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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1功能概述

“CNVM6”具有以下2个功能。

指令列表转换功能

•消息转换功能

来源PLC数据 转换后的PLC数据

指令列表（
文本）

消息（二进
制）

Gx开发人员

+Gx

***.wpg

指令列表
（文本）

M1***.wpg
or

M2***.wpg

消息列表

（文本）

1）命令列表转换功能

该功能将原始模型的指令列表数据（梯形列表）转换为开发模型的指令列表数据。输入格式支持以下两

种格式。

·用M500系PLC开发工具（PLC4B）输出的阶梯列表（文本形式）·用“GX

Developer”和“GX Converter”输出的阶梯列表（文本形式）

转换后的数据可以与MELSEC系列的PLC开发工具GX Developer和GX Converter一起使用。

2）信息转换功能

M500系列的消息数据转换为M600，M700系列的消息数据的功能。输入格式支持以下格式

。

·M500系PLC开发工具（PLC4B）输出的消息文件（二进制格式）

转换后的数据可以与MELSEC系列的PLC开发工具GX Developer和GX Converter一起使用。

转换器

（用于
MELSEC）

信息

梯子

CNVM6

指令列表转换

消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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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1系统要求

CNVM6是在Windows95/98/NT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以下是运行所需的H/W环境。

H/W：运行Windows95/98/NT/2000/XP的计算机

RAM要求至少为2 MB

需要1MB或更大的高清容量

1.3安装

FLD包含两种类型的文件和一个文件夹。请把这些复制到电脑上。没有关于存储位置的规定。

CNVM6.EXE

CNVM6.INI

CNVM6_DEF文件夹

【注意】关于英文版Windows上的运行

在英语版本的Windows上，CNVM6.EXE显示在菜单、对话框和消息窗口中的字符串均为英语表示。
此外，在日语版本的Windows上，该表记为日语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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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如何使用CNVM6。

.１2操作画面

CNVM6的主屏幕如下所示。

标题栏

转换操作窗口

消息窗口

【画面】：大小为640×480固定窗口

屏幕分为上下两部分，显示转换操作窗口和消息窗口

【标题栏】：显示工具的名称“CNVM6”

【菜单】：

菜单 命令 说明

文件 退出应用程序 退出应用程序

编辑 复制 复制字符串

显示
工具栏 显示/隐藏工具栏

状态栏 显示/隐藏状态栏

设置 首选项 设置转换选项

帮助 关于 显示CNVM6版本

[工具栏]：

按钮 说明

复制字符串

设置转换选项

显示CNVM6版本

菜单

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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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选择栏

选择所需的转换数据

型号设置显示栏

显示配置的型号

源信息输入字段

输入源文件的文件名

和文件名

转换按钮

用于执行转换的按钮

【消息窗口】：显示转换结果等。

.２2启动

通过双击CNVM6.EXE启动。启动后，将显示以下屏幕。

目标信息输入栏

输入目标文件的文件

名和文件名

【转换操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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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2首选项

设置转换处理的首选参数。设置后的内容将被保存，并可作为下次启动时的初始首选项。（设置存储

在CNVM6.INI文件中。请勿删除CNVM6.INI文件或将其移动到其他文件夹。）

从菜单中选择“设置”>“首选项”以显示首选项对话框。

1）【共同设定】

■“无覆盖警告”

显示或隐藏输出文件覆盖确认对话框。

■“固定工作文件夹”

可以固定输入和输出文件文件夹。

选中此项并在下面的字段中输入要冻结的文件夹名称。也可以单击“浏览”按钮以显示文件夹浏

览对话框。指定文件夹并单击“确定”(OK)按钮后，指定的文件夹名称将显示在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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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阶梯变换设定】

设置指令列表转换的转换选项。

■“机种设定”

设置转换的型号（转换规则）。点击设置字段右端的▼即可显示下拉列表。请选择任何型号（

转换规则）。

■“设定累加器A0，A1的代替装置”

设置累加器A0和A1的替代设备不是初始值（D1022和D1023）。如果初始设备已被使用并发出警告

，请设置此选项。

检查并在下面的字段中输入要设置的设备。您可以输入D或R设备。

如上例所示，如果设置设备“D800”，则“A0”将转换为D800，“A1”将转换为D801。

■“没有命令形式的变更报告”

如果选中，则不输出转换过程中指令或指令格式更改的消息。有关警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4.

警告信息”。

■“M设备无警告”

如果选中，则当存在一次访问M设备的多个位的指令时，不输出消息。有关警告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4.警告信息”。

■“G设备无警告”

如果选中，则当存在批量访问G设备的多位的指令时，不输出消息。有关警告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4.警告信息”。

3）【消息转换设定】

设置转换消息时的转换选项。（无需选择机型）

■“输出NOPLF”

如果选中，则在消息转换期间，每个消息部分之间以及每个消息部分的每10行输出换行代码（NO

P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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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指定源文件

在“转换操作”窗口中设置要转换的文件名。

现场/零件

输入要转换的文件的驱动器/路径。
文件名

输入要转换的文件的名称。
“浏览”按钮

单击此按钮将显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要转换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源”字

段将设置选定文件的“文件/文件”和“文件名称”。

2.5指定目标文件

在“转换操作”窗口中设置要输出转换数据的文件名。

现场/零件

输入转换文件的驱动器/路径。
文件名

输入转换文件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扩展名，则为“.TXT”。此外，指令列表转换中除“.TXT”以外的扩展名都是错误的

。
“浏览”按钮

单击此按钮将显示“另存为”对话框。输入转换后的文件并单击“保存”按钮时，将设置在“目

标”字段中输入的文件的“文件/文件”和“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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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2转换执行

从转换操作窗口的“数据类型”列中选择所需的转换数据，然后单击“-->”按钮执行转换。

数据类型 意义

指令列表 执行指令列表转换

信息 执行消息转换

.６.１2指令列表转换

在转换操作窗口的“数据类型”列中，选择“指令”，然后单击“-->”按钮。转换完成后，转换

结果将显示在消息窗口中。
结果将显示为“Done.-警告计数”。

【重要】

如果存在转换后可能成为问题的命令，则警告信息等

查看项目中可用的所有族。请务必使用文本编辑器等检查警告内容。有关警

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4.警告信息”。



.６.２2消息转换

在转换操作窗口的“数据类型”列中，选择“管理员”，然后单击“-->”按钮。转换完成后，将

在消息窗口中显示转换结束消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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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CNVM6显示的错误消息。

.１3应用程序操作

运行应用程序时出现的错误。

1）变换操作窗口操作时的错误

信息 内容 处理

请指定源驱动器/路径。 源驱动器/路径未输入。 请输入转换源驱动器/路径。

请指定源文件名。 未输入源文件名。 请输入源文件名。

请指定目标驱动器/路径。 目标驱动器/路径未输入。 请输入目标驱动器/路径。

请指定目标文件名。 未输入目标文件名。 请输入目标文件名。

源文件和目标文件是同一文件。请

指定不同的文件。

输入的源和目标驱动器/路径和

文件名相同。

更改源或目标驱动器/路径或

文件名。

无法删除文件。 覆盖文件时无法删除现有文件

。

删除或移动现有文件，或取消

只读属性。

2）环境设定操作时的错误

信息 内容 处理

请指定工作文件夹。 已选中“固定工作文件夹”，

但未指定文件夹。

请在工作文件夹输入栏中输入文

件夹或取消选中“固定工作文

件夹”。

工作文件夹无效。 指定的文件夹不存在、CD-ROM
驱动器或文件。

请确认工作文件夹。

累加器替换设备指定无效。 指定的累加器替代设备不符合条

件。

请在环境设定中检查累加器替代

设备指定的内容，然后重新设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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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指令列表转换

指令列表转换过程中显示的错误。

信息 内容 处理

源文件不是指令列表文件。 指定为转换源的文件不是指令列

表文件。
请确认转换源文件。

源文件不存在。 源文件不存在。 请确认源驱动器/路径和文件名
。

无法创建目标文件。 无法创建目标文件。 请确认目标驱动器/路径和文件
名。

目标文件名无效。 目标文件名不是文件名+.TXT格

式。
目标文件的扩展名必须为

“.TXT”。

源文件中存在非法设备。devnum 源文件中使用了不可转换的设备

。（devnum）是发生错误的设备

编号。

检查出现故障的设备的型号规

格。

3.3消息转换

消息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信息 内容 处理

源文件不是消息文件。 指定的源文件不是消息文件。 请确认转换源文件。

文件检查：输入文件打开错误 源文件不存在。 请确认源驱动器/路径和文件名
。

无法打开输出文件。 无法创建目标文件。 请确认目标驱动器/路径和文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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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4指令列表

如果在指令列表转换过程中存在以下转换后可能出现问题的指令，则输出为警告信息文件。警告信息

文件的名称为“转换后的文件名”+“.RPT”。

·转换时指令，或者指令格式被变更的情况。

（但是，您可以根据选项将其排除）

·存在批量访问多个比特的比特装置的指令的情况。

（但是，设备M和G可以根据选项排除）•存在不受型号支持的专用指令。
·使用了没有转换信息的设备的情况。

·累加器替代设备在源文件中已被使用以下是此CNVM6输出的警告信息。

【警告信息格式】

警告：消息

（源行号）（目标行号）[转换前指令]->[转换后指令]

【警告信息消息】

1）警告：使用任何扩展命令。

（内容）MELSEC开发环境（GX Developer）对不支持的指令使用扩展指令。

它在GX Developer中被视为扩展指令，但在NC中通常作为指令执行。

有关扩展指令的信息，请参阅PLC开发软件说明（MELSEC工具）中的附录2。

（输出示例）

Warning：

（10982）（12359）[TSRH]->[S.TSRH]

2）“警告：使用substitute command.”

（内容）MELSEC开发环境（GX Developer）对不支持的指令使用替代指令。

在GX Developer中显示替代指令，但在NC中执行原始指令。

有关替代指令，请参阅PLC开发软件说明（MELSEC手册）中的附录2。

（输出示例）

Warning：

（11103）（12510）[LDBIT]->[LD<=]

3）警告：更改命令目标（A0）

（内容）更改累加器使用指令的指令格式。

由于在MELSEC开发环境（GX Developer）中没有A0设备，因此将A0设备替换为另一个替

换字设备（初始值为D1022）并提供参数。

（输出示例）

Warning：Change command argument（A0）.

（2905）（3548）ROR[n]->ROR[D102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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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警告：多位设备访问”

（内容）对此指令的位设备的处理可能是一个问题。

批量访问多位比特设备的指令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比特设备的结构。

（处理）请确认目标位装置的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输出示例）

Warning：多位设备访问.

534（581）K8J0540->K8J0540

5）警告：不支持命令。

（内容）此命令不能在所选机型设置中使用。转换为NOP指令。（处理）请确认成为对象

的命令。

（输出示例）

不支持command.

（5870）（6781）TSRH->NOP

6）警告：没有支持设备。

（内容）此设备没有转换信息。

设备可能在选定的型号设置中已过时或未分配。

对于通常不进行转换的输出，但已分配给其他I/F或不存在的设备名称，将其转换为GX

Developer无法使用的临时设备（X1F00或D10000）。
（处理）请重新调查成为对象的设备，重新分配。

（输出示例）

不支持设备.

（3676）（4593）K8X0360->K8X1F00

7）Warning：Duplicate alternative A0 device（devnum）.

（内容）配置的累加器替代设备已在源文件中使用。其中devnum是累加器备用设备编号。
（处理）请确认成为对象的命令。累加器重置备用设备

是的。

（输出示例）

Duplicate alternative A0设备.

10686（12010）D1022->D1022

在上述消息中，

关于1），2），3），可以通过选项“不报告指令形式的变更”停止输出。

对于4），可以通过选项“无M设备警告”“无G设备警告”来停止M？G设备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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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GX Developer中使用CNVM6转换的文件，必须在GX Converter中导入该文件。
以下是GX Converter如何执行导入操作的说明。

1）指令列表

1.打开要导入数据的项目。

2.从菜单中选择“项目”>“其他格式文件读取”>“文本、CSV文件读取”。

3.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

4.在“数据转换向导1/4”对话框中设置以下内容，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沙子。

数据格式...CSV格式
数据类型指令列表

转换开始行1

5.在“数据转换向导2/4”对话框中，将“列分隔符”设置为“制表符”，然后单击“下一步”

来修改选定线条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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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数据转换向导3/4”对话框中，将“列数据格式”从左至右设置为“指令”“不转换”“IO（设

备）”，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7.在“数据转换向导4/4”对话框中，设置要写入转换数据的数据名称，然后单击“完成

单击“完成”按钮。

8.进行转换并将数据导入到GX Developer中。

9.显示“确认更新上次保存的数据”对话框。

单击“是”按钮进行更新，或者单击“否”按钮不进行更新。



2）信息转换

1.打开要导入数据的项目。

2.从菜单中选择“项目”>“其他格式文件读取”>“文本、CSV文件读取”。

3.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

4.在“数据转换向导1/4”对话框中设置以下内容，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沙子。

数据格式...CSV格式
数据类型指令列表

转换开始行1

5.在“数据转换向导2/4”对话框中，取消选中所有“列分隔符”，然后单击“下一个

按钮。

6.在“数据转换向导3/4”对话框中，将“列数据格式”设置为“指令”，然后单击“下一步”

来修改选定线条的属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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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数据转换向导4/4”对话框中，设置要写入转换数据的数据名称，然后单击“完成

单击“完成”按钮。

8.进行转换并将数据导入到GX Developer中。

9.显示“确认更新上次保存的数据”对话框。

单击“是”按钮进行更新，或者单击“否”按钮不进行更新。

注意：如果读取的数据不包含换行符(NOPLS)，或者存在一行字符数超过64个字符的数据，则消息数据

可能会丢失。此外，GX Developer电路编辑屏幕可能不会显示消息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