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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指南介绍了贝加莱自动化学院2022年的培训相关内容，欢迎您的参与。 

  

贝加莱自动化学院提供了一个快速，高效的推进生产力的方式。提供的基础培训以及持续的专题培训为公

司的技术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课程设计目标能为您建立并且拓宽自动化领域的专业技术能力。 学

会如何在贝加莱体系中高效工作，并且开拓属于您自己的全球等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确保您有决定性的竞争

优势，让您能够在全球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快速响应。  

 

自动化学院的全部课程都是基于培训手册的。这些紧凑的培训模块遵循了统一，结构清晰的概念，在这些

培训手册中，我们一步一步为你梳理复杂的技术概念。我们将培训手册模块化成独立的课题单元，使得培训手

册能够同时完美的符合不同的培训客户的需求和自学者的需求。 

  

全球统一标准, 一流品质, 及时的实操练习,是我们提供的每一个课程的核心要求。根据课程的要求和每组

学员的不同的知识背景我们会安排不同的课堂节奏和内容着重点。贝加莱自动化学院提供高度的灵活性，客户

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组合报名线下学习，客户也可以通过贝加莱官网提供的学习平台进行自学习。在本

地具有丰富项目经验和培训经验的培训讲师可以为您提供高效的课程模块。 

  

贝加莱在全球各地提供标准培训课程以及客制化培训课程。课程包含培训手册，午餐以及证书。您可以在

贝加莱官方网站搜索到关于课程的具体日程安排以及地点安排等。为求达到最佳的培训效果，客制化的培训内

容是由贝加莱的销售与培训部门共同精心设计后呈现给定制客户的。  

 

亮点  

➢ 模块化培训概念  

➢ 课程单元相互关联  

➢ 带有实际练习的简短课程  

➢ 小组参与确保培训取得成功  

➢ 实际练习中进行一对一指导  

➢ 拥有实际经验的培训师  

➢ 快速发展必要的技能  

 

相比自学而言，培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流机会，参与者可以在整个培训过程中随时提问，并在与培训师

以及组员的互动中交流获益。 

1.1 标准的培训过程 

➢ 欢迎培训参与者  

➢ 介绍  

➢ 参与者预期的讨论  

➢ 培训内容与日程概述  

➢ 理论课与实际练习交替进行  

➢ 定时休息为参与者提供了交流想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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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结论  

➢ 回答提问  

➢ 颁发证书  

➢ 培训结束  

1.2 特别提示 

请至少提前一周前往贝加莱官网报名希望参加的课程。培训顾问会响应您的申请并预留培训名额。若您所

报名的时间段的培训名额已满，则培训顾问会建议您选择其它日期。 

  

为了保证培训质量，每场培训最多可容纳12人。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5至8人的培训小组有较好的培训效

果，也能够让培训师能对每一位课程参与者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若当期的报名人数不满4人，我们会提前告知，该课程将会被取消。  

 

未收到培训确认函的到访，可能将无法获得培训位置和演示硬件，亦无法得到培训师个别指导。 

1.3 如果你想要… 

< 想要拥有自动化概念并且会实施它们,还会使用仿真。  

< 想要用控制器编写代码控制机器运行顺序。  

< 想要使用或者开发软件库。  

< 想要在自动化系统中使用数据管理。  

< 想要创建，管理，修改，优化程序或者配置。  

< 想要调试/维护机器，还要诊断查故。  

< 想要在系统中接入电气或者液压驱动器。  

< 想要使用从轴跟随。  

< 想要在控制系统中添加CNC或者机器人系统。  

< 想要在项目中设计和开发HMI画面。  

< 想要在及其中使用可编程的safety技术。  

< 想要使用SafeMotion做单轴解决方案或者安全机器人  

< 想要在总线或者网络中添加添加配置设备。  

< 想要开发传感器或者执行机构。  

< 想要对过程控制系统编程。  

< 想要优化过程控制设备。 

贝加莱学院欢迎您的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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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训路径 

Automation Studio 基础及专题技术培训路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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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训课程介绍 

3.1 基础培训 – PLC 控制基础课程 

Automation Studio 是一个全方位的自动化系统软件开发平台，可用于硬件组态以及控制、可视化、运动

控制以及安全等自动化应用开发。 

课程代号  

SEM210.3  

时长  

3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48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自动化技术基础  

内容与目标  

➢ B&R 公司及产品线介绍  

➢ Automation Studio 基础使用（新建项目）  

➢ 内置帮助系统的使用  

➢ 与实际控制器建立在线连接  

➢ 控制器的离线安装（烧卡）  

➢ 硬件配置  

➢ AS各个窗口界面的认识  

➢ Automation Runtime（操作系统）的介绍  

➢ 内置诊断工具的使用  

➢ AS可用的编程语言的介绍和梯形图使用  

➢ IEC 61131-3 规范规定的编程语言介绍  

➢ 结构文本(ST)的简单使用基本语法  

➢ 判断语句，跳转语句，循环语句  

➢ 调用功能块  

需要完成的任务  

➢ 新建项目配置PLC，添加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  

➢ 激活仿真并且运行  

➢ 编译下载至实际PLC  

➢ 学会使用诊断工具  

➢ 学会结构化文本编程规则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210 - Automation Studio 基础  

➢ TM213 - Automation Runtime（操作系统）  

➢ TM223 - Automation Studio 诊断工具  

➢ TM246 – 结构化文本(ST)   



贝加莱培训指南 2022 3 培训课程介绍 

 

Copyright ©  B&R  

贝加莱培训指南 2022 

 

7/23 
 

3.2 基础培训 – PLC控制中级课程之内存管理与数据处理 

 

Automation Studio 是一个全方面的自动化系统软件开发平台，可用于硬件组态以及控制、可视化、运动

控制以及安全等自动化应用开发。本次课程为中级课程，需要前期对AS有一定的认识。  

课程代号  

SEM250.2  

时长  

2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32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PLC控制基础课程 (SEM210.3)  

内容与目标  

➢ 软件开发方法的基本信息  

➢ 变量，常量，字符串  

➢ 衍生数据类型：数组, 结构体, 子界, 枚举  

➢ 对一片内存的置位，复制和比较  

➢ 创建用户自定义功能块  

➢ 自定义功能块  

➢ 存储管理数据  

➢ 使用mapp的配方管理  

需要完成的任务  

➢ 创建用户自定义的结构体并使用  

➢ 创建自定义库和自定义功能块  

➢ 编写程序实现数据管理  

➢ 使用mapp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250 - 内存管理与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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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础培训 – PLC控制中级课程之mapp Services 课程 

mapp正在革新工业机械和设备软件的创造。mapp组件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一样容易使用。机器软件开

发者无需编写一行又一行的代码来从头构建用户管理系统、报警系统或运动控制序列，取而代之只需点击几下

鼠标就可以配置现成的应用。 

 

使用mapp Services，只需点击几下，就可以设置机器或系统的所有基本功能:配方系统、警报系统、用户

角色系统、审计跟踪系统等等。 

 

在本课程中，您将了解配置概念、调试、诊断以及将mapp Services集成到机器应用程序中。 

课程代号 

SEM270.2  

时长 

2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32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PLC控制基础课程 (SEM210.3)  

内容与目标 

➢ mapp 应用技术的一般概念  

➢ mapp 技术包的结构 

➢ mapp Services 组件的组合 

➢ 实现以下mapp服务组件: 

⚫ Recipe 

⚫ Data  

⚫ AlarmX  

⚫ UserX 

⚫ Audit 

⚫ File 

⚫ Report 

需要完成的任务  

➢ 设计控制器上的数据管理概念。  

➢ 管理机器上的警报条件和数据记录。 

➢ 实现控制器的用户管理系统和访问权限。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270 – mapp Services的配置，调试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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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础培训 –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配置贝加莱驱动系统，通过AS实现服务与诊断。由于贝加莱的运动控制是基于PLCopen统一软件接口，

所以贝加莱的运动控制可以更容易编程，更容易与各个不同第三方的电机甚至驱动器结合在一起使用。  

课程代号  

SEM410.3  

时长  

3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48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PLC控制基础课程 (SEM210.3)  

内容与目标  

➢ 驱动系统的各部分介绍  

➢ 配置贝加莱的运动控制  

➢ 驱动调试的测试环境  

➢ 使用诊断工具  

➢ mapp 技术概念  

➢ 基于PLCopen的基本功能块  

➢ 控制轴的运动  

➢ 仿真  

➢ 创建一个新的运动控制项目  

➢ 自整定  

需要完成的任务  

➢ 新建一个项目，添加轴  

➢ 配置轴  

➢ 下载运行，并掌握诊断工具的使用  

➢ 在项目中写程序控制轴  

➢ 驱动系统的各部分介绍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410 - 内置运动控制  

➢ TM440 - 运动控制: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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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专题培训 – 多轴运动控制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轴使用电子耦合的方式替代机械耦合。通过mapp技术，不管是齿轮还是凸轮，我们都

可以轻松的实现。mapp技术是基于PLCopen的高性能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它可以确保主从轴的最高精度耦

合。  

课程代号  

SEM441.2  

时长  

2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32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Automation Studio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SEM410.3)  

已有一定的运动控制项目经验  

内容与目标  

➢ 齿轮比线性耦合  

➢ 动态相位切换  

➢ 电子凸轮曲线  

➢ 补偿  

➢ 配置并使用Cam Profile Automats  

➢ 使用mapp 技术控制多轴  

需要完成的任务  

➢ 创建一个多轴的项目  

➢ 配置电子耦合方式  

➢ 实现主从轴电子耦合，并学会使用诊断工具  

➢ 写一个程序控制主从耦合关系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441 – 运动控制:电子齿轮和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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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专题培训 – 人机界面之 mapp View课程 

可视化界面作为终端用户与机器的直接接口，显得十分的重要。利用最新的网页技术，我们实现了通过浏

览器访问页面的技术。  

课程代号  

SEM611.2  

时长  

2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32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PLC控制基础课程 (SEM210.3)  

内容与目标  

➢ 在AS中配置和设计一个人机界面  

➢ 通过浏览器访问该人机界面（手机，pad等设备均可访问）  

➢ 变量的显示和输入  

➢ 控件的简单使用  

➢ mapp报警的使用  

➢ 设置OPC UA通讯 

需要完成的任务  

➢ 创建一个项目，配置和设计一个简单的人机界面  

➢ 编译下载至PLC，并访问画面  

➢ 设计多个页面，并添加简单的控件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611 - MappView基础  

➢ TM641 - Display alarms, diagrams and data in mapp View  

➢ TM671 - Creating powerful mapp View visua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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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专题培训 – 人机界面之 VC4课程 

可视化界面作为终端用户与机器的直接接口，显得十分的重要。简洁的画面和全面的信息能够提高终端用

户的维护以及诊断能力。即方便了用户的操作也方便后期的维护。  

课程代号  

SEM610.2  

时长  

2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32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PLC控制基础课程 (SEM210.3)  

内容与目标  

➢ 在AS中配置和设计一个人机界面  

➢ 变量的显示和输入  

➢ 控件的简单使用  

➢ 报警控件的使用  

➢ 示波器的功能的使用  

需要完成的任务  

➢ 创建一个项目，配置和设计一个简单的人机界面  

➢ 编译下载至PLC，并访问画面  

➢ 设计多个页面，并添加简单的控件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610 – ASiV的基础  

➢ TM640 – 报警，趋势图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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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专题培训 – 终端用户诊断课程 

机器设备一旦正式投入运营，维护机器设备的主要工作就由终端用户来负责。为了减少因机器设备宕机造

成的经济损失，确保生产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贝加莱公司提供了一系列与维护、诊断机器设备相关的信息和

工具。例如，在贝加莱官网上可以下载各型号模块的用户手册。 

 

贝加莱的编程、开发软件平台“Automation Studio”，除了帮助系统外，还提供了许多可满足不同需求的

诊断工具。这些工具可以用于诊断控制系统（PLC、控制屏等），运动控制系统（伺服驱动、电机等）等。该

培训课程可以帮助终端用户在维护、诊断机器设备时，以最高效的方式确定故障点，尽快排除故障，减少停产

时间和经济损失。 

课程代号  

SEM920.2  

时长  

2天  

培训费用 

人民币 3200元/人  

准备与前提  

自动化技术基础知识  

内容与目标  

➢ AS界面和帮助系统  

➢ AS与设备在线连接  

➢ 记录系统信息  

➢ 配置与操作系统介绍  

➢ 监控数据  

➢ 驱动器诊断工具  

需要完成的任务  

➢ 维护现有的机器  

➢ 了解如何购买备件  

➢ 从控制系统中读取诊断数据  

➢ 了解备份和恢复数据  

➢ 在现有的程序中实现诊断，适当调整程序  

➢ 监控过程变量的值  

提供的培训手册  

➢ TM920 – 诊断与服务  

➢ TM923 – 通过AS诊断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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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定制化培训 

定制化培训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实际设计课程与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并定义课程，如有定制化课程需

求，可联系相关销售代表。  

课程代号  

SEM099.X（X代表天数）  

时长  

X天  

培训费用  

四人及四人以下，人民币8000/天，四人以上每增加一人增加人民币2000/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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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课程计划 

各培训中心培训计划可能调整，实际开课日程请以官网报名为准。 

4.1 上海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上海培训中心课程上半年计划： 

课程代码 地点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PLC 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210.3 上海 01.10 – 01.12 
 

02.28 – 03.02 04.11 – 04.13 05.09 – 05.11 06.06 – 06.08 

mapp Services 课程  3200 CNY/人 

SEM270.2 上海 01.13 – 01.14  03.03 – 03.04 04.14 – 04.15 05.12 – 05.13 06.09 – 06.10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410.3 上海 01.17 – 01.19  03.07 – 03.09 04.18 – 04.20 05.16 – 05.18 06.13 – 06.15 

多轴运动控制课程  3200 CNY/人 

SEM 441.2 上海 01.20 – 01.21  03.10 – 03.11 04.21 – 04.22 05.19 – 05.20 06.16 – 06.17 

人机界面之 mapp View 课程  3200 CNY/人 

SEM 611.2 上海 01.24 – 01.25   04.25 – 04.26  06.20 – 06.21 

 

上海培训中心课程下半年计划： 
课程代码 地点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PLC 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210.3 上海 07.04 – 07.06 08.01 – 08.03 09.19 – 09.21 10.10 – 10.12 11.07 – 11.09 12.05 – 12.07 

mapp Services 课程  3200 CNY/人 

SEM270.2 上海 07.07 – 07.08 08.04 – 08.05 09.22 – 09.23 10.13 – 10.14 11.10 – 11.11 12.08 – 12.09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410.3 上海 07.11 – 07.13 08.08 – 08.10 09.26 – 09.28 10.17 – 10.19 11.14 – 11.16 12.12 – 12.14 

多轴运动控制课程  3200 CNY/人 

SEM 441.2 上海 07.14 – 07.15 08.11 – 08.12 09.29 – 09.30 10.20 – 10.21 11.17 – 11.18 12.15 – 12.16 

人机界面之 mapp View 课程  3200 CNY/人 

SEM 611.2 上海  08.15 – 08.16  10.24 – 10.25  12.19 –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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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西安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西安培训中心课程上半年计划： 

课程代码 地点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PLC 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210.3 西安 01.10 – 01.12 
 

03.07 – 03.09 
 

 
 

PLC 控制中级课程  3200 CNY/人 

SEM250.2 西安 01.13 – 01.14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410.3 西安  02.21 – 02.23  04.11 – 04.13  06.13 – 06.15 

多轴运动控制  3200 CNY/人 

SEM 441.2 西安  02.24 – 02.25  04.14 – 04.15  06.16 – 06.17 

终端用户诊断课程  1600 CNY/人 

SEM 920.1 西安   03.10    

人机界面之 mapp View 课程 4800 CNY/人 

SEM611.3 西安     05.16 – 05.18  

人机界面之 VC4 课程 1600 CNY/人 

SEM610.1 西安     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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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培训中心课程下半年度计划： 

课程代码 地点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PLC 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210.3 西安 07.11 – 07.13 
 

 
 

11.07 – 11.09 
 

PLC 控制中级课程  3200 CNY/人 

SEM250.2 西安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4800 CNY/人 

SEM410.3 西安  08.15 – 08.17  10.17 – 10.19  12.05 – 12.07 

多轴运动控制  3200 CNY/人 

SEM 441.2 西安  08.18 – 08.19  10.20 – 10.21  12.08 – 12.09 

终端用户诊断课程  1600 CNY/人 

SEM 920.1 西安 07.14    11.10  

人机界面之 mapp View 课程 4800 CNY/人 

SEM611.3 西安   09.19 – 09.21    

人机界面之 VC4 课程 1600 CNY/人 

SEM610.1 西安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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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北京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北京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课程代码 地点 一月 三月 五月 七月 九月 十一月 

PLC 控制基础课程  3200 CNY/人 

SEM210.2 北京 01.10 – 01.11 
 

 
 

09.13 – 09.14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3200 CNY/人 

SEM410.2 北京  03.14 – 03.15  07.11 – 07.12  
 

终端用户诊断课程  1600 CNY/人 

SEM 920.1 北京 01.12 03.16  07.13 09.15  

人机界面之 VC4 课程 4800 CNY/人 

SEM610.3 北京   05.17 – 05.19   11.15 – 11.17 

 

4.4 广州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广州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课程代码 地点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一月 

PLC 控制基础课程  3200 CNY/人 

SEM210.2 广州 01.10 – 01.11 04.18 – 04.19 07.04 – 07.05 11.07 – 11.08 

人机界面之 VC4 课程 1600 CNY/人 

SEM610.1 广州 01.12 04.20 07.06 11.09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3200 CNY/人 

SEM410.2 广州 01.13 – 01.14 04.21 – 04.22 07.07 – 07.08 11.10 – 11.11 

 

4.5 台北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台北培训中心课程计划 

课程代码 地点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PLC 控制基础课程  3200 CNY/人 

SEM210.2 台北 03.09 – 03.10 06.08 – 06.09 09.14 – 09.15 12.07 – 12.08 

人机界面之 VC4 课程 1600 CNY/人 

SEM610.1 台北 03.11 06.10 09.16 12.09 

运动控制基础课程 3200 CNY/人 

SEM410.2 台北 03.14 – 03.15 06.13 – 06.14 09.19 – 09.20 12.12 –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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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训报名流程 

标准培训报名流程 

第一步：点击如下网址，课进入培训报名网页（如下截图），在该网页中，可以查看到2022年度全年的培

训计划。你可以在红色框框内按照时间或者按照课程等不同的搜索方式搜索课程。  

https://www.br-automation.com/zh/academy/dates-and-registration/ 

 

 
 

⚫ 第二步：选择你需要预定的课程，点击按钮“阅读更多”。 

 
  

https://www.br-automation.com/zh/academy/dates-and-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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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点击下图中红框按钮“立即注册”，进入报名信息页面。  

 

注意：请确保在报名课程时已完成先决条件中所列的课程！ 

 

⚫ 第四步：填写好信息后，（请在红框注释处填写与您联系的贝加莱销售姓名），填写完毕后点击发送

按钮，即可报名。需注意：点击发送仅代表您已提出申请，只有当您收到来自贝加莱的培训确认邮

件，才代表报名已经正式成功且生效。  

 

定制化培训报名流程 

联系相关销售代表提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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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流程和报名注意事项 

 

1) 选择培训课程：客户根据设备情况，参加人员的技术基础选择合适的课程，请参看培训课程描述。 

 

2) 选择培训地点：贝加莱在全国有五个培训中心——上海、西安、广州、北京、台北。客户可根据需要选

择和联系我们当地的培训中心。 

 

3) 选择培训时间：各个培训中心有定期开课计划，详细时间安排请参看培训日期安排表。 

 

4) 报名：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学员有足够的上机操作练习的时间，每期培训都有人数限制，因此学员应尽

可能提前报名参加培训。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若该课程不能如期召开，我们将及

时通知申请人并安排其他开课日期。通常，开课前会通过邮件确认，并告知上课的有关信息。 

 

5) 贝加莱会发送培训确认函至您的邮箱。以此作为报名已经成功的标志。 

 

6) 开始培训，请学员于指定开课日期的上午9:00，携带提前预装有贝加莱软件“Automation Studio”的笔

记本电脑来到培训地点。每天的培训时间为9:00AM-16：30PM，培训期间的午餐将由贝加莱提供。住宿由客

户自理。贝加莱软件下载地址及上海培训中心周边住宿指南，请见附录。 

 

7) 完成培训，获得贝加莱颁发的证书。 

 

8) 培训软件使用AS4.5或以上版本，请提前下载软件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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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贝加莱软件下载地址  

贝加莱软件可在如下网址下载，（如下截图）。该软件版本可免费试用90天。也可扫描二维码获取下载

地址。  

⚫ 贝加莱软件下载网址  

https://www.br-automation.com/zh/downloads/ 

 
 

⚫ 贝加莱软件注册网址（如下截图）  

https://www.br-automation.com/zh/service/software-registration/ 

 
  

https://www.br-automation.com/zh/downloads/
https://www.br-automation.com/zh/service/software-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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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培训手册和培训视频  

您可关注微信公众号“贝加莱工业自动化”，在“公司我知”>“知识讲堂”中获取教学视频。  

微信公众号发送“培训学习”，即可获取培训资料。  

 

贝加莱微信公众号如下： 
 

 
 

贝加莱上海培训中心周边住宿推荐  
 

名称 电话 价格 地址 

汉庭酒店 
021-34627111-

5060 

普通标间：349 间/晚 (含早) 上海市宜山路 1728 号（近莲花

路） 商务大床房 349 间/晚 (含早) 

华纳风格大酒店 021-61205666 
大床 628 间/晚 (含早)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 1733 号 
双床房 628 间/晚 (含早) 

华纳时尚酒店 021-61205666 
大床 588 间/晚 (含早)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 1978 号 
双床房 588 间/晚 (含早) 

* 各酒店住宿价格仅供参考 

 

贝加莱大中华区培训中心地址  

上海培训中心：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石园21号楼  

北京培训中心：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2号院大族广场T6号楼901室  

西安培训中心：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6号 永利国际金融中心1座8层10803室  

广州培训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276-282号番禺时代E-PARK2栋903单元  

台北培训中心： 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96号25楼D室（22012）  

---by B&R Automation Acad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