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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宏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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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指令使用C语言代码实现逻辑以及算术运算，配合相关元件实
现一些常用元件无法实现的共能，增强HMI编程能力。

 Dtools宏指令里面全面兼容标准C语言（C89）

学习网站:https://www.runoob.com/cprogramming/c-
decision.html

https://www.w3cschool.cn/c/c-variables.html
 例如：
     1.多个数据求和或者平均值 a = b+c;  a = (b+c)/2;
     2.根据数值或者状态不同执行不同的逻辑
         if(a==1)
            {b = c+d;}//“{}”最好添加，不添加默认执行一行
         else
            b =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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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方式：
   1.系统初始化 2.功能键 3.定时器 4.PLC控制       

5.事件触发   6.通知触发

注意：
1.数据一次性读取，运算完成以后一次性输出，在宏指令运行过程中参数                 

改变影响不到运算的结果。（宏指令变量窗口添加变量）
2.变量的读写属性 （等号左值为写，右值为读）会影响执行的速度
3.宏与宏之间的调用使用中间变量（比如LB0）来调用
4.宏指令执行超时，更改LW9465（超时时间倍率）的值
5.保存查看位置：保存工程目录.\HMI0\macro
6.宏指令分组会开启多线程（建议有多个PLC从站数据处理时后应用不同

PLC数据处理放入不同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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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语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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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预处理器指令，告诉 C 编译器在实际编译之前要包含 stdio.h 文件
int main()//主函数，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 我的第一个 C 程序 */  // /*...*/ 注释内的内容将会被编译器忽略
   printf("Hello, World! \n");// C 中一个打印的函数，会在屏幕上显示消息 "Hello,World!"
   return 0;//终止 main() 函数，并返回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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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会变化的数据。能被修改。

定义语法：类型名 变量名 = 变量值。

变量三要素：类型名、变量名、变量值。 int r = 3; float s = PI*r*r;(变量值是
一个表达式)

变量的定义： int a = 40;  //定义有符号整型  a  初始化值为40

常量：不会变化的数据。不能被修改。

1. “hello”、'A'、-10、3.1415926（浮点常量）

2. #define PI 3.1415 【强调】：没有分号结束标记。  定义语法： #define 宏名 宏值

3. const int a = 10; 定义语法：const 类型名 变量名 = 变量值。

const关键字： 被该关键字修饰的变量，表示为只读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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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1.宏代码窗口直接添加 2.使用函数添加    
2.1.函数读写HMI本地变量

   WriteLocal(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buf,intflag );

   //1.HIM本地变量”LW”/”LB” 2.起始地址 3.数量 ,4,缓存区 5.编码格式 0:bin  

1:BCD

   ReadLocal(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int flag ); 

2.2.函数读取PLC从站变量

   WriteData(寄存器变量,int plcNo,int addr,int nRegs,void *buf);

    //1.宏变量窗口添加的对应的PLC变量 2.PLC站号 3.起始地址 4.读取数量 5.读写缓

存区
   RaedData(寄存器变量,int plcNo,int addr,int nRegs,void *b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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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规则：1. 通常常量使用大写、变量使用小写。大小写严格区分。
    2. 只能使用字母、数组、下划线（_）命名标识符。且，数字不能开头。 a-z/A-Z/0-9/_

有无符号整型：signed： 有符号 （超级不常用， 通常省略）unsigned： 无符号 
              char      %c           一个字节

int：     %d     %u 4 字节
short： %hd   %hu 2 字节
long：  %ld  %lu        4  字节 (windows: 32/64: 4字节； Linux：32位:4字节， 64位:8字节)

      long long ：  %lld  %llu 8 字节         long long 名= 值; long long llen = 70;
                         unsigned long long 名 = 值;    unsigned long long llen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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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    反码   补码 正数的都一样
负数  反码等于源码除符号位以为其余取反
补码等于反码加1     

计算机操作按照补码计算  我们来读数据看源码

-11+10
1000 1011         1111  0100       1111  0101
0000 1010         0000 1010       0000  1010   

1111 1111       1111 1110   1000 0001     

进制和转换：
十进制转2进制。 --- 除2反向取余法。 
十进制转8进制。 --- 除8反向取余法。
十进制转16进制。--- 除16反向取余法。

  int sprintf(char *str, const char *format, ...)  //原型 https://www.runoob.com/cprogramming/c-function-
sprintf.html
    %d %u %x %c %s  //常用的指示符
   sprintf(str,"我在按下功能键时被调用，当前调用次数为:%d",LW1000);

%s：打印字符串， 挨着从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开始打印，
打印到'\0'结束。

%d：打印整数
%c：打印字符
%x：打印16进制数
%u：打印无符号
%m.nf: 打印实型时用到，一共有 m 位(整数、小数、小数

点)，n位小数。
%0m.nf: 其中 f：表示打印实型，一共有 m 位(整数、小数、

小数点)，n位小数。 0：表示不足 m 位时，用0凑够m位。
%%： 显示一个%。 转义字符'\' 对 % 转义无效。
%Ns：显示N个字符的字符串。不足N用空格向左填充。
%0Ns：显示N个字符的字符串。不足N用0向左填充。
%-Ns：显示N个字符的字符串。不足N用空格向右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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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运算符：
先 * / % 后 + -   除法运算后，得到的结果赋值给整型变量时，取整数部分。
除0 ：错误操作。不允许。
对0取余：错误操作。不允许。
不允许对小数取余。余数不能是 小数。 35 % 3.4;
对负数取余，结果为余数的绝对值。10 % -3;  --》 1

++ 和 --：前缀自增、自减：先自增/自减， 再取值      后缀自增、自减: a++;//先取值， 再自增/自减。

关系运算符：
== 判等。 != 不等于.   < 小于     <= 小于等于  > 大于     >= 大于等于
13 < var < 16; ==> var > 13 && var < 16;

逻辑运算符：
0为假，非0为真
逻辑非：!       非真为假， 非假为真。
逻辑与：&&（并且）同真为真，其余为假。
逻辑或：||   （或） 有真为真。同假为假。

位运算符
位运算符作用于位，并逐位执行操作。&、 | 和 ^ 的真值表如下所示：

三目运算符： ? :
表达式1 ？ 表达式2 : 表达式3
表达式1 是一个判别表达式。 如果为真。

整个三目运算，取值表达式    如果为假。整个三
目运算，取值表达式3。

A>B  ?  A=B :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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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分支语句：匹配一个范围.属于模糊匹配.

if (判别表达式1)
{
        判别表达式为真，执行代码。
}
else if(判别表达式2)
{
       判别表达式1为假，并且判别表达式2，执行代码。
}
。。。
else
{
       以上所有判断表达式都为假， 执行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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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分支：精确匹配.
switch(判别表达式)
{

case 1：
执行语句1；
break; // 防止case穿透

case 2:
执行语句2;
break;

...
case N:

执行语句N;
break;

default:
其他情况的统一处理;
break;

}
case 穿透：在一个case分支中如果,没有break;那么它会向下继续执行下一个case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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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循环：
for (表达式1; 表达式2 ; 表达式3)
{

循环体。
}
表达式1 --》 表达式2 （判别表达式） --》 为真 --》 循环体。--》 表达式3 --》 表达式2 （判别表达

式） --》 为真 --》 循环体 --》 表达式3
--》 表达式2 （判别表达式）。。。。

嵌套循环：
外层循环执行一次，内层循环执行一周。
for（i = 0; i < 24; i++）
{

for(j = 0; j< 60; j++)
{

for（k = 0； k< 60;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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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循环:   for(;;) == while(1)  无限循环
while(条件判别表达式)
{

循环体.
}

do while 循环:

无论如何先执行循环体一次。然后在判断是否继续循环。

do {

循环体

} while (条件判别表达式);

跳转语句：
break:
作用1： 跳出一重循环。 for、while、
do while
作用2： 防止case 穿透。 switch 

continue：
结束【本次】循环， continue关键
字，之后的循环体，这本次循环中，
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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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
相同数据类型的有序连续存储。
int arr[10] = {1, 2, 23, 4, 5, 6 , 10, 7, 8, 9};
各个元素的内存地址 连续。
数组名为地址。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 arr == &arr[0];

              数据的第一个元素下标： 0
数组初始化：

int arr[12] = { 1, 2 ,4, 6, 7, 8, 1 ,4, 3, 6 , 6, 8 }; 
int arr[10] = { 1, 2 ,4, 6,, 8, 9 };  剩余未初始化的元素，默认 0 值。 
int arr[10] = { 0 }; 初始化一个全为 0 的数组。

int arr[10] = {12, 32, 14, 62, 27, 8, 89};  --> 8 12 14 27 32 62 89
for ( i = 0; i < n-1; i++) // 外层控制行
{   for ( j = 0; j < n - 1 - i; j++) // 内层控制列
{
      if (arr[j] > RR[j + 1]) // 满足条件 三杯水交换
         { temp = ARR[j];
           arr[j] = arr[j + 1];
           arr[j + 1] = temp;} } }

// 交换 数组元素，做逆序
while (i < j)

{
temp = arr[i];
// 三杯水法变量交换
arr[i] = arr[j];
arr[j] = temp;
i++;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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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数组 和 字符串区别：
字符数组： 

char str[5] = {'h', 'e', 'l', 'l', 'o'};
字符串：

char str[6] = {'h', 'e', 'l', 'l', 'o', '\0'};
char str[6] = "hello";
printf("%s"); 使用printf打印字符串的时候，必须碰到 \0 结束。

strlen: 碰到 \0 结束。
size_t strlen(const char *s);

参1： 待求长度的字符串
返回：有效的字符个数。

指针实现 strlen 函数：
char str[] = "hello";
char *p = str;
while (*p != '\0')
{

p++;
}    p-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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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定义：
包含 函数原型（返回值类型、函数名、形参列表） 和 函数体（大括号一对， 具体代码实现）
形参列表： 形式参数列表。一定包 类型名 形参名。
int add（int a, int b, int c）
{

return a+b+c;
}

函数调用：

包含 函数名(实参列表);  

int ret = add(1, 2, 3);

实参(实际参数)： 在调用是，传参必须严格按照形参填充。（参数的个数、类型、顺序）  没有类型
描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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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宏指令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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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低字节互换：特别是针对一些数据（float    
int ）高低字节的不同导致数据显示最终的结果
也不相同
short toChangeSint(short n)
{
 short a;
 short b;
  a=n;
 b= (a & 0xFF ) * 0x100 + ( a >> 8);
return b;
}

2.字的位读取
bool GetBool(unsigned short n, unsigned short k)
{
    bool bx;
    if(((n >> k) & 1) == 1)
        bx = true;
    else
        bx = false;
    return bx;
}

3.指针入参和变量入参区别
int  myadd2(short a,short b,short c)
{
     c = a+b;
    return 1;
}

void  myadd3(short a,short b,short *c)
{

 *c =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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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文件 <stdio.h>
1. int sprintf(char *str, const char *format, ...) 发送格式化输出到 str 所指向的字符串
    sprintf(str,"我在按下功能键时被调用，当前调用次数为:%d",LW1000);

2.头文件<string.h>
size_t strlen(const char *str) 计算字符串 str 的长度，直到空结束字符，但不包括空结束字符

void *memcpy(void *str1, const void *str2, size_t n) 从存储区 str2 复制 n 个字节到存储区 str1

void *memset(void *str, int c, size_t n) 复制字符 c（一个无符号字符）到参数 str 所指向的字符串的
前 n 个字符       memset(str,'\0',stelen(str)); //初始化为空

char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把 src 所指向的字符串复制到 dest

int strcmp(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 把 str1 所指向的字符串和 str2 所指向的字符串进行比
较
如果返回值小于 0，则表示 str1 小于 str2。
如果返回值大于 0，则表示 str1 大于 str2。
如果返回值等于 0，则表示 str1 等于 s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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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tm {
   int tm_sec;         /* 秒，范围从 0 到 59        */
   int tm_min;         /* 分，范围从 0 到 59        */
   int tm_hour;        /* 小时，范围从 0 到 23        */
   int tm_mday;        /* 一月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1 到 31    */
   int tm_mon;         /* 月，范围从 0 到 11        */
   int tm_year;        /* 自 1900 年起的年数        */
   int tm_wday;        /* 一周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0 到 6    */
   int tm_yday;        /* 一年中的第几天，范围从 0 到 365    */
   int tm_isdst;       /* 夏令时                */
};

标准库time.h

标准库sys/time.h

struct timeval {
         time_t      tv_sec;     /* seconds */
         suseconds_t tv_usec;    /* microseconds */
     };

    time_t rawtime;//创建一个未经处理的时间
    time(&rawtime);//本地时间同步 结果是时间
戳
    struct tm *sysTime; //创建结构体
    sysTime = localtime(&rawtime);//转换为时间
的结构体信息

   struct timeval myMicrosecond ;
   //创建结构体
   gettimeofday(&myMicrosecond , NULL);//本地时间同
步得到时间戳和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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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SON常用的几个函数如下：
cJSON_CreateObject ：生成节点对象，可以使用它创建根节点和子节点
cJSON_CreateArray：创建数组对象
cJSON_CreateString：生成一个字符串类型对象
cJSON_CreateNumber：生成一个数值类型对象
cJSON_CreateBool：生成一个bool类型对象
cJSON_AddStringToObject：给指定节点添加值是字符串类型的子项
cJSON_AddNumberToObject：给指定节点添加值是数值类型的子项
cJSON_AddItemToArray：给数组添加子对象
cJSON_AddItemToObject:给父节点添加子对象
cJSON_Delete：释放内存

cJSON* root = NULL;
char* out = NULL;
root = cJSON_CreateObject();
cJSON_AddStringToObject(root, "name", "zhang san");//添加字符串键值对
cJSON_AddNumberToObject(root , "age", 28);//添加数字键值对
out = cJSON_Print(root);//转成带格式的字符串，含空格和换行等格式
printf("%s\n", out);

{
        "name": "zhang san",
         "age":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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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定义蛇头
Ø 定义初始化长度
Ø 初始化蛇头
Ø 初始化蛇身
Ø 定义运行方向
Ø 生成食物
Ø 判断蛇头是否碰触边界
Ø 判断蛇头与食物是否碰触
Ø 蛇身吃到食物增加
Ø 蛇身操作放行运行

Ø 开始游戏
Ø 暂停游戏
Ø 结束游戏
Ø 游戏得分
Ø 复位游戏



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顶级制造

4 常见错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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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cc问题 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Path-有关gcc   

 2..so文件 查询有关gcc  执行编译，再有问题-PC系统同名文件

cygwin1.dll（C:\Windows\System32）：查看 win+R（cmd-》system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