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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的FLC技术把逻辑控制延伸到
Turck's FLC technology brings logic to the
现场层模块。基于web编程环境的ARGEE
field level. The web-based programming
技术扩展了图尔克多协议block
I/O模块的
environment
ARGEE expands Turck's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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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s
with
multiprotocol
Ethernet
逻辑功能。因此一个在现场安装的I/O模
platform with logic functionalities. Thus, an
I/O module installed in the field be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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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成为一个现场逻辑控制器（FLC）。基于
a field logic controller (FLC). The programweb的编程环境使模块编程和配置成为可
ming
and configuration is possible without
any
software
installation thanks to the
能，甚至于应用在移动设备上。
web-based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
even with mobi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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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密封的外壳，防护等级达到IP69K

BL co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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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范围-40…+70℃
■■■Fully
potted housings comply with high-

■

■■Fully
温度范围-40…+70℃
potted housings

comply with highest
degrees
of
protection
up to IP69K
■■ TBEN-L有16通道数字量信号
■■■Temperature
range -40…+70 °C
TBEN-S有8通道数字量信号或者4通道模
■ TBEN-L with up to 16 digital channels
拟量信号
■ TBEN-S
with up to 8 digital or 4 analog
channels
■■ 特殊的带有RFID和IO-Link信号类型的
■ Special
modules for RFID and IO-link
模块

■■

完全密封的外壳，防护等级达到IP69K

degrees of protection up to IP69K
■■est
最多有16通道M8或者M12接口连接
■ Temperature range -40…+70 °C
I/O模块的灵活组合使模块具有多种信号
■■■Available
with up to 16 channels in M8 or
类型connectivity
M12
■■■Enormous
variety of signals through a
模块有数字量，模拟量，以及IO-link和
flexible combination of I/O modules
RFID信号
■ Digital
and analog signals as well as IOlink and RFID

■■

IP20防护等级的紧凑型I/O模块适合安装

在控制柜内
Compact
I/O modules in IP20 for installation
in
the
control cabinet
■■ 温度范围-40…+70℃
■ Temperature range -40…+70 °C
最多有16通道数字量输入或者输出
■■■Up
to 16 universal digital inputs or
■■outputs
模块的通用型通道既可以作为输入也可

■

High
degree of flexibility, because the
以作为输出，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universal channels can be used either as
input or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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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EE- 现场逻辑控制器（FLC）

最简单的方式实现智能分布

ARGEE FLOW

配置简单
ARGEE FLOW 是一种编程环境，可以通

一个具有ARGEE FLOW功能的FLC设

过下拉菜单使用梯形图使用简单的if-then命

备可以支持如下功能：

令设置和实现可视化控制。只需要很少的编

■■

以布尔逻辑进行设置式编程

■■

映射连接本地输入和输出信号

■■

使用两个计数器和计时器

■■

与PLC进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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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经验，就可以配置FLC去执行控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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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现场设备具备这个能
1010101010101
1010101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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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个简单的功能使得直接在现场层配置
0101010 1010
010101010101010101
控制任务成为可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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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101010101
0101
0101010101010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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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644

ARGEE PRO

ARGEE PRO 是一种扩展的编辑器,可以提

图尔克I/O模块成为逻辑控制器
随着新的现场逻辑控制器（FLC）的出现，图尔克可以提供
另一种高灵活性，用户使用方便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基于浏览
器编程环境的ARGEE技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它基于HTML5和
JavaScript技术使用户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进行编写条件和动作，

甚至可以应用在移动设备上。图尔克多协议block IO使用ARGEE技术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逻辑控制器。ARGEE不会完全替代任何PLC，
但是新的工程软件开拓了新的控制技术。图尔克FLC设备可以独立
的控制应用，进行算法，计时器，计数器和二进制转换等功能，还

一个具有ARGEE PRO功能的FLC设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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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HTML5更加灵活

可以方便的和PLC进行通讯

可以支持如下功能：
■■

进行数学运算

■■

使用大量的内部变量和计时器、计数
器，最高可达6kB

■■

与PLC进行复杂的数据交换

■■

执行if-条件和状态序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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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成本上的附加值
010101010101010101

图尔克为block I/O模块TBEN-L，

ARGEE 提供了特别的智能控

A R G E E 基 于 最 新 的 we b 标 准

制，使图尔克的模块成为满足工

HTML5。所有的功能都能在运行

ARGEE可以与高一层的控制系统

TBEN-S，BL compact 和FEN20免费

H T M L 5 的 浏 览 器 例 如 C h ro m e 或

通过PROFINET, EtherNet/IPTM还有

提供ARGEE编程环境。这是我们对

也支持必要的基础技术例如以太

Firefox；通过PC或者平板电脑上运

Modbus TCP进行数据交换。一个

客户信任图尔克持续发展的I/O解决

网，IO-Link和RFID。

行编程环境，而不需要其他的特殊

FLC设备可以应用在分布式信号预

方案表达感谢的方式！

软件。

处理。

业4.0需求的理想选择。因为它

Industry 4.0 ready

01
供比基于梯形图的下拉菜单更多控制和程序
0101010 1010
选择。ARGEE PRO虽然有扩展功能但是仍然
1010101010101
容易编程，用户可以得到清晰的当前信号和
01010101010101
0101
01010101010101
程序状态。
0101

可以与上一级控制系统进行数据交换。

为工业4.0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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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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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除了分布式的逻辑控制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