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2000-PLC 之新建工程及项目管理

NA20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简称 NA2000-PLC）由南大傲拓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设计与研发一款小型 PLC 的产品系列，基于集成化，小型化，网络化的开发思

路，面向于物联网终端控制单元以及自动化终端机械设备控制单元的核心应用。

下面简单介绍其新建工程及程序上下载。

NA2000-PLC 采用 DC24V 供电，其本体包含 2个网口（共用一个 IP 地址，供

程序下载及与其他设备通讯使用）及 2路 485 接口。

1、创建新工程及项目

首先要为这个项目建立一个空的工程。打开 NAPro 编程软件，点击主菜单栏

上【文件】/【新建】，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新建工程示意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新建一个文件夹，打开该文件夹，并对该工程命名，点击

保存，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新建工程示意图

右键单击 NAPLC，点击新建项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项目名称,然后点

击确定，如图 1.3、1.4 所示：

图 1.3 新建项目示意图

图 1.4 新建项目示意图



NAPro 软件会弹出一个警告对话框，提示还没有进行 PLC 硬件配置，选择确

定，然后进行硬件配置，如图 1.5 所示：

图 1.5 硬件配置提示示意图

NAPro 编程软件必须进行 PLC 硬件模块配置才能进行 PLC 编程，如果 I/O 模

块配置不完成，测点表将不显示测点信息，编程后编译会提示错误。PLC 硬件配

置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与机架上面实际安装模块型号一致，否则 I/O 模块将不

会被 CPU 识别。

NAPro V6.0.1 版本编程软件可以在【项目浏览器】/【程序】这个目录树

下导入多个项目工程，右键单击 NAPLC，点击导入项目，即可添加其他项目，如

图 1.6 所示：

图 1.6 导入项目示意图

查找你所需要的导入项目，点击打开，如图 1.7 所示：



图 1.7 导入项目示意图

导入项目后，该项目名称颜色变成蓝色，可以进行相关的软硬件配置，此时

其他项目不能进行相关的配置，如图 1.8 所示：

图 1.8 导入项目示意图

如果想对其他项目进行配置，通过右键单击该项目名称，弹出对话框点击激

活项目，即可进行相关配置，同时该项目名称颜色变为蓝色，其他项目处于不可

编辑状态。如图 1.9 所示：



图 1.9 激活项目示意图

2、PLC 硬件配置

在【项目浏览器】/【资源】这个目录树下，用鼠标右键点击“PLC 配置”，

弹出硬件配置对话框，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硬件配置示意图

※ “允许程序上载”复选框用于选择是否允许将项目源文件和程序源文件

保存到 PLC 中。如果复选框选中，则下载时会将执行文件和源文件一起下载到

PLC 中，便于以后上载；如果复选框不选中，则只下载执行文件，上载就会失败。

※ “生成调试信息”复选框用于在线调试用户程序，可设置断点和单步执



行，一般情况下可以不选择。

选中 NA2000，点击确定，确定后目录栏内硬件结构如图 1.11 所示：

双击模块或空的槽位，会弹出模块选择对话框，选择模块的类型和型号，如

图 1.12 所示：

图 1.12 模块配置示意图

NA2000 系列 PLC 模块类型分为 CPU、 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

入、模拟量输出。“ 无” 则表示该槽位为空，没有模块。单击“ 属性” 按钮，

即可对模块的属性进行配置。如图 1.13 所示：



硬件配置完毕，即可编写相应的程序。

3、程序管理

程序至少包括一个主程序 MAIN，每个扫描周期都从主程序开始，其他子程

序的扫描都是通过主程序调用来实现的，主程序 MAIN 和所有的子程序都列于项

目浏览器的程序目录下，查看程序的内容直接双击该程序名即可。程序按类型分

为梯形图、功能块图、指令表、结构文本、顺序控制图等，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程序结构示意图

顺序控制图的执行并非扫描方式，而是以顺序控制的方式执行，即从开始到

结束，一步步地执行，结束后即终止执行。顺序控制图程序不会自动执行，只有

通过 MAIN 程序或其它子程序启动。顺序控制图的执行不会对梯形图或其它程序

产生影响（顺序控制图调用程序除外）。



3.1 增加程序

增加程序，可以通过主菜单【文件】∕【新建程序】或工具栏的 按钮来

实现，然后选择程序类型并对该程序命名即可。程序描述有助于用户理解程序的

用途，可以填写也可以不填写。程序可以属于主任务（循环执行），也可以属于

任务 1～16（优先级由低到高，定时执行）。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增加程序示意图

对于一个项目，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多个任务，程序的调用依赖于任务分配。

缺省情况下，系统为单任务运行，MAIN 为主程序，自动且唯一调用它，通过它

实现对其他程序的直接或间接调用，不需要进行任务配置。在一般情况下，PLC

控制单任务环境即可满足要求。

在多任务环境下，主任务（自动执行程序 MAIN）循环执行，优先级最低。

其它最多支持 16 个任务，任务 16 优先级最高。每个程序都必须属于主任务或任

务 1～16 中的任一个（在新建程序时配置），隶属于同一任务的程序互相之间可

以调用。

在【项目浏览器】/【资源】选项中，在【任务配置】下列出了所有任务及

各个任务所拥有的程序。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任务管理示意图

程序 LD2 和 FBD2 隶属于任务 2，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弹出任务配置

对话框，选择自动执行程序 LD2 和定时周期 200ms，如图 1.26 所示。定时周期

最小可设置为 1毫秒。除自动执行程序外，其它隶属于该任务的程序（如 FBD2）

需通过自动执行程序（如 LD2）来调用。

3.2 项目文件下载与上载

手动下载

手动下载多用于第一次下载项目文件到 CPU 中或者 CPU 以太网 IP 地址忘记

的情况下，更改 CPU 网络 IP 地址。手动下载会把整个工程项目文件和程序文件

全部自动下载到 CPU 中。首先把 CPU 的拨码开关拨到“DEBUG”状态，CPU 重新



上电，启动成功后 CPU 面板上的指示灯 R／F会同时闪烁，大概 1秒一下，表明

CPU 运行在 DEBUG 调试态，此时 CPU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66。修改 PC 机网络

连接里面的 IP 地址和 CPU 默认缺省 IP 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前三段数字一样，最

后一段数字不一样）。如图 1.28 所示。

图 1.28 网络 IP 设置示意图

选择 NAPro 菜单下载／手动下载，弹出如下窗口，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手动下载示意图

点击确认按钮，进行项目文件下载，系统会弹出如下进程框，如图 1.30 所



示：

图 1.30 项目下载示意图

如果网络硬件不通或者地址不对系统会弹出连接失败提示框，此时请进行网

络设置检查。通过 ping 192.168.1.66 –t 的命令，可以查看网络状态是否正

常。如果 ping 时，时间反馈是正常的，但是无法下载程序，请检查电脑防火墙

设置，是否阻止文件传输或者 NAPro 被列入黑名单等情况。Win7 和 Win8 的系统，

一定要修改防火墙设置或者关闭防火墙，否则无法下载。

提示下载成功以后，把 CPU 上面的拨码开关转到 RUN 状态，CPU 重新上电，

启动成功以后，R灯一秒闪烁一下，A灯常亮，表示 CPU 运行正常。

程序下载到 PLC 中后，CPU 模块必须复位并重新启动一次，才能执行下载后

的程序，否则，系统执行的还是下载前的程序。复位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的复位命

令完成。

上载项目

从 PLC 中上载项目到调试计算机中。与下载不同的是，上载时，软件会弹出

对话框，要求输入希望上载的文件所在的 PLC 的以太网地址。输入后按确认键，

编程软件会根据地址在网络上搜寻该节点，如图 1.31 所示：

上载后，编程软件会提醒输入项目保存的位置，可以直接覆盖当前计算机中

的同名或其他文件，也可以输入文件名保存为新文件。

※注意：在【资源／PLC 配置】界面如果没有选择“允许程序上载”（图 1.10），

则项目文件和程序文件将无法上载，上载时会提示“项目文件上载失败！”。

3.3 程序下载与上载

下载程序

如果项目文件没有更改，只更改了程序文件，保存编译后就可以选用下载程



序功能来更新 PLC 中的程序文件。

上载程序

从 PLC 中上载所有的程序文件，包括梯形图、功能块图、结构文本、指令表、

顺序控制图等。程序上载时，和项目文件上载一样，也要输入要上载的 PLC 的

IP 地址。然后会弹出如下框图，让你选择要上载的程序名称，也可以全部选中，

如图 1.32 所示：

图 1.32 上载程序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