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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4100系列概述

>> 让我们开始吧！
从下页开始，您将学习如何创建画面及配置GP4100系列。

GP4100系列是一款3.4英寸紧凑型可编程人机界面。
本产品适用于小型机床、食品加工机械、包装机械、快速收费系统的监视器等设备，也可以向目前采用数字计数器、信号开
关和消息显示器等非人机界面的用户推荐使用。

- 200 x 80像素分辨率
- 16级灰度
- 3色背光灯

GP4100系列概述 > 2

如何获得画面和逻辑编程软件GP-Pro EX > 3

如何使用GP-Pro EX > 4

文本和图形 > 5

开关/指示灯 > 6

数据显示器 > 7

用图表显示运行状态 > 8

显示错误消息 > 9-10

其他画面创建技巧 > 11

在PC上检查画面运行情况(模拟) > 12

将画面传输到GP4100系列 > 13

安装注意事项 > 14-15

GP4100系列主机和配件 > 15

标配USB接口(Mini-B x 1)。
使用此接口，可以通过人机
界面编辑PLC梯形图程序。
(数据穿越功能)

目录

显示清晰 连接简便

- USB Type-A x 1

- USB Mini-B x 1

- 串口 x 1

开关上的小字符也很清晰。

在一个画面上显示多个数值也能
做到清晰易读。

有多种图表供您选用，便于直观表现
运行状态。

GP-410*G

绿 橙 红

白 粉 红

标配USB接口(Type-A x 1)。
使用此接口，可通过U盘传输
画面。

也可以垂直安装。
*Pro-face的标牌采用贴纸，可以揭除。

错误消息可使您迅速明确发生了何种
错误。

GP-410*W

•有关支持的驱动程序，
请访问我们的技术支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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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不支持64位操作系统)

Windows Vista(Ultimate、Home Premium、Home Basic、Business)

Windows XP(Home Edition、Professional Edition)

Windows 2000(SP3及以上)

CPU
Windows Vista: Pentium 4 1GHz以上

Windows XP、Windows 2000: Pentium III 800MHz以上(建议Pentium 4 1.3GHz以上)

内存
Windows Vista: 1GB以上(建议2GB以上)

Windows XP、Windows 2000：512MB以上(建议1GB以上)

硬盘容量 720MB以上(安装所需容量)

•GP-Pro EX V2.6运行环境

1. 安装GP-Pro EX和Transfer Tool

启动安装程序，将弹出“SET UP MENU”。
点击[GP-Pro EX]开始安装软件。
限定版软件不需要输入序列号和授权码。

GP-Pro EX安装完成后将自动开始安装Transfer Tool。

Transfer Tool安装完成后，请重启PC来激活Transfer Tool。

2. 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后，PC桌面上会显示GP-Pro EX图标。

创建适用于GP4100系列的画面，需要使用GP-Pro EX V2.6及以上版本。
GP-Pro EX操作简便，用户界面功能强大。

GP4100系列可免费使用V2.6限定版，Otasuke Pro!技术支持中文网站的注册用户可免费下载此软件。
下载链接：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download/trial/gpproex/index_v26.htm

也可联系Pro-face各分公司或授权代理商。

●GP-Pro EX V2.6限定版可在无序列号和密钥的情况下使用，创建并传输画面到GP4100系列。
●使用GP4100系列以外其他机型的用户，可将此限定版软件当作试用版软件来体验GP-Pro EX的功能，

但不能传输画面到可编程人机界面。此时如果再买V2.6软件授权(EX-ED-LICENSE-V2X)，然后输入
序列号和密钥，就可以将画面传输到可编程人机界面(不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如果已购买正版GP-Pro EX(V2.0至V2.5)软件，则无需购买V2.6软件授权。V2.0的用户需要免费申请新
的软件序列号和密钥，而使用V2.1至V2.5的用户可以使用已有的序列号和密钥。

可以单独安装Transfer Tool。

如果需要控制编辑权限，可在现场PC上仅安装Transfer 

Tool。这样操作人员就只能传输画面。

如何获得画面和逻辑编程软件GP-Pro EX

如何安装GP-Pro EX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download/trial/gpproex/index_v26.htm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download/trial/gpproex/index_v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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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GP-Pro EX

1. 启动GP-Pro EX及GP-Pro EX默认设置
双击桌面上的图标启动GP-Pro EX。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新建]，然后指定人机界面的[系列]、
[名称]和[方向](横向或纵向)。

要创建适用于GP4100系列的画面，请设置人机界面为：
系列：GP4000 Series，GP-41** Series

名称：GP-4105或GP-4106

2. 选择控制器/PLC

选择要连接的控制器或PLC。

3. 启动主窗口
点击[新建画面]，将显示主窗口。

在GP-Pro EX的主窗口上可以实施任何需要的操作。

用GP-Pro EX可以创建人机界面画面及配置GP4100系列。

选择一种操作。 用图标创建画面。
图标可自由排列。

在基本画面上放置图形和部件。

点击选项卡切换设置项目。
从[部件工具箱]选择要放置的部件。
点击[系统设置]选项卡更改主机和外接设备的设置。
点击[地址]查看地址示意图。

GP-Pro EX主窗口

提供快捷键。

有关新增和更新驱动程序的详情，请访问Otasuke Pro!技术支
持中文网站：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

用拖放操作从部件工具箱选择开关
和指示灯。

基本画面(创建画面区)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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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和图形

[F9]

1. 放置文本部件
点击主窗口上的文本部件图标，将部件放置在基本画面上。

2. 设置文本部件
双击放置的部件或按[F9]键显示设置窗口，设置文本的字体
类型、大小等。

1. 选择图形类型
点击需放置图形的图标，将图形放置在基本画面上。

点 折线 多边形 弧/饼形

直线 矩形 圆/椭圆

2. 设置图形
双击放置的图形或按[F9]键显示设置窗口，设置图形的颜色、
形状等。

采用200 x 80像素的分辨率，
小字符也能清晰显示。

利用方框、线条和圆创建更加有
条理的画面。

经过简单设置就能在开关上显
示标签。

文本部件

[F9]

可选用多种Windows字体(图像字体)，创建出清晰易读的画面。
绘图功能提供多种线条和图形，便于获得合理的画面布局。

12磅

10磅

8磅

调整文本的大小，可以将更多
的部件放置在200 x 80像素的
画面上。

Windows字体(图像字体)的大小可设置为8磅~72磅。

Arial字体，实际大小图示 >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绘图]菜单选择文本部件放置。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绘图]菜单选择图形部件放置。

如何放置文本和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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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各种类型的开关和指示灯，如按钮和拨动开关等。可以以像素为单位在画面上自由摆放这些开关。

1. 在基本画面上放置开关
参阅第4页，在主窗口上显示[部件工具箱]。
从[部件工具箱]中选择一个开关部件，将它拖放到基本画
面上。

2. 设置开关
双击部件，显示设置窗口。

4. 放置指示灯
如需将部件作为指示灯来使用，可从[部件工具箱]中拖放指示
灯，或在设置窗口的[指示灯功能]选项卡中勾选[指示灯功能]。

如果指示灯使用的地址与开关相同，则触摸开关的同时指示灯
也动作。

在[颜色]和[标签]选项卡中，指定位ON或OFF时的显示颜色和
标签文本。

3. 添加开关功能
点击[开关通用设置]选项卡添加开关功能，
通过设置开关操作条件来避免误操作。

- 互锁功能
仅当指定位为ON或OFF时操作有效。

- 延时功能
触摸开关后一段时间操作才生效。

从Otasuke Pro!技术支持中文网站上可以下载多种16级灰度
部件。

点击图标选择一种开关。

如果选择了位开关，则还需要指定位地址和位操作。默认的
位操作是“瞬动”。

STOP RUN

OK CAUTION NG

开关/指示灯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部件]菜单选择开关部件放置。

如何放置开关和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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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器

1. 在基本画面上放置数据显示器
参阅第4页，在主窗口上显示[部件工具箱]。
从[部件工具箱]中选择一个数据显示器部件，将它拖放到基
本画面上。

2. 设置数据显示器
双击部件，显示设置窗口。

3. 设置外接控制器地址
在[监控字地址]中，输入保存数值的外接控制器地址。

4. 指定字体
点击[显示]选项卡，选择字体类型、字号和显示位数。

采用位图字体和Windows字体(图像字体)，可以清晰地显示数
字字符。

如果勾选了[允许输入]，触摸屏幕

时将调用弹出式键盘，用于输入数
值和文本。

位图字体(Neon) 图像字体 标准字体(7段码)

位图字体(7段码) 矢量字体(空心) 标准字体

可用于显示保存在外接控制器(如PLC)中的数据。

也可用于输入数值和显示文本。

如果选择了[文本显示]，则显示文本数据。

Voltage Current

例如，可将保存在外接控制器中的Hex格式错误代码显示为
ASCII格式的文本。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部件]菜单选择数据显示器部件放置。

显示数值

如何放置数据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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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表显示运行状态

1. 在基本画面上放置柱状图
参阅第4页，在主窗口上显示[部件工具箱]。
从[部件工具箱]中选择一个柱状图，将它拖放到基本画面上。

- 选择图表类型
- 指定[监控字地址]

在[监控字地址]处，输入保存数值的外接控制器地址。
- 数据类型

从Bin、BCD或Float中选择图表中显示的数据格式。
- 指定范围

用百分数指定图表中显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3. 指定颜色
点击[颜色]选项卡，选择显示颜色。
点击[扩展]指定颜色的详细设置，例如，设置不同颜色的色块
使显示更加清楚。

利用16级灰度显示图表。

充分利用实线、虚线和16级灰度显示，在一个画面上清楚地显
示多通道趋势图。

用柱状图或趋势图显示数值信息，可以直观地查看运行状态。

Voltage Current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部件]菜单选择柱状图部件放置。

图表显示

2. 设置柱状图
双击部件，显示设置窗口。

如何放置柱状图

不使用人机界面的7段码表示

GP4100系列使用7段码表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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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错误消息(1)

1. 显示报警设置画面
点击图标，显示报警设置画面。

当地址M0000为ON时，显示“Press the emergency stop button.”(按下紧急停止开关)。

当地址M0001为ON时，显示“Oil pressure overload.”(油压超限)。

当地址M0002为ON时，显示“Exceed the maximum pressure.”(超出压力最高限值)。

当地址M0003为ON时，显示“Foreign material is detected. Remove it immediately.”(发现异物，立刻移除)。

如果选择了[字监控]，将根据外接控制器字地址值的变
化显示注册的消息。

如果选择了位监控，将根据外接控制器位地址值的变化
显示注册的消息。

指定报警设置，根据位地址值的变化或外接控制器数据的变化显示错误消息。

如何设置报警：为每个位地址注册对应的消息

2. 指定备份历史
如果勾选了[备份历史]，即使GP4100系列断电，也会保存
报警记录。

3. 设置报警
注册位地址、触发条件和消息。
可以将注册的报警消息划分到最多8个块中，并在每个块中
设置地址和消息。

较长的消息可以在画面底部显示为滚动报警。

エラーコード一覧エラーコード一覧エラーコード一覧错误代码列表

6B4D

3A7E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通用设置]菜单执行报警设置。

查看消息，确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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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将GP4100当作消息显示器来使用，请在[显示字符数]

中仅勾选[消息]。

显示错误消息(2)

>>

将消息放大至全屏，即可将GP4100系列当作消息显示器
来使用。

1. 放置报警部件
点击报警图标，在基本画面上放置报警部件。双击放置的
部件，显示设置窗口。

2. 设置报警部件
在[显示块]中选择一个注册了所需报警信息的块。
在[显示报警数]中，选择一次显示的报警消息数。

3. 指定字符数
选择各个项目每行显示的字符数。
如果选择了[日期]、[触发]、[确认]和[恢复]其中之一，将按选
定的格式显示触发的报警。

4. 设置报警部件
采用图像字体，选择报警部件使用的颜色、字体和边框，获
得清晰的显示效果。

5. 放置并定义特殊开关来滚动消息列表
用特殊开关上/下滚动多行报警消息。
从[部件工具箱]中选择一个开关部件，将它拖放到基本画面上。
双击部件，将它设置为历史报警开关。选择下述各项，即可实
现上下滚动消息。

[开始]：启用历史报警开关。
[移动]：向上滚动/向下滚动

如果为[开始]开关选择[无形状]，并将它覆盖放置在[向上滚动]

和[向下滚动]开关之上，则可以节省画面空间。

如何设置报警：指定如何显示消息

如需将GP4100系列当作消息显示器来使用，请在[显示格式]

的[显示报警数]中选择“1”。

可将放大的消息放置
在整个基本画面上。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部件]菜单选择报警部件放置。

No.1：Over current of the heater

如果点击[时钟更新设置]，GP4100将与外接控
制器实现时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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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页眉和页脚
点击画面上的 ，切换到页眉/页脚编辑画面。
再次点击 ，返回基本画面。

2. 指定通用部件
在页眉/页脚编辑画面上放置文本及画面切换开关等可由多
个画面共用的部件。

其他画面创建技巧

日语

最多可注册20个页眉和页脚。

1. 注册启动画面
点击[注册启动画面]图标，注册启动画面。
画面大小为W200 x H80像素(W80 x H32 mm)。

英语

中文

韩语

1. 设置文本列表
点击[文本列表]图标，用不同语言注册消息。

2. 语言切换设置
指定一个用于保存文本列表编号的语言切换控制地址。

使用页眉/页脚功能可减少程序开发时间。

注册启动画面，在启动等待过程中显示。

使用文本列表可以轻松创建多语言画面。

2. 显示启动画面
启动画面是GP4100系列启动时显示的画面。
可采用16级灰度清晰显示JPEG和BMP图像。

将常用部件注册到页眉/页脚中，与其他画面共用。

注册启动画面

快速切换语言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通用设置]菜单注册文本列表。

* 除了使用图标以外，也可以从[通用设置]菜单注册启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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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C上检查画面运行情况(模拟)

开关操作可用鼠标点击来确认。

如需启动模拟功能，请点击[模拟]图标或按下PC键盘上的[F12]键。

1. 开关操作
报警可通过更改注册地址的状态来确认。

滚动报警的运行也可以进行确认。

2. 指示灯ON/OFF操作 3. 报警消息

OFF  ON

指示灯操作可通过更改注册位地址的
状态来确认。

0→500

数据显示器和图表操作可通过更改
注册字地址的值来确认。

在将工程传输到GP4100之前，可以在PC上检验画面的运行情况。

如何使用模拟功能

模拟时既不需要GP4100主机，也不需要USB传输电缆。

(1)

(2)

(3)

[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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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的是Toshiba Machine的PLC(TC mini/TC200)，
可通过GP4100系列传输USB存储器中的梯形图程序。

将画面传输到GP4100系列

画面/梯形图

GP4100系列

数据传输USB电缆

(USB Type-A – Mini-B)

USB存储器

(适用于USB Type-A)

传输过程中将显示传输
状态。

1. 启动Transfer Tool(传输工具)

点击[传输工程]图标，显示“传输工具”窗口。

2. 传输画面
点击[发送工程]图标，开始传输。
传输过程中将显示传输状态。

2. 将工程保存到USB存储器中。
点击[Memory Loader]图标，然后点击[创建备份文件]。
选择PC上的目标位置(驱动器名称)，创建要传输的数据。

3. 将USB存储器中的数据下载到GP4100系列
打开GP4100系列的系统菜单，下载USB存储器中数据。
交替按下人机界面对角，系统菜单将显示在屏幕底端。

用USB传输电缆或USB存储器将画面传输到GP4100系列。

用USB电缆传输

用USB存储器传输

1. 启动Transfer Tool(传输工具)

点击[传输工程]图标，显示“传输工具”窗口。

USB接口(Type-A)

USB接口(Mini-B)

系统菜单

系统菜单
|

[USB]

|

[下载]

交替按下屏幕的两个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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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事项
请用安装固定螺丝将GP4100系列安装到操作面板上，并连接电源线和通讯线。
(注意：为避免发生触电事故，请在执行以上操作前务必切断电源。)

串口接头 *

电源接头

螺丝插入孔

螺丝插入孔 USB(Type-A)

USB(Mini-B)

- 人机界面的电源接头不能从主机上取下。
请勿拉拽或摇晃接头，否则可能损坏电源接头。

- 以配件形式提供各支持PLC的连接电缆(参阅第15页)。

前面板USB

延长线
(单独销售)

安装固定螺丝的注意事项

- 面板厚度：1.0mm ~ 5.0mm 

电源连接注意事项

通讯电缆连接注意事项

* 上图所示仅为RS-232C和RS-422/485型(GP-4105和GP-4106)，RS-485隔离型(GP-4107)为D-Sub 9针(凹型)

RS-232C和RS-422/485型(GP-4105和GP-4106)

RS-485(隔离型) (GP-4107)

与其他PLC进行连接的详情，请参阅控制器/PLC连接手册。
连接电缆接头时，请确认GP未上电，否则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GP-4107的串口接头类型为D-Sub 9针(凹型)。
有关针脚连接的详情，请参阅“GP-4100系列硬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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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适用于Type-A接口的USB电缆紧固夹时，安装前请先取
下USB扎扣上的USB保护盖。

USB电缆紧固夹有两种：Type-A适用和Mini-B适用。
该电缆紧固夹用于防止由于振动或其他原因使连接到人机界面主机USB接口的USB电缆脱落。

使用前面板USB延长线，可以在不打开操作面板的情况下使用USB接口。

- 仅当在此电缆上使用防水盖时，前面板才能达到IP65f防护等级。

- 请将防水盖拧紧。

[CA5-USBEXT-01]

GP4100系列主机和配件

前面板USB延长线(单独销售)使用注意事项

USB电缆紧固夹(单独销售)安装注意事项

USB存储器(USB Type-A)

- 画面传输
- 梯形图传输
(仅支持日本东芝机械株式会社
制造的TC mini/TC200系列PLC)

PC(USB Mini-B)

- 画面传输
- 梯形图传输

(数据穿越)

将USB条形码阅读器连接到USB接口(Type-A)，经过简单
设置就可以实现方便的数据读取。

* 使用USB条形码阅读器时，需要用自带电源的集线器供电。

USB接口

防水盖

条形码阅读器

USB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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