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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串联常闭接点回路 

I0.0

I0.1

Q0.0

 

【控制要求】 

自动检测传送带上的杯子是否是直立的，若不是就将杯子推出到传送带外。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明 
I0.0 杯底检测光电管 
I0.1 杯颈检测光电管 
Q0.0 气动推出杆 

【控制程序】 

I0.0 I0.1
(       )
Q0.0

 

【程序说明】 

 杯子直立从传送带移过来时，杯底检测光电管和杯颈检测光电管都导通，即 I0.0=ON，I0.1=ON，此时

I0.0 的常开接点导通，I0.1 的常闭接点不导通，Q0.0=OFF，气动推出杆不动作。 
 杯子倒立从传送带移过来时，杯底检测光电管导通，而杯颈检测光电管不导通，即 I0.0=ON，I0.1=OFF，
此时 I0.0 的常开接点导通，I0.1 的常闭接点导通，Q0.0=ON, 气动推出杆动作，杯子被推出传送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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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并联方块回路 

Q0.0

I0.1

I0.0

 

【控制要求】 

楼梯照明系统中，人在楼梯底和楼梯顶处都可以控制楼梯灯的点亮和熄灭。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明 
I0.0 楼梯底开关 
I0.1 楼梯顶开关 
Q0.0 楼梯灯 

【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楼梯顶和楼梯顶的两个开关状态一致时，都为“ON”或都为“OFF”时，灯被点亮；状态不一致时，

即一个“ON”，另一个“OFF”时，灯熄灭。 
 灯在熄灭状态时，不管人是在楼梯底还是楼梯顶，只要拨动该处的开关到另外一个状态，即可将灯点亮。

同样，灯在点亮状态时，不管人是在楼梯底还是楼梯顶，只要拨动该处的开关到另外一个状态，都可将

灯熄灭。 

I0.0

I0.0

I0.1

I0.1
(       )
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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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上升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脉冲 

   

【控制要求】•开关由 Off→On 动作时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作为条件去触发指示灯或其它装置。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控制说明 

I0.0  开关，由 Off→On   
M0.0  一个扫描周期的触发脉冲  
Q0.0 指示灯  

【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 I0.0 由 Off→On 动作时(上升沿触发)，经触点（EU）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钟脉冲，驱动输出

线圈 M0.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I0.0 
 
M0.0 
 
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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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0=On 时，Q0.0 被置位为 On，并保持，指示灯被点亮或驱动其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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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下降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脉冲 

        

           I0.0      Q0.0（电磁阀） 

【控制要求】•开关由 On→Off 动作时候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作为条件去触发控制电磁阀或其它装

置。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控制说明  

I0.0  开关，由 On→Off  

M0.0  一个扫描周期的触发脉冲  

Q0.0 电磁阀  

【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 I0.0 由 On→Off 动作时(下降沿触发)，经触点（ED）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钟脉冲，驱动输出

线圈 M0.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I0.0 
 
M0.0 
 
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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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0=1 时，Q0.0 被复位为 Off，并保持，电磁阀被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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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自锁控制回路 

 

【控制要求】•按下 START 按钮一次，吊扇运转；按下 STOP 按钮一次，吊扇停止。 

•按下 TEST 按钮，测试吊扇电机是否运转正常。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START 按钮，当按下时，I0.0 状态为 On  

I0.1  STOP 按钮，当按下时，I0.1 状态为 On  

I0.2  TEST 按钮，当按下时，I0.2 状态为 On  

I0.3  故障信号 

Q0.0  吊扇电机控制信号 

【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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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按一下START 按钮，I0.0=On ，在没有故障的情况下（I0.2=Off），吊扇运转。这需通过一

个自锁电路来实现，其原理是把输出M0.0 拉回来当作一个输入条件来实现，避免了为让吊扇

运转而一直按着START 按钮。 

•按下STOP 按钮，I0.1=On，Q0.0=Off ，吊扇停止运转。 

•当故障发生（I0.2=On），Q0.0=Off ，吊扇停止运转。 

•按下TEST 按钮，I0.2=On ，在吊扇无故障（I0.3=Off ）情况下，Q0.0=On ，吊扇运行；松

开TEST 按钮，吊扇即停止运行，达到测试吊扇电机是否正常的目的。 

 



1 基本程序设计范例 

A5 案例手册 1-9

 

1 - 6 互锁控制回路 

I0.0 I0.1

Q0.0

Q0.1

 

【控制要求】停车场检票口为单车道，通过交通控制指示灯，保证在任何时刻只有一辆车通过，避免进入停

车场的车和离开停车场的车发生“撞车”事故。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汽车进入停车场传感器，当有汽车进入时，I0.0 状态为 On  

I0.1  汽车离开停车场传感器，当有汽车进入时，I0.1 状态为 On  

Q0.0  汽车进入停车场指示灯（On 时指示”GO”，Off 时指示”STOP”）

Q0.1  汽车离开停车场指示灯（On 时指示”GO”，Off 时指示”STOP”）

【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停车场用两个指示灯牌来分别指示汽车进入和离开。利用互锁结构保证只有一个指示灯牌为“GO”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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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车辆进出正常，不会“撞车”。 

•当汽车进入停车场靠近检票栏时，I0.0（进入传感器）为 On，Q0.0=On ，进入停车场指示灯牌指示“GO”，

同时，离开停车场指示灯被关断，指示为“STOP” ，允许汽车进入停车场，禁止汽车离开。 

•当汽车离开停车场靠近检票栏时，I0.1（离开传感器）为On，Q0.1=On ，离开停车场指示灯牌指示“GO” ，

离进入停车场指示灯牌指示“S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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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 传统自保持回路与 S/R 指令的应用 

【控制要求】• 按下开灯按钮灯点亮，按下关灯按钮灯熄灭。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开灯按钮，当按下时，I0.0 状态为 On  

I0.1  关灯按钮，当按下时，I0.1 状态为 On  

Q0.0  指示灯 

【控制程序】 

  •传统自保持回路 

   

  •S/R 指令实现的自保持回路 

   

【程序说明】 

•以上两范例的动作皆为I0.0 由 Off→On 变化时，Q0.0 常On；I0.1 由Off→On 变化时，则Q0.0 常

Off 。 

•若I0.0，I0.1 同时动作时，则停止信号优先，即Q0.0 会变为Off ，指示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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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自保持与解除回路 (S/R) 

 

I0.0

I0.1

I0.2

Q0.0
 

【控制要求】• 按下 START 按钮，抽水泵运行，开始将容器中水抽出；按下 STOP 按钮或容器中水为空，抽

水泵自动停止工作。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START 按钮，按下时，X0 状态为 On  

I0.1  STOP 按钮，按下时，X1 状态为 On  

I0.2  浮标水位检测器，只要容器中有水，X2 状态为 On  

M0.0 一个扫描周期的触发脉冲 
Q0.0  抽水泵电机 

【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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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说明】 

•只要容器中有水，I0.1=On ，按下START 按钮时，I0.0=On，S指令被执行，Q0.0 被置位水泵电机

开始抽水。 

•当按下STOP 按钮，I0.0=On，EU 指令执行，M0.0 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指令执行Q0.0被复位，水

泵电机停止抽水。另外一种停止抽水的情况是：当容器水抽干后，I0.2=Off，I0.2 的常闭触点接

通，PLS 指令执行，M0.0 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指令执行，Q0.0 被复位，水泵电机停止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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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 交替输出回路 (输出具停电保持) 

【控制要求】•第 1 次按下按钮，灯被点亮，第 2 次按下按钮，灯熄灭，第 3 次按下按钮，灯被点亮，第 4 
次按下按钮，灯熄灭；如此，按钮在 1、3、5 次被按下时，灯被点亮并保持；而 2、4、6 次
被按下时，灯熄灭。 

•重新上电后，指示灯仍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灯开关按钮， 按下时，X1 状态为 On  

M0.0  一个扫描周期 On 的触发脉冲 
M5.0  X1 单次 On 时，M512=On 、M513=Off  

M5.1  X1 双次 On 时，M512=Off 、M513=On  

Q0.0  指示灯信号 

【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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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说明】 

•第1 次（单次）按下按钮：按下按钮后，I0.0=On，EU 指令执行，M0.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M0.0=On ，

且Q0.0=Off （Q0.0 常闭接点导通），所以第2 行程序的S和R指令执行，M5.0 被置位，M5.1 被复

位，而第3行程序中，Q0.0 常开接点断开，所以S和R指令不执行。 后一行程序中，因M5.0=On，

M5.1=Off ，所以Q0.0线圈导通，灯被点亮，直到再次按下按钮。从第2个扫描周期开始，因M0.0=Off ，

所以第2行和第3行的SET 和RST 指令都不执行，M5.0 和M5.1的状态不变，灯保持点亮的状态，直

到再次按下按钮。 

•第2次（双次）按下按钮：按下按钮后，I0.0=On，M0.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因Q0.0的状态为On，

与第1次按下按钮相反，第3行的S和R将被执行，M5.1被置位，M5.0被复位，而第2 行的S和R指

令因Q0.0常开接点断开而不被执行。因M5.0=Off，M5.1=On ，所以Q0.0线圈断开，灯熄灭。从第

2个扫描周期开始，因M0.0=Off ，所以第2行和第3行的S和R指令都不执行，M5.0和M5.1的状态不

变，灯保持熄灭的状态，直到再次按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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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0 条件控制回路 

    

【控制要求】•车床主轴转动时要求先给齿轮箱供润滑油，即保证油泵电机启动后才允许启动主拖动电机。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供油泵启动按钮，按下时，I0.0 状态为 On  

I0.1  主拖动电机启动按钮， 按下时，I0.1 状态为 On  

I0.2  供油泵停止按钮，按下时，I0.2 状态为 On  

I0.3  供油泵停止按钮，按下时，I0.3 状态为 On  

Q0.0  供油泵电机 
Q0.1  主拖动电机 

【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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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说明】 

•本程序是一个条件控制回路的典型应用，按下供油泵启动按钮时，Q0.0=On ，供油泵启动，开始给

主拖动电机(Q0.1) 的齿轮箱供润滑油。 

•在供油泵启动的前提下，按下主拖动电机启动按钮时，Q0.1=On ，主拖动电机启动。 

•主拖动电机(Q0.1) 运行过程中，供油泵(Q0.0) 要持续地给主拖动电机(Q0.1) 提供润滑油。 

•按钮供油泵停止按钮和主拖动电机停止按钮分别停止供油泵和主拖动电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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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1 地下停车场出入口进出管制 

 

Q0.0   Q0.1

Q0.0   Q0.1
I0.0

I0.1

地下室出入口处
 

 

【控制要求】• 地下停车场的进出入车道为单车道，需设置红绿交通灯来管理车辆的进出。红灯表示禁止车

辆进出，而绿灯表示允许车辆进出。 

 • 当有车从一楼出入口处进入地下室，一楼和地下室出入口处的红灯都亮，绿灯熄灭，此时禁

止车辆从地下室和一楼出入口处进出，直到该车完全通过地下室出入口处（车身全部通过单行

车道），绿灯才变亮，允许车辆的从一楼或地下室出入口处进出。 

 • 同样，当车从地下室处出入口离开进入一楼时，也是必须等到该车完全通过单行车道出，才

运行车辆从一楼或地下室出入口处进出。 

 • PLC 一开机运行时，一楼和地下室出入口处交通灯初始状态：绿灯亮，红灯灭。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一楼出入口处光电开关， 有车辆出入该处时，I0.0 状态为 On  

I0.1 地下室出入口处光电开关，有车辆出入该处时，I0.1 状态为 On  

M1.0  从一楼进入车道经过 I0.0 时，M1.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M2.0  从地下室进入车道经过 I0.1 时，M2.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M3.0  从地下室进入车道经过 I0.2 时，M3.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M4.0  从一楼进入车道经过 I0.1 时，M4.0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M5.0  车辆从一楼进入地下室过程中，M5.0=On  

M6.0  车辆从地下室离开到一楼过程中，M6.0=On  

Q0.0 一楼和地下室出入口处红灯 
Q0.1 一楼和地下室出入口处绿灯 

【控制程序】 

 



1 基本程序设计范例 

A5 案例手册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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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说明】 

•一楼和地下室的红灯共享信号Y1，绿灯共享信号Y2。。 

•程序的关键是当M1 导通驱动Y1 时，必须先判断是从一楼出入口处进入单车道还是离开单车道，因

为两个方向车辆通过一楼出入口处时，EU M1.0指令都执行，M1.0 都导通一个扫描周期，所以需用

一个确认信号M5.0来确认车辆是从一楼进入单行车道的状态。 

•同样，当M2.0导通时，必须先判断是从地下室出入口处离开单车道还是处进入单车道，因为两个方

向车辆通过地下室出入口处时，ED M2.0 指令都执行，M2.0 都导通一个扫描周期，所有需用个确

认信号M6.0来确认车辆是从地下室进入单行车道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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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2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控制要求】•按下正转按钮，电动机正转；按下反转按钮，电动机反转；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 

【元件说明】    

PLC 软元件 说   明 

I0.0  电机正转按钮，按下按钮时，X0 状态为On  
I0.1  电机反转按钮，按下按钮时，X2 状态为On  
I0.2  停止按钮， 按下按钮时，X3 状态为On  
T20  计时1 秒定时器 
T21  计时1 秒定时器 
Q0.0  正转接触器 
Q0.1  反转接触器 

【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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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说明】 

• 按下正转按钮，I0.0=ON，1 秒后，Q0.0 接触器导通，电机正转；按下反转按钮后，I0.1=ON， 
Q0.0 接触器被立即关断，而经过 1 秒延时后，才接通 Q0.1 接触器，电机反转；按下 I0.2 按
钮，Q0.0 和 Q0.1 都被立即关断，电机停止运行。 

• 程序中使用两个定时器的目的是保证正反转切换时，避免发生电源相间瞬时短路。因为刚断开

一个接触器后就去接通另外一个接触器，则会因为断开的那个接触器的电弧尚未熄灭，就接通了

另外一个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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