
HART6、7：0-63

指定通讯重试次数，范围为 0～2。
默认：0。

图	E-2-2	HART	通讯设置

* 如果未自动检测到调制解调器的 COM 端口编号，检查并确定一个。 

控制面板 → 设备管理器（COM 和 LPT）

检查Silicon Laboratories CP210x USB 转 UART 桥接的 COM 编号，并指定为 COM 端口，作
为调制解调器的 COM 端口编号。

提示
根据个人计算机条件（包括连接的 USB 设备）的不同，调制解调器的 COM 编号可能发生变化。建议确认上述
程序。

备注：对于 BRAIN 和 HART 协议，需要单独进行调制解调器配置。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置
对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接口，可以使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 FBUS 和来自 Softing 
的 FFusb。以下内容简要介绍了每个设备接口。

 NI-FBUS
NI-FBUS 是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的驱动程序。 
有关安装 NI-FBUS 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相应的文档。

以下内容为有关 NI-FBUS 的注意事项。 

	 安装	NI-FBUS	驱动程序	
1. 启动个人计算机，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然后安装该驱动程序。 

2. 重新启动个人计算机。

	 安装后的设置
1. 重新启动个人计算机后，选择以下其中一个操作。

 (1) 登录窗口 -> 通讯设置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 设置

 (2) 启动 FieldMate 后，工具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接口配置

 (3) Windows 的“开始”菜单 -> 所有程序 -> National Instruments（美国国家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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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 NI-FBUS -> 接口配置实用程序  
2. 如果对话框中显示表示无法使用的红色标记，选择并右键单击 Board0，选择“启
用”。既可启用 NI-FBUS 驱动程序。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 Port0 并单击“编辑”按钮。按照如下要求配置这些设置。

 设备地址 = Visitor（访客）

 设备类型 = 链接主机设备

 用途 = NI-FBUS

但是，连接到另一个主机下的网段时，须将“设备类型”设置为“基本设备”。 

使用设备类型 = 链接主机设备作为设置时，可能导致与主机的通讯出现异常。

 Softing FFusb
FFusb CD-ROM 内包含 Yokogawa FieldMate 专用的索夫廷（Softing）FFusb 驱动程序软
件。 
有关安装 FFusb 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索夫廷（Softing）相应的手册。以下内容为 
FFusb 的注意事项。

	 安装	FFusb	驱动程序

FFusb CD-ROM 内含有 Yokogawa FieldMate 专用的驱动程序软件。请安装 Yokogawa

FieldMate 专用的驱动程序软件。 
安装 FieldMate 的 FFusb 驱动程序前，确保已安装 FieldMate。

	 安装后的设置

1.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操作。.

 (1) 登录窗口 -> 通讯设置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 设置

 (2) 启动 FieldMate 后，选择“工具”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接口配置 “ 
 FOUNDATION fieldbus Interface 

2. 按照如下要求配置这些设置。

 设备地址 = 游客（Visitor）

	 选择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通讯
选择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通讯的设备接口。选择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 FBUS 或者 
Softing 的 FFusb。

	 调用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 -> 所有程序 ->  YOKOGAWA FieldMate ->工具 -> FieldMate 
设置中调用 FieldMate 设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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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出于用户账户管理之目的，会显示一个确认窗口。

E020103E.ai

图	E-2-3		用户账户管理

单击“确定”。

当定义了 FieldMate 的用户管理后，会显示以下登录对话框。登录后，会显示“FieldMate 设
置工具”窗口。

如果 FieldMate HMI 已在运行，“FieldMate 设置工具”将不会启动。

E020104E.ai

图	E-2-4	登录窗口

E020105E.ai

图	E-2-5	FieldMate	已在运行时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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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选择“内置连接”选项卡后，选择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通讯接口。

E020106E.ai

图	E-2-6		 选择通讯接口

基本上而言，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接口会自动被选中。以下内容为安装示例。

1. 新安装 Softing 的 FFusb 时，选择 Softing FFusb。

2. 新安装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 FBUS 时，选择 NI-FBUS。

即便在安装其中一个接口后，已在另一个接口上安装软件，如果用户未手动在窗口中选择通讯
接口– Softing FFusb 或者 NI-FBUS，之前的选择仍将保持不变。
备注：  须先安装 FieldMate 才能安装 FFusb 驱动程序。

	BRAIN	调制解调器设置

通过此功能，用户可以设置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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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从登录窗口中启动 -> 通讯设置 -> BRAIN -> 设置。

从主窗口的“工具”菜单的“BRAIN 调制解调器配置”中启动此功能。

E020107E.ai

自动搜索和设置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 
COM 端口的编号。
下拉列表会显示个人计算机上的所有 COM 端口。

指定通讯尝试次数，范围为 1～10.
默认：3

图	E-2-7	BRAIN	调制解调器配置

* 如果未自动检测到调制解调器的 COM 端口编号，检查并确定一个。

控制面板 -> 设备管理器（COM 和 LPT）

检查Silicon Laboratories CP210x USB 转 UART 桥接的 COM 编号，并指定为 COM 端口，作
为调制解调器的 COM 端口编号。

提示
根据个人计算机条件（包括连接的 USB 设备）的不同，调制解调器的 COM 编号可能发生变化。建议确认上述
程序。

备注：  对于 BRAIN 和 HART 协议，需要单独进行调制解调器配置。

	ISA100	（红外）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N 部分。

	ISA100	（网关）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N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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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BUS	通讯设置

安装好FieldMate	和通讯驱动程序后，需要进行	PROFIBUS	接口配置。须基于	PROFIBUS	通
讯驱动程序定义以下初始设置。	

1. 启动 FieldMate 并通过 [工具] – [PROFIBUS 接口配置…] 进行导航。

E020108E.ai

选择识别的板。

设置合适的波特率。

示例：
当 PA设备通过 DP/PA 耦合器（西门子）连接时，
波特率为 45.45 kbit/s。当 PA 设备通过DP/PA 耦合
器（P+F）连接时，波特率为 93.75 kbit/s。

图	E-2-8	PROFIBUS	接口配置

E020109E.ai

图	E-2-9	PROFIBUS	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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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高级设置…]，然后打开以下窗口。建议确保以下总线参数设置与运行前 FieldMate 
所连接的 PROFIBUS 网络上的 1 类主机的参数设置一样。

E020110E.ai

图	E-2-10	 高级设置

	HART		蓝牙调制解调器通讯设置

要使用微软提供的蓝牙标准协议栈作为HART	蓝牙调制解调器的初始设置。不需要特定的驱动
程序。以下示例基于	VIATOR	蓝牙接口机型：MACTek	的	010041。

	 Windows	7/8.1

	 调用

1. “开始”菜单  “设备和打印机”，然后双击“蓝牙适配器”。按下 
““下一步”。

E020111E.ai

图	E-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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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添加新连接向导”。选择“MACTekViatorxxxx”。按下“下一步”。

E020112E.ai

图	E-2-12	

3. 按下“下一步”。

E020113E.ai

图	E-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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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示“蓝牙设置”。双击“MACTekViatorxxxx”。

E020114E.ai

图	E-2-14

5. 显示“蓝牙管理器”。输入 PIN 码“mactek”，注意区分大小写。请确认产品包含有 PIN 
码。

E020115E.ai

图	E-2-15

6. 显示“蓝牙设置”。确认连接。

E020116E.ai

图	E-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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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右键单击图标，并选择“详情…”

E020117E.ai

图	E-2-17

8. 启动网段查看器，在“HART 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中输入上面确认的 COM 端口。

E020118E.ai

图	E-2-18

	Modbus	调制解调器通讯设置

	 启动

从登录窗口中启动 -> 通讯设置 -> Modbus RTU（YOKOGAWA） -> 设备。

从主窗口的“工具”菜单的“Modbus 接口配置”中启动此功能。

E020119E.ai

下拉菜单中显示个人计算机中的所有 COM 端口。

起始地址和停止地址，范围 1～247。

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

图	E-2-19	 Modbus	调制解调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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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用户管理功能
此功能定义了	FieldMate	的用户账号（用户	ID、密码）。通过此功能，可以记录每个用户	ID	
的操作日志。

FieldMate	的用户帐号（用户	ID、密码）仅适用于	FieldMate	和	FieldMate	设置工具。它与
Windows	用户账户没有任何关联。

	 定义用户账号
最多可定义 100 个用户账号。

	 用户账号
管理用户：用户 ID = Administrator，密码 = FieldMate*

默认用户：用户 ID = DefaultUser，密码 = FieldMate*
*: 创建用户后，以管理员用户身份或者默认用户身份登录时需要输入密码。

用户创建账号：新用户账号，98 个用户

 可以创建/更改/删除用户账号。

管理用户和默认用户无法删除，默认用户的密码无法更改。

用户自定义用户账号的密码可以更改。

	 启动
主窗口的“工具”菜单的“用户管理器”中启动此功能。

分配新用户时，以以下用户身份从子网段登录需要初始密码。

管理员用户：用户 ID = Administrator（管理员），密码 = FieldMate，区分大小写。

默认用户：用户 ID = DefaultUser，密码 = FieldMate，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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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0001E.ai

显示已注册用户列表。

已预设两个用户：管理员和默认用户。

这两个用户可以删除，但是密码不能

更改。

单击“新建按钮”，即可显示以下对话框。可以添加新用户。

须输入这三个字段。

单击“编辑”按钮，打开以下画面。更改现有用户
的定义。

当前登录状态的用户的用户 ID 所对应的密码可以
更改。
当前未登录的用户的用户 ID 呈灰色。
默认用户的密码无法更改。

图	F-1	 用户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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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窗口布局和主窗口菜单
G-1 窗口布局的概述

FieldMate 有两种窗口 :

• 在主窗口中，可以选择设备和事件。

• 在独立窗口中，可以处理每个详细信息。

可在主窗口中，以新窗口的形式打开独立窗口。

G010001E.ai

主窗口
独立窗口

图 G-1-1 FieldMate 的窗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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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主窗口
可以看到以下三个窗口。

• 网段查看器– 显示当前连接的设备。

• 设备导航– 显示数据库中已注册的设备清单

• 历史记录–显示设备的操作日志.

窗口之间可以进行切换。 

G010002E.ai

图 G-1-2 网段查看器

G010003E.ai

图 G-1-3 设备导航

G010004E.ai

图 G-1-4 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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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栏
你可以在三个主窗口中找到选择按钮。要切换到一个窗口请单击与要查看的窗口相对应的按
钮。

表 G-1-1 主窗口

图标 功能 描述

网段查看器 打开网段查看器窗口

设备导航 打开设备导航窗口

历史记录 打开历史记录窗口

 工具栏
您可以在工具栏上找到更新和更新取消按钮。

表 G-1-2 工具栏按钮

图标 功能 描述

更新 更新窗口中显示的信息。
此功能类似查看菜单中的更新选项。

更新取消 停止更新。
此功能仅用于更新正在进行中。

 搜索区域

搜索区域位于主窗口的右上方。
你可以利用搜索功能搜索来自数据库的信息，在搜索区域的文本框中输入键字符串，然后单击
搜索按钮，出现“搜索”对话框，(

by using the Search function
to the text box in Search Area, and click the search button (       ). And 

ed partially with 
). 并显示与键字符串匹配的搜索结果。在“搜索”对话框

中，您可以从搜索结果列表

跳转到选定项目的相关窗口。搜索结果列表的类别显示该项目的相关窗口。

• 设备： 设备导航

• 操作历史: 历史

 
 

单击跳转按钮，跳转到
相关窗口

G010005E.ai

图 G-1-5 搜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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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独立窗口
独立窗口包括： 

1. 设备查看器 (*1) 
此窗口用于确认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详细操作和故障状态。它会与     
该设备通讯，并显示自诊断结果等。

2. DTM Works (*1) 
此窗口用于设置和调整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 PROFIBUS / BRAIN /ISA100 
设备。

3. 参数管理器 (*1) 
此窗口主要用于更换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4. DD 菜单 (*1)  
此窗口用于设置和调整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通过此窗口，用户可以显示或 
执行针对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DD 定义的菜单 / 方法。

5. 设备维护信息(*1) 
在此窗口上可处理设备维护信息。

(*1) 最多同时显示5 个窗口

G010006E.ai

通过设备查看器，查看设
备的运行状态

DTM Works 为设置 / 调整专用人机
界面

通过参数管理器，所有 HART 和
FOUNDATION 现场  总线 H1 设备，可
使用 MMI 进行参数更换和设置 / 调整

设备维护信息可处理设备维护信息 DD 菜单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设置 / 调整

图 G-1-6 独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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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从主窗口访问独立窗口的方法。

表 G-1-3 独立窗口的适用性 

设备查看器 DTM Works DD 菜单 参数管理器 设备维护信息

网段查看器 适用 (*1) 适用 适用 (*2) 适用 (*1) 适用

设备导航 不适用 适用 不适用 适用 (*1) 适用

历史记录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1) 适用

*1: 仅适用于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通过 ISA 100 HART 适配器的HART 设备除外）
*2: 仅适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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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主窗口菜单
下表描述了菜单栏的菜单选项。菜单选项的适用性因主窗口和通信协议而异。

表 G-2-1 主窗口菜单列表

菜单 说明

文件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从外部文件中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将设备维护信息导出到外部文件。 

导出历史记录 将历史记录导出到外部文件 

导出序列号 将注册于设备维护信息的设备序列号导出到外部文件 

退出 退出FieldMate 

查看

更新 更新窗口中显示的内容

初始化当前视图格式 在网段查看器中初始化 ISA100（网关）和 HART
（适配器）上的参数项目的排列。

清除当前视图 清除网段查看器的ISA100（网关）和 HART（适配
器）。

操作

打开历史记录详细 清除当前视图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设备维护信息窗口 

分配的DTM 启动分配到 DTM Works 窗口中的设备的 DTM 

选择DTM 显示设备 DTM 选择对话框，在 DTM Works 窗口启动
所选设备 DTM 

参数管理器... 启动参数管理器窗口 

设备查看器... 启动DeviceViewer（设备查看器）窗口 

DD菜单... 启动 DD 菜单窗口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启动设备位号/地址分配窗口–设置设备位号/地址 

设备类别设置 启动“设备类别分配”窗口–设置设备类别（链接主机
或 Basic [基本]） 

功能块执行设置 执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设备的功能块执行/
接线 

重置配置 初始化配置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手动创建设备维护信息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比较和生成参数报告 启动参数比较窗口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将设备维护信息导出到外部文件 

增加设备标志
开 将设备位号切换到“ON（开）” 

关 将设备位号切换到“OFF（关）” 

添加到收藏 
创建新收藏 创建新收藏–最多可定义30个收藏 

收藏列表 添加所选设备到“收藏” 

从收藏中删除 从“收藏”中删除所选设备 

安装DD文件 添加设备的 DD 文件 

设备图标设置 将设备图标设置为所选文件/恢复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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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说明

工具

用户管理器 启动用户管理窗口–管理FieldMate用户账号

选项

在网段视图上显示参数 网段查看器上显示/隐藏典型参数 

典型参数定制 从网段查看器上的典型参数HMI
指定要显示的参数

从设备维护信息进入
DTM设置路径 选择从设备维护信息进入 DTM 设置路径 

ISA100
配置设置 选择配置信息文件的“适用性”

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置HART 调制解调器 

FOUNDATION现场总线接口配置 调用NI-FBUS接口配置实用程序或Softing FFusb配置
工具 

PROFIBUS接口配置 启动PROFIBUS通讯配置窗口–设置PROFIBUS 

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置BRAIN调制解
调器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 启用 USB 端口配置 

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设置网关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Modbus接口配置 启动 Modbus 通讯配置窗口–设置Modbus 

FDT项目

创建、复制和删除FDT项目，并从外部文件中导入 FDT
项目。 
将FDT 项目导出到外部文件中，并打开指定的 FDT 项
目 

帮助
用户注册 启动“用户注册”窗口–执行用户注册操作 

关于FieldMate 启动“关于FieldMate”窗口–确认版本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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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不同通讯协议中网段查看器窗口的适用性。

列表中符号的含义如下：

: 菜单可用 

▲: 菜单变灰色 

 ×: 菜单隐藏

表 G-2-2 网段查看器菜单

菜单
网段查看器

HART FOUNDATION 
fieldbus PROFIBUS BRAIN Modbus ISA100 

（红外）
ISA100 
（网关）

文件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 ▲ ▲ ▲ ▲ ▲ ▲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 ▲ ▲ ▲ ▲ ▲ ▲

导出历史记录 ▲ ▲ ▲ ▲ ▲ ▲ ▲

导出序列号 ▲ ▲ ▲ ▲ ▲ ▲ ▲

退出       

查看

更新       

初始化当前视图格式 ▲ ▲ ▲ ▲ ▲ ▲  (*1)

清除当前视图 ▲ ▲ ▲ ▲ ▲ ▲  (*1)

操作

打开历史记录信息 × × × × × × ×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分配的DTM  或 
▲ (*2)  或 ▲ (*2)  或 ▲ 

(*2) 
 或 ▲ 

(*2)  

选择DTM       

参数管理器   × × × × ×

设备查看器   × × × × ×

DD菜单 ×  × × × × ×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 × × × ×

设备类别设置 ×  × × × × ×

功能块执行设置 ×  × × × × ×

重置配置 × × × × × ▲ ×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 × × × × × ×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 × × × × × ×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  × × ×

比较和生成参数报告       

增加设备
标志

开 × × × × × × ×

关 × × × × × × ×

添加到收藏 创建新收藏 × × × × × × ×

收藏列表 × × × × × × ×

从收藏中删除 × × × × × × ×

安装DD文件   × × ×  

设备图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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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网段查看器

HART FOUNDATION 
fieldbus PROFIBUS BRAIN Modbus ISA100 

（红外）
ISA100 
（网关）

工具

用户管理器       

选项 在网段视图上显
示参数       

典型参数定制       

从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DTM       

ISA100 配置设置         

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       

FOUNDATION现场总线接口
配置       

PROFIBUS接口配置       

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       

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Modbus接口配置       

FDT项目       

帮助
用户注册       

关于FieldMate       

(*1):     适用于ISA100（网关）和HART(适配器）, ▲ 适用于其他情况。
(*2):     相关DTM可用时，为 ¡ ▲ 适用于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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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不同通讯协议中设备导航窗口的适用性。

列表中符号的含义如下：

: 菜单可用

▲: 菜单变灰色

×: 菜单隐藏

表 G-2-3 设备导航菜单                    

菜单
设备导航

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 BRAIN Modbus ISA100

文件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导出历史记录 ▲ ▲ ▲ ▲ ▲ ▲

导出序列号      

退出      

查看

更新      

初始化当前视图格式 × × × × × ×

清除当前视图 × × × × × ×

操作

打开历史记录详细 × × × × × ×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分配的DTM      

选择DTM      

参数管理器...   × × × ×

设备查看器... × × × × × ×

DD菜单... × × × × × ×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 × × × × ×

设备类别设置 × × × × × ×

功能块执行设置 × × × × × ×

重置配置 × × × × × ×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比较和生成参数报告…   ×  × ×

增加设备标志 
开      

关      

添加到收藏 
创建新收藏      

收藏列表      

从收藏中删除      

安装DD文件   × × × 

设备图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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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设备导航

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 BRAIN Modbus ISA100

工具

用户管理器      

选项

在网段视图上显
示参数      

典型参数定制      

从设备维护信息
的DTM启动路径       

ISA100
配置设置      

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      

FOUNDATION现场总线接口配置      

PROFIBUS接口配置      

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      

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Modbus接口配置      

FDT项目      

帮助
用户注册      

关于Field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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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不同通讯协议中操作日志窗口的适用性。 

列表中符号的含义如下：

: 菜单可用

▲: 菜单变灰色

 ×: 菜单隐藏

表 G-2-4 历史记录菜单

菜单 历史记录

文件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

导出历史记录 

导出序列号 ▲

退出 

查看

更新 

初始化当前视图格式 ×

清除当前视图 ×

操作

打开历史记录详细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分配的DTM ×

选择DTM ×

参数管理器... ×

设备查看器... ×

DD菜单... ×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

设备类别设置 ×

功能块执行设置 ×

重置配置 ×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

增加设备标志 
开 ×

关 ×

添加到收藏 
创建新收藏 ×

收藏列表 ×

从收藏中删除 ×

安装DD文件 ×

设备图标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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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历史记录

工具

菜单 

选项

在网段视图上显示参数 



典型参数定制 

从设备维护信息启动DTM 

ISA 100配置设置 

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 

FOUNDATION现场总线接口配置 

PROFIBUS接口配置 

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 

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Modbus接口配置 

FDT项目 

帮助
用户注册 

关于Field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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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配置功能
下表描述了如何根据通讯协议配置设备。

表 G-3-1 配置功能

通讯协议 应用 建议功能

HART
检查状态 使用网段查看器检查一般状态，使用设备查看器检查详细信

息。.

设置/调整* DTM, 参数管理器

FOUNDATION 现场总
线 H1

检查状态 使用网段查看器检查一般状态，使用设备查看器检查详细信
息。

设置/调整 ** DTM, 参数管理器或DD菜单

PROFIBUS
BRAIN
ISA100
Modbus

检查状态 使用网段查看器进行检查

设置/调整* DTM

* HART/BRAIN:  可用于输入回路检查和调零；网段查看器有此功能。调零仅适用 于横河特定设备。 
**FF: 可用于调零，网段查看器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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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网段查看器
H-1 概述

网段查看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检测设备并自动显示

•	 在数据库中注册设备

FieldMate支持HART，FOUNDATION现场总线H1，BRAIN，ISA100，PROFIBUS和Modbus
通信协议。

•	 HART	/	BRAIN：通过FieldMate调制解调器USB直接连接到现场设备并与现场设备进行通
信。

•	 FOUNDATION现场总线H1：通过美国国家仪器PCMCIA-FBUS	Series2	NI、NI	USB-8486
或SoftingFFusb连接到现场设备并与现场设备进行通信。

•	 ISA100.11a：通过ACTiSYS	公司的ACT-IR224UNLN96-LE红外适配器或横河公司的YFGW
现场无线网关连接到现场设备并与现场设备进行通信。

网段查看器用于现场安装前在工作台或者类似场所上进行调整	/	设置，或者已完成现场安装后的
现场调整/设置等。

	 内置连接（BIC	模式）
内置连接采用	FieldMate	的内置通讯方式。
要在内置连接中执行网段查看器。

	 用户定义连接（UDC	模式）
此方式用于安装第三方产品及其他们的	comm/网关	DTM，并通过	comm/网关	DTM	的网络拓
扑结构连接到现场设备。

要在用户定义连接中执行	FDT	项目。

SEE
有关	FDT	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Q	部分。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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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网段查看器窗口
您可以使用“网段查看器”窗口自动检测和显示实际设备，并自动在数据库中注册设备的信息
（设备维护信息）。

显示进程进度
H020001E.ai

取消设备重新检测
过程

在窗口中减小
（ - ）或增加
（+）元素的
大小。

显示登录用户 
ID

获取连接到该网段
的设备的信息，并
刷新显示。

显示 / 隐藏“选择
通讯路径”区域

输入字符串，单击“搜索”按钮，
显示搜索结果 

自动检测实际设备，并在线注册为数据库
设备（设备管理信息）

在主窗口之间切换：网段查看
器、设备导航和历史记录

选择网段，并执行
“更新” 

图	H-2-1	 网段查看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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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正常。

(*1): 状态
显示设备的自诊断结果，单击即可启动设备查看器。
（仅适用于HART / FOUNDATION fieldbus）

(红色): 检测到异常。需要维护（包括更换设备）。 
(黄色): 警告（包括配置错误）。对操作无影响。

(灰色): 通讯异常、状态不确定或其他。

(白色): 状态图标显示被关闭时。（在此情况下“设备查看器“可以启动）

通过网段查看器上的” 管理和设置图像“显示图像（如果未注册图像，显示”无
图像“）。
 在“管理和设置图像”上显示（输入注释），导入、导出或删除等操作。同步保
存在设备维护信息“图像“中 。

H020002E.ai

表示设备信息。（设备图标、位号、状态（*1）、地址
、供应商（ID和名称）、型号（ID和名称）、版本、设
备 ID、写入保护状态等）。
（无对应的设备图标可用时，会显示表示其通讯类型的
图标。） 选择该设备，然后显示表示选中的框，双击
即可启动 DTM Works。

记事贴（信息） 显示定义的信息，或更
新到目标设备。同步保存到设备维护信
息的“记事贴“中。

启动所有参数/调整参数
窗口

启动输入回路检
查窗口

启动零点调整窗口

菜单–和“操作“一样

图	H-2-2	 网段查看器	(2)

注意

在	BRAIN、PROFIBUS、Modbus	和	ISA100（红外）中，打开相关	DTM	时，网段查看器更新
无效。关闭	DTM	并更新网段查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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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下表描述了网段查看器窗口中的菜单选项。	请注意这些选项的可用性因设备通信协议而异。	

SEE
有关通信协议可用的菜单选项信息请参见表G-2-2。alSo

表	H-2-1	 网段查看器菜单

菜单 解释

文件 退出 退出FieldMate

查看

更新 更新窗口中显示的内容

初始化当前视图格式
在网段查看器中初始化	ISA100（网关）和	HART（适配器）上
的参数项目的排列。

清除当前视图 清除网段查看器的ISA100（网关）和	HART（适配器）。

操作

打开历史记录详细 清除当前视图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设备维护信息窗口

分配的DTM 启动分配到	DTM	Works	窗口中的设备的	DTM

选择DTM
显示设备	DTM	选择对话框，在	DTM	Works	窗口启动所选设
备	DTM

参数管理器... 启动参数管理器窗口

设备查看器... 启动DeviceViewer（设备查看器）窗口

DD菜单... 启动	DD	菜单窗口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启动设备位号/地址分配窗口–设置设备位号/地址

设备类别设置
启动“设备类别分配”窗口–设置设备类别（链接主机或	Basic	
[基本]）

功能块执行设置 执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功能块执行/接线

重置配置 初始化配置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将设备维护信息导出到外部文件

安装DD文件 添加设备的	DD	文件

设备图标设置 将设备图标设置为所选文件/恢复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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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解释

工具

选项

在网段视图
上显示参数

网段查看器上显示/隐藏典型参数

典型参数
定制

启动典型参数定制窗口

从设备维护
信息的DTM
启动路径

选择从设备维护信息进入	DTM	设置的路径

ISA100	
配置设置

选择配置信息文件的“使用合理性”。

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置HART调制解调器

FOUNDATION现场总线接口配置 调用NI-FBUS接口配置实用程序或Softing	FFusb配置工具

PROFIBUS接口配置 启动PROFIBUS通讯配置窗口	-	设置PROFIBUS

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置BRAIN调制解调器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 启用	USB	端口配置

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设置网关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Modbus接口配置 启动	Modbus	通讯配置窗口–设置Modbus

FDT项目
创建、复制和删除FDT项目，并从外部文件中导入	FDT	项目。	
将	FDT	项目导出到外部文件中，并打开指定的	FDT	项目

帮助

用户注册 启动“用户注册”窗口–执行用户注册操作

关于FieldMate 启动“关于FieldMate”窗口–确认版本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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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菜单（选择某个设备时）
选中设备后，此菜单和操作菜单一样。

	 未定义“设备位号”或设备位号重复时显示

如果未定义	HART	设备位号 网段查看器和历史记录中仅显示空白。

如果	HART	设备位号重复 网段查看器和历史记录中显示重复的设备位号。

如果未定义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位号

网段查看器中显示“（设备位号未定义）”。	在这种情况
下，“位号/地址分配”以外的其他菜单项目将被禁用。

如果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位
号重复

网段查看器中显示“（设备位号重复）”。在这种情况
下，“位号/地址分配”以外的其他菜单项目将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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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1 设备信息
解释每个协议的设备信息。

	 HART	设备

显示设备对应的图标。无可用对应图标
时， 会显示表示其通讯类型的图标。
双击即可启动 DTM Works 窗口。

H020101E.ai

表示设备位号

状态
显示设备的自诊断结果。
双击即可启动“设备查看器”。

表示设备地址

制造 ID 
设备类型
设备版本
设备 ID 
写入保护状态

图	H-2-3	 网段查看器上的	HART	设备信息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显示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网段设备列表（*）。

*:	最多	64	台设备（取决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规范）

显示设备对应的图标。无可用对应图标
时，会显示表示其通讯类型的图标。双
击即可启动 DTM Works 窗口。

表示设备位号

状态
显示设备的自诊断结
果。
双击即可启动“设备查
看器”。

表示设备地址（采用十进制
记数法）

制造 ID 
设备类型
设备版本
设备 ID 
设备分类

H020102E.ai

图	H-2-4	 网段查看器上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信息	

	 ISA100	无线设备
请参考第	N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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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	设备
显示一个设备。

显示设备对应的图标。无可用对应图标
时，会显示表示其通讯类型的图标。双
击即可启动 DTM Works 窗口。 表示设备位号

制造商名称
设备类型

状态
显示设备的自诊断结果。

H020103E.ai

图	H-2-5	 网段查看器上的BRAIN	设备信息

	 PROFIBUS	设备

显示设备对应的图标。无可用对应图标
时，会显示表示其通讯类型的图标。双
击即可启动 DTM Works 窗口。

表示设备位号

状态
显示设备的自诊断结
果。

表示设备地址

制造商 ID 
制造商名称
设备类型
设备版本
设备 ID 

H020104E.ai

图	H-2-6	 网段查看器上的	PROFIBUS	设备信息

	 Modbus	设备

显示设备对应的图标。无可用对应图标
时，会显示表示其通讯类型的图标。双
击即可启动 DTM Works 窗口。

表示设备位号.

状态
显示设备的自诊断结果

表示设备地址

制造商名称
设备类型
设备版本
设备ID

H020105E.ai

图	H-2-7	 网段查看器上的	Modbus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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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2 所有参数/调整参数
获取并显示设备的所有参数和调整参数。

获取的参数保存在“设备维护信息–参数”中。

同时获取的参数也导出到外部文件。

	 启动
单击段查看器上的“所有参数”、“零点调整参数”按钮。

以文本文档格式导出获取的
参数

将获取的参数导出（合并）到客户准备的 
Word/Excel 模板文件

以HTML 格式导出获取的参
数（与 DTM 数据不兼容）

将获取的参数导
出（合并）到客
户准备的 
Word/Excel 模
板文件

启动比较和生成参数报告
窗口 

H020201E.ai

图	H-2-8	 导出或显示所有/调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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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将数据插入	Microsoft	Word/Excel	文件的模板
介绍如何创建数据插入模板。

在	Microsoft	Word/Excel	文件中插入参数值的替换字符串。

替换字符串显示在数据的ID行，通过按图H-2-8中的“文本”或“表”按钮显示。

替换字符串将替换为带单位的值。

	 模板示例	(Microsoft	Word)

横板文件 报告

过程变量 过程变量

压力值	[Pres] :(压力值) 压力值	[Pres] :-0.003	kPa

压力值	%	[Pres	%] :(压力百分数) 压力值	%	[Pres	%] :-0.01%

回路电流值	[AO] :(模拟输出值) 回路电流值	[AO] :3.997	mA

用户刻度值	[Engr	Disp] :(工程显示值)	(工程显示单位) 用户刻度值	[Engr	Disp] :-0.00	kPa

静压值	[SP] :(静压值) 静压值	[SP] :0.0000	MPa

静压值	%	[SP	%] :(静压百分数t) 静压值	%	[SP	%] :0.0%

	 模板示例	

模板文件 报告

过程变量 过程变量

压力值	[Pres] (压力值) 压力值	[Pres] -0.003	kPa

压力值%	[Pres	%] (压力百分数) 压力值	%	[Pres	%] -0.01%

回路电流值	[AO] (模拟输出值) 回路电流值	[AO] 3.997	mA

用户刻度值	[Engr	Disp] (工程显示值)	(工程显示单位) 用户刻度值	[Engr	Disp] (工程显示值)	(工程显示单位)

静压值	[SP] (静压值) 静压值	[SP] 0.0000	MPa

静压值	%	[SP	%] (静压百分数) 静压值	%	[SP	%] 0.0%

在使用Microsoft	Excel模板文件的情况下，替换字
符串由单元格替换。	如果单元格中有替换字符串之
外的字符，替换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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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
FieldMate可通过HART和BRAIN设备执行“输入回路检查”（Input	Loop	Check）。输入回路
检查的结果保存在数据库中，并可通过“历史”（History）窗口生成报告。定位器不可使用“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功能。

注意

使用“输入回路检查支持”功能前，必须禁用设备的“写入锁定”（Write	Lock）功能。如果
设备支持临时恢复“写入锁定”功能，确保在“写入锁定”恢复时间到期前完成输入回路检
查。更多有关设备“写入锁定”恢复时间的信息，请参见设备用户手册。

	 启动
点击“网段查看器”（Segment	Viewer）上的“输入回路检查支持”按钮。

如果在HART设备上执行该功能，需将地址设置为0。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
按钮将启动“输入回
路检查”窗口。窗口
显示的日期为上一次
成功执行输入回路检
查的日期。

H020301E.ai

图	H-2-9	 “网段查看器”上的“输入回路检查支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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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配置
启用“输入回路检查”之前，必须配置好预期使用的测试模式。FieldMate内置的三个测试模式
如下：	

•	 3点检查：	0%,	50%,	100%

•	 5点检查：	0%,	50%,	100%,	50%,	0%	（默认配置）

•	 9点检查：	0%,	25%,	50%,	75%,	100%,	75%,	50%,	25%,	0%

您可加载之前保
存的配置或保存
当前配置供将来
使用。

H020302E.ai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
可开始“输入回路检
查”。

设备标签

图	H-2-10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配置

内置的测试模式不能被删除。您可在“输入回路检查”对话框中的配置面板添加自己的测试模
式。	

	 添加测试模式
在配置面板的“测试模式”字段框中输入新的配置，可添加新的测试模式。通过“+”/“-”按
钮可添加或删除输出信号的数量。输出信号的最大数量是10，最低是3。

保存新的“输入回路检查”
测试模式。

点击“+”/“-”按钮来添加或
删除测试模式字段。

在这些文本框中输入新测
试模式的值。点击下拉箭
头查看可选择的默认值。
如果列表中不包含预期值
，可手动输入0-100的数
值。

H020303E.ai

图	H-2-11	 添加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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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新测试模式的名称并点击“保存”按钮。该测试模式将包含在“输入回路检查支持”保存
配置的列表中。

H020304E.ai

选择一个唯一名称
用于保存测试模式
。点击“保存”按钮
保存新的配置。最
大保存数量为20。

图	H-2-12	 保存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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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输入回路检查支持
T从“加载配置”对话框中选择预期使用的测试配置来执行“输入回路检查支持”。该对话框中
显示了FieldMate内置的三种默认测试配置以及之前保存的其他配置。

选择测试配置后，点击“加载”按钮，利用配置值来更新“输入回路检查支持”窗口。

H020305E.ai

从列表中选择保存
的测试配置。

点击“加载”按钮，利
用选择的配置来更新“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窗
口。

图H-2-13	 加载输入回路检查支持配置

在“输入回路检查支持”对话框的配置面板中点击“开始测试”按钮后，对话框会更新显示测
试的状态及进展。	

如果想要取消正在进行
的测试，可点击“取消”
按钮。当测试完成时，
该按钮不可用。

H020306E.ai

图	H-2-14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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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回路检查完成后，窗口会显示测试结果。	

“返回”按钮可退回配置页
面，并忽略完成的测试。“
下一步”按钮将打开“确认
结果”对话框。

H020307E.ai

图	H-2-15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结果

•	 在“保存结果”对话框中，选择完成测试对应的按钮。（通过、失败、其他）。	

•	 如果选择“其他”，需要对测试结果进行评价。

H020308E.ai

根据“输入回路检查
”的结果选择一个图
标。

直至选定一个图标之
后，“保存结果”按
钮才可用。

图	H-2-16	 输入回路检查支持确认结果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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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4 零点调整（零点微调）
您可通过简单的操作对日本横河电机公司的主要设备进行零点调整。

另请参阅
有关可执行零点调整功能的设备类型，参见表H-2-2。alSo

注意

使用“零点调整”功能前，必须禁用设备的“写入锁定”功能。如果设备支持临时恢复写入保
护功能，确保在“写入锁定”恢复时间到期前完成零点调整。更多有关设备“写入锁定”恢复
时间的信息，请参见设备用户手册。

	 启动
点击“网段查看器”上的“零点调整”按钮。

H020401E.ai

“零点调整”按
钮可打开“零点
调整”对话框。

图	H-2-17	 “网段查看器”上的“零点调整”按钮

H020402E.ai

在文本框中输入低压
调整点。

点击“确认”并开
始“零点调整”。

 
图	H-2-18	 “零点调整”对话框（HART和BRAIN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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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设备
下表列出了可执行“零点调整”功能的设备类型：

表	H-2-2		零点调整的目标设备

产品系列
设备类型

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BRAIN																		

DPharpEJA 0x0004 0x0003
0x0008	(*2) (*3)

DPharpEJA-J 0x005c	
0x375c	(*1) 0x0011 (*3)

DPharpEJX 0x375d	(*1)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DPharpEJX
(EJX910A,EJX930A)

0x0051	
0x3751	(*1) 0x000c (*3)

DPharpEJX
(EJXC40A)

0x0054	
0x3754	(*1) 0x000e not	supported

DPharpEJA 0x3755	(*1)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1) HART7
(*2) 带有软件下载功能
(*3) BRAIN设备没有设备类型ID

注意

当Foundation现场总线设备使用“零点调整”功能时，传感器模块会暂时成为OS并无法生成测
量值。确保在开始执行“零点调整”之前，已停止目标设备当前执行的控制，或采取其他必要
的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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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5 参数对比
“参数对比”功能可对不同设备保存在参数列表中的两种不同记录进行对比。	也可对通过“所
有参数”功能获得的同类设备（相同的协议、供应商和型号）的参数列表进行对比。

对比结果可输出为文本文件、Web页面或Excel表格。

另请参阅

有关“所有参数”功能，请参见H-2-2“所有参数/调整参数”。.alSo

	 启动
按以下方式打开“对比和生成参数报告”对话框。

•	 从“网段查看器”的主菜单上选择“行动”—“对比和生成参数报告”。

•	 在“网段查看器”上打开“所有参数”对话框并点击该对话框上的“对比”按钮。

另请参阅

有关“所有参数”对话框，请参见H-2-2“所有参数/调整参数”和J-2-5“设备维护信息（参数）”。alSo

H020501E.ai

点击该按钮选择可用的
记录进行对比。

点击这两个按钮将焦点
移至上一个/下一个更改
的参数。

显示参数对比的结果。

该区域可对比参数列表。

选中要对比的参数列
表后，点击“对比”按
钮开始对比。

显示更改参数的
数量。

点击该按钮将只显示
更改的参数。

图	H-2-19	 执行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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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参数对比报告
执行参数对比后，按以下格式生成并保存“参数对比”报告：

•	 文本

•	 Web	页面

•	 表格

点击该按钮可以选
择的报告格式生成
报告。

使用箭头从下拉
列表中选择报告
格式。

H020502E.ai

图	H-2-20	 对比和生成参数报告对话框

H020503E.ai

图	H-2-21	 参数对比报告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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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 典型参数定制
“典型参数定制”功能可用于定制显示在“网段查看器”中的典型设备参数。

该功能在HART、Foundation现场总线和BRAIN通信协议中可用。	

	 启动
通过在“网段查看器”中选择“工具”→“选项”→“典型参数定制”可打开“典型参数定
制”。

	 执行典型参数定制	

点击“显示”按钮以在
左侧窗格中显示设备
参数。

选择需要定制的设备
协议、供应商和型号
等参数。

点击“显示”按钮后，
选中需要设置为典型
参数的复选框。最多
可选择10个参数。

该窗格显示了左侧窗
格选中的参数。通过
点击“删除（x）”图标
可删除参数。

点击“保存”按钮可将
选中的参数作为典型
参数。

H020601E.ai

图	H-2-22	 典型参数定制对话框（HART）

选择需要定制的设备协
议、供应商和型号等参
数。

检查参数的地址，然后
登记参数地址作为典型
的参数。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设备的用户手
册。

点击“显示”按钮以在左侧
窗口中显示设备参数。

点击“保存”按钮可将选中
的参数作为典型参数。

H020602E.ai

图	H-2-23	 典型参数定制对话框（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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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定制参数的设备
协议、供应商和型号。

选择需要定制参数的设备
功能模块。

点击“显示”按钮后，选
中需要设置为典型参数的
复选框。最多可选择10个
典型参数。

点击“显示”按钮以在
左侧窗口中显示设备参
数。

该窗格显示了左侧窗格
选中的参数。通过点击
“删除（x）”图标可
删除参数。

点击“保存”按钮可
将选中的参数作为典
型参数。

H020603E.ai

图	H-2-24	 典型参数定制对话框（Foudation现场总线H1）

注意

如果目标设备有很多参数，该操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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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7 记事贴
记事贴使您可以为每个设备留下信息。在“设备维护信息→记事贴”中添加和修改注释。	

保存时，在网段查看器中显示设备的添加信息。

	 操作
单击网段查看器中的记事贴区域，然后出现消息对话框。

H020701E.ai

图	H-2-25	 修改和保存记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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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8 图像
你可以为每个设备分配图像。

这些图像保存在“设备维护信息–图像”中。

	 操作
单击网段查看器中的记事贴区域，然后出现消息对话框。

H020801E.ai

删除选中的图像

导出选中的图像
导入图像
Files with extensions such as .bmp, .jpg, .jpeg, 
.png, gif, .tif 或 .tiff 等扩展名的文件须可以导入

在网段查看器上显示选定的
图像同时显示别针

输入选定图像的注释（最
多 256 个单字节字符）

显示保存的日期和时间以
及所导入的图像的注释

图	H-2-26	 选择/编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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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9 与设备维护信息之间的关系
以下内容介绍了网段查看器与设备维护信息之间的关系。

表H-2-1			网段查看器/设备管理信息与通讯路径	（通讯方式）的对应关系

网段查看器		
项目

设备维护信息	
项目 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 BRAIN Modbus ISA100	
（红外）

ISA100	
（网关） HART(GW) Modbus(GW)

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 ○ ○ ○ ○ ○ ○ ○ ○ ○
所有参数

参数
○ ○ × ○ × × × × ×

调整参数 ○ × × ○ × × × × ×
记事贴 记事贴 ○ ○ ○ ○ ○ ○ ▲*3 ▲*3 ▲*3

图像 图像 ○ ○ ○ ○ ○ ○ ▲*3 ▲*3 ▲*3
典型参数 --- ○ ○ × ○ × × × × ×

配置 --- × × × × × ○ × × ×
PM数据*1

附件
○ ○ × × × × × × ×

DTM数据*2 ○ ○ ○ ○ ○ ○ ○ ○ ○

*1: 保存在参数管理器的 DB 上的数据。
*2: 保存在 DTM Works（DTM）的 DB 上的数据。
*3: 显示、编辑或添加设备导航上可用的操作。这些操作会隐藏在网段查看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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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设备通讯基本设置

H-3-1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指定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的位号/地址。

BRAIN	设备的地址始终为“0”。

	 HART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指定	HART	设备的位号	/	地址。

	 启动
从“网段查看器”–通讯路径“选择	HART”-	选择设备–操作–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H030101E.ai

选择要修改的地址。
    HART 5 : 0 至 15
    HART 7 : 0 至 63
选择的对象不包括已显示网段查看器中
的本地地址以外的地址。

输入要修改的位号。

图	H-3-1	 HART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关于网段查看器显示
如果在此位号/地址分配窗口中修改位号和地址，网段查看器窗口将自动更新，显示更新后的位
号/地址。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位号/地址分配
指定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位号/地址。

	 启动
从网段查看器–通讯路径“选择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选择设备–操作–设备位号/地
址分配中启动。

H030102E.ai

输入要修改的位号。

如果选择了“位号清除”，也

会自动选择“地址清除”。

选择要修改的地址。

FOUNDATION 现场总线：16～247
选择的对象不包括已显示网段查看器中

的本地地址以外的地址。

图	H-3-2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位号/地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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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网段查看器显示
如果在此位号/地址分配窗口中修改位号和地址，网段查看器窗口将自动更新，显示更新后的位
号/地址。

备注

有关修改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的位号的注意事项

1. 规范

	 当某个位号被修改时，会自动清除通讯连接信息（VCR	和链接对象）。相关详细信息，请
参考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规范。

	 当某个位号被修改时，会自动清除功能块的调度信息（FB_START_ENTRY）。相关详细信
息，请参考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通讯卡的功能规范。

总而言之：设置某个位号后，调度信息和通讯连接信息将会被自动清除。

2. Yokogawa 设备操作

当功能块的调度信息被清除后，AI	模块停止运行，且	LCD	显示值（例如，EJA	的压力值）无法
指示当前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显示的	PV	值（通常情况下，AI	模块的	OUT）与实际值可能不同。可以在“设备
查看器”中确认此实际值。

在此情况下，功能块需要重新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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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 设备类别分配
通过此功能，可将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更改为“链接主机（Link	Master）”
或“Basic（基本）”。

	 启动
从网段查看器–通讯路径“选择	FOUNDATION	现场总线”–选择设备–操作–	FOUNDATION	现
场总线类别分配中启动。

H030201E.ai

为了反映在设备中的设备类别设置，
检查是否要重新启动此设备。

选择“链接主机（Link 
Master）”或“Basic（基本
）”。

图	H-3-3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类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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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功
能块的设置操作

更换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后，须检查内置功能块的操作的设置。在某些情况下，
须通过内部方式连接这些模块。

在此窗口上，可以设置和连接内置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中的功能块。操作时间
和调度将会自动设置。

而且，在此操作后，这些设置保留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中。

	 启动
右键单击网段查看器上的设备，或者操作，然后选择<FF	模块设置>。

H040101E.ai

单击此按钮可扩展此窗口，进行
连接设置。

显示设备中的功能块。选中所需的
复选框，设置操作。

单击此按钮，将窗口上显示的设置
发送给设备。

图	H-4-1

H040102E.ai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连接的
源模块及其参数。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连接的目
的模块及其参数。

单击此按钮，将功能块的内
部链接添加到下载列表中。

将窗口（功能块的操作和下载列表）
上显示的设置发送到设备。

单击此按钮可从下载列表中
删除功能块的连接。

图	H-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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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设备维护信息管理功能
此功能可管理每个设备相关的维护信息和为设备的维护/管理提供帮助。

它与每个设备一一对应，并将设备维护信息维持在数据库上。

最多可以管理	500	台设备。

I-1	 设备维护信息
“设备维护信息”就是将每个设备维护相关的信息放在一起的地方。 

I010101E.ai

FieldMate 窗口

通过图像获取信息
进行注册（在线）

设备管理信息窗口

网段查看器窗口

设备维护信息

设备信息

记事贴

图像

设备参数

附件

历史记录

FieldMate DB

导入/导出

One file for each device 外部文件

通过手动创建进行注册（离线）

每个设备对应一个文件

图	I-1-1			设备维护信息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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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设备维护信息的组成

I010201E.ai

Tabs

图	I-2-1	设备维护信息的概述

组成如下：

1.	 设备信息 
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1) 基本信息 
 设备的具体信息，包括设备位号和 ID。

 (2) 维护信息 
  用户输入用于管理设备的信息，包括安装位置和交付日期。

 (3) 模块信息 
  仅适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此信息指的是 FOUNDATION 现场总

线 H1 设备中的模块位号和类型。

 (4) DTM 信息 
 此信息指的是设备相关的 DTM。

 (5) DD 文件 
 此信息指的是设备上 DD 文件的安装状态。

2.	 记事贴 
显示和更改记事贴。

3.	 图像 
显示和管理导入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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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记录 
指的是设备相关的操作日期。

5.	 参数	 
这包含所有设备参数和零点调整参数。

 附件

 • 备忘录：设备维护期间等情况用户悬挂于设备的附件。可以挂上文件。

 • 文档链接：可以定义设备手册或 URL 的链接信息。

 •  PM 数据：指的是设备参数的属性和值信息。罗列通过参数管理器保存的设备参数的
值。

 •  DTM 数据：保留上一次启动设备 DTM 时的设备参数和 DTM的设置信息。罗列 DTM 
Works 保存的 DTM 数据。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基本信息）

下表描述了基本信息部分的构成。

表	I-2-1	

项目名称 描述
设备位号 设备位号
设备 ID 设备ID
设备位号注释 设备位号注释
通讯类型 只读，显示HART、FOUNDATION现场总线、PROFIBUS、BRAIN、ISA100或其

他
供应商 只读。表示设备供应商的字符串（例如，YOKOGAWA）
厂家ID 只读。表示设备供应商的ID（例如，0x594543）
类别 表示设备类型的字符串（例如，流量计）
机型 只读。表示设备型号的字符串（例如，EJA100A）
设备类型 只读。表示设备型号的ID（例如，0x0003）
版本 表示设备版本的字符串（例如，02）*1
设备版本 只读。表示设备版本的ID（例如，2）
地址 设备地址
识别号 只读。仅显示 PROFIBUS 的识别号。
通讯路径 只读。显示通讯路径列表。

*1: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参数名称和 HART 的设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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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可以配置的基本信息部分。

表	I-2-2	

项目名称
一旦设置后无法

更改
手动注册时强制

设置
在网段查看器新注册

时设置的项目
网段查看器中覆盖注

册时设置的项目
设备位号 适用 适用
设备 ID 适用 适用 适用（*2）
设备位号注释
通讯类型 适用 适用 适用
供应商 适用 适用 适用
厂家ID 适用 适用（*1） 适用
类别
型号 适用 适用 适用
设备类型 适用 适用（*1） 适用
版本 适用 适用
设备版本 适用 适用 适用
识别号 适用 适用
地址 适用 适用
通讯路径 适用 适用

*1: 选择或输入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其他固定为 0。
*2: 只能在未设置该值时设置。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管理信息）

下表描述了维护信息部分的构成。

表	I-2-3	

项目名称 描述
PRM工厂层级 只读。显示在 PRM 中定义的工厂层级。
状态 显示不确定、正常、通讯异常、警告、异常或 N/A（不适用）。可以更改此选

择。*1
状态更新日期 只读。显示状态发生变化时的日期和时间。*1
环路名称 环路名称
交付日期 设备的交付日期
操作开始日期 设备的操作开始日期。
优先级 设备的优先级
序列号 序列号
AUX1 用户可以设置所需的项目。

位号名称（AUX1）可以更改为“工具”选项的设置项目。请参考第 G 部分。
AUX2 同上
AUX3 同上
更新日期 只读。每次通过通讯或手动更改设备信息时将更新。
更新用户 只读，同上。
注册日期 只读。第一次创建设备信息时的日期。
注册用户 只读。第一次创建设备信息的用户姓名。

*1: 对于 HART 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每次在网段查看器中执行更新时都会更新状态和状态更新日期。
 对于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和 BRAIN，每次注册数据库设备时都会更新状态和状态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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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模块信息）	

只有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会显示此信息。它表示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
备内的模块位号和类型。

而且，在此操作后，这些设置保留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中。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DTM	信息）	

此信息指的是分配到设备的设备 DTM。

在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PROFIBUS 设备中，只会显示“由 DTM 设置分配”，
这是因为在 DTM 设置中，设备 DTM 是分配给该型号的，而不是每个设备。

在 BRAIN 设备中，会显示 DTM 名称：BRAIN Universal、DTM 供应商：YOKOGAWA 和 
DTM 版本，且此分配无法更改。

在其他情况下，会显示在DTM 设置（DTM 名称、DTM 供应商、DTM 版本）中分配的设备 
DTM 的信息，且此分配可以更改。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DD	文件）	

指的是设备上 DD 文件的安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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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2-4	

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H1 PROFIBUS BRAIN ISA100 Modbus 其他

项目名称 解释 项目属性 项目输入的限制和显示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基本信息

设备位号
表示设备位号

的字符

R/W 
*1, *2, *3

最多可

以输入 
8 个字

符*10,*12

最多可以输

入 32 个字

符*11,*13

最多可以输

入 32 个字

符*11,*13

最多可

以输入 
16 个字

符*11,*13

最多可以输

入 32 个字

符*10,*13

最多可

以输入 
8 个字

符*10,*13

最多可

以输入 
32 个字

符*11,*13

物理设备位

号*14

表示扩展设

备位号模式下

的设备位号的

字符

R/W 
*1, *2, *4

最多可

以输入 
8 个字

符*10,*12

描述符*14
表示描述符的

字符

R/W 
*1, *2, *5

最多可以

输入 16 个
字符

*10,*12

信息*14
表示信息的

字符

R/W 
*1, *2, *6

最多可以

输入24个

字符

*10,*12”

长位号*14
表示长位号的

字符

R/W 
*1, *7, *8

最多可

以输入 
32 个字

符*10,*12

设备ID*15
表示设备ID的

字符

"R/W 
*1"

最多可以

输入10个

字符*10

最多可以输入 
32 个字符*10

最多可以输

入 32 个字

符*10

最多可以

输入 32 个
字符

*10

最多可以

输入 32 
个字符

*10

最多可以

输入 32 
个字符

*10

位号注释
表示位号注释

的字符
R/W 可输入任何字符（最多 128 个字符）

设备序列号*16
表示横河设备

序列号的字符
R 无限制

通讯类型

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
BRAIN/
ISA100/
Modbus/其他

舍不得通讯

类型

R
表示 
"HART"

表示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表示 
"PROFIBUS"

表示 
"BRAIN"

表示 
"ISA100"

表示 
"Modbus"

表示“其
他”

供应商
表示设备供应

商的字符
R 无限制

厂家 ID
表示设备供应

商的 ID
R

Hex(6) 
示例： 
0x0000
37

Hex(6) 
示例： 
0x594543

Hex(8) 
示例： 
0x00594543

Hex(6) 
示例： 
0x594543

类别
表示设备类型

的字符
R/W 可输入任何字符（最多 128 个字符）示例：流量计

型号
表示设备型号

的字符
R 无限制，示例：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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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H1 PROFIBUS BRAIN ISA100 Modbus 其他

项目名称 解释 项目属性 项目输入的限制和显示

设备类型 *17
表示设备型号
的 ID

R
Hex(4) 
示例：
0x0051

Hex(4) 
示例： 0x0051

Hex(4) 
示例： 
0x070d

Hex(4) 
示例： 
0x0051"

"Hex(4) 
示例： 
0x0051"

网络ID
表示 ISA 100通
讯网络的 ID

十进制

版本
表示设备版本
的字符*19

R
"Hex 
示例： 01"

无限制

设备版本
表示设备版本
的的字符

R 十进制 十进制 十进制 十进制

地址
表示设备地址
的字符

"R/W 
*1"

"十进制 
*20"

"十进制 
*20"

"十进制 
*20"

“可以输
入十
六进制字符
（最多 32
个字符）
*10
示例 
*10 
Example:  
FD000849 
101C00650 
022FF0000 
020E8D"

"十进制 
*20"

设备角色
表示ISA100设
备角色的字符

R/W 无限制

通讯路径
表示通讯路径
的字符

R
"B 
*9"

B B B B
"B 
*9"

B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维护信息

PRM 工厂层级
表示在PRM 
上定义的工厂
层级

R 无限制

设备状态

“表示设备状
态的字符，不
确定、正常、
通讯异常、警
告、异常或不
使用的其中一
个”

R 无限制

电源状态

表示 ISA100 
电池电
量。100-75%
、75-25%
、25-0%或
不适用的其中
一个

R 无限制

状态更新的日
期和时间

表示状态更新
的日期和时间

R *18

环路名称
表示环路名称
的字符

R/W 可以输入任何字符（最多 128 个字符）

交付日期
设备的交付
日期

R/W
根据日期格式 
*18

启动日期
设备的启动
日期

R/W
根据日期格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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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 FOUNDATION
现场总线H1 PROFIBUS BRAIN ISA100 Modbus 其他

项目名称 解释 项目属性 项目输入的限制和显示

优先级

优先于可以指
定为组内其中
一个相同的设
备等级。该项
目仅供参考。

R/W 可以输入 1～99 个数字字符。

序列号 表示序列号的
字符 R/W 可以输入单字节字母数字字符（最多 8 个字符）

备注 1 用户可设置任
何项目 R/W 可以输入任何字符（最多 128 个字符）

备注 2 同上 同上 同上
备注 3 同上 同上 同上

更新日期和
时间

表示设备信息
更新时的日期
和时间

R *18

更新用户 表示更新设备
信息的用户。 R 无限制

注册时间
表示创建设备
信息的日期和
时间。

R *18

注册用户 表示创建设备
信息的用户 R 无限制

*1: 无法输入通过网段查看器自动注册的设备。 
*2: 即便未选中长位号模式，也可以写入不支持的型号。
*3: 可在位号模式下写入。
*4: 可在位号+描述符模式下写入。
*5: 可在位号+描述符或描述符模式下写入。
*6: 可在信息模式下写入。
*7: 只要型号受支持，即可在长位号模式下写入。
*8: 对于 HART6 和 HART7 设备，隐藏在不支持长位号的型号中，如 HART5 设备。
*9: 如果通过适配器，则为适配器的指定位号名称。
*10: 可以输入单字节字母数字字符（小写字符要转换为大写字符）。
*11: 可以输入单字节字母数字字符（小写字符不转换为大写字符）。
*12: 包括“@[]^_$%’()*+,-/:<=>?”等符号。
*13: 包括“-”和“_”符号。
*14: 扩展设备位号模式下指出。
*15: 表示 ISA100 的设备 ID（EUI-64）。
*16: 仅设备序列号获取功能支持的设备。
*17: PROFIBUS 的识别号。
*18: 以 Windows 显示格式进行显示。
*19: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版本”的参数值。和 HART 的设备版本相同。
*20: 可以输入数字字符。

符号图例
R.: 读取
W.: 写入
Hex(N): 表示十进制记数法。括号内的位数。
B: 表示“（内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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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维护信息–记事贴

显示最近的备忘录（记事贴）。

	 设备维护信息–图像

显示保存在设备维护信息中的照片。

	 	设备维护信息–历史记录

指的是注册后与设备相关的操作日志。

	 设备维护信息–参数

包含所有设备参数和零点调整参数。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它维持着设备参数和设备 DTM 配置信息。显示保存在 DTM Works 的 DTM 数据列表。 

 • 备忘录

 设备维护期间，用户可以随时将其悬挂于设备。每个设备可以悬挂多个备忘录。

 • 文档链接

 可以定义个人计算机中的文件或 URL 链接的信息。可以从定义的链接信息中调用设备手册
或相关的 URL。每个设备最多可以定义 100 个文档链接。

 • PM 数据

 指的是设备参数的属性和值信息。会罗列出参数管理器保存的设备参数的值。

 • DTM 数据

 它维护着上一次启动设备 DTM 时的设备参数和 DTM 的设置信息。会罗列出通过 DTM 
Works 保存的 DTM 数据。

	 设备维护信息识别符
指定设备维护信息的识别符为设备 ID（设备维护信息的设备信息（基本信息）的某个项目）。
设备 ID 为指定每个设备的 ID。对于 PROFIBUS 和 BRAIN 设备，要设置一个唯一的设备 ID，
用于管理设备信息。

	 设备维护信息标志
可以针对设备维护信息设置以下两个标志。两个标志都有两个值 ON/OFF（开/关），两个标志
的状态都可以由“设备导航”通过图形的方式进行识别。 

1. 设备标志 
可以设置设备 ON/OFF（开/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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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设备维护信息
使用此功能可搜索注册于数据库中的设备维护信息，并缩小设备尺寸。

	 帮助创建每日报告的简单功能
可以通过选择历史记录的任何部分，将其导出到外部文件中，帮助创建每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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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注册设备维护信息
设备维护信息的注册方法很多。

1. 离线注册

 有两个离线注册方法；手动注册和导入注册。离线注册顾名思义就是不连接 FieldMate。

 • 手动注册 
在“设备导航”中完成注册操作。（操作–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输入要创建的设备维护信息。

 • 导入注册 (*) 
在“设备导航”中完成注册操作。（文件–导入设备维护信息）。导入并注册设备信息文
件。

2. 在线注册n 
通过“网段查看器”检测实际设备，然后自动注册设备维护信息（在线自动注册）。

	 手动注册详述
1. 在“通讯类型”中，选择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

线、PROFIBUS、BRAIN、ISA100 或者其他。

2. 选择或输入一个供应商。 
 选择 BRAIN 时，将会自动显示日本横河电机公司（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BRAIN、ISA100 和 Modbus 不能添加供应商名称。

3. 选择或输入一个机型。 
（设备类型将根据选择的机型自动设置）。 
对于PROFIBUS，输入一个识别号，作为添加机型名称的 ID。 
对于 BRAIN，无法添加该机型。

4. 选择设备版本。 
设备版本不适用于 BRAIN 设备。

5. 输入设备位号。（注册时允许留空）

6. 执行设备 DTM 分配。 

 •  对于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PROFIBUS 或者 ISA100，选择是否使用 DTM 
设置工具进行机型分配或者执行每个数据库设备的分配。 

 • 对于 BRAIN，无法执行 DTM 分配。 

7. 输入“设备 ID”（注册时允许留空） 
无需输入 BRAIN 的设备 ID。

提示
对于“其他”，使用“其他”注册的设备维护信息可以与 UDC 项目下的设备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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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设备导航 → 操作 →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I030001E.ai

选择通讯方法。

输入设备位号。 单击“设置”按钮，关联“设备 
DTM”

输入设备 ID。

单击“设置”按钮，可选择或输入
供应商名称、型号和设备版本。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通讯方法。

图	I-3-1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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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复选框，选中以下所有复选框时，将“解除全部。”

I030002E.ai

接上页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PROFIBUS/ISA100 设备

选择“设备版本”。

结束

选择一个供应商名称。如
果所要的供应商不在选项
中，单击旁边的“添加”按
钮。

选择一个机型，如果所要
的机型不在选项中，单击
旁边的“添加”按钮。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或 ISA100 设备
可选择此选项。

罗列出已安装于个人计算
机上的，与通讯类型相匹
配的设备 DTM。选择合适
的设备 DTM。

图	I-3-2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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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	 导入和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概述
设备维护信息可以导出到外部文件（一个设备对应一个文件），也可以从外部文件中导入。

	 导入注册的详细信息

设备文件：

1. 执行“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2. 选择设备文件。

3. 确认现有设备维护信息和设备 ID 等之间的信息是否重叠。 
如有重叠，选择是否停止导入或删除现有设备维护信息。

4. 将导入和创建设备维护信息。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

设备导航--- 文件---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I040001E.ai

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默认的文件夹位置为“$（FieldMate 
安装文件夹）Export”

执行导入操作。

图	I-4-1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注意

• FieldMate 版本 3 可以导入 FieldMate 版本 2 导出文件的设备维护信息。

• FieldMate 版本 2 无法导入 FieldMate 版本 3 导出文件的设备维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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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

设备导航 → 文件 →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I040002E.ai

针对要导出的设备执行全部
选择或全部清除。

针对要导出的设备执行选
择或清除。

文件名称设置如下：
对于设备文件：“设备 ID（设备位号）.fmt”
(示例: 5945430003J0001101(PT1001).fmt)

执行导出。

选择多个设备，并选中此复
选框后执行“导出”时，按顺
序导出的信息将使用默认的
文件名称。

选择要导出的文件夹
。默认的文件夹为“$
（FieldMate 安装文
件夹）Export”

图	I-4-2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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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设备导航
设备导航将设备注册于数据库中。

它会显示注册于数据库的设备列表。

用户也可以用它搜索数据库中的设备或事件。

设备维护信息会存储起来。

J-1	 设备导航窗口

J010101E.ai

显示/隐藏某些
区域，如选择
通讯方法的区域

显示新注册的设备维护信息
的数量。

可以通过单击预期的字段标题执行排序。
同时，按住标题的同时拖放可以更改字段
位置。

输入字符串并单击“搜索”按钮可显示“搜索结果”
对话框按部分匹配法进行搜索

显示注册于数据
库中的所有设备。

显示过滤设置
窗口

显示所选设备的
设备维护信息

按通讯类型显示
设备

■ 字段类型
设备标志、设备
位号、操作 (▼), 
设备 ID、通讯方
法、供应商、型
号、设备版本、
更新日期和时间

显示包括在所选“
收藏”内的设备–
添加、编辑或删
除“收藏”

*: 示例：搜索后的对话框。

J010102E.ai

跳转至所选的搜索结果窗口。
类别显示目的地。
设备→设备列表→操作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

显示搜索结果。搜索完
成后，显示完成。

图	J-1-1		 设备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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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表	J-1-1		 设备导航菜单列表

菜单 解释

文件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从外部文件中导入设备维护信息。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将设备维护信息导出到外部文件。

导出序列号 将注册于设备维护信息的设备序列号导出到外部
文件

退出 退出FieldMate

查看 更新 更新窗口中显示的内容

行动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设备维护信息窗口

分配的DTM 启动分配到 DTM Works 窗口中的设备的 DTM

选择DTM 显示设备 DTM 选择对话框，在 DTM Works 窗口
启动所选设备 DTM

参数管理器... 启动参数管理器窗口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手动创建设备维护信息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将设备维护信息导出到外部文件

增加设备标志 开 将设备位号切换到“ON（开）”

关 将设备位号切换到“OFF（关）”

添加到收藏 新建 创建新收藏–最多可定义30个收藏

收藏列表 添加所选设备到“收藏”

从收藏中删除 从“收藏”中删除所选设备

安装DD文件 添加设备的 DD 文件

设备图标设置 将设备图标设置为所选文件/恢复默认值

工具 用户管理器 启动用户管理窗口–管理FieldMate用户账号

选项 在网段视图上
显示参数

网段查看器上显示/隐藏典型参数

从设备维护信
息的DTM启
动路径

选择从设备维护信息进入 DTM 设置的路径

ISA100 
配置设置

选择配置信息文件的“使用合理性”。

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置HART调制解
调器

FOUNDATION现场总线接口
配置

调用NI-FBUS接口配置实用程序或Softing FFusb
配置工具

PROFIBUS接口配置 启动PROFIBUS通讯配置窗口–设置PROFIBUS

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置BRAIN调制
解调器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 启用 USB 端口配置

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设置网关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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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解释

工具 Modbus接口配置 启动 Modbus 通讯配置窗口–设置Modbus

FDT项目 创建、复制和删除FDT项目，并从外部文件中导入 
FDT 项目。
将 FDT 项目导出到外部文件中，并打开指定的 
FDT 项目

帮助 用户注册 启动“用户注册”窗口–执行用户注册操作

关于 FieldMate 启动“关于FieldMate”窗口–确认版本信息等。

	 工具栏
表	J-1-2	

图标 功能 描述 功能键

更新 和“查看→更新”菜单一样 F5

取消 更新和取消。

	 右键单击菜单
表	J-1-3		 设备导航右键单击菜单

操作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设备维护信息窗口

分配的DTM 启动分配到 DTM Works 窗口中的设备的 DTM

选择DTM 显示设备 DTM 选择对话框，在 DTM Works 窗口
启动所选设备 DTM

参数管理器... 启动参数管理器窗口

新建设备维护信息 手动创建设备维护信息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 将设备维护信息导出到外部文件

增加设备标志 开 将设备位号切换到“ON（开）”

关 将设备位号切换到“OFF（关）”

添加到收藏 新建 创建新收藏–最多可定义30个收藏

收藏列表 添加所选设备到“收藏”

从收藏中删除 从“收藏”中删除所选设备

安装DD文件 添加设备的 DD 文件

设备图标设置 将设备图标设置为所选文件/恢复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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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功能

筛选用户和设备（机型）。

	 双击操作

双击“设备导航”窗口上的某一行可显示“设备维护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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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设备维护信息	
在此窗口上，用户可处理设备的“设备维护信息”。

J-2-1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
此窗口会显示或设置“基本信息”、“维护信息”、“模块信息”、“DTM 信息”和 DD 文
件。

	 启动

设备管理器 → 选择设备→操作 (▼)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J020101E.ai

显示“设备信息（基本信息）。”
在此画面上可以更改某些项目。

更改后的项目在保存前以蓝色显示。

显示“设备信息（维护信息）。”
在此画面上可以更改某些项目。

更改后的项目在保存前以蓝色显示。  

<下拉滚动条>

显示所有可用的通讯路径。
显示分配了该设备的所有 FDT 项目名称。
对于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BRAIN 和 ISA100 设备，也显
示（内置连接）。

对于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BRAIN 和 ISA100 设备，只会显
示“由 DTM 设置分配”。在其他情况下，会显示
分配的设备 DTM 信息（DTM 名称、DTM 供应
商和 DTM 版本）

图	J-2-1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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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20102E.ai

关闭“设备信息（维护信息）”。

如果设备为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会显示“
设备信息（模块信息）”
只有当建立与设备的连接后才会显示此模块信息。

图	J-2-2	设备维护信息（设备信息）（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DTM	分配功能

<规范>

• 使用此功能，可以使用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PROFIBUS/ISA100 设备的 DTM 
设置工具将设备 DTM 分配到“型号”。

• 使用此功能也允许将设备 DTM 分配到各个数据库设备。此功能可适用于“型号”相同，
但是适用设备 DTM 不同的设备。

<适用范围>

• 只有当通讯路径为“内置连接”的情况下才使用分配给“型号”或各个数据库设备的设备 
DTM。

• 当通讯路径为“用户定义连接”时，不管是什么 DTM 分配，都要使用在 FDT 项目中定义
的设备 DTM。（请参考 G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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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20103E.ai

选中 DTM 复选框后，选择“
设备 DTM”。

Associated by the DTM Setup 
tool, the selected Device DTM  
is reflected.

只有 HART/FOUNDATION 现
场总线设备或者 ISA100 无线
设备才能更新 DTM 信息。使
用“高级设置”上的操作可通过
使用 DTM 设置机型或者每个
设备的独立分配功能进行 DTM 
的分配。在后者情况下，可选
择要分配的 DTM。

图	J-2-3	DTM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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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2	 设备维护信息（记事贴）
此窗口显示相关设备的记事贴。

	 窗口

J020201E.ai

更新内容

输入设备相关信息
可以输入任何字符（最多 4086 个单
字节字符）
内容显示在网段查看器中。

图	J-2-4	设备维护信息（记事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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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3	 设备维护信息（图像）
此窗口显示图像列表。

	 窗口

J020301E.ai

往选中图像输入注释。
可以输入任何字符（最多 256 个单字
节字符。）

导入图像。
须可以导入 .bmp、.jpg、.jpeg、.png、
.gif、.tif 或 .tiff 等扩展名的文件。

导出选中的图像。 删除选中的图像。

列出保存的图像。
显示保存的图像的注释，以及保存的
日期和时间。
双击选中的图像，输入注释。
如果无保存的图像，则网段查看器中
显示“无图像”。

图	J-2-5		 设备维护信息（图像）

 导入图像的文件尺寸小于 10 M 字节。

 导入图像文件小于 10。

 建议删除不必要的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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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4	 设备维护信息（历史记录）
此窗口显示相关设备的操作日志。

	 窗口

J020401E.ai

显示注册后设备相关的历史记录。

可以通过单击预期的字段标题执行排序。
同时，按住标题的同时拖放可以更改字
段位置。

过滤功能：
按用户、日期和时间或类别指定条件。
对于用户和类别，会显示保存在数据库
中的用户和类别。
显示这些条件相对应的历史记录。

单击该按钮，可以 TSV 格式将选中范围
的所有操作历史记录导出到外部文件。

指定是否自动换行显示整条信息。

图	J-2-6		 设备维护信息（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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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5	 设备维护信息（参数）
在网段查看器上列出设备的所有参数和调整参数。同时将选中的文件导出到外部文件。

	 窗口

J020501E.ai

打开选中文件。

罗列所有参数/零点调整参数内
所含的参数。

图	J-2-7		 设备维护信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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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6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在“设备维护信息”（附件）上显示和指定备忘录、文档链接、PM 数据和 DTM 数据。

J-2-6-1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备忘录
在此窗口上，用户可以在检查设备等过程中随时向设备写入备忘录。 
每个设备可以有多个备忘录。 
可以直接输入备忘录或者附上任何文件。 
每个备忘录由以下项目组成：

1. 标题 
指的是备忘录的标题。用户可以自由输入（最多 54 个单字节字符）。也可以从过去输入的
值中选择该值（最大 20）。

2. 类型 
指的是备忘录的类型。用户可以自由输入（最多 54 个单字节字符）。也可以从过去输入的
值中选择该值（最大 20）。

3. 附件 
指的是附于备忘录的那些文件。一个文件最多可以有 10 个附件。可以通过拖放操作附上 
Windows 的任何文件或文件夹。

4. 文本 
指的是备忘录的文本。用户可以自由输入（最多 8192 个单字节字符）。

(备注):标题和类型一旦确认即无法再次更改，但是所有其他项目都可以更改。. 
 一个设备最多可以定义 1000 个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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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

J020601E.ai

表示随附文件。

下文介绍备忘录随附文件的
示例。

显示上述所选备忘录的详细
信息。

指的是备忘录的标题。用户可以
自由输入。也可以从过去俗人的
值中选择该值（最大 20）
一旦确认，后续将无法再次更改。

指的是备忘录的类型。用户可以
自由输入。也可以从过去俗人的
值中选择该值（最大 20）
一旦确认，后续将无法再次更改。

随附于备忘录的文件。最多可
随附 10 个文件。

备忘录文本。用户可以自由
输入。

罗列设备的维护备忘录。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DTM 数据、PM 数
据、备忘录或文档链接。

编辑备忘录。创建备忘录。

删除备忘录。

创建某个维护备忘录或编辑选中的遗留备忘录时，会打开以下画面。.

图	J-2-8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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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6-2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文档链接
可以定义个人计算机中的文件链接或 URL 的信息。可以从定义的链接信息中调用设备手册或相
关 URL。

每个设备最多可以定义 100 个文档链接。

	 窗口

J020602E.ai

通过选择某一行，启动链接
文档。
用户也可以双击链接文档启
动它。

罗列文档链接。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DTM 数据、PM 
数据、备忘录或文档链接。

编辑文档链接。创建文档链接。

删除文档链接。

图	J-2-9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	文档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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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6-3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PM	数据
此窗口会显示通过参数管理器保存在数据库中的设备参数值列表（最多 5 行）。选择和管理列
表中的 1 或 2 个项目可启动“参数管理器”，并显示存储的数据进行对比。

	 窗口

J020603E.ai

鉴于该原因将该参数保存在“参
数管理器”时，显示日期和时间。

只有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会显示 PM 数据。
最多 5 行。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DTM 数据、PM 数
据、备忘录或文档链接。

通过选择某一行，启动“参数管理器”。
双击也可启动“参数管理器”。

选择两行，执行对比，可启动
“参数管理器”

在“参数管理器”上，可执行参数
对比。

图	J-2-10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PM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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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6-4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DTM	数据
此窗口会显示通过 DTM Works 保存在数据库中的 DTM 数据列表（最多 5 行）。

选择并管理列表中的一个项目即可启动 DTM Works，并显示存储的数据。

	 窗口

J020604E.ai

鉴于该原因将该参数保存在“
DTM Works”时，会显示日期
和时间。

最多显示5 行。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DTM 数据、PM 数据、
备忘录或文档链接。

通过选择某一行，启动“DTM Works”。
用户也可双击启动“DTM Works”。

参数保存在 DTM Works 上时，
会显示使用的设备 DTM。

图	J-2-11	设备维护信息（附件）-	DTM	数据

提示
显示和对比参数 *

可以通过从设备 DTM 窗口上的“设备”中选择“文件和对比参数”，，对存储于数据库中的 DTM 数据进行对
比。

* 仅适用于 BRAIN 设备。

J020605E.ai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想要与所连接设备的实
际设备值进行对比的 DTM 数据。

所选 DTM 数据的值

实际设备值与选择进行对
比的 DTM 数据记录之间
的差异以红色显示。

选择要进行对比的 DTM 数
据后，单击“对比”。

设备参数 实际设备值

图	J-2-12	 显示和对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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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设备调整	/	设置功能
在此部分，要进行基本的设备通讯设置以及设备参数的调整和设置。

设备参数调整/设置功能一共有三个：DTM	Works、参数管理器和	DD	菜单。

K-1	 DTM	Works
DTM	Works	是一个设备	DTM	可以运行的框架应用程序。

DTM（设备类型管理器）是一个专门针对设备而设计的	GUI	应用程序，在该应用程序中，用户
可以设置设备的具体参数。由于它符合	FDT/DTM	标准，所以也可以在支持	DTM	的其他主机
系统中的相同窗口上调整和设置参数。

提示
以下内容介绍了 Yokogawa 设备 DTM。当使用其他厂家的设备 DTM 时，根据设备厂家的不同，操作和显示存
在差异。具体信息，请参考相应厂家的设备 DTM 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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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K010001E.ai

 

是
显示离线参数的选择窗口。

否
加载默认数据，并显示“在线参数”窗口。

选择相应的选项，加载离线参数的存储数据或默认数据。

- “从数据库中加载”：从数据库中加载数据。加载数据后，参数自动刷新。
  （仅适用于 FieldMate Advance）

- “从文件中加载”：从特定文件中加载数据。从指定文件加载数据后，
    参数自动刷新。

- “加载默认数据”：加载默认数据。加载完默认数据后，参数自动刷新。

在 DTM Works 的“选项“设置菜单中，是否选中
了 [启动时显示”加载 DTM 数据的选项“对话框]？

图	K-1-1	 DTM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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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连接（BIC	模式）
此连接模式称为“内置连接”，它采用 FieldMate 的内置通讯方式，支持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PROFIBUS、BRAIN 和 ISA100 等不同通讯协议。

对于 HART 和 BRAIN 通讯，可以通过直接将其连接到现场设备，使用可选 USB FieldMate 调
制解调器。

同时，对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和 PROFIBUS 通讯，需要另外购买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
NI-FBUS 或 USB8486，或者 Softing 的 FFusb（对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Softing 
的 PROFIusb、红外适配器、IR224UN-LN96 9600 bps（对于 ISA100）和 YFGW 网关（对于 
ISA100），并将其连接到连接了现场设备的总线。

	 DTM	Works	的定义（框架应用程序）

	 DTM	Works	(BIC	模式)

K010002E.ai

表示活动的通讯

显示与设备的通讯状态（连接
或断开）

显示模式（BIC）
可以是管理员、默认用户、
或者通过用户管理功能注册
的用户名 在 FieldMate 中，具有操作

权限的用户等级指定为“工
程师”。

显示数据的源（设备数据或实
例数据）

只有当完整的设备数据集加载
到DTM 后才会显示“等号”图标
，反之亦然。无可用数据集时
，不会显示任何图标。（例如
，Comm DTM）

图	K-1-2	 DTM	Works	(BIC	模式)

	 网段查看器更新与	DTM	Works	之间的关系
在 BRAIN、PROFIBUS 和 ISA100（红外）中，即便相关的 DTM 打开，网段查看器更新也无
效。关闭 DTM 并更新网段查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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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DTM	的定义
连接状态：表示与设备的通讯连接（或建立）的状态。

断开状态：表示与设备的通讯断开（或未建立）的状态。

DTM 具有以下两个设备参数设置窗口。

	 设备	DTM	窗口

在线参数窗口：

 用于在连接状态下直接显示、设置或修改设备内部参数。

 只有在连接状态下，“在线参数”窗口才可用。

 除此之外，通过“在线参数”窗口，除了设置参数外，还可以显示进程数据等动态数据。

	在线参数功能：

 直接与所连接的设备通讯，显示和调整参数。按照功能在树形视图中对参数进行分类。它
会在树形视图选择上显示相应的 DTM 窗口。

离线参数窗口：

 此窗口用于设置设备 DTM 中的设备参数，与设备通讯的连接状态无关。因此，在“离线
参数”窗口中，无法直接显示、设置或修改设备内部参数。

离线参数功能：

 在未与设备建立通讯的情况下进行参数的管理。会从数据库中离线加载设备参数集，以及
离线保存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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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 DTM 数据与 DTM Works 之间的关系。

K010003E.ai

数据库
加载/保存

外部文件

文件导入/导出

设备信息

记事贴

图像

历史记录

PM 日期
:

1

5PM 日期

DTM 日期 1

DTM 日期 5
:

离线参数窗口

在线参数窗口

切换

显示和对比参数窗口

设备维护信息

批量数据
- 上传 
- 下载

各个数据 
- 显示/设置进
   程数据 
- 标定 

图	K-1-3	 DTM	数据与	DTM	Works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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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DTM	类型
可用的设备 DTM 类型包括：

 Yokogawa 设计的 A 类 DTM

 Yokogawa 设计的 B 类 DTM

 Yokogawa 设计的 C 类 DTM

 内置 DTM

 其他供应商提供的 DTM

	 Yokogawa	设计的	A	类	DTM

以下介绍设备 DTM 配置。

K010004E.ai

应用区

导航区

识别区

标题栏

图	K-1-4	

 用户可以在在线与离线参数之间切换操作。

 在线参数窗口：当更改参数值时，按下<Enter>键。

 离线参数窗口：当更改参数值时，按下“下载图标”，“下载按钮”。

 从菜单栏上，选择<设备>，然后选择<在线参数>或<离线参数>。

 根据通讯协议、型号和厂家的不同，设备 DTM 不尽相同。有关 Yokogawa 设备 DTM 的
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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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ogawa	设计的	B	类	DTM

K010005E.ai

标题栏

识别区

应用区

导航区

图	K-1-5

 更改参数值时，按下“下载到设备”按钮。

 用户可以在在线参数与离线参数之间切换操作。

 从菜单栏上，选择<设备>，然后选择<在线参数>或<离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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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设备参数

在多数情况下，更改参数值要求所访问的设备的功能块的模块模式处于 O/S 模式（非工作模
式）。

DTM 提供了模块模式自动更改功能，具体如下。

更改参数值时，功能块为 O/S 模式。

完成值更改后，功能块恢复。

下载时，功能块为 O/S 模式。

默认情况下，上述功能无效。按下 DTM 中的“选项”按钮，打开“选项”窗口，选择“下载时
切换为 O/S 模式”，然后按下“确定”按钮。

K010006E.ai

图	K-1-6	(示例)

表	K-1-1	

项目 对象 描述 默认值

下载时切换至 
O/S 模式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自动下载至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时功能块的
模块模式切换至 O/S。 开

ISA100
自动下载至 ISA100 设备时功能块的模块模式切换至 
O/S。这不适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HART 
设备 DTM。

关

更新循环

动态变量 指定 DTM 中的动态变量的更新循环。可选范围：5
～120 秒。 30 秒

静态变量 指定 DTM 中静态变量的更新循环。可选范围：60
～120 秒。 60 秒

图像 指定 DTM 中图像的更新循环。即，位图。可选范
围：60～120 秒。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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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ogawa	设计的	C	类	DTM

K010007E.ai

标题栏

识别区

导航区

应用区

缩放滑动条

应用参数的变更，关闭DTM 窗口。
（在离线参数窗口中可用）

关闭 DTM 窗口 应用“保存到数据库”或“保存到文件”参数的
变更。（在离线参数窗口中可用）

图	K-1-7

 用户可以在“参数操作区”中更改参数值。

 用户可以在在线参数与离线参数之间切换操作。

 从菜单栏上，选择<设备>，然后选择<在线参数>或<离线参数>。

同时请
参考

如果想将 B 类 DTM 数据导入 C 类 DTM，请参考附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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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	DTM

FOUNDATION 现场总线、HART 和 ISA100 支持内置 DTM。

	 FOUNDATION	现场总线内置	DTM

FieldMate 特定位置中不安装所连接设备的 DTM 或者 DD 时启动。

	 HART	内置	DTM

FieldMate 特定位置中不安装所连接设备的 DTM 或者 DD 时启动。

未安装所连接设备的 DD 时，常用的 DD 会显示“通用”状态。

即，可以访问设备位号、描述符、信息、轮询地址、脉冲模式、PV 传感器单元、URV、LRV等
参数和通用 DD 中描述的菜单。

	 ISA100	内置	DTM

FieldMate 特定位置中不安装所连接设备的 DTM 或者 DD 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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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参数访问
表 1 给出了设备 DTM 和参数访问按钮及图表的组合。

表	K-1-2

Yokogawa	设计的	A	类	
DTM Yokogawa设计的	B/C	

类	DTM 内置DTM
其他供应商提供的	DTM

在线参数窗口   

离线参数窗口   

从设备中上传图标  × ×
下载至设备图标  × ×
从设备中上传按钮 ×  

下载至设备按钮 ×  

刷新按钮 × 
（仅限 B 类） ×

导入/导出按钮 ×  

保存到文件图标   

从文件中加载图标   

保存到数据库图标   

从数据库中加载图标   

: 是 
×: 不可用

<Enter> 键：

 用于将值写入 Yokogawa设计的 A 类 DTM 的在线参数窗口中的连接设备。

 离线参数窗口中更改的数据存储于 DTM 中，但不写入连接的设备。

从设备中上传按钮：

 上传 Yokogawa 设计的 B/C 类 DTM 和内置 DTM 中的参数。 

下载到设备按钮：

 将 Yokogawa 设计的 B/C 类 DTM 上的在线参数窗口/离线参数窗口中更改的参数（铅笔图
标和洋红色）以从下而上的形式下载到设备。

从设备中上传按钮：

 适用于 Yokogawa 设置的 A 类 DTM。

 将设备内部参数上传到设备 DTM 中的设备参数。执行“从设备中上传”会导致离线参数
窗口中显示的参数被设备内部参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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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到设备图标：

 适用于 Yokogawa 设计的 A 类 DTM。

 将已在离线参数窗口中编辑的设备 DTM 中的设备参数下载到设备内部参数。（备注）

 (备注)    在执行操作的环境中，不管设备是否连接，在交付前，可以添加设备，事先在离线参数窗口上编辑设备参数。然后，在
设备交付并安装后，可以使用“下载到设备”将这些参数写入设备。 

 为了在编辑在线窗口中的参数后，将这些参数反映到离线窗口中，需要选择“从设备中上
传图标”或“从设备中上传按钮”。

从文件中加载图标：

 从文件中检索包含离线参数的 DTM 数据。

保存到文件图标：

 将包含离线参数的 DTM 数据存储到文件中。

 *  存储离线参数的区域。 
表示即便未显示离线窗口，嵌入于 DTM 的离线参数。. 

从数据库中加载图标：

 从数据库中检索包含离线参数的 DTM 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图标：

 将包含离线参数的 DTM 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

提示
保存到文件图标、从文件中加载图标、保存到数据库图标和从数据库中加载图标将适用于除了动态参数以外的
所有设置参数。

刷新按钮（仅限	B	类）：

例如，当单位发生变化时，URV、LRV 和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会刷新。按下此按钮只会再次
显示画面上的参数。而不会将参数写入设备。须使用“下载到设备”按钮将参数写入。

导入/导出按钮：

导出

 将所有设置参数保存到在个人计算机中指定位置的 CSV 文件。

导入

 按照以下方式导入导出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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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1-3	

协议 导入 导出

HART 所有设置参数

所有设置参数。FOUNDATION现场总线
功能块的参数

ISA100

只有当离线参数窗口打开并活动时，“从设备中上传”、“下载到设备”、“从文件中加载”
、“保存到文件”、“从数据库中加载”、“保存到数据库”才可用。

下表给出了详细的组合。

表	K-1-4

Yokogawa	设计的	A	类	
DTM

Yokogawa设计的	B/C类	
DTM 内置DTM

在线参数窗口 离线参数窗口 在线参数窗口 离线参数窗口 在线参数窗口 离线参数窗口
操作

<Enter>键 操作参数 
A


A

×
--

×
--

×
--

×
--

从设备中上
传图标 操作参数 ×

--

D

×
--

×
--

×
--

×
--

下载到设备
图标 操作参数 ×

--

D

×
--

×
--

×
--

×
--

从设备中上
传按钮 操作参数 ×

--
×
--


B


B


B


B

下载到设备
按钮 操作参数 ×

--
×
--


C


C


C


C

保存到文件
图标 操作参数 ×

--

D

×
--


D

×
--


D

从文件中加
载图标 操作参数 ×  ×  × 

保存到数据
库图标 操作参数 ×

--

D

×
--


D

×
--


D

从数据库中
加载图标 操作 ×  ×  × 

: 可用
×: 不可用
--: 不适用
A: 选中参数
B: 窗口中当前显示的参数
C: 当前显示在窗口中铅笔图标和洋红色参数
D: 包括离线参数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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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1-5	 离线参数操作

Yokogawa设计的	A	类	DTM	和其他供应商提供的DTM
连接状态 断开状态

离线参数窗口 离线参数窗口
打开 关闭 打开 关闭

数据状态 活动 不活动 -- 活动 不活动 --

从
设

备
中

上
传

图
标 --  × ×

(灰色)

下
载

到
设

备
图

标

默认 
(默认) ×

× 
(灰色)

上传后  ×

保
存

到
文

件
图

标

默认 
(默认) × 

(默认) ×

上传后  ×  ×

从
文

件
中

加
载

图
标 --  

保
存

到
数

据
库

图
标

默认  ×  ×

上传  ×  ×

从
数

据
库

中
加

载
图

标 --  

 : 可用
 × : 不可用

默认          : 默认值和任何重试操作未更新的参数。
上传后：通过从设备中上传、从文件中加载和从数据库中加载更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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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1-6	 参数操作

Yokogawa设计的	B/C	类	DTM
连接 断开

数据状态 离线参数窗口 在线参数窗口 离线参数窗口 在线参数窗口
类型 B/C类 B类 C类 B/C类 B类 C类

从
设

备
中

上
传

按
钮

 *1 --   × ×

下
载

到
设

备
按

钮
 *2

变更后   × ×

导入  -- × --

无更改 × × × ×

从
设

备
中

上
传

图
标 -- -- -- -- --

下
载

到
设

备
图

标 -- -- -- -- --

导
入

/导
出

图
标 --  --  --

保
存

到
文

件
图

标

默认 *3   ×   ×

上传后 *4   ×   ×

从
文

件
中

加
载

图
标 --      ×

保
存

到
数

据
库

图
标

默认 *3   ×   ×

上传后 *4   ×   ×

从
数

据
库

中
加 --      ×

 : 可用
 × : 不可用
--  : 不适用

*1 : 窗口中当前显示的参数
*2 : 窗口中当前以洋红色显示的参数。
*3 : 默认状态，任何检索操作未更新的参数。
*4 : 通过重新加载参数、从文件中加载、从数据库中加载更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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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	Works	关闭操作
下表给出了 DTM Works 的关闭操作：

未注册于设备维护信息的设备：DTM Works 关闭。

注册于设备维护信息的设备：请参考下文。

	 菜单
表	K-1-9	

菜单 描述

文件 从数据库中加载 从数据库中加载设备 DTM 的 DTM 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 将设备 DTM 的 DTM 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

从文件中加载 从外部文件中加载 DTM 数据。

保存到文件 将 DTM 数据保存到外部文件中。

显示和对比*1 显示实际设备值，并与数据库记录进行对比。

退出 退出DTMWorks。

查看 工具栏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工具栏。

状态栏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状态栏。

事件查看器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事件查看器窗口。

错误日志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错误日志窗口。

设备 连接 连接到设备。

断开 从设备断开连接。

上传 从设备中上传参数。只有当建立连接时此命令才启用。

下载 将参数下载到设备。只有当建立连接时此命令才启用。

离线参数 显示在线参数。

在线参数 显示在线参数。

根据通讯协议和型号的不同，参数各异。

附加功能 显示该设备可用的附加功能。

根据通讯协议和型号的不同，功能各异。

文档 打开 DTM 的帮助文件。

报告 显示

根据通讯协议和型号的不同，报告选项各异。

属性 显示设备 DTM 信息。

工具 选项 显示选项窗口。

窗口 关闭 关闭相应的活动窗口。

帮助 关于DTMWorks 显示有关 DTM Works 的信息。

*1 :  仅适用于 BRAI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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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栏
表	K-1-10	

图标 功能 描述

连接/断开 连接到设备或者从设备断开连接。

上传 从设备中上传参数。
只有当建立连接时才启用此命令。

下载 将参数下载到设备。
只有当建立连接时才启用此命令。

从数据库中加载 从数据库中加载设备的 DTM 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 将设备的 DTM 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

从文件中加载 从外部文件中加载设备参数。

保存到文件 将设备参数保存到外部文件中。 

设备功能 显示可用的设备功能。

查看报告 显示相关窗口的打印输出信息。

	 选项

K010008E.ai

如果选择了此选项，DTM Works 启动前，会显示加载 DTM 
的选项。

如果未显示此选项，不会显示错误对话框，而且当发生错误时，
只会显示“错误”窗口。

图	K-1-9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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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
发生 DTM 相关错误时，单个窗口会显示错误信息，同时打开 DTM 窗口。只有错误原因持续存
在，错误就会不断更新。

K010009E.ai

右键单击错误，选择清除、复制或
导出错误记录。

DTM Works 工作时发生的错误按照时间顺序显示。不管用户是否在“选项”对话框（从 DTM Works 的工具中访问
）中启用显示“错误”对话框，发生的错误都会显示在此处。当用户退出 DTM Works 时，显示的信息会被清除。

图	K-1-9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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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
打印功能与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的打印功能共享。 

K010010E.ai

图	K-1-10	 打印输出示例	

	 设置	PROFIBUS		设备的设备站地址
1. 参考由Softing提供的使用说明书，安装 PROFIBUS CommDTM PROFIdtm 2.11。

2. 配置PROFIusb的驱动程序。

3.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打开驱动程序配置。

K010011E.ai

图	K-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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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示对话框后，单击“确定”。

K010012E.ai

图	K-1-12

5. 单击 PROFIBUS 控制面板上的“扫描”按钮。

K010013E.ai

图	K-1-13

6. 显示对话框后，单击“是”。

K010014E.ai

图	K-1-14



	 	 <K		设备调整/设置功能> K-21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7. 扫描后，在PROFIusb下将会检测到“Node0”。单击“确定”关闭窗口。

K010015E.ai

图	K-1-15

8. 参考第 Q 部分 -“FDT 项目”，新建 FDT 项目。

(a) 更新 DTM 目录。

(b) 在 FDT 拓扑结构上添加PROFIdtm。

(c) 配置 PROFIdtm DPV1.

 右键单击PROFIdtm DPV1，然后选择配置。

K010016E.ai

图	K-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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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正确的波特率，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K010017E.ai

图	K-1-17

例如：当通过 DP/PA联接器（西门子）连接 PA 设备时，波特率为 45.45 kbit/s。当通过 DP/
PA联接器（P+F）连接 PA 设备时，波特率为 93.75 kbit/s。

10. 扫描连接的设备。

(a) 连接 PROFIdtm DPV1.

K010018E.ai

图	K-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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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连接成功后，右键单击PROFIdtm DPV1，然后选择“扫描并构建…”

K010019E.ai

图	K-1-19

(c) 选择“频道”，并单击“扫描”按钮。

K010020E.ai

图	K-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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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检测列表中选择设备。

(a) 选择目标设备，并单击“构建”按钮。

K010021E.ai

图	K-1-21

(b) 设备添加到 FDT 拓扑结构中，地址为 81。

K010022E.ai

图	K-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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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更改设备站地址。

(a) 右键单击PROFIdtm. DPV1，选择“其他功能”->编辑 DTM 站地址...

K010023E.ai

图	K-1-23

(b) 将地址从“81”更改为“80”（示例），然后单击“设置”按钮。

K010024E.ai

开始设置设备的新站地址。

图	K-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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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检查新设备站地址。

(a) 单击“更新”，对设备进行检测。

(b) 扫描设备后，须检测新设备地址。

K010025E.ai

图	K-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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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参数管理器
参数管理器只支持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参数管理器”的使用方式有两种：与连接的设备通讯和不与连接的设备通讯。

	实际设备模式

在“网段查看器”上选择一个实际设备，启动“参数管理器”。

	数据库模式

在“设备导航”上选择某个数据库中的某个设备。

以下介绍了两种模式的功能。

	实际设备模式

1. 上传实际设备的参数。

2. 2. 将上传的参数从 TSV 文件导出，从将上传的参数导入到 TSV 文件*。

 *TSV: 制表符分隔，扩展名为 txt（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档）

3. 将连接设备的参数与从文件中导入的参数进行对比，检查不同。

4. 选择要下载的参数，然后下载到设备中。

	数据库模式

1. 将上传的参数保存在或者加载到与该设备（每个设备最多 5 个参数集）相关的数据库（设
备维护信息–附件– PM 数据）中。

2. 将连接设备的参数与从数据库中加载的参数进行对比，检查不同。

3. 通过将参数显示在左右两侧画面上，对数据库中保存的参数进行对比。

需要设备对应的 DD（设备描述）文件，才能使用“参数管理器”功能。

DD 文件由设备供应商提供。“设备文件媒体”包括从 HART 通讯基金会（HART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和现场总线基金会（Fieldbus Foundation）获取的可
再发行的 DD 文件。

以下为“参数管理器”的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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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20001E.ai

  参数管理器  画面 

连接设备的副本 工作区

解译

数据库
（设备维
护信息）

外部文件

外部文件

导出 导入

上传 下载

图	K-2-1	 参数管理器概述（设备模式）

K020002E.ai

  参数管理器  画面  

数据库值 1

外部文件

加载 / 保存

导入 / 导出 导入 / 导出

加载 / 保存

数据库值 2

数据库（
设备维护

信息）

图	K-2-2	 参数管理器概述（数据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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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模块	
在“参数管理器”中，在默认情况下，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只选择 TB（传输模
块）和源模块进行显示/设置。可以在选项设置中添加这些模块以外的其他模块。同类型（型
号）设备采用和这些设置一样的设置。

更确切地说，可以设置设备中所有模块的读取/写入权限。但是，对于传输模块和源模块，只启
用/禁用写入权限。阅读权限是始终启用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	MIB	参数和模块位号头
此功能不支持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 MIB 参数（NMIB 和 SMIB 参数）和模块头
（功能块位号等）。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模式	
载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时，默认会自动进入 O/S（不工作）模式，然后在写入完成
后，切换回以前的模式。可以使用“选项”设置中的“下载时切换 O/S 模式”启用或禁用该过
程。

	 按类属性进行参数分类	
通过此功能，用户可以按照类属性对设备参数进行分类显示。 

此功能适用于所有当前显示的模块，且允许用户按照模块的顺序显示那些具有类属性的参数。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会显示以下 5 个位号： 
报警、微调、操作、维修、诊断

• HART 设备会显示以下 4 个位号： 
上传、菜单、维修、诊断

	 自定义位号
通过“自定义位号”，用户可以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模块上，按照设备类型，自由
地分配需要监测的参数列表。 

若要在“自定义位号”中添加和显示项目，从窗口中选择除了“自定义位号”以外的预期参
数，然后选择“发送到自定义位号”。若要从“自定义位号”中删除参数，则选择参数，然后
单击“自定义位号”上的“从自定义位号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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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	/	导入
可以导出从连接设备中上传的参数。

文件采用制表符分隔文本格式（TSV），文件扩展名为 .txt。

以下为默认文件夹和默认文件名，这样方便管理和导入导出的参数，从而下载到同类型的其他
设备。

默认情况下导出或导入参数的“选择文件”对话框：

$(FieldMate 安装文件夹)\FM\DeviceParameter\(供应商 ID 编号，6 位 16 进制数字)\

（设备类型编号，4 位 16 进制数字）\（设备版本编号，2 位 16 进制数字）

示例 1：对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Yokogawa Electric EJA、 和 DevRev=2

$(FieldMate 安装文件夹):\FM\DeviceParameter\594543\0003\02

示例 2：对于 HART 设备， Yokogawa Electric DYF, 和 DevRev=1

$(FieldMate 安装文件夹):\FM\DeviceParameter\000037\000B\01

默认的文件名为：

设备位号-（日期）-（当日时间）.txt

示例：如果设备位号为 FT1001，且参数导出时间为 

2005 年 5 月 30 日 9 点 53 分 4 秒，默认的文件名为：

FT1001-(05_30_2005)-(09_53_04).txt

	 编辑导出文件
导出文件采用 TSV 格式。用户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软件修改参数和更改行顺
序，然后再导入文件。

当下载对写入顺序有影响的参数修改时，执行此操作。

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使用“参数管理器”：

1. 检查、设置和调整设备参数

2. 完成设备的设置和调整后，上传，然后导出现场设备的所有参数的快照，然后下载到取代
现有设备安装的设备中。

3. 交付或者实际安装前，预设好设备参数，并在设备交付后下载。

4. 将某个设备的设置拷贝到相同类型的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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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

K020003E.ai

“设备值”区域在启动时显示所连接
设备的参数值。

工作区域显示从所连接设备或文件
/数据库中加载的参数值。

所连接的设备的参数值（屏幕的左侧）
导出到文件/数据库

将所连接设备的参数值（屏幕左侧）
拷贝到屏幕右侧。

表示设备模式

从文件/数据库中加载参
数值，然后显示在屏幕
的右侧。

尝试保存参数时，“原因”
显示。当数据源为“设备”
时，该字段留空。

显示屏幕左右两侧上显
示的参数的详细信息。

显示获取参数的日期和
时间以及数据源（*）。
（*）：任何设备或数据
库 1～数据库 5 显示。

可写入参数会显示复选框
（□），如果参数值发生
变化，要选中此复选框（
□）。
如果选中，表示可下载。

对于显示中的位号，从设备中加载参
数值，并更新“设备值”区域。

对于位号名称，会显示类型和编号。
模块位号不会显示。

左右两侧值不同的可编辑参数会以洋红色显示。左右两侧值不同的只读参
数会以黄色显示。

如果选中显示屏幕上的位号中的复选框（□），相应的参数会按顺序
写入，显示在屏幕上。然后针对写入的参数执行回读。并更新工作
区域。
左右两侧值不同的可写入参数会以洋红色显示。

图	K-2-3	 参数管理器屏幕（设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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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20004E.ai

  

不同设备的参数（相同型号）可以
加载到屏幕的左右两侧。加载到左
右两侧屏幕的参数可以编辑，也可
以保存到数据库。（屏幕左右两侧
之间没有功能差异。）

图	K-2-4	 参数管理器（数据库模式）

	 模式过渡期间切换参数值显示

• 从设备模式过渡到数据库模式期间，最近存储在数据库中参数值会加载到并显示在屏幕左
侧。 

 如果数据库中无参数，则该字段要留空。屏幕右侧不会发生变化。 

• 从数据库模式过渡到设备模式期间，会从设备中加载参数，并显示在屏幕的左侧。屏幕右
侧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与设备通讯失败，模式过渡会中断，并返回数据库模式。屏幕左侧
返回模式过渡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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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参数管理器
可从“网段查看器”、“设备导航”或“设备管理信息”中启动“参数管理器”。以下内容介
绍从上述方式中启动“参数管理器”的方法。

	 在“网段查看器”中选择一个设备，启动“参数管理器”。

“参数管理器”在“设备”模式下启动。

	 在“设备导航”中选择一个数据库设备，启动“参数管理器”。

“参数管理器”在“数据库”模式下启动。

加载最近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参数数据，并显示在屏幕的左右两侧。

（左右两侧显示的数据相同。）

如果数据库中未存储任何参数数据，则启动后不会显示参数值。

	 选择存储在“设备维护信息”中的PM	数据，然后在“附件	→	查看”下启动“参数
管理器”。

“参数管理器”在“数据库”模式下启动。

启动期间，指定的存储参数加载到屏幕的左右两侧。 

（左右两侧显示的数据相同。）

	 选择	2	条存储在“设备维护信息”中的PM	数据，然后在“附件	→	对比”下启动“
参数管理器”。

“参数管理器”在“数据库”模式下启动。

启动期间，指定的存储参数加载到屏幕的左右两侧。

	 输入原因
修改设备参数，并选择“下载选中的参数”时，可以输入原因，该原因会显示在“历史记录”
中。

“原因”输入字段最多可以输入 50 个单字节字符。

K020005E.ai

选择“下载选中的参数”时，会显示以下对话框。可以输入任意字符串，输入的字符串会存
储在“历史记录”中。
（也可以将“原因”输入字段留空，然后按下“确定”按钮。）

图	K-2-5	 原因输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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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参数
从“编辑”菜单中选择“查找参数”，打开以下画面。在此画面上，可以在窗口中搜索参数。

K020006E.ai

保留最近输入的五个项目。

区别大小写：注意区别大小写。

图	K-2-6	 参数管理器窗口–查找参数（查找内容）

K020007E.ai

图	K-2-7	 参数管理器窗口–查找参数（参数被修改或参数不同）

	 参数描述
从显示的右键单击菜单选择每个参数，并执行“参数描述”，可显示以下窗口。

K020008E.ai

显示菜单导致如下窗口出现

参数数据类型

参数帮助信息

识别参数为唯一参数的名称
如果设备为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参数
管理器”窗口使用该名称进行显示。

显示要对该用户显示的参数名称。如果设备为 
HART，参数管理器窗口使用此名称进行显示。

显示参数的工程单位（%、kPa 等）。无工程单
位的参数，将会留空。

图	K-2-8	 参数管理器窗口–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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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单击“属性”按钮可打开以下画面。在此画面上，用户可以确认“设备值”区域/“工作”区域
中的参数的详细信息。

K020009E.ai

设备：实际设备
文件：文件或数据库

图	K-2-9	 参数管理器窗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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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导出操作

设备模式

从“动作”菜单中选择“保存/导出设备值”，或按下相应按钮，显示以下窗口。在此窗口上，
用户可以将窗口左半部分上的连接设备的参数值导出到文件，或者保存到数据库。 

数据库模式

从“动作”菜单中选择“保存/导出设备值 1”或者“保存/导出设备值 2”，显示以下窗口。在
此窗口上，用户可以将窗口左半部分上的连接设备的参数值或者窗口右半部分上的参数值导出
到文件，或者保存到数据库中。 

K020010E.ai

选择“保存到数据库”。

默认值如下。
设备位号名称，设备 ID

选择“保存到数据库”。
选择“保存到数据库”，但是保存的参数达到最大限值（5 组/设备）时，
会显示以下对话框。

图	K-2-10	 参数管理器画面–保存/导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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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保存到数据库”:

<设备模式>

搜索可用的区域，并保存在数据库中。但是，如果已保存相关设备的 5 组参数时，会显示一个
要求选择要被覆盖的参数的对话框。对话框中显示数量（1 - 5）、日期和时间及原因，选择一
个即可。

<数据库模式>

询问是否覆盖。如果选择“是”，会覆盖“参数值文件 n”。如果选择“否”，“参数值文件 
n”保存在其他区域中。如果已保存 5 组相关参数，则要求的操作程序和所连接设备的操作一
样。

•	 选择“导出到文件”:

导出到指定文件。

K020011E.ai

图	K-2-11	 示例–导出的参数在	Excel	文件中打开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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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导入操作

设备模式

<注册设备>

从“动作”菜单中选择“加载 /导出到工作区域”时，或者按下相应的按钮时，会显示以下窗
口。在此窗口上，用户可以从文件或者数据库中加载参数值，并显示在窗口的右侧。 

<未注册设备>

在相同“设备类型”的数据库中选择参数时，对于未注册设备，关机维护期间进行设备更换
时，也可以使用“加载”操作。

数据库设备模式

从“动作”菜单中选择“加载/导入设备值 1”或“加载/导入设备值 2”时，或者按下相应的按
钮时，会显示以下窗口。在此窗口上，用户可以从文件或者数据库中加载参数值，并显示在窗
口的右侧或左侧。

K020012E.ai

选择后，从数据库中加载数据。

选择后，从文件中导入数据。

选择“从数据库中导入”时，将会显示以下“选择数据库”对话框。

罗列出保存在相同设备型号的
数据库中的参数。

图	K-2-12	 参数管理器画面–选择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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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数据库时，会显示数据选择画面。可用的选项包括保存在设备数据库中的参数，该设
备的型号与过去相关设备的型号一样。 
在对话框选项中，时间和日期、设备位号、设备 ID和原因以表格格式显示。 
对于和相关设备相同的设备 ID，默认会突出显示最新的日期/时间行。

• 选择文件时，会显示文件列表，方便选择和执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模块设置
从“工具”菜单中选择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模块设置可打开以下画面。在此画面上，
用户可以选择要显示/设置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模块。

K020013E.ai

始终设置源模块和 TB（传输模
块）的读取权限。

显示设备功能模块列表。

在此对话框中所做的设置适用于所有同型号的设备。

除了上述模块外，可以设置所
有模块的读取和写入权限。
如果设置了读取权限，会显示
相应的功能块位号。

图	K-2-13	 	参数管理器窗口	–	模块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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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位号设置
从“工具”菜单中选择“自定义位号设置”，可打开以下画面。在此画面上，可以定义多个自
定义位号以及要显示在位号中的位号名称。

K020014E.ai

图	K-2-14	 参数管理器窗口	–	自定义位号设置

在“个数”编辑框中，用户可以指定自定义位号个数。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5，默认值为 1。
输入此值可更改位号名称输入字段的数量。第一个字段中默认的位号名称为“Custom”第二个
字段和随后的字段的名称为“CustomN”，N 为数字 2～5。位号名称最多可设置 32 个字符。

尽管可以定义多个自定义位号，但是要使用“发送到自定义位号”菜单项指定发送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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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表	K-2-1	

菜单 描述

文件 保存自定义位号信息 保存参数到自定义位号中。

退出 退出参数管理器。

编辑 查找参数… 在显示屏幕中的位号之间搜索参数，包括用户输入的字符串。

取消修改 对于显示屏幕中位号，返回在屏幕左侧上的更改。

查看 显示只读参数 通过选中，可显示“只读参数”。默认值为“ON（开）”。如果为 
OFF（关），只能显示“支持写入的参数”，而不会显示“只读参
数”。除此之外，不会显示表示“只读参数”（包括位号标题）差异
的黄色。

工具栏 选中此选项时，用户可选择工具栏的“显示/隐藏”选项。此选项默认选中
（工具栏显示）。

结果区域 选中此选项时，用户可选择屏幕下方结果区域的“显示/隐藏”选项。
此选项默认选中（结果区域显示）。

状态栏 选中此选项时，用户可选择状态栏的“显示/隐藏”选项。此选项默认
选中（状态栏显示）。

排序 -> 按设备值
 按设备值1

只有当从画面的右侧加载文件时此选项才可用。参数以设备 DD 指定
的顺序显示。(*1)

排序 -> 按工作区域
 按设备值 2

只有当从画面的右侧加载文件时此选项才可用。参数以文件定义的顺
序显示。(*1)

模式->实际设备 切换到“设备模式”。

模式->数据库设备 切换到“数据库模式”。

动作 更新设备值–当前位号 (F2) 在显示期间，将参数值加载到位号中并更新画面左侧内容。画面右侧
内容不更新。

更新设备值–所有位号 (F5) 对所有位号执行上述程序。

更新设备值和属性–所有位号 (F1) 获取所连接的设备的所有参数列表和属性（包括单位信息），并加载
所有参数值，以更新所有位号的画面的左侧内容。画面右侧内容不更
新。

下载选中的参数–当前位号 (F3) 对于显示屏幕上位号中“下载选中的参数”复选框被选中的参数，在
按屏幕显示顺序将设备写入后，通过只对写入的参数执行回读，更新
画面的左侧内容。
如果下载成功，则洋红色指示恢复正常指示。

下载选中的参数–所有位号 (F6) 对所有位号执行上述程序。

保存/导出设备值… 将设备的参数值（画面的左侧）导出到文件中或者保存在数据库中。
（仅在设备模式中显示）

将设备值拷贝到工作区域 将设备的参数值（画面的左侧）拷贝到画面的右侧。（仅在设备模式
中显示）。

保存/导出工作区域… 将画面右侧上的参数值导出到文件中或者保存到数据库中、（仅在设
备模式中显示）。

加载/导入到工作区域… 从文件/数据库中加载参数值，并显示在画面右侧。（仅在设备模式中
显示）。

保存/导出数据库值1... 将画面左侧上的参数值导出到文件中，或者保存到数据库中。（仅在
数据库模式中显示）

加载/导入到数据库值1... 从文件/数据库中加载参数值，并显示在画面左侧。（仅在数据库模式
中显示）

保存/导出数据库值... 将画面右侧上的参数值导出到文件中，或者保存到数据库中。（仅在
数据库模式中显示）

加载/导入到数据库值... 从文件/数据库中加载参数值，并显示在画面右侧。（仅在数据库模式
中显示）

*1 仅适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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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描述

选项 下载时切换 O/S 模式 仅对FOUNDATION现场总线有效。如果选中，请在下载前将目标模式
设置为 O/S，然后在下载完成后重置为原模式。

工具 FOUNDATION现场总线模块设置… 仅对FOUNDATION现场总线有效。选择功能模块，进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的显示/配置。

自定义位号设置... 显示“自定义位号设置”对话框。

DD菜单(F7) 启动 DD 菜单。在数据库模式下，此选项会呈灰色。

 选择某个参数时右键单击菜单中的菜单项

表	K-2-2	

菜单项 描述
参数描述... 显示“参数描述”对话框。
发送到自定义位号→（已定义
自定义位号列表）

除了自定义位号，其他均有效。向所选自定义位号的显示目标添加
选中的参数。

从自定义位号中删除 仅在自定义位号中有效。从所选位号的显示目标中删除选中的位
号。

 工具栏
表	K-2-3	

图标 功能 功能键

更新设备值和属性-所有位号 F1

更新设备值–所有位号 F5

下载选中的参数-所有位号 F6

查找参数... 未分配

取消修改 未分配

保存自定义位号信息 未分配

显示只读参数 未分配

下载时切换 O/S 模式（见备注） 未分配

切换到实际设备 未分配

切换到数据库设备 未分配

DD菜单（见备注） F7

备注: 仅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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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规格详情
- 不适合显示在此显示区域的任何参数值将显示在文本工具提示中。

- 工程单位会同时显示在“设备值”区域和“工作”区域中。（对于有工程单位的参数。）

- 适用显示/编辑格式，指的是当显示这些值时，会根据在 DD 中定义的显示格式进行显示。
同时，当编辑这些值时，会根据在 DD 中定义的编辑格式进行显示。

- 适用比例因数，指的是通过将比例因数乘以从连接设备读取的值，显示 DD 定义的比例因
数对应的参数。

- 在搜索画面上，按顺序执行包括输入字符在内的参数名称的搜索。不支持值的搜索。

	 参数值的颜色
表	K-2-4	

颜色 解释

无颜色 表示“设备值”区域（数据库 1）中的参数值与工作区域（数据库 2）中的参数值相同。

洋红色 表示对于可写入参数，“设备值”区域（数据库 1）和“工作”区域（数据库 2）之间的值存
在差别。（须注意的是，这并不表示参数要进行下载）。即便位号中只有其中一个参数呈洋红
色，位号名称旁边也会显示洋红色符号■。

黄色 表示对于只读参数，“设备值”区域（数据库 1）和“工作”区域（数据库 2）之间的值存在差
别。（须注意的是，这并不表示参数要进行下载）。即便位号中只有其中一个参数呈黄色，位
号名称旁边也会显示黄色符号■。

橙色 表示对于可写入参数，画面左右两侧的值存在差异。即，连接设备与导入文件之间的差异、数
据库中文件之间的差异、导入文件与数据库中文件之间的差异。即便位号中只有其中一个参数
呈橙色，位号名称旁边也会显示黄色符号■。

红色 表示对于可写入参数，右侧画面发现错误，包括用户键入内容和导入文件的数据。

绿色 表示“设备值”区域与“工作”区域中值之间参数属性的差异。鉴于 DD 结构的采用，参数属
性（即，编辑格式、显示格式、EnumList、有效性、只读/只写/读取写入等）会发生变化。
即便位号中只有其中一个参数呈绿色，位号名称旁边也会显示绿色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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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旁边的复选框
只有可读取参数会显示复选框。如果复选框有勾选标记，相应的参数会按照执行“下载选中的
参数”命令时显示在窗口中的顺序写入到设备中。 

如果“工作”区域中的参数值显示区域从原色变为洋红色，复选框也会有勾选标记。

换言之，选择文件或数据库后，一旦参数加载到“工作”区域中，“工作”区域与“设备值”
区域的值存在差异的所有可写入参数的复选框将有勾选标记。也就是说，所有参数以洋红色显
示。

而且，当在窗口中编辑某个值，且参数值显示区域从原色变为洋红色时，复选框也会有勾选标
记。

退出“参数管理器”时的操作

• 从设备模式中退出“参数管理器”时，与连接设备通讯，检查设备参数是否被更改。如果
有更改，提示查询信息，并在确认后退出。

• 未与设备通讯时退出“参数管理器”时，更改画面上显示的数据库值，确保值已保存。如
果未保存，会显示“您已更改参数。是否将更改保存到数据库中？”，如果答案为“是”
，覆盖数据库，然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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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DD	菜单
DD	菜单仅适用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DD	文件包含设备供应商定义的参数属性以及诸如校准和诊断等设备特定的控制程序。除了设备
控制外，程序包括针对用户交互式显示和用户键入。根据设备供应商和型号的不同，所支持的	
DD	菜单的内容不同。

以下内容为	DD	菜单的示例。

•	 诊断

显示自诊断结果。

•	 校准

自动执行压力变送器的零点调整以及结合带有阀门定位器的控制阀执行校准。

在执行 DD 菜单时向用户显示确认和操作信息的请求。

	 菜单树的显示项目

使用菜单树，以树形结构显示设备的 DD。以下内容为从最高级往下以树形结构显示的元素的菜
单层级。

• 设备位号

• 模块位号

• 菜单名称

• 子菜单名称 
子菜单取决于设备。

最低级上的菜单名称或子菜单名成为可以执行的 DD 菜单。

	 DD	菜单操作显示区域的显示项目

DD 菜单操作显示区域会显示与 DD 菜单执行相关的各种类型的信息。会显示以下信息。

• DD 菜单特定的交互信息 
显示所执行的 DD 菜单相关的信息。

• 检测到异常时的信息 
如果执行 DD 菜单时发生异常，对于某些设备，退出DD 菜单时会显示该异常对应的信
息。如果显示此类信息，关闭 DD 菜单执行窗口。

• DD 菜单退出信息 
退出 DD 菜单时，显示表示 DD 菜单结束的信息。

	 参数值的更新

如果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设备的参数值会导入，并更新显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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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启动程序分为两个步骤。

 从“参数管理器”中启动 DD 菜单。

 (备注): 执行此程序时，“参数管理器”会被最小化，并不可用。 

 在“网段查看器”中选择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设备，并启动 DD 菜单。

	 窗口

K030001E.ai

表示设备位号。

此区域显示设备 DD 定义的菜单层级，
其导航方式和 Windows Explorer 相同，
可浏览菜单层级。

此区域显示在所选层级中定义的元素。
以下元素显示在这里。
（1）参数：指示参数名称和值。
可写入参数可修改。
（2）菜单：选择某个参数后可转到下一级菜单。
（3）方法：可以使用向导执行设置/调整处理。

此区域显示使用此工具所做的操作。
显示的项目不可以修改。

图	K-3-1	 DD	菜单



	 	 <K		设备调整/设置功能> K-47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菜单
表	K-3-1

菜单 解释

文件
关闭 关闭窗口

编辑 退出DD菜单

编辑

取消 取消编辑框中的值

剪切 剪切编辑框中的值。

负责 复制编辑框中的值。

粘贴 粘贴编辑框中的值。

查看

工具栏 当选中此项目时，可以选择工具栏的显示/隐藏。此选项
默认选中。（工具栏显示）

状态栏 当选中此项目时，可以选择状态栏的显示/隐藏。此选项
默认选中。（状态栏显示）

日志 显示通讯日志。

动作

更新设备值–当前窗口 读取当前显示的位号的参数值。

下载参数–当前窗口

按显示在窗口中的顺序写入当前显示的位号的参数，然
后仅回读写入的参数，并更新。
下载成功完成后，任何洋红色参数值显示区域会恢复其
原色。

选项 下载时切换 O/S 模式 选择此项目时，下载前“目标模式”设置为 O/S，然后
在下载完成后切换回上一个模式。此选项默认选中。

窗口

层叠 层叠显示 DD 菜单窗口。

平铺 平铺显示 DD 菜单窗口。

排列图标 按顺序排列图标。

1（窗口名称1） 显示选中的窗口

  : 同上。

N（窗口名称N） 同上。

	 工具栏
表	K-3-2

图标 功能 描述

剪切 剪切编辑框中的值。

复制 复制编辑框中的值。

粘贴 粘贴编辑框中的值。

下载 按在窗口中的显示顺序写入当前显示的位号中的参数。

更新 读取当前显示的位号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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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设备查看器
设备查看器显示硬件和通过设备获取的自诊断结果配置状态。也以趋势图的形式显示预定义设
备参数值。此功能支持	HART	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根据设备的不同，“设备查看器”的显示项目不同。“设备查看器”最多可以显示五个窗口。

设备状态显示

“设备查看器”具有两个位号：诊断信息和趋势信息。

L-1	 诊断信息
“诊断信息”位号分为设备信息显示区域、报警显示区域、诊断参数列表和参数列表。 

使用以下颜色指示设备状态。 

绿色：正常

红色：要求检查的故障（设备可能需要更换）

黄色：警告

灰色：通讯异常

本节介绍显示在每个显示区域的设备信息。

L010001E.ai

参数列表

报警显示区域

设备信息显示区域

诊断参数列表

图	L-1-1		诊断信息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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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10002E.ai

诊断参数显示在此附加信
息显示区域中。

图	L-1-2	默认显示（无设置文件）

	 设备信息显示区域

此区域显示设备路径、设备位号和设备的整体状态。

设备路径显示为“内置连接”。

设备的状态在“设备状态”栏中使用颜色进行表示。

此区域显示诊断信息区域中显示的多个诊断信息报警和设备通讯状态的结果。

即便只发现一个错误，也会发生异常。

	 报警显示区域

在报警显示区域中，用户可以远程查看在设备上产生的报警。如果其中一个诊断项目出现错
误，“硬件异常”栏中的颜色会变为异常显示颜色。

发生异常时，如果设备具有 LCD 显示功能（Yokogawa Electric EJA 等），则左侧上设备说明
的中心位置也会显示报警。

如果有多个报警时，会交替显示这些报警的对应异常项目。

如果将鼠标光标悬停于报警信息上面，会显示一个文本工具提示，提供更多有关该报警信息的
信息。

	 诊断参数列表

此区域显示包括自诊断数据在内的参数。报警图标用于指示各个设备参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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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列表

在此区域，用户可以查看附加信息参数的值数据。而且，也可以查看附加信息参数的状态。

供应商提供的每个设备的文件中定义的附加信息将以表格的形式显示。

显示时，附加信息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标题：显示参数的识别名称。 

参数名：同时显示参数和设备信息。 

值：显示参数值。

单位：显示单位。

质量：显示参数值的数据状态。  

	 整体

将鼠标光标悬停于诊断项目状态显示区域中的任何项目时会显示一个文本工具提示。

	 菜单
表	L-1-1	

菜单 描述

文件 退出 退出设备查看器。

模式
刷新日期 更新窗口显示信息。

定期 在定期和单次模式之间切换。

查看 灰色

设置 更新周期 设置趋势图的更新持续时间。

	 工具栏
表	L-1-2	

图标 功能

更新画面。

启动/停止定期模式。

设置更新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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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设置更新持续时间。
采集趋势参数列表中显示的参数值，并显示为趋势图。每个参数显示	60	个采集点。

趋势图显示从右到左更新。最近的趋势参数数据值显示在趋势图的右侧，最早的参数数据值显
示在左侧。

采集趋势数据的同时激活“设备查看器”。即便切换至“诊断信息”选项卡，趋势数据也会
继续采集。在“设备查看器”中，每个参数最多可以保存	8640	个点。当采集的数据点数量达	
8640	时，会根据数据点保存时间的早晚顺序，最早的数据点将被覆盖。

趋势数据也可以导出。

L020001E.ai

趋势图显示

趋势参数列表

图	L-2-1		 趋势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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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表	L-2-1	

菜单 描述

文件
导出 导出趋势数据。

退出 退出“设备查看器”

模式

刷新日期 更新画面。只有当设置单次模式时此项目才启用。

定期 在定期与单次模式之间切换。

趋势暂停 暂停或恢复趋势图显示的更新。

查看 选择栏 设置要显示在趋势参数列表中的信息。

设置
更新周期 设置更新趋势图的持续时间。

趋势 设置在趋势参数列表中选择的笔的属性。

	 工具栏
表	L-2-2	

图标 功能

启动/停止定期模式

设置更新持续时间

恢复趋势图

暂停趋势图

修改趋势图设置

横向网格

竖向网格

导出趋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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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属性设置：从趋势参数列表中选择参数后，设置	→	趋势。

L020202E.ai

图	L-2-2	

表	L-2-3	

类别 设置项目 描述

趋势线属性

颜色 指定趋势图的线颜色。

样式 指定趋势图的线类型。
从实线、点线、虚线、交替长短虚线和链条式双虚线。

比例 指定趋势图的比例。
默认值为 1.0。

显示/隐藏 设置在趋势图显示中显示或隐藏所选的趋势图线，

突出显示 设置在趋势图显示中突出显示选中的趋势图线。

垂直轴
最大 将趋势图的竖向比例设置为最大值。

最小 将趋势图的竖向比例设置为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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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参数列表显示设置：查看		选择栏

L020003E.ai

图	L-2-3	

	 趋势图更新持续时间设置：设置		更新周期

L020004E.ai

图	L-2-4	

选择“定期”时，设置更新持续时间。

更新持续时间的设置步进为 1 秒，范围从 5～99 秒。对于 HART  设备，默认值为 30 秒，对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默认值为 10 秒。

如果退出“设备查看器”，下次显示“设备查看器”时，更新持续时间将恢复默认值。更新趋
势图的持续时间与自诊断信息显示区域中的参数的更新持续时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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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启动趋势”按钮、“更改更新持续时间”按钮和“恢复趋势”按钮
时的趋势图显示/操作

	 在定期和单次模式之间切换
• 从“模式”菜单中选择“定期”可在模式之间切换。可以从“诊断信息”选项卡和“趋势

信息”选项卡中切换模式。 

• 以下为扫描模式从定期切换到单次，显示“趋势信息”选项卡时的趋势图、数据采集和内
部缓冲区。 

  趋势图：停止

  数据采集：停止

  内部缓冲区存储：停止

• 以下为扫描模式从单次切换到定期时的趋势图、数据采集和内部缓冲区。

  趋势图：显示

  数据采集：恢复

  内部缓冲区存储：清除

	 停止/恢复趋势操作
• 以下为从“模式”菜单中选择“趋势暂停”停止趋势操作时的趋势图、数据采集和内部缓

冲区。

  趋势图：冻结

  数据采集：继续

  内部缓冲区存储：冻结

 换言之，操作停止时趋势图并未更新。

• 以下为从“模式”菜单中选择“趋势暂停”恢复趋势操作时的趋势图、数据采集和内部缓
冲区。.

  趋势图：从恢复的时间开始显示

  数据采集：继续

  内部缓冲区存储：从恢复的时间开始显示

	 设置更新持续时间

 此菜单项目被启用时，从“设置”菜单中选择“更新持续时间”。只有当设置定期模式时才
启用此菜单项。 

趋势图显示和趋势数据

(1) 更改更新持续时间 

  趋势图：刷新显示

  内部缓冲区存储：清除

(2) 停止趋势操作 

 趋势图：停止

  内部缓冲区存储：停止



	 	 <L		设备查看器> L-9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3) 恢复趋势操作 

  趋势图：继续

  内部缓冲区存储：继续

(4) 从“趋势信息”选项卡→“诊断信息”选项卡→“趋势信息”选项卡中切换

  趋势图：继续

  内部缓冲区存储：继续

	 导出趋势数据：文件→导出
使用“设备查看器”的菜单和工具按钮，可导出趋势数据。

以下为默认设置。 

保存位置文件夹（FieldMate 安装文件夹）: \FM\Temp\

文件夹名称: TrenData_DeviceTagName_YYYYMMDD (其中 DeviceTagName 为启动的测量设
备的设备位号，YYYY 为年份，MM 为月份，DD 为日期) 

文件类型：CSV 格式、TSV 格式

每一行的文件内容的导出顺序如下。

时间戳、趋势点名称和采集数据值。

L020005E.ai

图	L-2-5		 趋势数据导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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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操作日志
M-1 概述

“历史记录”窗口显示当前正在连接或以前连接到FieldMate设备的操作日志。 这些日志自动
记录在设备上执行的所有操作信息。

	 操作日志类别
下表描述了不同类型的操作日志。

表	M-1-1	 操作日志类型

类型 说明

配置 设备执行参数写入等设置/调整工作时的记录。

检查 设备图像和备忘录附加时的记录。

维护管理 设备维护、注册、删除、导入和导出数据的记录。

系统 上述操作以外的操作，如登录、登出或启动工具的记录。

PRM PRM中记录的日志，并在备份/恢复/同步过程已转移到FieldMate。

	 操作
通过单击主窗口左下角选择栏上的“历史记录”图标 (  ) 切换到日志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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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周期和过滤项目
您可以按照特定的时间段和类别筛选在“历史记录”窗口中显示的操作日志。

M010001E.ai

从窗口的显示周期部分指定日期或周
期。（见表M-1-2）

使用过滤器下拉列表选择要显示的操
作日志的类型。（见表M-1-2）

图	M-1-1	 显示周期和过滤项目

下表显示可用于查看显示周期和过滤器项目的操作日志。 

表	M-1-2	 显示/过滤项目

项目 描述 备注

显示周期

所有天 显示所有日期 无

指定一个日期 显示特定日期 无

指定一个期限 显示特定日期范围 无

过滤

显示所有 显示所有设备 无

设备位号 从保存的所有设备位号中选择

通过每个ITEM
的逻辑乘法
（AND）进行
过滤类别

配置

有关操作的信息，请参见表M-1-1
日志类别。

检查

维护管理

系统

P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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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操作日志窗口
“历史记录”窗口中有三个查看选项。 使用单选按钮进行选择您要显示的视图。

• 日期和时间视图

• 设备列表视图

• 输入回路检查视图 

	 日期和时间视图

	 操作
选择日期和时间单选按钮显示日期和时间视图。

TIP
单击标题列对内容排序。  
拖动列标题将列移动到其他位置。

M020001E.ai

选择一个单选按钮在视图之间切换

详情如下：
- 双击所选行，或
- 单击所选项中的 ▼ 按钮 
行并选择打开历史记录信息...

图	M-2-1	 日期和时间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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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列表视图 
在该视图下，设备的操作日志根据设备标签显示。 

您可以生成设备信息，并使用生成的设备信息创建报告。

	 操作
选择设备列表单选按钮，显示设备列表视图。

M020002E.ai

选择列表中的一个设备标签
启用“生成报表”按钮。

图	M-2-2	 设备列表视图	

	 在设备列表视图中生成报告
按照以下步骤生成报告

 1. 在设备列表窗口中检查设备。

 2. 单击生成报告按钮，然后将出现报告设置对话框。

M020003E.ai

图	M-2-3	 在设备列表视图中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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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对话框中，选择要包括在报告中的数据的相应复选框。

 4. 在文件夹选择对话框中，选择报告数据的目标文件夹，然后单击OK。

 5. 单击保存按钮。

 6. 如果要取消操作，请单击取消按钮，进程按钮显示正在生成报告。

M020004E.ai

图	M-2-4	 进程按钮	

 7. 完成生成文件后，“取消”按钮将更改为“关闭”按钮。 单击打开查看文件位置或单击关
闭

以关闭对话框。

M020005E.ai

图	M-2-5	 进程按钮显示报告生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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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回路检查视图
在此视图中，设备将显示输入回路检查结果。 如果你没有执行输入回路检查，它不会出现

在此视图中。 您也可以在此视图中生成报告。

	 操作
选择输入回路检查单选按钮显示输入回路检查视图。

M020006E.ai

图	M-2-6	 输入回路检查视图

	 在输入回路检查视图中生成报告
按照以下步骤在“输入循环检查”视图中生成报告。 此报告包含所选设备的输入回路检查结
果。

 1. 在“输入循环检查”窗口中，选择要将测试结果包含在报告中的设备的相应复选框。

 2. 在窗口的右下角，单击生成报告按钮，将生成包含所选设备输入回路检查结果及指定期限
的.TXT文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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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表	M-2-2	 历史记录菜单

菜单 解释

文件
导出历史记录 将历史记录导出到外部文件

退出 退出FieldMate

查看 更新 更新显示在 Windows 中的内容。

动作
打开历史记录信息 显示操作日志的详细信息。

打开设备维护信息 启动设备维护信息窗口。

工具

用户管理器 启动用户管理窗口

选项

在网段查看器上显示参数 网段查看器上显示/隐藏典型参数

典型参数定制 在网段查看器的典型参数HMI上，指
定要设置的显示参数

DTM 启动路径 选择从设备维护信息进入 DTM 设置
的路径

ISA 100 配置设置 选择配置信息文件的“使用合理性”
。

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置
HART调制解调器

FOUNDATION现场总线接口
配置

调用NI-FBUS接口配置实用程序或
Softing FFusb配置工具

PROFIBUS接口配置 启动PROFIBUS通讯配置窗口–设置
PROFIBUS

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 启动BRAIN调制解调器配置窗口–设
置BRAIN调制解调器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 启用 USB 端口配置

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设置网关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Modbus接口配置 启动 Modbus 通讯配置窗口–设置
Modbus

HART (YOKOGAWA N-IO) 接
口配置

启动 HART (YOKOGAWA N-IO) 配
置窗口

FDT项目

创建、复制和删除FDT项目，并从外
部文件中导入 FDT 项目。 
将 FDT 项目导出到外部文件中，并
打开指定的 FDT 项目

帮助

用户注册 启动“用户注册”窗口–执行用户注
册操作

关于FieldMate 启动“关于FieldMate”窗口–确认版
本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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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详细信息画面

	 操作
选择设备后，从菜单栏中选择“操作”-> “打开历史记录信息”以显示详细信息。

M020007E.ai

详细画面

向上/向下箭头可
以上下移动操作
日志列表。屏幕
更新显示详细信
息

图	M-2-7	 历史记录显示

	 导出历史记录

	 操作
从菜单栏中选择“文件”-> “导出历史记录”，打开导出历史记录对话框。

M020008E.ai

单击导出按钮，然后出现另存为对话框。
默认值如下
位置：（FieldMate安装驱动器）\FM\Export\
  文件名： YYYY_MM_DD.txt
  (YYYY: Year, MM: Month, DD: Day,
  示例：2016_008_16.txt)

打开历史记录对话框时选中Entire Period复选框

只有当未选择“Entire Period”时，本区域才启用。
默认值如下。
从：当前日期和时间前2周
至：当前日期和时间

图	M-2-8	 导出历史记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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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SA100	设备配置
N-1	 简介

本部分和附录 F 介绍了满足国际自动化学会（ISA）规定的工业自动化的无线通讯标准 - 
ISA100.11a 的要求的现场无线网络的设备配置和相关程序。

可使用 FieldMate 通过网关和红外访问 ISA100 设备。设置和调整在设备 DTM 上执行。同时也
可以通过 FieldMate 中提供的配置设备根据执行配置，将 ISA100 设备加入无线网络。

有关 FieldMate 配置设备工具，请参考附录 G。

 网关

 红外通讯

* 可以使用一个 FieldMate通过网关或红外通讯进行通讯。

以下为系统配置示例。

N010101E.ai

第 3 层交换机

（配置）

红外适配器

红外连接现场无线网关

现场无线网络

图	N-1-1	 现场无线网络的系统配置示例

	 硬件

现场无线网关（YFGW）：无线网络的核心设备

无线现场设备（无线 EJX，无线 YTA）：测量进程值，并以无线的方式进行传输的现场仪器

	 操作

(1) FieldMate: 该软件用于在安装无线现场设备前，通过红外通讯将称为“配置”的参数设置
为现场无线设备，将设备加入无线网络中。

(2) FieldMate: 通过 YFGW 获取或设置 ISA100 无线设备上的信息。

(3) FieldMate:通过红外通讯获取或设置 ISA100 无线设备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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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现场无线网关

N-2-1	连接示例
通过现场无线网络执行与	ISA100	设备的通讯需要用到以下产品。	

	Yokogawa	现场无线网关	(YFGW)

	兼容	100BASE-TX	或	100BASE-FX	的以太网集线器

FieldMate 显示连接到网关的 ISA100 设备。

N020101E.ai

局域网

集线器

网关

图	N-2-1	 ISA100		网关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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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	操作程序
ISA100设备配置和设置的整体流程如下。

N020201E.ai

ISA100 设备文件安装

网关接口配置

ISA100 设备识别

DTM Works 
启动 设备维护信息

安装 

操作

请参考N-2-3

请参考 N-2-4

请参考 N-5

图	N-2-2	 ISA100	网关设置示例

* 请参考第 J 部分添加/删除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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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顺序

在“网段查看器”窗口中设备按照“设备位号”顺序进行显示。

N020202E.ai

更新开始

1. 获取加入网关的所有设备的设备
      信息。

要进行更新的设备

2. 获取要更新的设备的设备信息。

更新完成

是
否

图	N-2-3	 更新设备信息的流程

FieldMate 尝试获取在“网段查看器”中被选择进行更新的设备的详细信息，并按照获取顺序
显示在“网段查看器”上。（它会尝试一次性获取多个设备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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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	网关设置
从“工具”中打开窗口，然后选择“ISA100（网关）接口配置”。

N020301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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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2-4	 ISA100		网关通讯设置

[功能描述]

1. 1. 目标主机（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下拉菜单

 输入网关主机名或者 IP 地址。

 按下“确定”，最多 5 个输入的主机名称（IP）地址会保留作为历史记录。

2. “连接测试”按钮

 测试是否可以根据输入的主机名称或者 IP 地址连接到网关。

 按下“确定”按钮即可保存输入的信息，但是不会执行实际的连接“连接测试”用于检查
网关对应的输入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称是否存在。

 “连接测试”的结果如下。

3. 高级设置

 ISA100 网关设置。

4. “确定”按钮

 保存输入的设置信息

5. “取消”按钮

 放弃输入的信息，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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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0302E.ai

图	N-2-5	 高级设置

	 通讯设备数量

设置同时通讯的 ISA100 设备的最大数量。

设定值： 1, 5, 10 (默认), 20, 50

	 通讯超时

设置等待通讯响应的最长时间

当设定的时间过去后仍无任何相应，会终止与设备的通讯。

设定值：30 秒、60 秒（默认）、120 秒、240 秒

	 缓存功能

选中此功能，且要通讯的网关存在正在缓存的任何值时，FieldMate 不会开始与设备的通讯，
且会在“网段查看器”上显示缓存的值。

YFGW410 网关中具有缓存功能，但 YFGW710 不具备此功能。

因此，即便选中此功能，与 YFGW710 通讯期间也不会启用此功能。

表 N-2-1 给出了每个缓存对应的参数和缓存时间。

表	N-2-1	 缓存功能

型号信息 设备状态

对应的参数
供应商
型号
设备版本

状态显示

缓存时间 当 ISA100 设备加入网关时和配置完成时 针对每个设备的“读取参数”中设置的
每个时间

设定值默认：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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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值

将“高级设置”中的设定值恢复到默认值。

默认值：

通信设备数量： : 10

通讯超时  : 60 秒

缓存（型号信息） : 关闭

缓存（设备状态） : 关闭

表	N-2-2	 信息

信息 情况 对策
连接成功。 通讯正常。 -
与网关通讯不确定。 连接测试期间 LAN 电缆断开连接。 确认LAN电缆连接

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为空。
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为空时按下“连接测
试”按钮。

正确输入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继续。

无效的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情况1：
输入的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与无线网关不
对应。

情况 2：
输入的 IP 地址格式不正确
(0.0.0.0-255.255.255.255)
即不可使用:000.000.000.000, 
01.02.03.04, 001.002.003.004, 
256.256.256.256

情况3：
未正确指定个人计算机的网络设置。

情况4：
除了上述情况外，操作系统或者硬件异
常，即 LAN 电缆断开连接。

情况1: 
确认针对该网关输入的主机名称或 IP 地
址正确。

情况2:
同上。
确认格式。 

情况3:
确认个人计算机的 DNS 设置正确。

未能建立连接。

情况1:
在某个时期内网关不对应。

情况2:
尝试连接到网络中不存在的网关。

情况3:
除了上述情况外，操作系统或者硬件异
常，即 LAN 电缆断开连接。

情况1:
确认LAN电缆连接

情况2:
确认输入的主机确实在网络上。

情况3:
确认 LAN 电缆连接

无法与网关通讯。
情况1:
某个时期内通讯期间网关不对应。

情况1:
网关可能忙碌，请稍后再试。

通讯路径异常。 与设备通讯时发生网络异常。 确认 LAN 电缆连接

无法获取设备列表

情况1:
网络无任何可与 FieldMate 通讯的设
备。

情况2:
预定时期内，采集设备列表时网关不对
应。

情况1:
确认设备加入了网络。

情况2:
确认通讯成功建立。

连接失败！ 上述以外的问题外，连接失败。
上述情况已较全面，这种情况基本不会
出现，但是须重新检查一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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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	ISA100	设备识别
以下为显示在“网络查看器”中的项目。

表	N-2-3	 “网段查看器”中的显示项目

项目 内容 默认值
更新目标 选中项目为更新或自动更新的目标

-
更新状态图标 “更新中”、“已更新”或“无法更新”

基本信息

设备位号 设备图标或设备位号

App.

设备ID(EUI-64) 设备特定ID
地址 设备 IP 地址

通讯状态
表示是否可以设备进行通讯：
“活动”：可与设备进行通讯。
“不活动”：准备与设备进行通讯。

设备角色 表示设备（在网络上）的角色。“IO”、“路由器”、“IO +
路由器”

网络ID 骨干路由器的网络 ID

电源状态
电源馈给状态
“100-75%”, “75-25%”, “25-0%”,
“接线”（电源通过线路馈入）

详细信息

状态显示*1 设备状态

Cond.
供应商*1 供应商及其 ID
型号*1 型号及其ID

设备版本*1 设备版本

默认值为 App. 的基本信息为网关整合信息。可不访问这些的情况下访问 ISA100 设备。

默认值为 Cond. 的详细信息要求单独访问 ISA100 设备。打开“更新目标”的复选框。

*1 : 显示在网关 YFGW410 中定义的信息。

获取设备基本信息后立即显示的内容如下：

N020401E.ai

2

1

图	N-2-6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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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SA100 设备识别如下。

1. 在“网段查看器”的树形菜单中，选择“ISA100（网关）”。（图中的“1. 选择”）。

2. 按下“2. 更新”。需要选择要更新的设备。 
也可以通过按下 F5 键或者菜单中的“更新”按钮执行更新。.

 更新设备的选择
可以通过选中“网段查看器”左侧栏中的复选框，选择设备作为更新目标。

如果复选框被选中，如下所示，设备位号 TAG005、TAG006 和 TAG009 的设备信息成为更新
目标。

N020402E.ai

更新目标复
选框

图	N-2-7	 选择更新目标

更新开始时，更新状态显示在“网段查看器”中的第二栏。

更新完成         更新失败        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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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不选择要更新的所有设备

设备右侧窗格中最上面的框为“全选/全不选”。选中或不选中此复选框即可选择或不选择更新
的所有设备。

单击此复选框，以下一个或多个复选框不选中时，则它作为“全选”按钮使用。

N020404E.ai

选中“全选”/“
全不选”

选中所有设备

图	N-2-8	 选择要更新的所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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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复选框，选中以下所有复选框时，则它作为“全不选”按钮使用。

N020405E.ai

取消选中“全选”/
全不选

取消选择所
有设备

图	N-2-9	 取消选择要更新的所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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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选择多个设备进行更新

选择多个设备，并选中对应的复选框时，这些设备全部选中进行更新。

	可以按照如下方法选择多个设备：

全选  : Ctrl + A

选择范围 : Shift + 单击

选择附加 : Ctrl + 单击

N020406E.ai

图	N-2-10	 	选择多个设备

以下显示获取设备的详细信息时“网段查看器”的显示内容。

N020407E.ai

选中进行更新

图	N-2-11	 选中任何复选框，选择多个设备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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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状态”的颜色如下表所示。

表	N-2-4	 状态信息列表

图标颜色 设备操作状态

绿色 正常。

黄色 警告（包括配置异常）。操作可继续。

红色 异常。需要检查。

白色 状态未知，通讯异常等。

电池寿命具有以下四个状态，且具有剩余电池电量指示器。如果电池电力不足，则无法建立红外
通讯，且无法访问设备信息。

表	N-2-5	 电源状态

显示 含义

100-75%

75到100%电池剩余电量

75-25%

25%到75%电池剩余电量

25-0%

0到25%电池剩余电量

“接线”

通过外部电源供电



	 	 <N		ISA100	设备配置> N-14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显示样式和清除显示内容
此功能适用于 ISA100（网关）和 HART（适配器）的网段查看器。

	 初始化显示样式

初始化“网段查看器”中参数的顺序和栏的宽度。

查看→“初始化当前视图栏”。

即便重新启动 FieldMate，也会维持此顺序和宽度。

	 清除显示内容

清除“网段查看器”中的内容

查看→“清除当前视图”

清除 ISA100（网关）的显示内容适用于适配器设备。

因此，也可以同时清除关于 HART（适配器）的内容。

显示参数的默认顺序。

表	N-2-6	 参数的默认顺序

ISA100	(网关)

更新状态

设备位号

▼ (操作)

设备状态

设备 ID (EUI-64)

供应商

型号

设备版本

通讯状态

网络ID

电源状态

设备角色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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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功能
“过滤功能”适用于 ISA100（网格）的网段查看器。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过滤功能。

N020409E.ai

单击此按钮打开
下拉菜单。

图	N-2-12	 过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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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 所有按钮

 初始化选中的任何下拉菜单项。 

- 网络 ID

 允许用户选择已从下拉菜单中获取的网络 ID。

- 电源状态

 允许用户选择已从下拉菜单中获取的电源状态。

- 型号

 允许用户选择已从下拉菜单中获取的型号。*1

- 设备状态

 允许用户选择已从下拉菜单中获取的设备状态。*1

- 应用

 根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的条件筛选当前显示的列表。显示筛选结果前，所有筛选条件为 
ANDed。

- 取消

 取消选中的条件，并关闭对话框。如果已应用过滤，会保持上一个状态。

*1 通过扫描当前状态获取的信息会显示在每一个下拉菜单中。当获取设备的详细信息时，会向“型号”和“设备状态”添加选
项。

如果已应用过滤，过滤下拉菜单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若要删除过滤，再次打开“过滤”下拉菜单，按下“全部”按钮，然后按下“应用”按钮。

N020410E.ai

图	N-2-13	 过滤处于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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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适配器

N-3-1	HART	适配器
N-3-1-1	 配置示例

Yokogawa FN310 现场无线多协议模块和 Honeywell OWA 100 OneWireless 适配器
（“HART 适配器”）连接 HART 设备，并通过现场无线网关执行 ISA100 无线通讯。

N030101E.ai

HART 
适配器

HART 设备ISA100

FieldMate

现场无线网关

图	N-3-1	 HART	适配器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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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2	 HART	设备识别
以下为显示在“网段查看器”中的项目

表	N-3-1	 网段查看器中的显示项目

项目 内容 默认值

更新目标 选中的项目为更新或自动更新的目标

-更新状态图标 “更新中”、“已更新”或者“更新失败”。

路由设备 通过HART适配器的路由设备的位号名称

信息

地址 HART 设备的地址

Cond.

设备位号 设备图标和设备位号（包括位号扩展模式）

设备ID 设备特定ID

供应商 厂家及其ID

型号 型号和型号ID

设备版本 设备版本

默认值为 Cond. 的想想想要求通过网关访问 HART设备。打开“更新目标”的复选框。

获取设备的基本信息后立即显示的内容显示如下。

N030102E.ai

HART 适配器

2

1

图	N-3-2	 包括	HART	适配器设备在内的ISA100（网关）（所有设备）的详细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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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SA100 设备识别如下。

1. 在“网段查看器”的树形菜单上，选择“ISA100（网关）”。（图中的“1. 选择”。）

2. 按下“2. 更新”。需要选择要进行更新的设备。 
也可以通过按下 F5 键或者菜单中的“更新”执行更新。

	 选择要更新的设备
请参考N-2-4.

选中目标 HART 设备的HART 适配器对应的复选框，更新，然后显示型号信息。

图中显示，在设备位号为 HART_AD_1, HART_AD_2, HART_AD_3 和 HART_AD_4 的 HART 适
配器下，HART 设备被选中。

N030103E.ai

 

图	N-3-3	 包括	HART	适配器设备在内的	ISA100（网关）的详细视图（仅	HART	适配器）

提示
通过 HART 适配器的 HART 设备地址须为“0”才能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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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何数量的 HART 适配器标示“型号”时，“网段查看器”的树形菜单中的 HART（适配
器）将被启用。

HART 适配器对应的型号为OWA_HART和FN310_HART。

 

N030104E.ai

禁用

启用

图	N-3-4	 在树形菜单中启用/禁用	HART（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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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T	适配器显示的初始状态
单击树形菜单上的 HART（适配器），更新，然后 HART 适配器的设备位号将显示在列表中。

N030105E.ai

 

图	N-3-5	 HART	（适配器）显示的初始状态

通过参考路由设备（HART 适配器的设备位号），选中与要显示的 HART 设备相关的复选框，
然后更新。

图中显示， HART_AD_1 和 HART_AD_2 下的 HART 设备被选中。

N030106E.ai

图	N-3-6	 在	HART（适配器）显示中显示	HART	设备



	 	 <N		ISA100	设备配置> N-22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显示样式和清除显示内容

请参考	N-2-4。

显示参数的顺序。

表	N-3-2	 参数的默认顺序

HART	(网关)

更新目标状态

更新状态图标

设备位号

▼ (操作)

设备状态

设备ID（EUI-64）

供应商

型号

设备版本

通讯状态

网络ID

电源状态

设备角色

地址

路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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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	Modbus	适配器
N-3-2-1	 配置示例

Yokogawa FN310 现场无线多协议模块（Modbus 适配器）连接Modbus设备，并通过现场无
线网关执行 ISA100 无线通讯。

N030201E.ai

FieldMate

LAN

现场无线网关

Modbus 适配器

ISA100
Modbus

设备

图	N-3-7	 Modbus	适配器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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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2	 Modbus	设备识别
当 FieldMate 通过 Modbus 适配器与网关进行通讯时，Modbus 适配器和 Modbus 设备会显
示在“网段查看器”中。

表 N-3-3 为 Modbus 设备的网段查看器中的显示项目。

表	N-3-3	 网段查看器中的显示项目

项目 内容
更新目标 选中项目为要进行更新或自动更新的目标
更新状态图标 “更新中”、“已更新”或“更新失败”
地址 Modbus 设备的地址
设备位号 显示设备图标和设备位号。
操作按钮 提供可以在设备上执行的功能的菜单。
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型号 设备型号
设备版本*1 设备版本
路由设备 Modbus 适配器所路由的设备的位号名称

参数的默认顺序显示如上。

如果已记录参数，从“查看”菜单中选择“初始化当前视图栏”，即可将这些参数恢复到默认
顺序。

获取设备的基本信息后立即显示的显示内容如下图所示。

N030202E.ai

Modbus 适配器

2

1

图	N-3-8	 基本信息

ISA100 设备识别如下。

1. 在“网段查看器”的树形菜单中，选择“ISA100（网关）”。（图 1. 选择）

2. 按下“更新”。

 （图 2. 更新）需要选择要更新的设备。

 也可以通过按下 F5 键或“查看”菜单中的 [更新] 执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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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要更新的设备
请参考 N-2-4。

选中目标 Modbus 设备的 Modbus 适配器对应的复选框，更新，然后显示型号信息。

图N-3-9 显示，在设备位号为 MODBUS_AD_1, MODBUS_AD_2, MODBUS_AD_3 和 
MODBUS_AD_4 的 Modbus 适配器下，Modbus 设备被选中。

N030203E.ai

 

图	N-3-9	 Modbus	适配器的型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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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何数量的 Modbus 适配器标示“型号”时，“网段查看器”的树形菜单中的 Modbus（适
配器）将被启用。 

 

N030204E.ai

禁用

启用

图	N-3-10	 启用/禁用树形菜单中的	Modbus（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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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bus	设备信息显示
单击树形菜单中的 Modbus（适配器），更新，Modbus 适配器的设备位号将显示在列表中。

N030205E.ai

 

图	N-3-11	 Modbus	（适配器）显示的初始状态

通过参考路由设备（Modbus 适配器的设备位号名称），选中与要显示的 Modbus 设备相关的
任何复选框，更新。

图 N-3-12 显示，MODBUS_AD_1 和 MODBUS_AD_2 下的 Modbus 设备被选中。

N030206E.ai

图	N-3-12	 Modbus	（适配器）显示区中显示	Modbus	设备



	 	 <N		ISA100	设备配置> N-28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N-4	 红外通讯

N-4-1	系统要求

	 红外适配器
此软件需要使用以下红外适配器。此配件需要另外购买。

表	N-4-1	 需要使用的红外串行适配器

供应商名称 ACTiSYS
型号名称 IR224UN
型号编号 ACT-IR224UN-LN96-LE
波特率 9600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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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	连接示例
与设备进行通讯时，需要将红外适配器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端口，并移动红外适配器和
无线设备的红外接收部分，一起关闭，面对面。对于	Yokogawa	无线设备，将红外适配器面对
设备的	LCD	显示窗口。

红外适配器与无线设备之间的通讯范围须在下表所示的距离范围内。

N040201E.ai

Infrared Adapter

Less than 30cm

图	N-4-1

表		N-4-2	 建议的通讯距离

项目 通讯距离
推荐的距离 20 cm 或以下
最大距离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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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3	操作程序
配置	ISA100	和设置的整体流程显示如下。

N040301E.ai

ISA100 设备文件的安装

红外适配器驱动程序的安装

红外接口的配置

ISA100 设备识别

DTM Works 
启动

设备维护信息

安装

操作

请参考附录 N-4-5

配置

请参考附录 N-4-6

请参考附录 N-4-4

请参考 N-5

图	N-4-2

请参考第 J 部分添加/删除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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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	红外适配器	(ACTiSYS	IR224UN)
N-4-4-1	 驱动程序安装

有关红外适配器驱动程序的安装，请参考 ACTiSYS 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N-4-4-2	 	设备检查
将红外适配器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端口。如果个人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识别到红外适配
器，则说明适配器已安装。

若要显示设备管理器，单击 Windows 的“控制面板”，然后“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
和“设备管理器”。

记下分配到红外适配器的 COM 端口的编号。以下示例使用了 COM 5。

N040401E.ai

图	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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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5	红外适配器的设置
FieldMate	通过与	USB	接口红外通讯采集	ISA100	设备信息。

从“登录”、通讯设置	→	ISA100（红外）中打开窗口，或者从“网段查看器”的顶部菜单中
打开此窗口。选择“工具”	→	ISA100（红外）接口配置，然后在以下窗口中设置	COM	端
口。

N040501E.ai

图	N-4-4

选择“Prolific USB-toSerialCommPort（多 USB 转串行通讯端口）”，然后按下“确定”。

当连接红外适配器，并打开上述窗口后，会自动选择“Prolific USB-toSerialCommPort（多 
USB 转串行通讯端口）”。



	 	 <N		ISA100	设备配置> N-33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N-4-6	ISA100	设备识别
ISA100	设备和相关信息显示在“网段查看器”上。

N040601E.ai

3. 更新

1. 选择

图	N-4-5	 显示已识别设备的网段查看器

ISA100 设备识别程序如下。

1. 在“网段查看器”树形菜单上，选择“ISA100（红外）”。

2. 将红外适配器移到设备旁边。

3. 按下“更新”。

通讯期间，不会从正在通讯的设备中断开红外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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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网段查看器 
如果 ISA100 设备处于“深度睡眠”模式，首次访问设备时可能碰到通讯异常。请再次
在“网段查看器”中进行更新，并初始化通讯。 

2. 红外通讯 
只将红外适配器移到所访问的 ISA100 设备旁边。建议不要将其他无线设备移到当前访问
的设备（如有）旁边。

3. 设备状态显示 
Yokogawa 的 ISA100 设备的功能块默认可能使用 O/S 模式。即便设备处于健康状态，网
段查看器中也可能显示灰色图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各个设备的 IM。

与设备的通讯成功完成，并显示以下信息。

N040602E.ai

设备位号

设备信息

双击“设备”图标启动 DTM
Works 窗口

状态
显示设备的自诊断结果

图	N-4-6	 显示的设备信息的示例

下表为显示画面上的信息。

表	N-4-3

项目 含义
设备图标 设备表示图标
设备位号 设备位号
设备状态 设备操作状态

设备信息

厂家ID 设备厂家和ID
设备类型 设备类型名称
设备版本 设备版本
设备ID(EUI-64) 用于识别设备的64位地址
网络ID 用于识别网络的ID
电池寿命 电池剩余电量
加入状态 设备和网关的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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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为设备状态的颜色。

表	N-4-4

颜色 设备操作状态
绿色 正常。
黄色 警告。操作可以继续。（配置异常）
红色 异常，需要检查。
灰色 其他，通讯异常。
白色 图标设备关闭。

电池寿命具有以下四个状态，且具有剩余电池电量指示器。如果电池电力不足，则无法建立红
外通讯，且无法访问设备信息。

表	N-4-5

显示 含义
75%或以上 75到100%电池剩余电量
25%～ 75% 25%～75%电池剩余电量
25% 或以下 0～25%电池剩余电量
“接线” 通过外部电源供电

电池剩余电量低于 75 % 时，“设备状态”显示变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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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状态
加入状态有三种类型。

表	N-4-6	 加入状态	

显示 加入状态
空闲 设备未连接到网关。
加入 设备连接到网关。
- 未能获取加入状态。

提示
只有 Yokogawa 设备可以获取加入状态。其他厂家的设备无法获取该状态。因此，它会始终显示为“-”。

	 配置功能

	 配置设置

以下配置方法可用。

表	N-4-7	 配置设置

配置类型 描述
使用配置信息文件。 使用配置信息，允许设备加入网关。
不使用配置信息文件。 允许设备不使用配置信息的情况下加入网关。

* 此功能仅对可以不使用配置信息文件即可加入设备的 
YFGW410 有效。

从菜单中选择“工具”→“选项”→ ISA100 配置设置。显示以下对话框。

可以使用“配置设置”对话框更改配置方法。

N040603E.ai

图	N-4-7	 配置设置对话框

“不使用配置信息文件”复选框。

不选择此复选框→使用配置信息，以允许设备加入网关。

选择此复选框→允许设备不使用配置信息的情况下加入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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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设置配置信息

在操作面板上选择“配置”，显示以下对话框。

输入合适的设备位号和网络 ID，按下“确定”按钮执行配置。

N040604E.ai

图	N-4-8	 配置对话框

如果选择了“不使用配置信息文件”选项，将显示以下对话框和“不使用配置信息文件”。.

N040605E.ai

图	N-4-9	 配置设置对话框（YPIFFile	不使用）

●	设备位号的设置原则

设备位号须遵循以下原则，具体可以在现场无线设备中进行设置。

- 最多可达 16 个字符

- 大写字母、数字、连字号和下划线（所有均为单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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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ID	的设置原则

网络 ID 指的是识别无线网络的 ID。可以使用 2 ～ 65535 之间的十进制数。网络 ID 和 YFGW 

一样的现场无线设备将连接到对应的 YFGW。网络 ID 的分配取决于用户的系统设计。

 按下“确认”按键后的显示内容

正在配置时，显示内容的变化如下。进度条达 100% 时，表示配置完成。

N040606E.ai

图	N-4-10	 配置正在进行

提示
配置要求建立与设备的通讯。执行配置时，将红外端口和接收端口一起置于红外适配器附近。

如果设备的“加入状态”为“加入”时无法执行配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执行配置前，执行 [初始化配置]。

 配置完成时的显示内容

配置完成后，显示以下信息对话框，表示配置信息已设置成功。

N040607E.ai

图	N-4-11	 配置完成

提示
如果想在配置完成后检查最新的设备状态，请更新“网段查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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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配置信息

选择主窗口的 [文件] 菜单，然后 [导出配置信息] 导出配置数据。

导出现场无线配置器的配置数据。

选择 [导出配置数据] 可显示窗口，如图附录-H-13 所示。选择配置数据的保存位置，输入文件
名称。使用同一个文件名称保存配置数据时，可将配置数据加入现有文件，因此，最后保存的
配置数据会保留，不会被覆盖。

A. 相同设备的配置信息将被覆盖。

B. 最新添加的设备的配置信息将另外插入。

C. A 和 B 以外的配置信息保持不变。

默认值如下：

保存文件夹： FieldMate 安装驱动盘： \FM\Export\PD

文件名称：个人计算机名称_FieldMate 用户名称.ypif

N040608E.ai

图	N-4-12	 图导出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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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配置

从右键单击菜单或者“操作”菜单中选择 [清除配置信息]。显示以下对话框。按下“确定”，执
行 [初始化配置]。

N040609E.ai

图	N-4-13	 配置的初始化

提示
执行 [初始化配置] 时，设备的网络信息将被初始化。为此，加入无线网络的设备将不会再加入无线网络，且通
讯会断开连接。

 可以执行配置初始化的用户

下列为可以执行配置初始化的用户。

表	N-4-8	 可执行配置初始化的用户

用户 配置的初始化

Administrator（管理员） 

DefaultUser（默认用户） N/A（不适用）

上述以外的用户 

默认用户不允许执行配置的初始化。

 按下“确认”按钮后的显示内容

配置初始化正在进行时，显示内容的变化如下。

N040610E.ai

图	N-4-14	 配置初始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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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初始化完成时的显示内容

配置初始化完成后，会显示以下信息对话框，表示已成功执行配置的初始化。

N040611E.ai

图	N-4-15	 配置初始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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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	 DTM	启动
启动设备	DTM

在“网段查看器”上，右键单击，并选择以下内容

•	 分配的	DTM
•	 选择	DTM

提示
有关 DTM Works 的功能和操作，请参考 E-3-2。

N-5-1	在线启动
若要启动 DTM，在“网段查看器”中选择相关设备，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其 DTM 或者右键
单击该菜单。

通讯路径为在左侧窗格上选择的路径：ISA100（红外）、ISA100（网关）或者 HART（适配
器）或者 Modbus（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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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	离线启动
若要启动 DTM，在“网段查看器”中选择相关设备，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其 DTM 或者右键
单击该菜单。

	 选择通讯路径
从“设备导航”启动 DTM 时，会显示 DTM 离线窗口。然后连接并切换至 DTM 在线窗口，然
后将选择通讯路径。

	 启动

从“工具”→选项→设备维护信息中选择 DTM 启动路径。

N050201E.ai

1

2

图	N-5-1	 在选项对话框中设置通讯路径检查

1. 在“设备导航”中选择 ISA100 设备，且 DTM 启动后，选择 DTM 所连接的通讯路径。

 默认为红外。

2. 在“设备导航”中选择 ISA100 设备，且 DTM 启动后，选择 DTM 所连接的通讯路径。

 仅通过 HART 适配器注册的设备维护信息有效。

 默认为“网关”。

 如果此设置与设备维护信息中的通讯路径不同，连接时会发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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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的	DTM
在 DTM Works 中，启动在 DTM 目录中分配的 DTM。

可以通过以下任何其中一个方式访问 [分配的 DTM]。

 在“网段查看器”或者“设备导航”中，右键单击所需的 ISA100 设备，并选择 [分配的 
DTM]。

 打开 [操作] 菜单并选择 [分配 DTM]，同时在“网段查看器”或者“设备导航”中选择所需
的 ISA100 设备。

 在“网段查看器”中，双击所需的 ISA100 设备对应的设备图标。（仅当在 [选项] 设置中
分配 [分配的 DTM] 时）。

	 选择	DTM
选择 DTM 并启动 DTM Works.

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访问 [选择 DTM]。

 在“网段查看器”或者“设备导航”中，右键单击所需的 ISA100 设备，并选择 [选择 
DTM]。

 打开 [操作] 菜单并选择 [选择 DTM]，同时在“网段查看器”或者“设备导航”中选择所需
的 ISA100 设备。

 在“网段查看器”中，双击所需的 ISA100 设备对应的设备图标。（仅当在 [选项] 设置中
分配 [选择 DTM] 时）。

	 设备	DTM	显示

N050202E.ai

图	N-5-2	 ISA100	设备	DTM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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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100	设备参数的变更
在多数情况下，更改参数的值要求将所访问的 ISA100 设备的功能块的模块模式设置为 O/S 模
式（不工作模式）。

DTM 提供自动“模块模式”更改功能，具体如下。

更改参数值时功能块设为 O/S 模式。

完成值更改时恢复功能块。

下载期间，功能块设为 O/S 模式。

默认情况下，以上功能不可用。按下 DTM 中的“选项”按钮，打开选项窗口，选择“下载时切
换到 O/S 模式”中的“ISA100”，然后按下“确认”按钮。

N050203E.ai

图	N-5-3	(示例)

表	N-5-1

项目 对象 描述 默认值

下载时切换到 
O/S 模式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自动下载到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时功能块的模块
模式切换到 O/S。
不适用于 ISA100、HART 设备 DTM。

开

ISA100 自动下载到 ISA100 设备时功能块的模块模式切换到 O/S。
不适用于FOUNDATION现场总线、HART设备DTM。 关

更新循环

动态变量 指定 DTM 中的动态变量的更新循环。可选范围 5～120 
秒。 30 秒

静态变量 指定 DTM 中的静态变量的更新循环，可选范围 60～120 
秒。 60 秒

图像 指定 DTM 中图像的更新循环。即位图，可选范围 60～120 
秒。 60 秒

	 将访问重新定向到另一个	ISA100	设备。
关闭当前的 DTM Works，并在“网段查看器”中进行更新，重新启动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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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获取设备序列号
获取	Yokogawa	现场设备的设备序列号，并保存在设备维护信息中。设备序列号和其他信息可
以导出到外部文件中。

刷新“网段查看器”时获取设备序列号。

O-1	 设备
通讯协议： HART

适用设备:	 差压传感器	EJX	系列

	 EJX-A	HART5,	EJX-A	HART7,	EJX9qq	HART5,	EJX9qq	HART7

	 差压传感器	EJA	系列

	 EJA-A/EJA	HART5,	EJA-E	HART5,	EJA-E	HART7
(备注):	设备须连接到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才能获取设备序列号。
	 须在数据库中注册设备。

O-2	 设备维护信息
设备序列号保存在设备维护信息的基本信息中。

设备序列号为不可写入参数。

O020001E.ai

图	O-2-1	 设备维护信息中的设备序列号



	 	 <O		获取设备序列号> O-2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O-3	 导出
设备维护信息中的设备序列号可以导出到外部文件中。

	 启动

设备导航→文件→导出序列号….

O030001E.ai

图	O-3-1	 序列号导出

	 导出数据到文件

O030002E.ai

图	0-3-2		 导出数据到文件

默认目标文件夹：	˜/FM/Export/Product

默认文件名：	ProductData_协议_日期.txt

	 示例：	 如果文件通过	HART	协议在	2012	年	3	月	15	日导出，	 
	 	 则文件名称为：	ProductData_HART_120315.txt

文件格式：制表符分隔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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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输出的参数如下。

序列号：设备序列号

设备位号：设备位号

设备	ID：设备	ID

设备版本：设备版本

代码：设备型号和设备后缀代码

如果设备没有“型号”和“后缀代码”，要输出型号名称。

以下为通过	Microsoft	Excel	打开的文件示例。

表	F-7-1		 Microsoft	Excel	显示的文件的示例

 序列号 设备位号 设备 ID 设备版本 代码
91K915213 TAG_00 375112CC13 10 EJX110J-JHA0C-810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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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ART	设备位号显示模式
P-1	 概述

此功能用于	HART	设备位号。

在	HART	设备的设备参数中，位号、描述符、信息和长位号（HART6	或	7	设备）组合在一
起，然后用作	FieldMate	中的扩展设备位号。

以下内容为	FieldMate	中的设备位号显示模式的定义。

表	P-1-1	

模式 在	FieldMate	中的定义

HART设备位号 位号 设备位号

位号+描述符

扩展设备位号
描述符

信息

长位号

这些位号与实际设备的位号不同，但是 FieldMate 中支持的逻辑位号。

对于 HART 设备，设备位号只有 8 个字符，但是可能不足以直观地表示装置中的多个设备。通
过扩展设备位号，用户管理设备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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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设备位号的规范
设备位号基于实际设备的设备参数信息，具体请参考以下论述。这些设备位号在	FieldMate	中
用于评估实际设备和管理设备维护信息。

	 设备位号扩展模式
在此模式中，扩展设备位号用于通过 FieldMate 管理设备。

• 位号（新物理设备位号）

• 描述符（新 HART 描述符）

• 信息（新 HART 信息）

• 长位号（新 HART 长位号）：仅 HART 7 或 7

	 扩展设备位号中字符的数量
位号 

8 个字符的位号

位号 + 描述符模式

8 个字符的位号 + 16 个字符的描述符

描述符模式

16 个字符的描述符

信息模式

32 个字符的信息

长位号（仅 HART 6 或 7）

32 个字符的位号

*: 不能在位号和描述符之间插入诸如制表符、逗号和空间等分隔符。



	 	 <P		HART	设备位号显示模式> P-3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P-3	 设置或更改设备位号模式
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设置或更改	HART	设备位号模式。

	 调用

开始→所有程序 → YOKOGAWA FieldMate → 工具 → FieldMate 设置→ 设备位号模式选项卡 
→ FieldMate 设置工具

提示
出于用户账号控制，会显示一个确认窗口。

P030001E.ai

图	P-3-1	 用户账号控制

单击“确认”。

定义 FieldMate 的用户管理时，会显示以下登录对话框。登录后，会显示“FieldMate 设置工
具”窗口。

如果 FieldMate 已在运行，FieldMate 设置工具不会启动。

P030002E.ai

图	P-3-2		 登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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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03E.ai

图	P-3-3	 FieldMate	已在运行时显示的信息

	 设置

按照如下方法设置或更改设备位号模式。

P030004E.ai

 

此选择适用于所有 HART 5、
6、7 设备。

选中此复选框，将长位号应用
于 HART 6 和 7 设备。
此操作会覆盖上述选中的扩展
设备位号。
这不适用于 HART5 设备。

图	P-3-4	 设备位号模式

选择“设备位号模式”。

单击“确认”显示确认对话框。

P030005E.ai

图		P-3-5	 FieldMate	设置工具确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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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设备位号分配
在网段查看器中更改	HART	设备的设备位号。

P040001E.ai

扩展位号/地址分配
物理设备位号或
HART 描述符或
HART 信息
长位号
 设置

确认窗口

图	P-4-1	 操作流程

在“网段查看器”上选择设备。

 → 操作→位号/地址分配

 →右键单击–>位号/地址分配

显示位号/地址分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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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	 位号模式

P040101E.ai

图	P-4-2	 位号/地址分配；位号模式

• 位号

 显示当前设备位号。可以更改。

• 地址

 显示当前轮询地址。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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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	 位号	+	描述符模式

P040201E.ai

图	P-4-3	 位号/地址分配；位号	+	描述符模式

• 设备位号

 显示当前设备位号。

 显示物理设备位号和 HART 描述符的参数（字符串）组合的字符串。无法输入数据。

• 物理设备位号

 显示位号的当前参数。可以更改。

 此更改会反映在设备位号中。

• HART 描述符

 显示描述符的当前参数。可以更改。

 此更改会反映在设备位号中。

• HART 信息

 无法更改。

• 长位号

 无法更改。

• 地址

 显示当前轮询地址。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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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	 描述符模式

P040301E.ai

图	P-4-4	 位号/地址分配；描述符模式e

• 设备位号

 显示当前设备位号。

 此更改会反映在 HART 描述符中。无法输入数据。

• 物理设备位号

 无法更改。

• HART 描述符

 显示描述符的当前参数。可以更改。

 此更改会反映在设备位号中。

• HART 信息

 无法更改。

• 长位号

 无法更改。

• 地址s

 显示当前轮询地址。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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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	 信息模式

P040401E.ai

图	P-4-5	 位号/地址分配；信息模式

• 设备位号

 显示当前设备位号。

 此更改会反映在 HART 描述符中。但无法直接输入数据。

• 物理设备位号

 无法更改。

• HART 描述符

 无法更改。

• HART 信息

 显示信息的当前参数。可以更改。

 此更改会反映在设备位号中。.

• 长位号

 无法更改。

• 地址

 显示当前轮询地址。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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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长位号模式

P040501E.ai

图	P-4-6	 位号/地址分配；长位号模式

• 设备位号

 显示当前设备位号。

 此更改会反映在长位号中。但无法直接在此输入数据。

• 物理设备位号

 无法更改。

• HART 描述符

 无法更改。

• HART 信息

 无法更改。

• 长位号

 显示当前长位号的参数，且可以更改。

 更改体现在设备标签里头

• 地址

 显示当前轮询地址。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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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每个窗口上的设备位号显示模式
每个窗口中的设备位号显示。

包括扩展设备位号和设备位号在内的设备位号显示在以下位置。

表	P-5-1	

扩展位号
网段查看器 网段查看器中的位号名称。

位号/地址分配的对话框窗口。
设备导航 设备导航中的设备位号栏。

设备维护信息中的设备位号栏。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中的设备位号栏
参数管理器 标题栏上的设备位号

数据源上的显示区域
DTMWorks 标题栏上的设备位号
设备查看器 标题栏上的设备位号

窗口顶部上的显示区域

	 网段查看器

P050001E.ai

显示 HART 设备位号

图	P-5-1	 网段查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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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记录

P050002E.ai

显示 HART 设备位号

图	P-5-2	 操作日志

	 设备导航

P050003E.ai

显示 HART 设备位号

图	P-5-3	 设备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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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查看器

P050004E.ai

显示 HART 设备位号

图	P-5-4	 设备查看器

	 DTM	Works

P050005E.ai

显示扩展设备位号

图	P-5-5	 DTM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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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管理器

P050006E.ai

显示 HART 设备位号

图	P-5-6	 参数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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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FDT	项目
网段查看器（内置连接）支持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BRAIN	和	ISA100	直连的
通讯路径。

如果想建立网段查看器（内置连接）中支持的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BRAIN	和
ISA100	直连以外的通讯路径，可以使用	FDT	项目（用户定义连接）。

如果想使用网段查看器（内置连接）中不支持的通讯协议，也可以使用	FDT	项目（用户定义连
接）。

如果想使用	FDT	项目（用户定义连接）创建通讯路径，并注册设备，须根据需要单独获取并安
装	Comm	DTM、网关	DTM、设备	DTM	和通讯接口卡。

FDT	项目由	Comm	DTM、网关	DTM	和	DTM	Works	中定义的设备	DTM以及每个	DTM	的
DTM	数据集的网络拓扑结构组成。

以下内容简要介绍了使用	FDT	项目的程序。

1.	 在装有	FieldMate	的个人计算机上安装	Comm	DTM、网关	DTM、设备	DTM	和通讯接
口卡。

2.	 在	DTM	设置中更新	DTM	目录。*

3.	 选择“工具”-	FDT	项目。通过选择新	FDT	项目启动	DTM	Works。

4.	 从已安装的	Comm	DTM、网关	DTM	和设备	DTM	列表中选择并分配	Comm	DTM	和网
关	DTM。

5.	 配置	Comm	DTM	和网关	DTM，创建通讯路径。

6.	 选择设备	DTM，并分配设备。

	 （分配设备时创建的通讯路径就是	FDT	项目名称。）

7.	 选择设备，启动	DTM	Works，设置并调整设备。

8.	 保存	FDT	项目，并设置	FDT	项目名称。

*:  添加或删除 Comm DTM、网关 DTM 或设备 DTM 时，需要更新 DTM 目录进行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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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FDT	项目规范
FDT 项目由 Comm DTM、网关 DTM 和 DTM Works 中定义的设备 DTM以及每个 DTM 的
DTM 数据集的网络拓扑结构组成。

Q010001E.ai

FDT 项目 - A 

DTM 拓扑结构数据

commDTM-1

gwDTM-1

devDTM-2commDTM-2

gwDTM-2

devDTM-3

devDTM-4

devDTM-1

显示单个 FDT 项目。数据可以保
存、复制、导出、导入和删除。

网络拓扑结构中的信息存储为 
DTM 拓扑结构数据。

存储每个 DTM 的配
置数据。

FDT 拓扑结构
分配 Comm DTM、网关 DTM 和设备 DTM，创建网络拓扑结构
（设备配置）。可以分配多个 Comm DTM、网关 DTM 和设备 
DTM

图	Q-1-1	 FDT	项目的概述

	 最大规范
FDT 项目最多数量： 30

单个 FDT 项目中 DTM 定义的最多数量（*）： 100
*: 设备、Comm 和网关 DTM 的总数

DTM Works 的最多启动次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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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FDT	项目

Q010002E.ai

图	Q-1-2	 FDT	项目

 创建新	FDT	项目

可以使用新 FDT 项目创建新 FDT 项目。

	 删除	FDT	项目

使用“删除 FDT 项目”选择和删除 FDT 项目。会显示“是否想删除 FDT 项目”对话框。 

 复制	FDT	项目

可以使用“复制 FDT”项目选择和复制 FDT 项目。须为 FDT 项目指定一个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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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T	项目的导出和导入

可以使用“导出 FDT 项目”，选择 FDT 项目，将其导出到外部文件中。

导入/导出 FDT 项目的默认文件夹和文件名称/位置为“$（FieldMate 安装文件夹）导出”。

使用“导出 FDT 项目”后的默认文件名称为“FDT 项目名称.fmpjt。”

同时，也可以使用“导入 FDT 项目”导入此文件。如果 FieldMate 内存在名称相同的文件，则
导入会被中断，并显示一条错误信息。

提示
DTM Works 正在运行时，FDT 项目无法创建、删除、复制、导出和导入。

可以通过右键单击 FDT 项目或拓扑结构的名称 →更改名称，打开 FDT 项目进行重命名。

通过 DTM Works，用户一次只能打开一个 FDT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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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和扫描设备
在 UDC 模式下，可以更新和扫描当前连接到 FieldMate 的设备。更新和扫描当前设备时，操作
的状态和进度会显示在 FieldMate 的状态栏中。

	 保存数据
• 包括 Comm DTM 和网关 DTM 的网络拓扑结构在内的所有定义数据均可以保存为 FDT 项

目，并以 FDT 项目的形式进行加载。

• 可以从外部文件导出所选设备 DTM 的配置数据，也可以将所选设备 DTM 的配置数据导入
到外部文件。

FDT 项目 - A 

DTM 拓扑结构数据

commDTM-1

gwDTM-1

devDTM-2commDTM-2

gwDTM-2

devDTM-3

devDTM-4

devDTM-1

Q010003E.ai

图	Q-1-3

从“文件”中选择“保存项目”时，会显示以下窗口。

Q010004E.ai

图	Q-1-4	 保存	FDT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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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FDT	项目操作

Q020001E.ai

显示 FDT 拓扑
结构窗口

显示模式（UDC） 在 MDI 模式下显示 DTM 窗口

图	Q-2-1	 DTM	Works	(UDC	模式)

	 启动
可以使用“新建”或“打开”选项启动 DTM Works。

	 事件查看器
“事件查看器”显示操作日志和DTM Works 处理的系统活动。可以使用此信息进行审核操作。

Q020002E.ai

右键单击错误，选择清除、复制或
导出错误的记录。

图	Q-2-2	 事件查看器



	 	 <Q		FDT	项目> Q-7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错误日志
错误日志显示操作期间发生错误的日志以及 DTM Works 处理的系统活动。可以使用此信息进
行维护操作。

Q020003E.ai

右键单击错误，选择清除、复制或
导出错误的记录。

图	Q-2-3	 错误日志

	 FDT	项目窗口

Q020004E.ai

右键单击 FDT 项目，选择添加设备，然后分
配 Comm DTM 和网关 DTM。也可以连接到
设备，配置 DTM 设置等。

右键单击 Comm DTM 或网
关 DTM，分配设备 DTM。
也可以连接到设备，配置 
DTM 设置等。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通讯、网关和设备，然后进
行分配。

图	Q-2-4	 创建网络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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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T	项目菜单

表	Q-2-1	

菜单 描述

文件 从数据库中加载*1 从数据库中加载 DTM 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1 将 DTM 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

从文件中加载 从外部文件中加载 DTM 数据。

保存到文件 将 DTM 数据保存到外部文件中。

保存项目 保存 FDT 项目。

退出 退出DTMWorks。

查看 FDT拓扑结构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 FDT 拓扑结构窗格。

DTM目录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 DTM 目录窗口。

工具栏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工具栏。

状态栏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状态栏。

事件查看器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事件查看器窗口。

错误日志 选择是否显示或隐藏“错误日志”窗口。

拓扑结构 添加 添加commDTM、网关DTM或设备DTM。

删除 删除commDTM、网关DTM或设备DTM。

重命名 重命名commDTM、网关DTM或设备DTM。

设置地址 设置设备的地址。

扫描和建立 扫描所有连接的设备，并建立 FDT 拓扑结构。

设备 连接 连接到设备。

断开 从设备断开连接。

上传 从设备中上传参数。只有当连接建立时此命令才启用。

下载 将参数下载到设备。只有当连接建立时此命令才启用。

配置 显示设备的配置。

文档 打开 DTM 的帮助文件。

离线参数 显示离线参数。

在线参数 显示在线参数。

通讯协议和设备型号不同，参数不同。

附加功能 显示设备可用的其他功能。

通讯协议和设备型号不同，功能不同。

报告 显示可以生成的报告。

通讯协议和设备型号不同，报告选项不同。

属性 显示设备 DTM 信息。

工具 选项 显示“选项”窗口。

窗口 关闭 关闭对应的活动窗口。

全部关闭 关闭所有窗口。

帮助 关于 显示DTMWorks相关的信息。

*1 : 请参考 F-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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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	FDT	拓扑结构中的	DTM	菜单

Q020005E.ai

每个 DTM 上的
右键单击菜单

图	Q-2-5	

表	Q-2-2	

FDT	项目 Comm	DTM 网关	DTM 设备	DTM
添加 附录

附录 附录
不适用

移除 不适用
附录

重命名 附录
设置地址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扫描和建立

附录

附录

连接/断开
附录上传

下载
配置 不适用
附加功能

附录
离线参数

不适用
在线参数
诊断
观察
文档

附录
不适用 不适用

报告
附录 附录

属性

备注： 根据所选的 DTM，可用的DTM 功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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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	目录
在此窗口上，用户可以分配通讯路径（对于 Comm 和网关 DTM）和设备 DTM。

Q020006E.ai

除了设备菜单选项以外，可以从通过右键单击某个选中项目
显示的菜单中执行以下菜单选项。

添加设备：添加所选 DTM 下的 DTM
删除设备：删除所选 DTM 下的所有 DTM

执行“连接”菜单选项时，会连接所选 DTM 上的所有 DTM。
同时，执行“断开”时，所选 DTM 下的所有 DTM 会断开。

显示 FDT 拓扑结构。
连接时，会以粗体显示
每个 DTM。

除了计算机上安装的所有 DTM，此部分
显示了满足左侧视图所述条件的 DTM 列
表。

更新和刷新 DTM 目录

显示产品供应商、协
议和类型类别

图	Q-2-6	 DTM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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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和建立功能
“扫描和建立”功能可用于扫描通讯、网关或现场设备。只有当连接通讯或网关 DTM 时才会启
用此功能。

在通讯设备或网关设备上运行扫描功能时，可扫描选中的通道，并显示直接连接到此通道的网
关设备和现场设备列表。可以选择向 FDT 项目添加新检测到的网关设备和现场设备。对于 FDT 
项目中已有的网关设备和现场设备，可以选择更新其信息。

一个 FDT 项目最多可以添加 100 个设备。

 扫描通讯或网关设备

根据以下步骤扫描通讯或网关设备：

1. 在 FDT 拓扑结构上，从 FDT 项目中，选择要扫描的通讯或网关设备。

2. 连接通讯或网关设备。

3. 右键单击选中的 DTM 并选择 [扫描和建立]。

Q020007E.ai

图	Q-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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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示所选通讯或网关设备的可用通道。

Q020008E.ai

图	Q-2-8

5. 选择要扫描的首选设备通讯，然后按下 [扫描]。

Q020009E.ai

图	Q-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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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TM Works 开始扫描选中的设备通道。

Q020010E.ai

图	Q-2-10

用户可随时单击 [取消] 按钮取消扫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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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扫描过程完成后，会显示扫描结果。

 备注：须至少有一个设备连接到 FieldMate，才会显示扫描结果。显示以下窗口，显示可
以选择进行建立的可用设备。

Q020011E.ai

设备
通道

设备

图	Q-2-11

8. 选择要建立的设备。

Q020012E.ai

选择要构建
的设备

图	Q-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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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DTM 目录部分，选择对应的 DTM。

 选择 DTM 时，可以查看支持的建议网关或设备 DTM。

Q020013E.ai

选择要构建
的设备

选择相应的
DTM

图	Q-2-13

也可以通过选择 [所有 DTM] 查看其它支持的网关或设备 DTM。

Q020014E.ai

选择要构建
的设备

选择相应的
DTM

图	Q-2-14

针对所有要建立的设备，重复步骤 8 和步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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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 [建立]。

Q020015E.ai

Click Build.

图	Q-2-15

11. 向 FDT 项目添加设备。

Q020016E.ai

图	Q-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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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T	拓扑结构

Q020017E.ai

显示 FDT 拓扑结构。连接时，每个 DTM 会粗体显示。

(COM1)          HART 通讯 

显示 COM 端口、端口号、
地址等。

显示 DTM 
名称。

每个项目显示如下。

除了设备菜单选项以外，可以从通过右键单击某个选中项目显示
的菜单中执行以下菜单选项。

添加设备：添加所选 DTM 下的 DTM
删除设备：删除所选 DTM 下的所有 DTM

执行“连接”菜单选项时，会连接所选 DTM 上的所有 DTM。同时，
执行“断开”时，所选 DTM 下的所有 DTM 会断开。

显示图标。
项目注册到数据库中时，下方会增加一个“手型”
标记。（请参考 F-5-2-2）

图	Q-2-17	 FDT	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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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添加和删除设备文件
使用	FieldMate	安装	Yokogawa	的	DD	和选定的设备	DTM。其他厂家的选定	DD/DTM也可
以安装。在下列情况中，需要启动“设备文件设置”或者使用“设备文件媒体”，单独安装其
他	DD	和	DTM。	

表	R-0-1	

预期情况 要使用的媒体 DTM 设置的要求*

安装 FieldMate 后，需要安装 
Yokogawa 设备 DTM 或其他厂家的 
DD/DTM。

设备文件媒体 不要求

发布“设备文件媒体”后，添加 
Yokogawa 或其他厂家的 DD/DTM。

设备文件的媒体。 要求

* DTM 设置表示向该型号分配设备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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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文件的安装和设备图标的设置
以下内容介绍直接连接到网段查看器或设备导航上的	FieldMate	的	HART/FOUNDATION	现
场总线/PROFIBUS/ISA100	设备的附加	DD	的安装案例。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BRAIN/ISA100	设备图标也可以更改。

对于已交付的新	Yokogawa	产品或者	FieldMate	版本	R3.02	后已更新的	DD/DTM，需要单
独安装	DD	和	DTM。其他厂家的设备需要这么操作。

R-1-1	 DD	文件

	 启动
在网段查看器或设备导航中选择一个设备，从 DD 文件的安装中启动设置。会显示以下对话
框。 

R010101E.ai

显示“选择文件夹”对话框。
根据下一页的程序 1 和 2 进行操作。

显示一个对话框，提示“插入设备文件媒体”。
插入媒体和单击“确定”。设备文件安装程序在后台启动，并安装该
设备的 DD。

图	R-1-1	 D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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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选择文件夹”对话框中选择包含要安装的 DD 文件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按
钮。（获取要从 FieldMate Foundation 网址中下载的 DD 文件。）

R010102E.ai

图	R-1-2

如果要安装的文件在选定的文件夹中，转至步骤 2。

• 不得选择设备版本不同的文件作为安装目标。

• 如果选定的文件夹名称（设备类型）不同于要安装的设备类型，要确认核查。

 例如，选择的 DD 文件可能与目标设备类型不匹配。是否确定要继续此操作。

2. 检查“确认”对话框中的信息。

R010103E.ai

图	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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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2	 设备图标

	 启动
在“网段查看器”或“设备导航”中选择一个设备，通过从“操作”菜单中选择“设备图标设
置”启动设置。会显示以下对话框。

R010201E.ai

设备图标恢复默认值。

显示“选择文件夹”对话框。选择位图文件。选中的文件变成设
备型号的图标。

图	R-1-4	 设备图标

• 设备图标的文件大小小于 100 k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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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设备文件媒体
此安装程序用于设备文件的安装（DD、设备	DTM、设备图标、设备查看器定义文件和设备及	
DTM	分配文件）。这对于	FieldMate和要连接的设备不要求。

	 启动

备注

设备文件媒体不能用于未安装 FieldMate 的个人计算机上的安装。

将“设备文件媒体”插入媒体驱动盘。自动运行启动，并显示设备文件安装窗口。  

备注

如果插入媒体后自动运行不启动，双击以下文件。

设备文件媒体\PRMFMDeviceFiles.exe

提示
出于用户帐号控制，可以显示以下窗口。要求确认操作。

 (1) 自动播放

R020101E.ai

图	R-2-1

单击“运行FMPRMDeiceFiles.exe”，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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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户帐号控制

R020102E.ai

图	R-2-2

单击“继续”，继续操作。

	 窗口

R020103E.ai

*: Yokogawa 设备 DD、设备查看器定义文件、设备图标、Yokogawa 设备
 DTM 分配文件和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定义文件。

执行所有 Yokogawa 设备、DTM 库和以下项目
（8）静默安装(*)。

调用 Yokogawa HART 设备 DTM 库安装程序
。之后，执行以下项目（*）和 Yokogawa 内置 
DTM 的安装。

调用 Yokogawa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DTM 库安装程序。之后，执行以下项目（
*）和 Yokogawa 内置 DTM 的安装。

调用 Yokogawa PROFIBUS 设备 DTM 库安装
程序。之后，执行以下项目（*）的安装。

调用 Yokogawa BRAIN 设备 DTM 库安装程序。
之后，执行以下项目（*）的安装。

调用 Yokogawa ISA100 设备 DTM 库安装程序。
之后，执行以下项目（*）的安装。

调用 DD 文件的设备文件安装程序。

调用 HART 转换后的 DTM 的设备文件安装程
序。

图	R-2-3	 设备文件安装程序初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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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内容

	 Yokogawa	设备文件

	 全部安装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PROFIBUS 设
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Modbus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

• Yokogawa HART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Yokogawa 设备 DD 和设备查看器定义文
件。

• Yokogawa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Yokogawa 设备 DD 和
设备查看器定义文件。

• Yokogawa BRAIN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

• Yokogawa ISA100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

• Yokogawa 内置 DTM（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内置 DTM 和 HART 内置 DTM）。

• Yokogawa PROFIBUS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Yokogawa 设备 DD。

• Yokogawa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

	 安装	Yokogawa	HART	设备文件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PROFIBUS 设
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Modbus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

• Yokogawa HART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Yokogawa 设备 DD 和设备查看器定义文
件。

• Yokogawa 内置 DTM（HART 内置 DTM）。

	 安装	Yokogawa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文件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PROFIBUS 设
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Modbus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

• Yokogawa HART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Yokogawa 设备 DD 和设备查看器定义文
件。

• Yokogawa 内置 DTM（FOUNDATION 现场 H1 内置 DTM）。



	 	 <R		添加和删除设备文件> R-8

IM 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安装	Yokogawa	BRAIN	设备文件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PROFIBUS 设
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Modbus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

• Yokogawa BRAIN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

	 安装	Yokogawa	ISA100	设备文件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PROFIBUS 设
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Modbus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

• Yokogawa ISA100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

	 安装	Yokogawa	PROFIBUS	设备文件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PROFIBUS 设
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Modbus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

• Yokogawa PROFIBUS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Yokogawa 设备 DD。

	 安装	Yokogawa	设备文件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PROFIBUS 设
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Modbus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

• Yokogawa Modbus 设备 DTM 库和分配文件。

	 其他厂家的设备文件
• 通用文件 

HART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文件、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
名称文件、BRAIN 设备型号名称文件和 ISA100 设备供应商名称/型号名称。

• 其他厂家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DD.

• 其他厂家的内置 DTM（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内置 DTM、HART 内置 DTM 和 
ISA100 内置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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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全部安装

将执行 Yokogawa 设备文件自动安装。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PROFIBUS	设备文件

下一步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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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是否为每个设备安装 DTM 库。单击设备名称图标，显示以下菜单。
1. 将安装在本地硬盘上。
2. 整个功能将安装在本地硬盘上。
3. 整个功能将不可用。

默认情况下，选择 1。
选择 1 或 2 时，此设备 DTM 安装在本地硬盘中。 
选择 3 时，整个设备 DTM 变得不可用。
选择此选项时，设备 DTM 不安装。如果已安装设备 DTM，
则会卸载。

完成

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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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ogawa	DTM	库

以下路径不适用于 PROF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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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20104E.ai

复位，返回上一个条件。
磁盘利用率，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盘。

自定义

典型

图	R-2-4	 Yokogawa	设备	DTM	库的安装（HART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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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	设备文件

R020105E.ai

图	R-2-5	 Yokogawa	设备	DTM	库的安装（除了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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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100	设备文件

<通讯 DTM>

<设备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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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20106E.ai

自定义

典型

可以选择是否为每个设备安装 DTM 库。
单击设备名称图标，显示以下菜单。
1. 将安装在本地硬盘上。
2. 整个功能将安装在本地硬盘上。
3. 整个功能将不可用。

默认情况下，选择 1。
选择 1 或 2 时，此设备 DTM 安装在本地硬盘中。
选择 3 时，整个设备 DTM 变得不可用。
选择此选项时，设备 DTM 不安装。如果已安装设备 DTM，
则会卸载。
      

图	R-2-6	 Yokogawa	设备	DTM	库的安装（ISA100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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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文件的设备文件安装程序
设备文件安装程序适用于其他厂家的 DD/文件。

	 窗口

R020107E.ai

选择或取消选择复选框会导致所需的磁盘空

间发生变化。如果所需的磁盘空间超过个人

计算机上的可用磁盘空间，安装按钮不可用。

DD 版本 N 的 DD 文件：表示 DD 版本为“N”。

单击标题对项目进行排序。

默认情况下，所有复选框均不选中。不管选中哪些复选框，设备图标和设备查看器定义文件始终会安装。但是，

如果已存在名称相同的文件，如果个人计算机上对应的文件日期较近，则不会安装此文件。

显示可安装的 DD 的列表。选择要安装的任何 DD 
的复选框，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也可以使用“选择”和“取消选中”按钮。使用 Shift 和 
Control 键选择多个复选框。

• 其他供应商的内置 DTM 将会自动安装。

图	R-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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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后	HART	DTM	的设备文件安装程序
设备文件安装程序适用于转换后的其他厂家的 HART DTM。

	 窗口

R020108E.ai

显示可安装的 DD 的列表。选择要安装的任何 DD 的
复选框，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也可以使用“选择”和“取消选中”按钮。使用 Shift 和 
Control 键选择多个复选框。

选择或取消选择复选框会导致所需的磁盘空

间发生变化。如果所需的磁盘空间超过个人

计算机上的可用磁盘空间，安装按钮不可用。

DD 版本 N 的转换DTM文件：表示从 DD 版本“N”
转换而来的 DTM单击标题对项目进行排序。

默认情况下，所有复选框均不选中。不管选中哪些复选框，设备图标和设备查看器定义文件始终会安装。但是，

如果已存在名称相同的文件，如果个人计算机上对应的文件日期较近，则不会安装此文件。

对于支持多个设备版本的 DTM，显示的受支持设备版本编号

使用逗号隔开（例如：1,2,3）

对于支持所有设备版本的 DTM，会显示“全部”。

图	R-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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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DTM	设置
用于在安装完	DTM	后，向其他厂家的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PROFIBUS/ISA100	
设备的	DTM	分配特定型号的设备。	

在	DTM	设置中，单个	DTM	支持超过一个设备型号时允许分配。	

	 启动
通过单击“启动”按钮，指向“所有程序” → YOKOGAWA FieldMate → 工具 → DTM 设置，
启动 DTM 设置。

	 窗口
DTM 设置工具有两个窗口，分别为主窗口和编辑窗口。

	 主窗口

R030101E.ai

显示每个通讯协议的 
DTM 设置。

未向设备 DTM 分配任何设备型号时（未定义设备
型号），供应商、型号和版本字段留空。

如果想向单个 DTM 分配多个设备型号或者删除
任何设备型号定义，单击“编辑”。

此区域显示分配到设备 DTM 的设备型号。

此区域会显示安装在个人计算机上的所有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ISA100 设备 DTM 的列表。通讯协议
不是 HART/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ISA100 的任何设备 DTM 不会显示。

图 R-3-1 DTM 设置工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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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窗口

R030102E.ai

选择要分配到所选 DTM 的设备供应商、型号和
版本。

单击“添加”按钮，向 DTM 分配设备信息。
FieldMate 内设备 DTM 的分配会自动执
行。

单击“删除”按钮，删除选中设备类
型定义。

分配给所选 DTM 的设备信息显示在这里。

供应商：从列表中选择，或者输入供应
商 ID（数字）。
型号：从列表中选择，或者输入设备 
ID（数字）。
版本：输入设备版本。可以定义多个版
本，版本之间用逗号隔开。

图 R-3-2 DTM 设置工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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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Yokogawa	B/C	类	DTM	库概述

	 启动
开始 → 所有程序 → Yokogawa 设备 DTM 库 → Read Me 文件

	 窗口

R040101E.ai

图	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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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源和信息列表
以下内容为“历史记录”中的源/信息列表。下划线部分为可变数据，有关示例，请见下表。

 类型为“配置”时
附表-A-1  

工具 源 信息

DTM DTM Works 记录 DTM 输出的日志。

DTM DTM Works

变更前： 参数名称：E41 : K-FACTOR  
描述符： 值：68.00BTM数据类型.单位  
变更后：参数名称：E41 : K-FACTOR  
描述符：值：69.00BTM数据类型.单位

DTM DTM Works
功能名称： 下载设备参数 
描述符： 参数=PV Snsr 单位, 旧=kg/h, 新=kg/d

DTM DTM Works
功能名称 ### 06/23/14 17:52:54 循环测试(HART 菜单) ### 
描述符 ### 06/23/14 17:52:54 循环测试(HART 菜单) ###

PM 参数管理器 下载设备参数参数=_TB01.ALERT_KEY(提示键) 旧=3 新=5

DevRepTool FMDeviceRepTool 从 Yokogawa EJA HART5 转换完成参数=单位, 新=kPa

DevRepTool
FMDeviceRepTool 
(Modbus)

从 Rosemount 3095FB 转换完成参数=位号, 新=TAG12345

DDMenu FMDDMenu 下载设备参数参数=位号描述, 旧=您好!, 新=您好

DDMenu FMDDMenu ### 06/23/14 19:07:01 传感器目录(TRANSDUCE_T01-03) ###

Axf VFTool AXF验证工具 更改变量名称 = 校准/MagflowZero 旧=0.011 新=0.011

FM 位号/地址分配 设置设备地址。 旧=1 新=3

FM 位号/地址分配 设置设备位号。旧=TAGTAG 新=MODIFY

FM 位号/地址分配 设置扩展设备位号。参数=描述符 旧=TAGTAG 新=MODIFY

FM 设备类设置 设置设备类。旧=基本 新=LinkMaster

FM 配置 清除配置。

FM 配置 执行配置。

FM 配置 执行配置（不使用配置信息文件。）

FM 配置 导出配置数据。 文件=FMPC-06_Administrator.yp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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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为系统时
附表-A-2  

工具 源 信息

Axf VFTool AXF 验证工具 执行标准验证

Axf VFTool AXF 验证工具 完成标准验证

Axf VFTool AXF 验证工具 执行增强验证

Axf VFTool AXF 验证工具 完成增强验证

Axf VFTool AXF 验证工具 保存验证数据作为安装和锁定数据

Axf VFTool AXF 验证工具 加载验证数据

Axf VFTool AXF 验证工具 打印验证结果

DTM DTM Works 加载DTM数据名称=EJX V1.2 文件=C:¥FM¥Export¥FT1001.dns

DTM DTM Works 保存DTM数据名称=EJX V1.2 文件=C:¥FM¥Export¥FT1001.dns

DTM DTM Works 连接DTM名称=EJX910 V1.2

DTM DTM Works 断开DTM名称=EJX910 V1.2

DTM DTM Works 打开DTM名称=EJX V3.1 功能=离线参数

DTM DTM Works 连接DTM名称=HART-CommDTM 地址=MYPJT-04-9999

DTM DTM Works 断开DTM名称=HART-CommDTM 地址=MYPJT-04-9999

DTM DTM Works 上传DTM名称=EJX V1.2

DTM DTM Works 下载DTM名称=EJX V1.2

DTM DTM Works 加载DTM数据名称=EJX V1.2 数据集数量=3

DTM DTM Works 保存DTM数据名称=EJX V1.2 数据集数量=3

DTM DTM Works 保存FDT项目名称=项目123

DTM DTM Works 添加DTM名称=KFD0-HMS-16 (FDT) 通道=SLAVE03 父级= KFD2-HMM-16 
(FDT)

FM 审查痕迹 导出所有审查痕迹。文件=C:\FM\Export\20140606.txt

FM 审查痕迹 导出设备审查痕迹。文件=C:\FM\Export\20140606.txt

FM 审查痕迹 导出指定审查痕迹。起始时间=2014/06/08 12:39:31 结束时间=2014/06/09 
12:39:31 文件=C:\FM\Export\20140609.txt

FM 通讯配置 更改HART调制解调器配置。参数名称=重试次数 旧=2 新=0

FM 通讯配置 更改PROFIBUS 调制解调器配置。参数名称=起始地址 旧=4 新=5

FM 通讯配置 更改BRAIN 调制解调器配置。参数名称=COM Port 旧=COM4 新=COM1

FM 通讯配置 更改ISA100（红外）接口配置。参数名称=COM Port 旧=COM3 新=COM1

FM 通讯配置 更改ISA100（网关）接口配置。参数名称=主机 旧=本地主机 新=192.1.0.0

FM 通讯配置 更改 Modbus 接口配置。参数名称=波特率 旧=1200 新=2400

FM 设备导航 执行 DTM Works.

FM 设备导航 执行参数管理器。

FM 设备导航 执行验证工具。

FM 设备导航 终止 DTM Works.

FM 设备导航 终止参数管理器。

FM 设备导航 终止验证工具。

FM 设备导航 导出序列号。协议=HART, 文件=C:\FM\Export\ProductData_HART_140701.txt

FM FDT 项目 复制FDT项目名称=Copy_FDTProject.

FM FDT 项目 创建新FDT项目。.

FM FDT 项目 删除FDT项目名称=Copy_FDTProject.

FM FDT 项目 导出FDT项目名称=1111 文件=C:\FM\Export\1111.fmp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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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源 信息

FM FDT 项目 导入FDT项目名称=Sample_FDTProject File=C:\FM\Export\Sample_FDTProject.
fmpjt.

FM FDT 项目 打开FDT项目名称=Sample_FDTProject.

FM FDT 项目 保存FDT项目名称=Sample_FDTProject.

FM 安装DD文件 安装 DD 文件。

FM 选项 更改显示在网段查看器上的参数。旧=False 新=True

FM 选项 从设备维护信息路径中更改 DTM 启动路径=ISA100 旧=红外 新=网关

FM 选项 更改配置设置。目标=导出配置文件旧=False 新=True

FM 网段查看器 执行模块设置。

FM 网段查看器 执行 DD 菜单。

FM 网段查看器 执行设备查看器。

FM 网段查看器 执行DTMWorks。

FM 网段查看器 执行参数管理器。

FM 网段查看器 执行验证工具。

FM 网段查看器 终止模块设置。

FM 网段查看器 终止  DD 菜单。

FM 网段查看器 终止设备查看器。

FM 网段查看器 终止DTMWorks。

FM 网段查看器 终止参数管理器。

FM 网段查看器 终止验证工具。

FM 网段查看器

更新设备通用参数。[位号l=设备状态值=PV模拟输出饱和 
PV模拟输出固定 
更多状态可用单位=位号=通讯响应值=无命令特定异常单位=位号=主可变值
=0.000单位=MPaLabel=主可变范围值百分比=-2.50单位=%位号=主可变上
限值=0.10单位=MPaLabel=主可变下限值=0.01单位=MPaLabel=次可变值
=1233856.875单位=PaLabel=三可变值=26.271单位=°C]

FM 网段查看器 更新在线设备。

FM 网段查看器 更新在线设备列表。

FM 用户管理 添加用户账号。用户 ID=SAMPLE

FM 用户管理 删除用户帐号。用户 ID=TestUser

FM 用户管理 登录。用户 ID=DefaultUser

FM 用户管理 未能登录。用户 ID=DefaultUser

FM 用户管理 注销。用户 ID=DefaultUser

FM 用户管理 修改用户帐号。用户 ID=FieldMate 全名=Yokogawa FieldMate 描述=示例用户

FM 用户管理 修改用户帐号。用户 ID=FieldMate 全名=Yokogawa FieldMate 描述=示例用户 
密码发生变更。

FM 设置
工具 FieldMate 设置工具 执行FieldMate设置工具。

FM 设置
工具 FieldMate 设置工具 更改设备位号扩展模式旧 = 位号+描述符 新 = 信息

FM 设置
工具 FieldMate 设置工具 更改FOUNDATION现场总线通讯接口旧=Softing FFusb 新=NI-FBUS

FM 设置
工具 FieldMate 设置工具 终止FieldMate设置工具

PM 参数管理器 导出设备值 文件=C:¥FieldMate¥DeviceParameter¥594543¥0003¥02¥
FT1001-(05_30_2005)-(09_53_04).txt

PM 参数管理器 导出数据库值1 文件=C:¥FieldMate¥DeviceParameter¥594543¥0003¥02¥
FT1001-(05_30_2005)-(09_53_04).txt

PM 参数管理器 保存设备值数据集数量=3

PM 参数管理器 保存数据库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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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源 信息
PM 参数管理器 修改自定义位号设置
PM 参数管理器 修改模块设置
PM 参数管理器 修改 FOUNDATION 现场总线模块设置
PM 参数管理器 执行 DD 菜单。
PM 参数管理器 终止  DD 菜单。

 当类型为维护时（注册）
附表-A-3“类别”=“注册”

工具 源 信息

FM 注册 修改注册。 Aux1 旧=sample 新=test

FM 注册 新注册。

FM 设备导航 添加型号。协议=HART, 供应商ID=99, 型号ID=1111, 型号名称=SampleModel

FM 设备导航 添加供应商。协议=HART, 供应商 ID=99, 供应商名称=SampleVendor

FM 设备导航 添加设备到“收藏”，收藏名称=收藏(1)

FM 设备导航 创建“收藏”。收藏名称=收藏(1)

FM 设备导航 删除设备维护信息。

FM 设备导航 从“收藏”中删除设备。收藏名称=收藏(1)

FM 设备导航 删除收藏。收藏名称=收藏(1)

FM 设备导航 导出设备维护信息。文件=C:\FM\Export\37510F423F(EJX_REV).fmt

FM 设备导航 导入设备维护信息。文件=C:\FM\Export\37510F423F(EJX_REV).fmt

FM 设备导航 重命名“收藏”。旧=收藏(1) 新=收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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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类型为检查时（备忘录）
附表-A-4 “类别”=“备忘录”

工具 源 信息

FM 附件 更新备忘录。标题=Sample_Memo, 类型=Sample, 文本=此为示例备忘录。

FM 附件 删除备忘录。标题=Sample_Memo

FM 记事贴 更新记事贴。文本=记事贴更新

FM 图像 更新图像。文件=C:\Users\Public\Pictures\Sample Pictures\Desert.jpg

FM 图像 更新图像注释。注释=附上注释

FM 图像 删除图像。注释=附上注释

FM 附件 创建文档链接。标题=Sample_DocLink, 地址=C:\Users\Public\Pictures\Sample 
Pictures\Desert.jpg

FM 附件 删除文档链接。标题=Sample_DocLink, 地址=C:\Users\Public\Pictures\Sample 
Pictures\Desert.jpg

FM 附件 更新文档链接。标题=Sample_DocLink_Modify, 地址=C:\Users\Public\Pictures\
Sample Pictures\dessert.jpg

FM 调整参数 在模板文件 (Word)上填写设备调整参数数据。日期=2014/05/16 13:48:29

FM 调整参数 导出设备调整参数到 Excel 格式。日期=2014/05/16 13:48:29

FM 调整参数 导出设备调整参数到文本格式。日期=2014/05/16 13:48:29

FM 调整参数 导出设备调整参数到 HTM 格式。日期=2014/05/16 13:48:29

FM 调整参数 更新设备调整参数。

FM 所有参数 在模板文件 (Word)上填写设备所有参数数据。日期=2014/05/16 13:48:29

FM 所有参数 导出设备所有参数数据到 Excel 格式。日期=2014/05/16 13:17:48

FM 所有参数 导出设备所有参数数据到文本格式。日期=2014/05/16 13:17:48

FM 所有参数 导出设备所有参数数据到 HTM 格式。日期=2014/05/16 13:17:48

FM 所有参数 更新设备所有参数。

 当类型为 PRM 时
附表–A-5 “类别” = “PRM”

工具 源 信息

PRM “PRM 同步工具会记录此信息。 
显示有关设备的记录在 PRM 中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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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B/C 类 DTM 中离线功能的使
用示例

以下操作可以通过使用 Yokogawa 设计的 B 类和 C 类 DTM 的离线功能执行。

FieldMate R3.02 支持以下 DTM 及离线功能：

附表-B-1  设备维护信息的新创建的指定参数

DTM 协议 供应商 型号 设备版本

FDT1.2
(B 类)

EJX HART7 DTM

HART

YOKOGAWA

EJX_EXP 10
EJX910 HART7 DTM EJX910_EXP 10

EJA-NEXT HART7 DTM EJA-NEXT_EXP 10
EJA-NEXT HART DTM EJA-NEXT 1

AXR HART7 DTM AXR_EXP 10
DYF HART7 DTM DYF_EXP 10

YTA70 HART7 DTM YTA70_EXP 10
ROTAMASS3 HART DTM RCCT_F3 4

EJA-NEXT-LP HART7 DTM EJA-NEXT-LP 1
TDLS8000 HART7 DTM TDLS8000 1

FVX FF DTM

FOUNDATION
 Fieldbus H1

FVX 1
EJX FF DTM EJX 5

EJA-NEXT FF DTM EJA-NEXT 1

FLEXA FF DTM FLXA21-PH
FLXA21-SC

1
1

EJX910 FF DTM EJX910 1,2

DYF(SoftDL) FF DTM DYF (Software 
Download) 3

YTA710 YTA710 2
EJX ISA100 DTM

ISA100

EJX 1,2
YTA ISA100 DTM YTA510 1,2

YTMX ISA100 DTM YTMX580 1
FN510 ISA100 DTM FN510 (DIDOAI) 1
FN910 ISA100 DTM FN910 1

FDT2.0
(C 类)

EJX FDT2.0 HART7 DTM

HART

EJX_EXP 10
EJX FDT2.0 HART DTM EJX 3

EJA-NEXT FDT2.0 HART7 DTM EJA-NEXT_EXP 10
EJA-NEXT FDT2.0 HART DTM EJA-NEXT 1
ROTAMASS3 FDT2.0 HART 

DTM RCCT_F3 4

EJA-NEXT-LP FDT2.0 HART7 
DTM EJA-NEXT-LP 1

EJX910 FDT2.0 HART7 DTM EJX910_EXP 10
EJX910 FDT2.0 HART DTM EJX910 1,2

ROTAMASS TI FDT2.0 HART7 
DTM ROTAMASS_TI 1

EJX-DRS FDT2.0 HART7 DTM EJX-DRS 1
YTA710 FDT2.0 HART7 DTM YTA710 1

(备注)   对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每个功能块都有离线菜单。须针对每个功能块执行包括保存和读取在内的所有操作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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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线操作
即便 FieldMate 不连接到现场设备，也可以通过使用数据库设备的离线功能设置它们的参数，
然后将参数下载到现场设备。

此参数值可以保存为快照，以便之后参考。

App.B01E.ai 

 

附图-B-1  离线操作图像

App.B02E.ai

设备导航上的离线操作

启动 DTM，显示离线参数

将该值设置为参数

将参数保存到数据库中。

退出 DTM

离线操作 下载操作

退出 DTM

将设备连接到 FieldMate

启动 DTM

显示离线参数

从数据库中加载参数

下载到设备

附图-B-2  设备启动的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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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线操作

1. 在“设备导航”中，将设备离线注册到设备维护信息中。

App.B03E.ai

附图-B-3  

2. 启动在“设备管理器”中离线注册的设备的 DTM。 
显示离线参数。 
默认值为空“-/-”。

App.B04E.ai

附图-B-4  B 类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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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参数更改为所需值。更改后的参数显示为洋红色。（对于 C 类，要添加“编辑”标
记。） 
其他参数留空 “-/-”. 
只有洋红色参数会下载到所连接的设备中。

4. 一些设备使用其自己的单位或设置模式。 
在仅 B 类 DTM 中，单击“刷新”按钮，反映单位或设置模式。

App.B05E.ai

附图-B-5  B 类显示示例

5. 单击“保存到数据库”按钮，在此程序过程中保存信息。（对于 C 类，选择“应用”按钮
后，再按下“保存到数据库”。） 
可以从步骤 2 重新开始此程序。

6.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到数据库”按钮。

App.B06E.ai

附图-B-6  

7. 退出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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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操作

8. 将设备连接到 FieldMate.

9. 从“网段查看器”中选择设备，启动该设备的 DTM。

App.B07E.ai

附图-B-7  

App.B08E.ai

附图-B-8  B 类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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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显示离线参数。 

App.B09E.ai

附图-B-9  B 类显示示例

11. 加载第 6 步保存到数据库中的参数。

App.B10E.ai

附图-B-10  

12. 选择数据库，并继续操作。

App.B11E.ai

附图-B-11  

13. 显示离线窗口和从数据库中加载的参数。



	 	 <附录	B		B/C	类	DTM	中离线功能的使用示例> 附录-12

IM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App.B12E.ai

附图-B-12  B类显示示例

14. 单击“下载到设备”按钮，下载洋红色参数。（对于 C 类，将下载带“编辑”标记的参
数。） 
下载完成后，FieldMate 会重新加载该参数。确保确认该值。

15. 请参考设备维护信息的历史记录，确保设置所需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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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克隆
即便 FieldMate 未连接到现场设备，也可以通过使用数据库设备的离线功能创建模板数据库，
然后将相同的参数下载到同类现场设备中。

App.B13E.ai 

 

 

附图-B-13  设备克隆图像

App.B14 E.ai

在“设备导航”上进行离线注册

启动 DTM，显示离线参数

将值设置为参数

导出到文件

退出 DTM

创建模板 下载操作

退出 DTM

将设备连接到 FieldMate

启动 DTM

显示离线参数

从文件中导入

下载到设备

附图-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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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据库上创建模板

1. 在“设备导航”上将设备离线注册到设备维护信息。

App.B15E.ai

附图-B-15  

2. 2. 启动在“设备导航”上离线注册的设备的 DTM。 
显示离线参数。 
默认为空“-/-”。

App.B16E.ai

附图-B-16  B 类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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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参数更改为所需值。更改后的参数显示为洋红色。（对于 C 类，要添加“编辑”标
记。） 
其他参数留空“-/-”。 
只有洋红色参数会下载到所连接的设备中。

4. 一些设备使用其自己的单位或设置模式。 
在仅 B 类 DTM 中，单击“刷新”按钮，反映单位或设置模式。

App.B17E.ai

附图-B-17  B 类显示示例

5. 单击“导入/导出”按钮（B 类），然后单击“导出到文件”按钮。即可创建一个模板。

6. 退出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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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操作

7. 将设备连接到 FieldMate。

8. 从“网络查看器”中选择设备，启动该设备的 DTM。

App.B18E.ai

附图-B-18  

App.B19E.ai

附图-B-19  B 类的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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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显示离线参数。

App.B20E.ai

附图-B-20  B 类显示示例

10. 单击“导入/导出”按钮（B 类），然后单击“从文件中导入”按钮，即可检索模板数据
库。

App.B21E.ai

附图-B-21  

11. 单击“下载到设备”按钮，下载参数。 
下载完成后，FieldMate 会重新加载这些参数。确保检查这些值。

12. 对于其他设备，按顺序连接每个设备，重复步骤 7～步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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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更换
通过使用离线功能设置的设备 A 的参数可以下载到同型号的设备 B 中。

App.B22E.ai 

 

附图-B-22  设备更换图像

App.B23E.ai

将设备 A 连接到 FieldMate

启动 DTM

显示离线参数

将值设置为参数从设备中上传参数

导出到文件

退出 DTM

现有（旧）设备A操作 现有（新）设备B操作

退出 DTM

将设备 B 连接到 FieldMate

启动 DTM

显示离线参数

从文件中导入

下载到设备

附图-B-23  设备设置的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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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A 的流程（现有设备）

1. 将设备 A 连接到 FieldMate

2. 从“网段查看器”中选择，然后启动设备 A 的 DTM。

App.B24E.ai

附图-B-24  

App.B25E.ai

附图-B-25  B 类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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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离线参数。

App.B26E.ai

附图-B-26  B 类显示示例

4. 单击“从设备中上传”按钮，上传设备 A 的离线参数。

App.B27E.ai

附图-B-27  B 类显示示例

5. 单击“导入/导出”按钮（B 类），然后单击“导出到文件”按钮。即可创建模板数据库

6. 退出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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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B 中的操作（新设备）

7. 将设备 B 连接到 FieldMate。

8. 从网段查看器中选择，并启动设备 B 的 DTM。

App.B28E.ai

附图-B-28  

App.B29E.ai

附图-B-29  B 类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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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显示离线参数。

App.B30E.ai

附图-B-30  B 类显示示例

10. 单击“导入/导出”按钮（B 类），然后单击“从文件中导入”按钮。即可检索设备 A 的 
DB。

App.B31E.ai

附图-B-31  B 类显示示例

11. 单击“下载到设备”按钮，将洋红色参数下载到设备 B。（对于 C 类，将会下载带有“编
辑”编辑的参数。） 
下载完成后，FieldMate 会重新加载参数。确保检查这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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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设备更换工具

附录 C-1 HART 设备
1. 概述

设备更换工具简化了使用 Yokogawa 设备更换 Rosemount 现场设备的操作。此工具将原始设
备的参数转换，然后下载到更换设备。 
此工具也可以用于 Yokogawa 现场设备之间的更换。

2. 设备

该工具支持以下 Rosemount 和 Yokogawa 现场设备的组合形式。

附表-C-1 设备更换工具支持的现场设备的组合

Yokogawa
更换设备 EJA-A/EJA

HART5
EJA-E

HART5
EJA-E

HART7
EJX

HART5
EJX

HART7原始设备

Rosemount

1151 √ √ √ √ √
2051 √ √ √ √ √

3051C √ √ √ √ √
3051S √ √ √ √ √

Yokogawa

EJA-A/EJA
HART5 – √ √ √ √

EJA-E
HART5 – – √ √ √

EJA-E
HART7 – – – – √

EJX
HART5 – √ √ – √

EJX
HART7 – – √ – –

此工具支持 HART 设备。

The numbers 1151, 2051, 3051C, 和  3051S 为 Rosemount 压力变送器的型号名称。

3. 须转换的参数

以下参数可以转换：

位号、长位号、下限值（LRV）、上限值（URV）、单位、压力阻尼、描述符、信息、 Xfer 
fn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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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程序

此参数分两个步骤进行转换，描述如下。

 步骤 1

将原始设备的参数上传到 FieldMate，并保存在文件中。

App.C01E.ai

上传 保存

原始设备 FieldMate

附图-C-1  

 步骤 2

从文件中检索参数，然后下载到更换设备。

App.C02E.ai

检索 下载

FieldMate 更换设备

附图-C-2  

• 在步骤 1 结束时，参数会自动保存在文件中（无法取消）。

• 步骤 1 和步骤 2 可以连续执行。或者步骤 1 完成后，再执行步骤 2。

(备注)  此工具仅适用于表 D-1 中所列设备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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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

 5-1 启动

开始 → 所有程序 → YOKOGAWA FieldMate → 工具 → 设备更换工具。

如果 FieldMate 正在运行中，此工具不会启动。 
如果显示以下信息，退出 FieldMate，然后启动此工具。

App.C3E.ai

附图-C-3  FieldMate 正在运行时的错误信息

(备注)  此工具仅允许一次连接一个设备。原始设备和更换设备不得同时连接。

 5-2 步骤 1

上传原始设备的参数，保存在文件中

 步骤 1-1 选择模式 

选择“设备→文件”

App.C4E.ai

附图-C-4  模式选择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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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1-2 设置 COM 端口和轮询地址（上传–连接）

选择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的 COM 端口以及原始设备的轮询地址

将设备连接到调制解调器。选择所需的 COM 端口和设备地址，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当连接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时，此工具会自动选择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COM 端口。轮询
地址不会自动识别。请事先确认轮询地址。

App.C5E.ai

附图-C-5  COM 端口和轮询地址设置显示

 步骤 1-3 上传（上传–读取）

上传原始设备的参数

显示原始设备供应商的名称和原始设备的型号名称。

确认连接设备的身份，然后单击“上传”按钮。

App.C6E.ai

附图-C-6  上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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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1-4 保存文件（上传–保存）

检查参数并保存在文件中

显示上传的参数。

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参数保存在文件中。

App.C7E.ai

附图-C-7  文件保存确认显示

在“我的文档”文件夹中创建名称被指定的文件。用户也可以指定该文件名称及其位置。

默认文件夹： 

 \UserProfile\Documents

默认文件名称：

 From[设备名称]_[日期].bin

 示例： FromRosemount3051SHART5_20120314.bin

App.C8E.ai

附图-C-8  文件保存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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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1-5 完成上传（上传–完成）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步骤 1。若要继续下载参数，单击“继续”按钮，将跳转到步骤 2-2。（
附图-C-13）。

App.C9E.ai

附图-C-9 上传完成显示

 5-2 步骤 2

检索参数，并下载到更换设备中

 步骤 2-1 选择模式

选择文件 → 设备。

App.C10E.ai

附图-C-10 模式选择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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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2 读取文件（下载 - 设置）

读取文件

单击“打开”按钮显示文件。

文件选择显示显示后，选择文件，在文件中检索参数。

App.C11E.ai

附图-C-11  文件读取确认显示

App.C12E.ai

附图-C-12  文件选择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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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检索的参数。

单击“打开”按钮，进行到下一个步骤。

App.C13E.ai

附图-C-13  文件读取确认显示

 步骤 2-3 设置COM端口和轮询地址（下载-连接）

选择更换设备的 COM 端口和轮询地址

将设备连接到调制解调器。选择所需的 COM 端口和设备地址，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连接 USB FieldMate 调制解调器时，该工具会自动选择调制解调器要连接的 COM 端口。

App.C14E.ai

附图-C-14  COM 端口和轮询地址设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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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4 下载（下载–写入）

显示文件中的信息和更换设备的信息。

检查二者，然后单击“下载”按钮。

原始设备的参数即可下载到更换设备中。

App.C15E.ai

附图-C-15  下载显示

显示下载结果。

App.C16E.ai

附图-C-16  下载完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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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5 完成下载（下载–完成）

单击“下一步”和“完成”按钮，完成更换设备的进度。

App.C17E.ai

附图-C-17  进度完成显示

 历史记录

 可以使用 FieldMate 的历史记录确认设备更换工具的所有操作日志。

在“配置”中对操作日志进行分类。 
打开“历史记录”，检查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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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2 Modbus 设备

 概述
A) 从源设备中获取某些参数，并保存在文件中。

B) 从文件中获取参数，将参数写入目标设备。

3095FB

EJX900
App.C18E.ai

附图-C-18

• 步骤 A 和步骤 B可以单独执行。可以在执行步骤 A 后直接执行步骤 B。

• 步骤 A 和步骤 B 可以重复执行。

备注： 此工具仅适用于下述设备的组合方式。

 设备
源设备：Rosemount 3095FB MultiVariableTM变送器

目标设备：Yokogawa EJX910  MultiVariable 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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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启动

开始→所有程序→ YOKOGAWA FieldMate →工具→设备更换工具选择 Modbus 通讯。

如果 FieldMate 正在运行，则此工具不会启动。

如果显示以下信息，退出 FieldMate，然后启动此工具。

App.C19E.ai

附图-C-19

启动设备更换工具时显示上述窗口。以下为显示的信息。

1  和 2  显示产品名称。

3  向导导航。如果在右侧窗格中执行步骤（5）或（6），导航相应步骤的文本会粗体显示。
如果有子步骤，则也会变为粗体。

4  显示相应步骤的名称，提供操作程序。

5  上传按钮用于从 3095FB 中上传参数。

6  下载按钮用户将个人计算机上的参数下载到 EJX910。

7  向导按钮。仅启用 [取消] 按钮。当按下 [取消] 时，会显示一条确认信息，然后向导将关
闭。

8  向导窗口的系统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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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显示关于 Modbus 的设备更换工具对话框，显示如下。

App.C20E.ai

附图-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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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

(1) 步骤 1：源设备设置

 

App.C21E.ai

附图-C-21

1  COM 端口相关设置

A) COM 端口：指定安装在个人计算机上的 RS485 USB 适配器的串行端口。

B) 从机地址：指定用于上传的设备的地址，范围为 1-247。

C) 波特率：选择 1200、2400、4800、9600 和 19200 的其中一个。默认值为：9600。

D) 奇偶校验：选择奇、偶或无。默认值为无。

E) 停止位：选择 1、1.5 或 2（位）。默认值为 1（位）。

2  COM 端口更新按钮

 如果此会啊面打开时连接或断开 USB 电缆，可以通过按下此按钮更新 COM 端口选择项
目。

3  向导按钮

 按下 [返回] 按钮可返回初始启动窗口。

 按下 [下一步] 连接相应的设备，并开始上传。

 [完成]被禁用。[取消] 被启用。

4  允许用户扫描 Modbus 设备以及相应的 COM 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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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骤 2：扫描

App.C22E.ai

附图-C-22

1  指定从机地址的范围。选项包括 1、3、5、10、30、50、100 和 247。

2  显示扫描进度。

3  显示设备信息列表。

• “地址”列出从机地址，范围为 1-247。

• “设备”列出可以从输入寄存器地址中识别的设备型号（1、2 和 3）

• 未能识别的设备型号会显示“未知”。

• “详细信息”会列出已识别的设备型号的地址和参数值。

4  按下 [扫描] 即可开始扫描。按下 [停止] 即可停止扫描。

5  按下 [确定] 可返回到源设备设置窗口，在“扫描”窗口中指定的设备的地址要在 [从机地
址] 中进行选择。按下 [取消] 按钮可返回源设备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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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骤 3：上传

 A: 上传

 显示参数上传进度。一旦上传完成，进度条会达到 100%，并出现一个显示上传结果的窗
口。

App.C23E.ai

附图-C-23

1  随着加载的参数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B: 上传结果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上传可能失败：

A) 无法打开 COM 端口

B) 不支持指定的型号

C) 无法识别指定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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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传失败，会显示以下窗口。

 

App.C24E.ai

附图-C-24

1  显示错误的原因。

2  按下 [返回] 按钮即可返回设备设置窗口。

 [下一步] 和 [完成] 均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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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传成功，会显示以下窗口。

App.C25E.ai

附图-C-25

1  提供有关源设备的信息：“厂家”、“型号”（3095FB）和“版本”。

2  列出以下参数。

A) 参数：参数名称

B) 地址：Modbus 的地址

C) 类型：Modbus 的类型，线圈、离散输入、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的其中一个。

D) 值：参数值

E) 上传结果：“OK”或“NG”。“NG”单元显示为红色。

3  按下 [保存参数] 按钮可打开“文件“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保存参数。

4  按下 [返回] 即可返回到步骤 1 中的窗口。[下一步] 可跳转到步骤 3 的窗口。

 如果不执行 [保存参数]，且按下 [返回] 或 [下一步]，将会显示一条如下确认信息。

App.C26E.ai

附图-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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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骤 4：上传完成

 以下窗口用于完成上传后选择下一步操作。

App.C27E.ai

附图-C-27

1  按下“上传按钮”可返回步骤 1 的上传。

2  按下“下载按钮”可返回步骤 1 的下载。

3  由于上传已完成，[返回]、[下一步] 和 [取消] 被启用。

 单击 [完成] 即可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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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

(1) 步骤 1：源设备参数

 获取源设备的参数。

App.C28E.ai

附图-C-28

1  选择保存在文件中的参数，获取源设备参数。

2  设备信息和步骤 3 的上传中的设备信息一样。

3  参数列表和步骤 3 的上传中的参数列表一样。

4  按下 [返回] 按钮可返回初始启动窗口。

 [下一步] 转至步骤 2 的下载。只有当存在源设备参数时才启用。



	 	 <附录	C		设备更换工具> 附录-43

IM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2) 步骤 2：目标设备设置 

 根据在上传中的源设备设置，指定目标设备设置。

App.C29E.ai

附图-C-29

1  按下 [返回] 按钮可返回获取源设备参数的窗口。按下

 [下一步] 可转至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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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骤 3：确认有关源设备和目标设备的信息

 连接到目标设备，获取设备信息。

 如果出现以下条件，上传可能失败：

A) COM 端口无法打开

B) 不支持指定的型号

C) 无法识别指定的型号

 如果上传失败，会显示以下窗口。

App.C30E.ai

附图-C-30

1  显示错误的原因。

2  按下 [返回] 按钮，返回到步骤 2 的目标设备设置窗口。

 [下一步] 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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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功获取了目标设备信息，则会显示以下窗口。

App.C31E.ai

附图-C-31

1  提供有关源设备的信息：“厂家”、“型号”和“版本”。

2  提供有关目标设备的信息：“厂家”、“型号”和“版本”。

3  按下 [返回] 按钮即可返回第 2 步骤中的目标设备设置窗口。

 按下 [下一步] 按钮可转至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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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C32E.ai

附图-C-32

4  如果目标设备具有写入保护，会显示上述窗口。

 单击此按钮，输入正确的密码，然后消除写入保护。

App.C33E.ai

附图-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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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骤 4：下载

 A: 下载

 显示参数下载进度。一旦下载完成，会出现一个显示下载结果的窗口。

App.C34E.ai

附图-C-34

1  随着下载的参数的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2  所有按钮都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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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下载结果

 显示下载参数结果列表。

 

App.C35E.ai

附图-C-35

1  提供有关目标设备的信息：“厂家”、“型号”和“版本”。

2  列出以下参数。

A) 参数：参数名称

B) 地址：Modbus 的地址

C) 类型：Modbus 的类型。线圈、离散输入、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的其中一种。

D) 目标值：上传的值

E) 下载结果：成功 = OK，失败 = NG，单位不受支持 = 不支持。“NG”单元显示为红
色。

F) 值：下载值。

3  按下 [返回] 按钮可返回步骤 3 中的窗口。

 按下 [下一步] 按钮可返回步骤 5 中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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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步骤 5：下载完成

App.C36E.ai

附图-C-36

1  按下 [从设备中上传]，返回步骤 1 的上传。

2  按下 [下载到其他设备]，返回步骤 1 的下载。

3   [返回]、[下一步] 和 [取消] 被禁用。按下 [完成] 即可退出向导。

 历史记录
可以通过使用 FieldMate 的历史记录检查设备更换工具的所有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归类为“配置”。

打开“历史记录”即可检查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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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供应商名称和型号名称的用户
定义

使用新设备维护信息菜单项手动创建数据库设备时，可以添加任意的供应商名称和型号名称。

附表-D-1  

通讯协议 描述

HART/FOUNDATION 现场
总线

供应商名称：定义供应商和厂家 ID。
型号名称：定义型号和设备类型。

PROFIBUS
供应商名称：定义“其他供应商”。
型号名称：定义型号和识别号。

BRAIN
供应商名称仅为YOKOGAWA。
无法添加型号名称。

ISA100
供应商名称为YOKOGAWA或Honeywell。
型号名称：定义型号和设备类型。



	 	 <附录	E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功能> 附录-51

IM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附录 E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
件下载功能

使用此功能，用户可以通过 FOUNDATION 现场总线将软件下载到现场设备，以更新其软件。

一般做法是将诸如功能块和诊断等新功能新增到现有设备中。FieldMate 执行上述操作，更新
现场设备功能增强时，需要使用到设备供应商提供的软件下载文件。

重要信息

装置正在运行过程中，不要将软件下载工具连接到现场总线网段，因为它可能临时中断通讯。
同时，开始操作前，请始终连接该工具。

重要信息

执行软件下载时，留存的 PD 位号、节点地址和传输模块校准参数会保留在目标设备内的非易
挥发存储器中，但是可能会将其他参数复位到默认设置（不会改变参数数量的小幅更新除外）
。因此，必要时，执行软件下载前，要使用工程工具、参数设置实用程序或者类似工具保存参
数，然后在下载完成后重新配置现场设备。

 调用

开始→所有程序→Yokogawa FieldMate→工具→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显示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如果 FieldMate 已在运行中，不会开始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附录	E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功能> 附录-52

IM01R01A01-01C 第13版：2016年8月29日-00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App.E01E.ai

显示在该网段上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附图-E-1  现场总线设备工具

更新设备列表：用于显示在网段上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概述。

保存设备列表：用于保存 CSV 格式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设备的信息。

软件下载：用于调用“下载设置”窗口，选择显示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

环境设置：用于指定保存软件安装文件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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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设置

 调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 单击“环境设置”。

App.E02E.ai

单击此处可选择
文件夹。

附图-E-2  环境设置窗口

软件文件文件夹：默认为安装盘： FM\DD

 用于指定下载软件文件的位置。

结果文件文件夹：默认为安装盘：FM\Log\SDLResult

 用于指定下载信息日志的位置。

设置为默认按钮：用于将设置恢复到默认。

 指定下一个设置更改前，“环境设置”窗口中指定的内容保留不变。

 软件下载操作程序

App.E03E.ai

在现场总线设备工具窗口中，单击“更新设备列表”按钮，选择此
设备。单击“软件下载”按钮。

在“下载设置”窗口中，单击行选择设备，单击复选框。

单击“导入 ffd 文件”按钮，选择“软件下载”文件（文件扩展名为
 ffd）。可以导入多个软件下载文件。

开始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单击“下载”按钮，然后将完成下载。

如果导入了多个文件，从名称为软件文件名的单元的下拉菜单中
选择“软件下载”文件。

附图-E-3  软件下载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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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设置

 调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的软件下载 — 单击“更新设备列表”，然后选择设备 → 单击“软件
下载”。

App.E04E.ai

附图-E-4  下载设置窗口

高级设置：

 显示指定下载相关操作的选项窗口。

全选：

 选择当前显示的所有设备，并进行下载操作。

导入 ffd 文件：

 用于导入软件下载文件。

导出进行打印：

 用于将下载设置窗口中的信息导出到 CSV 文件。

更新：

 用于更新当前显示的内容。

下载：

 用于开始选定设备的下载。

关闭：

 用于退出下载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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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05E.ai

单击行，选择设备。

附图-E-5  选择要下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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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下载文件
选择设备后，单击“导入ffd 文件”按钮，从个人计算机中的文件夹中选择“软件下载文件”。

App.E06E.ai

附图-E-6  文件夹中的软件下载文件

导入文件的位置默认显示如下。

即：安装盘：FM\DD\MANUFC_ID\DEV_TYPE

用于将文件导入到指定的文件夹。

<示例>

以下为日本横河电机公司制造的 EJX 的文件的位置。

当 C 盘为 FieldMate 安装盘时：

 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MANUFC_ID: 0x59543

 EJX DEV_TYPE: 0x000C

此位置为C:\FM\DD\59543\000C\文件名称.f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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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设置

App.E07E.ai

无论什么选择，均选中“在每个设备中执行‘激活’”。

附图-E-7  选项对话框

需要在下载前确认选项。如果必要，须据此更改选项。

• 软件版本

 当往物理设备下载软件时，如果下载的软件版本和物理设备中的软件版本相同；选中 [即便
软件版本相同也下载] 选项，下载的软件将会覆盖物理设备中的现有软件。否则，如果不选
中 [即便软件版本相同也下载]，相同版本的软件将不会覆盖物理设备中的现有软件。默认
情况下，此选项不选中。

 如果下载软件的版本早于物理设备中的版本，并选中 [即便软件版本相同也下载] 选项，
旧软件将会覆盖物理设备中的现有软件。否则，如果[即便软件版本相同也下载] 选项未选
中，旧版本不会覆盖物理设备中的现有软件。默认情况下，此选项会被选中。

• “激活”处理

 “激活”处理用于执行现有软件和下载软件之间的切换。将会针对每个目标设备连续执行
软件下载和“激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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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下载文件的选择

App.E08E.ai

单击文件名称，选择文件。

附图-E-8  软件下载文件的选择

 下载软件
软件下载程序如下：

1. 从“设备设置”对话框上的下载目标设备中选择一个设备，然后选中设备列表左侧上的复
选框。

App.E09E.ai

复选标记为下载对象。

附图-E-9  下载设备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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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下载] 按钮。

 出现一个显示通讯进度的对话框，表示下载正在进行。

App.E10E.ai

在执行通讯期间，完成“激活”处理。

附图-E-10  通讯执行对话框

重要信息
发生通讯异常时，再次尝试软件下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设备
的内部状态的原因导致软件下载程序失败时，再次尝试软件下载。

3. 3. 单击“通讯执行”对话框上的 [停止] 按钮可停止下载。单击此按钮后，显示一个确认对
话框。单击 [确定] 将停止下载。但是，如果下载通讯期间出现以下信息，下载进度无法停
止。

• 开始将软件下载到设备<设备位号名称>。 

 软件名称：<软件文件名称>

App.E11E.ai

附图-E-11  停止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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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故障排除信息
如果 FieldMate 看起来运行不正确，请根据以下程序，将 Yokogawa 销售处或者最近的销售
代表发送创建的文件。

选择“启动”→ Yokogawa FieldMate → 工具 → 导出 FieldMate 信息。

在此操作后，已安装的设备信息文件列表以及安装日志和通讯日志等详细日志将会被压缩到一
个文件中。导出和创建目标目录及文件名如下。

  FieldMate 安装盘\FM\ExportFieldMateinfo.fmi

App.F01E.ai

附图-F-1  

导出目标目录和文件名如下。 
FieldMate 安装盘\FM\ExportFieldMateinfo.f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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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USB 调制解调器的故障排除
如果调制解调器工作不正常，请首先确认以下几点。

如果问题持续存在，请联系您说在区域的服务代表。

(备注):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文档编号。

附表-G-1  

# 问题 症状和对策
1 无法识别 USB 调制解调器。检

查个人计算机上的设备管理器。
如果找不到，请见右栏上的解决
方案。
- 关于安装程序

USB 调制解调器的驱动软件安装不正确。
- 如果在设备管理器中“Silicon Laboratories CP210x USB 转 UART 

桥接控制器”指示为未知设备，端口调制解调器与 USB 端口的连
接，双击以下文件。. 
FieldMate CD-ROM\USB_Modem_Drive\Common \
CP210xVCPInstaller.exe.

同上

- -关于个人计算机环境

“未知设备”可能阻止了 USB 调制解调器的驱动软件。
- 删除设备管理器中的“未知设备”，端口调制解调器与 USB 端口的

连接，然后重新连接调制解调器。
同上

- -关于个人计算机环境

COM 端口被其他设备占用。
- 断开使用 COM 端口的其他设备的连接，断开调制解调器的连接，然

后重新连接。
同上

- 关于当前操作

COM 端口被其他通讯应用程序占用。
- 首先终止其他通讯应用程序，断开调制解调器与 USB 端口的连接，

等待 30 秒以上，然后重新连接调制解调器。
      如果问题仍存在，则重新启动个人计算机，检查是否可以识别调制

解调器。
同上

- 关于当前操作

COM 端口被FieldMate占用（即，如果断开了调制解调器，则意外重
新连接）
- 断开调制解调器与 USB 端口的连接，等待 30 秒以上，然后重新连

接该调制解调器。如果问题持续存在，则重新启动个人计算机，检查
是否可以识别调制解调器。

2 无法建立与设备的通讯。 个人计算机无法识别该调制解调器，或者驱动软件安装不正确。
→ 请参考问题 #1.

同上 USB 调制解调器未连接个人计算机。.
→ 确认调制解调器连接到个人计算机的 USB 端口。.

同上 USB 调制解调器未连接到4-20mA 线进行通讯。
→  确认当前设置符合本文档第 C-3 部分的介绍。

同上 未连接现场设备。
→  确认当前设置符合本文档第 C-3 部分的介绍。.

同上 现场设备的电源线为 OFF。
→  确认当前设置符合本文档第 C-3 部分的介绍和上电程序。 

同时确认向四线设备提供必要的电源。
- 在带有外部指示器的现场设备上，确认电源正常。
- 在无外部指示器的现场设备中，根据本文档的第 C-3 部分检查负载

寄存器两侧上的电压。.
同上 负载电阻器的电阻太低。

- 需要超过250OHM才能保证稳定通讯。确认当前使用的负载电阻
器，必要时进行更换。

3 连接 USB 调制解调器时，个人计
算机挂起或重启。

调制解调器消耗的电流超过 USB 的容量。
- 使用 USB 集线器，断开其他 USB 设备的连接，如果问题持续存在，

联系您所在地区的服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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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如何清除 VCR（仅适用于
NI-FBUS）

 概述
尽管 FieldMate 采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提供的 NI-FBUS 通讯卡作为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但是通讯卡本身存在以下不足。

如果继续特定的操作，VCR、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通讯资源可能达到最大限值（100）
，最后无法建立与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设备的通讯。

备注：特定的操作

启动 NI-FBUS 通讯管理器后，个人计算机关闭，或者待机（未关闭），然后重新启动。然后更
改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网段连接。

如果遇到上述问题，使用 FieldMate 附赠的根据清除 NI-FBUS 的 VCR。

 VCR (虚拟通讯关系)
现场总线设备包含许多 VCR，因此，可以同时与多个设备或应用程序通讯。VCR 确保了信息
会正确转达到对应的合作伙伴，不存在信息丢失的危险。VCR 通过在应用层中指定的、带有称
为“索引”的设备本地标识符的应用程序进行识别。也可以从数据链层中指定的带有 DL地址的
其他设备进行识别。VCR 有一个队列（快进快出存储器）或者缓存器（存储数据的存储器）保
存数据。

需要通过网络配置，通过网络管理，给出索引和 DL 地址的正确信息以及 VCR 相关的其他操作
信息。

 画面

App.H01E.ai

显示个人计算机上安装的 NI-FBUS 卡的
端口介绍。最大第一个索引编号、使用
的 VCR、未使用的 VCR。

在 2 端口类型中有效。

清除 VCR

退出工具

显示最大 VCR。当前 NI-FBUS 始终显示 
100。

使用的 VCR 显示最大100。 显示未使用的 VCR 的第一个索引编号

显示 NI-FBUS 卡的端口介绍。有端口的 NI-FBUS 显示 1。

附图-H-1  FM NIFBUS 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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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程序
如果之前在 FieldMate 上运行正常的 FOUNDATION 现场总线H1 通讯突然停止，请执行以下
操作程序。

1. 退出 FieldMate.

2. 激活 /FM/Tool/FMNIFBUSClear.exe

3. 显示上述窗口。选中“已配置的 VCR 的数量”。如果值接近 100，则需要清除 VCR。继续
步骤 3。如果值较小，可能是由于通讯卡异常等其他原因。

4. 选择“清除存储的 VCR”，然后退出。

5. 重新启动 FieldMate，检查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H1 通讯是否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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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FDT 1.2 和 FDT 2.0 DTM 的分
配变更

 概述
在网段查看器或设备导航上，当右键单击某个设备，并选择“分配的 DTM”时，在 DTM 
Works 中，会启动之前分配到该设备的 DTM。启动的 DTM 取决于之前分配的型号和设备版
本。

 从 FDT 1.2 DTM 到 FDT 2.0 DTM 的分配变更
只能向设备 DTM 分配一次设备版本。如果 EJX 设备版本 3 分配给了 EJX V3.1 DTM，将无法再
分配此设备版本。设备 DTM 的每个设备版本都是唯一性的。

根据以下步骤将设备 DTM 分配从 FDT 1.2 DTM 更改到FDT 2.0 DTM：

1. 在桌面上，选择 [开始] > [所有程序] > [YOKOGAWA FieldMate] > [工具]  > [DTM 设
置]。

 即可显示 DTM 设置工具窗口。

2.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可删除分配到 FDT 1.2 DTM 的设备版本信息：

 a. 双击 FDT  1.2 DTM.

  或者，选择 FDT 1.2 DTM，单击 [编辑] 按钮。

  既可显示 DTM 设置工具的“编辑”窗口。

 b. 在“关联”部分，选择设备版本信息。

 c. 单击 [删除] 按钮。

 d. 单击 [确定]。

3.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将新设备版本信息分配给 FDT2.0DTM：

 a. 双击 FDT 2.0 DTM.

  或者，选择 FDT 2.0 DTM，然后单击 [编辑] 按钮。

  显示 DTM 设置工具的“编辑”窗口。

 b. 在“设备类型”部分，从供应商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供应商。

 c. 从型号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设备型号。

 d. 在“版本”对话框中，键入设备版本。对于多个设备版本的情况，要使用逗号进行分
隔。

 e. 单击 [添加] 按钮。

  DTM 设置工具的“编辑”窗口关闭。

4. 在 DTM 设置工具窗口中，单击 [应用]。

5. 单击 [确定]。

 设备版本信息即可分配到 FDT 2.0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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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编辑”按钮可修改设备
关联。

App.I01E.ai

分配到设备的设备版本须是唯
一的。
向设备分配其他设备 DTM 前
须删除设备之前的关联。

附图-I-1  DTM 设置工具

App.I02E.ai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供应商和设
备型号。

键入设备版本。对于多个设备版本，请使用逗
号进行分隔。

单击“添加”按钮添加设备
关联。

选择要删除的设备关联，然
后单击“删除”按钮。

附图-I-2  DTM 设置工具的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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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FieldMate 相关文档

附表-J-1 FieldMate 相关文档

标题 文档编号

FieldMate 通用设备管理向导 IM01R01A01-01E

FieldMate R3.02 操作注意事项 IM01R01A01-91E

FieldMate 通用设备管理向导入门 IM01R01A04-01E

PRM 同步工具 IM01R01A20-01E

AXF 验证工具 IM01R01A11-01E

NE-107 现场诊断功能 IM01R01A15-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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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 FieldMate: 通用设备管理向导

 手册编号 : IM 01R01A01-01C

版本 修订日期 主要变更内容

第一版 2006年 7 月 新出版

第二版 2008年 2 月 R1.03升级版

第三版 2009年 1 月 R2.01升级版：支持WindowsVista

第四版 2009年 4 月 R2.01.10升级版：支持 HART 设备的扩展设备位号

第五版 2010年 6 月 R2.02升级版：支持HART7

第六版 2011年 2 月 R2.03升级版：支持Windows7和ISA100设备

第七版 2011年9月 R2.04升级版：支持ISA100网关

第八版 2012年 8 月 R2.05升级版：
支持设备序列号和设备更换工具增强 ISA100 网关功能

第九版 2013年 5 月 R2.06升级版：支持FDT2.0和NE107现场诊断功能

第十版 2014年 10 月 R3.01升级版：Windows8.1

第十一版 2015年4月 删除附录H FieldMate 配置设备工具

第十二版 2015年10月 删除附录-J 将Yokogawa B型DTM数据导入C型DTM数据

第十三版 2016年8月 R3.02版本：
• 支持Windows 10
• 改进网段查看器和历史记录
• 支持输入回路检查、零点调整、参数比较和典型参数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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