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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8,2012，Vista，7，8＆8.1`，32位和 64位（如果适用）。 
 
请避免打印本手册以减少纸张使用。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以确保该计划将足够友好，所

以阅读这份文件是不必要的，但仅仅在有疑问时提供参考。 
 
 
 感谢您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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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版本 6.0 
新功能 
以下新功能处于初始状态，并可能在最终稳定版本发货之前更改。 
Report Server直接数据库结果查看器 
增加了报表服务器直接将数据库结果视图嵌入报表的能力。 
MQTT 
添加了MQTT驱动程序和服务器支持。 
BACnet调度程序 
添加了 BACnet调度程序支持。 
UI语言选择 
为 IntegraXor服务器，编辑器和前端添加了 UI语言选择。添加到服务器和编辑器的新语言是中文。前端支持
的语言可以由用户添加。 
增强和修复 
构建 104 
•修复了离线许可证授权问题。 
•启用报告输出以在设置安全角色时访问和检索报告页面。 
•改进的 IO驱动程序状态错误输出。 
•修复了保存的不正确的数字启动值。 
•改进了双数据类型的表达式求值精度。 
•在没有 IO设备时允许从虚拟标记导入。 
•在使用自动端口转发时检测到双重网络访问转换（NAT）时改进了互联网网关处理。 
•改进趋势页取消按钮显示。 
•支持使用撇号字符导入报警消息和标记路径。 
•改进的文档，包括从 commnad行启动项目的指令。 
•改进的许可证管理器 - 在许可证详细信息对话框中添加许可证有效性信息，即使许可证无效，允许的视图
许可证也允 
•在准备好的 SQL中添加了 SQL语句测试工具。 
•默认在演示项目中打开服务模式。 
•改进的 SQL IO驱动程序 - 允许从同一个表合并读取以提高性能，改进与 Excel的写兼容性，添加了缺少的功
能选择。 
•增加了 BACnet网关设备地址绑定支持。 
•改进的系统恢复监控。 
•在趋势用户指南中的笔设置中添加了颜色属性。 
•添加了对 SQLite的支持。 
•在表达式中添加了对Math.max（）操作的支持。 
•改进了 iPhone中的网页平移。 
•增加报告输出的页边距大小。 
•改进了输出任务的报告输出。 
•改进了对准备好的 SQL中执行数据库存储过程的支持。 
•改进了脚本编辑器语法着色。 
•改进了保存 IO服务器类别时的稳定性。 
•添加了在趋势中显示标记的选项。 
•改进了 IP扫描器与 Ipv6地址的兼容性 
•将名称从存储 SQL更改为准备 SQL。 
•在保存预启动和后启动设置时提高了稳定性。 
 



7 

第 2章简介 
 
 
目录 
2.1。 支持 
2.2。 系统要求 
2.3。 安装 
2.4。 系统架构 
IntegraXor SCADA是基于W3C标准兼容技术开发的纯Web服务器。 无需额外的Web服务器，因此安装非常
简单，但具有成本效益。 这也意味着不需要额外的客户端程序或插件，除了用于查看/访问模拟屏幕的现代
浏览器。 所以这是一个浏览器/服务器系统而不是普通的客户端/服务器系统。 
 
本文档中的入门部分为首次开始自己开发项目的用户提供。 本文档的其余部分为对项目和图形进行详细配置
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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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支持 
 
为了确保 IntegraXor开发工具用户友好，强大而灵活，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联系我们的支持会员时，请记住提供 IntegraXor版本以及浏览器名称和版本。 然后告诉你的*期望*＆*步骤
*参与产生你的问题。 避免使用模糊的术语，如“它不工作”，“它是不可预测的”。 
 

 
 
IntegraXor版本可以在 IntegraXor服务器窗口的左下角看到 
 
 
如果没有机密问题，压缩项目文件夹和附加问题更好。否则，应该再现一个新的小项目，以将问题排除给支

持成员。但是，项目文件夹包含将由邮件服务器阻止的 JavaScript或 VBScript文件。因此，需要添加尾随下划
线以绕过邮件服务器的扩展检查。例如，压缩文件* .zip，* .cab，* .7z等可以分别重命名为* .zip_，* .cab_，* .7z_。 
 
图片意味着一千个词，总是好的附加问题的屏幕截图，所以支持人员可以容易地理解和识别问题的根本，并

更快地响应。 
 
不要混合旧的问题与新的。始终为具有描述性标题的新问题启动新邮件，最重要的是将新邮件写入常规支持

电子邮件地址，而不是写给您的以前的支持人员。这将确保更快的反应，因为任何人都会回复你首先。 
注意： 
按 F1两次将版本字符串复制到剪贴板，以便您可以直接粘贴到您的邮件内容支持。 
2.2。 系统要求 
 
2.2.1。 软件要求 
2.2.2。 硬件要求 
SCADA项目的开发与网站开发类似。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各种工具来构建网站/项目。 基本 IntegraXor系统需
要后端引擎（具有内置 Web 服务器）的服务器在独立系统或任何网络环境中发布内容和 Web 浏览器作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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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 

 
工具和项目之间的关系 

 
 
 
 
 
 
 
 
 
 
 
 
 
 
 
 
 
 
 
 
 
 
2.2.1。软件要求 
下面是一个分为运行时和开发的需求列表。 
运行 
服务器 
IntegraXor服务器当前是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它可以在大多数Windows版本上安装和运行，如下所述。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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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6版本指的是 Intel IA32架构。 
IA64版本指的是 Intel Itanium架构。 
x64版本是指 x86-64架构。 
ARM版本是指 ARM架构。 
服务器操作系统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支持到目前为止的所有Windows Server操作系统版本。 
客户端操作系统 
如果版本标记为未测试，则表示我们尚未在该特定版本上测试 IntegraXor服务器，但它可能会正常工作。 
•不支持所有预Windows XP（Windows 2000，Windows ME，Windows 9x，Windows 3.x或更低版本）。 
•不支持所有Windows Phone。 
•Windows XP - 最低Windows XP Home SP2。 
支持 XP 32位（x86）版本。 
不支持 XP 64位（IA64）版本。 
XP Pro 64位 x64（x64）版本未测试。 
•Windows Vista - 最低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支持 Vista 32位（x86），64位（x64）版本。 
•Windows 7 - 最低Windows 7家庭高级版。 
支持 32位（x86），64位（x64）版本。 
•Windows 8和 8.1。 
支持 32位（x86），64位（x64）版本。 
不支持 RT（ARM）版本。 
•Windows 10。 
支持 32位（x86），64位（x64）版本。 
不支持 IOT内核（ARM），IOT移动（ARM）。 
IOT企业未测试。 
嵌入式操作系统 
如果版本标记为未测试，则表示我们尚未在该特定版本上测试 IntegraXor 服务器，但如果在操作系统映像创
建期间添加了用于工业自动化的功能，则可能会正常运行。 
•不支持Windows CE 4，5，6。 
•未测试所有基于Windows XP的嵌入式操作系统（XPe，Windows Embedded POS，Embedded 2009，Embedded 
POSReady 2009）。 
•不支持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 
如果使用工业自动化模板创建操作系统映像，则支持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Windows Embedded POSReady 7，Windows Compact 2013未进行测试。 
•Windows Embedded 8工业，Windows Embedded 8.1工业，Windows Embedded 8 Standard未进行测试。 
客户 
IntegraXor服务器可以使用任何现代网络浏览器作为客户端。需要现代Web浏览器（支持 SVG）。浏览器可以
从任何操作系统运行，从服务器，桌面，甚至智能手机。 
建议使用以下最低版本的浏览器在桌面上原生地呈现 SVG内容：Mozilla Firefox 3.5，Google Chrome 3.0，Apple 
Safari 5.1，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Microsoft Edge，Opera 8。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可以使用 Adobe SVG Viewer插件呈现 SVG内容。 Adobe SVG Viewer 3.03可以从
http://download.adobe.com/pub/adobe/magic/svgviewer/win/3.x/3.03/en/SVGView.exe下载。 
大多数智能手机操作系统都预装了能够原生渲染 SVG内容的浏览器：iOS，Android，Windows Phone，Blackberry。 
数据库 
IntegraXor服务器通过运行 IntegraXor服务器的机器上安装的相应数据库的 ODBC或 OLEDB驱动程序支持多个
数据库。 Microsoft Access，Microsoft SQL Server，MySQL，PostgreSQL，Oracle是最常用的数据库。也支持上

http://download.adobe.com/pub/adobe/magic/svgviewer/win/3.x/3.03/en/SVGView.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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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没有提到的大多数其他数据库。 
[重要] 
重要 
当将项目部署到生产环境时，高度不建议使用大小受限的数据库。这些包括Microsoft Acces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等。 
发展 
项目编辑器包含在主要的 IntegraXor 安装文件中。它是一个创建和管理后端资源（如标签，设备，报警，用
户等）的工具。它还配备了文本编辑器，因此用户可以直接编辑 HTML或 JavaScript文件。 
Inkscape SAGE 用于模拟图形开发。它可以从 IntegraXor 下载页面 www.ecava.cn 下载。 SAGE 代表 Scada 
Animation Graphic Editor。 
 
 
2.2.2。硬件要求 
 
服务器和桌面系统部署 
IntegraXor SCADA服务器的设计考虑了效率，因此可以选择任何当前的基本硬件来运行服务器。以下 10年的
计算机规范已设置为运行带有 5个远程并发连接的 1024个标签的项目的最低要求。 
硬件 
XPSP3中的最低要求 
处理器 
英特尔®酷睿™2 @ 1.66GHz 
磁盘空间 
〜25MB的 Runtime + 
〜200MB用于开发 
记忆 
3 GB 
嵌入式系统部署 
对于嵌入式系统部署，英特尔 NUC和大多数基于英特尔 x86的 OEM borad都可以。大多数工业触摸面板也可
以使用。只需安装支持的操作系统（XP Home SP2及更高版本），然后安装 IntegraXor。 
您可以使用品牌工业触摸面板进行部署。但是，品牌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触摸面板有必要的端口为您连接

到设备。通常以太网端口为基于 TCP 的设备。大多数触摸面板很难找到串行端口支持，因此如果要连接到串
行设备，则需要 USB端口和良好的 USB串行适配器。 
 
 
2.3。 安装 
 
2.3.1。 不完整的下载错误 
最新的安装程序可以从 www.ecava.cn获得。 安装和启动 SCADA服务器需要管理员权限。 如果在公司系统内
安装，请从系统/网络管理员请求管理员权限。 但是，在远程客户端中运行浏览器不会需要此类权限。 
确保任何安装的防火墙在安装过程中允许 IntegraXor完全访问 Internet。 否则，充当Web服务器的 IntegraXor
将无法工作。 大多数情况下，当 IntegraXor第一次启动时，现代防火墙将提示许可。 
还要确保在安装 IntegraXor之前不要进行其他安装。 例如，Dot Net Framework或某些Windows更新可能会
阻止安装程序被初始化。 如果确定其他以前的安装已完成或取消，但 IntegraXor无法继续，请检查任务管理
器并结束任何MSIEXEC.EXE进程。 

http://www.ecava.cn
http://www.ecav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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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安装或Windows更新正在进行，则提示错误。 
 
它不是必须卸载现有副本的升级目的。 但是，在执行降级时，必须卸载较新的安装。 并且很常见的是从
Windows获得虚假警报，几个应用程序可能共享同一个系统库，单击“忽略”继续。 

 
在卸载期间可以忽略的错误警报。 
 
 
2.3.1。 不完整的下载错误 
IntegraXor 安装程序在发布之前进行数字签名，以确保文件完整性。 这可以用于检查文件是否已被调整或未
完全下载。 以下是用于检查数字签名的文件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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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可以看到成功下载 

 
未完成下载时缺少“数字签名”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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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的安装程序提示错误：“尝试从源安装数据库读取时出错：” 
[提示] 
提示 
使用免费下载管理器更快，更可靠的下载。 
另一个可能的错误可能会弹出消息：“安装程序集期间发生错误...”。 它应该是由于Windows注册表中的损坏，
这可能是由于未成功安装以前的 Windows更新或自定义 MSI包。 这可以通过在尝试安装另一基于 MSI的安
装程序时出现类似的错误来确认。 例如，7z压缩机。 此问题可以通过执行Windows修复安装修复注册表和
/或Windows系统文件中的任何损坏，然后尝试再次安装 IntegraXor解决。 
 
 
 
2.4。系统架构 
 
IntegraXor项目是面向文件的，并存储在项目文件夹中，包括后端配置文件（* .igx）和所有其他 HTML和 SVG
页面。该项目可以通过简单地双击配置文件（* .igx）运行，可以通过右键单击然后选择“编辑”进行配置。
除了* .igx（它是用于后端的主配置文件）之外，dblog.mdb是用于轻量级应用程序的默认MS Access后端数据
库文件。其余的文件主要是 HTML，SVG图形和脚本文件，这是为前端。 
除了项目根文件夹，还有几个子文件夹用于更好的文件管理。用于脚本文件的“脚本”，用于 jpg，gif 或 png
基于光栅的图像的“图像”和用于 CSS 样式控制的“样式”。 “系统”文件夹可能存在于项目根文件夹中，
并完全保留给前端引擎，不得篡改。就像普通的 web文件夹，可以创建额外的文件夹没有限制。从项目文件
夹运行 IntegraXor服务器后，可以访问所有文件，就像项目文件夹是Web根文件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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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通过互联网浏览器访问的网络架构。 
IntegraXor设计用于侦听端口号 7131，此默认端口号可通过Web服务器任务更改。 访问网页的一个好例子是
输入一个地址链接，例如：“http：// localhost：7131 / projectID /”，其中“projectID”应在项目编辑器中定义。 
对于远程访问，远程客户端上的 URL应将“localhost”替换为 IntegraXor安装的 IP地址。 例如，如果 IntegraXor
安装在 IP地址为 192.168.1.1的系统上，则远程客户端将输入 URL为“http://192.168.1.1:7131/projectID/”。 

http://192.168.1.1:7131/proj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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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其 URL地址的示例项目。 
提示 
项目文件夹可以无限制地移动。 * .igx 的快捷方式可以放置到启动菜单中，以便在系统重新启动时自动启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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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入门/教程 
 
 
目录 
3.1。项目编辑 
3.2。项目模板 
3.3。 Inkscape SAGE 
3.4。项目配置文件格式 
IntegraXor 服务器是本地 Web SCADA 系统。后端是一个配备有 Web 服务器的 SCADA 系统，前端应是普通的
Web浏览器。因为这种 web技术的知识将是在高级层面配置该系统的优点。然而，许多图书馆被创建为立即
使用，没有太多的努力。当选择新项目时，将创建一个项目模板，它配备菜单工具栏，图形查看器，报警查

看器和报告查看器。 
 
项目模板是由许多文件和几个子文件夹组成的文件夹，但是，在一个项目文件夹中只能找到一个密钥配置文

件* .igx。双击此* .igx文件将通过自动启动 IntegraXor服务器来启动项目。右键单击并选择“编辑”将启动项
目编辑器以进行配置。所有模拟屏幕可以通过使用标准兼容的 HTML 或 SVG 文件开发，并且它们都可以添加
到菜单中。 
[提示] 
提示 
单独的 PDF文件中的 SCADA教程可供下载（〜3MB），是开始使用的好方法。 
 
 
 
3.1。 项目编辑器 
3.1.1。 自动完成标签输入 
项目编辑器是配置项目所需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从系统菜单启动项目编辑器，未命名的项目编辑器将按
照下面的加载。 项目编辑器分为一个层次结构树视图及其关联的表格内容。 并且用于显示配置后的信息的
输出窗口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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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辑器屏幕截图加载任何工作之前。 
 
要开始处理新项目，请单击文件 - 新建项目。 弹出提示项目名称的显示如下。 该项目名称将被视为项目 ID，
将用于整个项目。 仔细选择一个简短而精确的名称，不要有任何空格。 只允许使用字母和数字。 按 OK创
建一个新项目。 

 
保存和命名新项目。 
 
下面显示了一个新创建的项目带有基本的默认配置，可以运行了。 点击 Run按钮应立即启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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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运行新项目。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将单个窗口拖动到任何所需的布局，从而重新定位所有窗口窗格。 并且每个 Tab中的所有
列都可以拖动以进行重新定位，以根据使用频率提高可见性。 此外，所有选项卡也可以拖动分割视图以方便
比较或引用。 

 

项目编辑器布局或视图可以完全自定义。 显示树菜单和文件菜单的图片已关闭。 然后，标签窗格和脚本窗
格被并排放置，以方便参考。 
 
一般 
将创建默认工作模板，将自动输入所有必需的条目和链接。 例如，一旦项目启动，Internet Explorer将自动启
动与相关的文件路径。 请注意，项目 ID也将根据先前输入的新项目名称自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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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运行新项目。 
定时器 
定时器配置是触发整个项目运行的引擎。需要用于触发的定时器的三个任务是用于趋势的数据记录，需要循

环的脚本逻辑以及来自设备的标签轮询。已经做了几个默认条目，使配置工作容易。例如，SEC01将在每秒触
发，SEC02将每两秒触发一次，依此类推。 
端口 
端口文件夹由设备文件夹，设备文件夹，但由标签表条目组成。层次结构完全说明了端口，设备和标签之间

的关系。一个端口可能有一个或多个设备连接到它，并且根据项目大小，一个设备可能有几个到几千个标签

连接到它。模板已预先配置了 COM端口和 ETH端口。 
设备 
一个设备已预先配置为Modbus串行协议。另一个设备已预先配置为Modbus以太网协议。但是，工程师必须
确保端口设置与设备的通信设置完全匹配。总有一个虚拟设备连接到任何东西，只是简单地允许工程师输入

非 I / O标签。 
标签 
标签系统层次就像一个树结构，标签在设备下，但设备应在端口下。因此，第一步是确定设备如何连接到 SCADA
服务器。是通过串行通信端口还是以太网端口？然后在创建的端口下命名一个设备，并选择通信协议（设备

驱动程序）。之后，所有需要做的是创建与设备中的数据地址相关联的标签列表。对于不需要链接到外部设备

的任何标签，它应在虚拟设备下作为虚拟标签输入。要输入新标记，只需在最后一行添加标记详细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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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签输入到项目编辑器中。 
数据库 
数据库用于记录报警或事件，趋势或报告的数据。 无需额外的工作来设置实时数据库系统，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将始终添加到新创建的项目文件夹中。 如果需要更大或更可靠的数据库，用户可以选择任何外部 ODBC
兼容的数据库。 
用户 
创建的默认用户在通用应用程序中应足够。 只有在需要实施安全系统时才需要这些用户。 
报警 
输入报警条目，如图所示。 

 

报警输入项目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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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 
所使用的脚本语言基于标准 JavaScript。 网络上有很多资源来接收这种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语言，因此本手册
不会对 JavaScript进行任何描述。 如果目标浏览器仅限于 IE，则也支持 VBScript。 
 
 
 
3.1.1。 自动完成标签输入 
 
所有标签输入字段支持自动完成，用户只需键入前几个字符或前几个字符即可过滤掉不相关的标签，以加快

输入工作。 

 
输入“te”的示例将缩小列出仅以“te”开头的标记。 
 
 
 
3.2。项目模板 
 
当在项目编辑器下初始化新项目时，将创建项目模板。项目模板文件夹为完整的 HMI / SCADA系统提供了几
个基本元素。最重要的是服务器配置文件* .igx。目录结构与普通网站非常相似，它可以包含像'images'，'scripts'，
'styles'和'system'这样的子目录。和'system'目录可能不总是存在，并且'system'文件夹存在，不能更改，因为它
包含 IntegraXor所需的其他子目录。 
模板是 IntegraXor 系统的一部分，与服务器一起发布，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兼容。不要在不同版本的模板之间
混用系统文件，除非版本被声明为兼容。 
布局 
IntegraXor接口的布局由 3部分组成：头，主体和页脚。类似于网上冲浪体验，头将表现为一个链接，身体将
根据头改变内容。页脚是一般报警。自动化背后的技术是使用 javascript来评估菜单设置文件，并从项目目录
中提取源代码。 
标题和正文 
“标题”是一个小窗格，用于徽标放置，项目标题和当前时间。更重要的是，标题用作菜单放置以访问所有

屏幕。为了最小化 S.I. Engineer的工作，他/她将只需要在项目编辑器中编辑 Screen任务。下面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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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排列。 
上面的例子将生成一个主菜单和一个子菜单“图形”。点击“图形”后，将出现“页面 1”和“页面 2”的子
菜单，并且他们有自己的源文件分别附加在冒号符号“：” 
所有源文件应放置在项目文件夹的根目录下。 
[注意] 
注意 
目前支持的文件类型有：SVG，PDF和 HTM / HTML文件。此外，冒号字符“：”左侧的描述文本（页面标题）
必须是唯一的。 
页脚 
“页脚”主要用于保持报警/事件栏。如果最终用户不需要始终在底部显示最新的报警，则可以省略页脚。 
报警查看器 
报警查看器是报警列表的一个完整页面，允许操作员查看，确认和跟踪历史报警。它是默认页面的一部分，

但如果不需要，可以删除。 
数据库 
对于非关键数据库使用情况，将分发默认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dblog.mdb”以进行快速启动。此空数据库
已准备就绪，无需任何干预。 
 
 
 
3.3。 Inkscape SAGE 
Inkscape是一个强大的开源 SVG编辑器，可以产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模仿，没有一个现有的 SCADA系统可
以生成任何接近 Inkscape。 尽管它丰富和强大的绘图工具集，仍然令人惊讶的用户友好。 在 Inkscape 中的
帮助菜单下已经有一个内置教程用于学习它，并且许多资源也可以在线获得。  其中一个可在
http://tavmjong.free.fr/INKSCAPE/MANUAL/html/。  通过单击帮助菜单  - Inkscape 手册可以达到此链接。 
IntegraXor添加了一个用于处理 SCADA动画的用户界面，称为 SCADA动画图形编辑器 SAGE。 

http://tavmjong.free.fr/INKSCAPE/MANU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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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scape图形编辑器。 
Inkscape 是一个专业的平面设计师级绘图程序，只有几套绘图工具需要注意才能绘制一个 SCADA 图像按照下
一部分亮点 



25 

 
重要工具。 
1.文档设置 
通常，宽度是屏幕宽度，高度稍小于屏幕高度，这取决于插头或报警条页脚的要求。 基本思想是选择与最终
屏幕分辨率成比例的尺寸，因为 IntegraXor会自动将模拟器匹配到客户端屏幕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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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属性。 
2.对齐 
对齐是一个方便的工具，以确保整洁。 然而，如果工程师打开网格捕捉选项，这不是很需要，这也是由个人
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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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属性。 
填写属性 
快捷键是“Shift + Ctrl + T”。 
4.缩放到整个页面 
快捷键是'z'后跟'5'。 
缩放到选择 
快捷键是'z'后跟'3'。 
绘制矩形 
快捷键是'r'。 矩形可以很容易地调整为具有圆角或锐角。 
绘制圆或半球（椭圆/弧） 
快捷键为'e'。 
8.Draw（Bezier）线 
快捷键是'b'。 单击点到点绘制直线，从点到点拖动绘制曲线。 
9.插入文本 
快捷键为't'。 只需点击并键入以输入文本，以避免浏览器支持问题。 
10.应用梯度效果 
快捷键是'g'。 
 
 
3.4。 项目配置文件格式 
 
IntegraXor支持以下文件格式：.cr8，.igx和.ig2。 
 
具有.cr8和.igx文件扩展名的配置文件是完全相同的，从版本 3起仅支持.igx。 
 
具有文件扩展名.ig2的配置文件是存储所有配置设置和文件的单个文件容器。 
 
 
 
 
 
 
 
 
 
 
 
 
 
 
 
 
 
 
 
 



28 

第 4章服务器用户界面 
 
IntegraXor服务器界面非常直观和自我解释。 布局由四个主窗格和顶部的标题栏，菜单和图标栏组成。 第一
个主窗口是任务窗口（Ctrl + Shft + T），它允许用户选择感兴趣的任务在状态窗口中查看，通常在窗口选项卡
上显示 Home。 任务属性窗口（Ctrl + Shft + P）进一步显示有关所选任务当前条件的更多信息，例如 I / O的
设备状态概述。 最后，观察窗口（Ctrl + Shft + W）允许用户在开发和故障排除期间监控标签列表。 

 
IntegraXor主界面。 

 
可以拖动四个窗格，设置为自动隐藏或浮动以进一步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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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栏将始终显示项目路径。 通过使用图标栏上的“项目开始/停止”按钮，可以启动或停止项目，此外，
还可以通过使用图标栏上的任务启动/停止按钮启动特定任务，以在新的 配置。 要在特定任务上执行联机重
新启动，请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所需的任务，然后启用“任务重新启动”按钮。 

 

标记已配置标记的监视列表。 
 
 
可以通过 Tag Watch窗口进行标记值监视或操作以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左上角的过滤器缩小搜索范围，然后
点击相应的值更改标签值。 单击星形以添加到收藏夹选项卡，或创建新的选项卡的自定义标记监视列表。 
 
 
 
 
[注意] 
注意 
 
 
虽然所有任务都可以通过重新启动特定任务在线更新，甚至可以重新启动整个项目，但是如果添加了新标记

或删除了旧标记，则不会更新监视列表中的标记。 IntegraXor 服务器必须完全关闭并重新启动以刷新监视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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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项目配置 
 
 
目录 
5.1。 一般 
5.2。 Timer 
5.3。 Tag 
5.4。 数据库 
5.5。 用户 
5.6。 输出 
5.7。 报警 
5.8。 脚本 
所有后端任务都应由 IntegraXor项目编辑器配置。 右键单击 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的* .igx文件，选择“编
辑”开始配置工作，项目编辑器将自动启动。 

 
Windows资源管理器外壳集成 
惯例 
以下约定适用于本文档： 
•必须保存所有更改，然后重新启动受影响的任务或任务或项目本身，然后更改才能生效。 
•大多数设置包含三个基本列，即“名称”，“说明”和“启用”复选框。根据任务，可能有不同的附加列组。 
•在设置中，粗体标题（它对应于项目编辑器中配置表中的蓝色列标题）表示特定字段或设置是必需的，否则

它是可选的。 
•斜体文本表示特定字段或设置仅供系统使用，无需进行干预。 
•在脚本中，注释可以放在两个正斜杠之后//。 
•本文档中显示的设置仅是一个工作示例。 
名称限制 
每个配置表都有一个名称列。以下限制适用于此列： 
•名称应该是唯一的。 
•名称只应包含字母数字字符。 
•名称不应以数字或点开头。 
•名称应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 
•避免使用空格，破折号，数学，逻辑运算符和名称中的所有其他符号。 
•尝试使其成为有效的 JavaScript变量名称，以展示标记表达式的强大功能。 
•尝试仅使用 26个英语大小写字符和数字 
配置顺序 



31 

虽然不是必须按顺序输入配置数据，但我们建议的最佳做法是按照以下顺序输入配置，如在项目编辑器中从

上到下显示。 
•常规 - 设置特定于项目的项目 ID，徽标和其他设置。 
•计时器 - 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任务的引擎。因此，模板中的定时器预先配置了一些标准时间段，例如
SEC01，SEC02，MIN01，MIN05，HR01等。如果预配置的定时器不满足项目要求，则添加附加定时器设置。 
•标记 - 设置如何与 I / O设备通信。 
◦端口 - 设置 I / O管理器和设备之间的通信接口，链路或通道。这通常是目标设备的串行端口号或 IP地址。 
◦设备 - 设置特定于设备的通信参数。这通常是协议，设备 ID和其他设备特定的配置。 
◦标记 - 设置要读取或写入的每个标记的参数。这通常是标记地址，数据类型或其他标记特定配置。 
•数据库 - 设置如何与数据库通信。数据库用于趋势，报警和一些用户数据。 
•报警 - 设置触发报警的条件。只能在创建相关标签后配置报警。 
•以下任务不需要按顺序配置，除非脚本需要一些标记才能使其相关。 
◦输出 - 设置通道以向外部方输出消息。 
◦脚本 - 设置要执行的复杂操作。 
◦用户 - 设置安全设置，如用户，角色和权限。 
 
 
5.1。 一般 
5.1.1。 发射前和发射后 
一般表定义所有一般项目相关信息。 
设置 
项目 ID 
项目 ID定义项目的主要参考。 它将用于网址链接，数据库等。 建议将项目 ID命名为简短精确，就像普通网
址一样，不允许有空格和特殊字符。 
描述 
附加说明。 
标题 
在此处输入的项目标题将显示在标题的顶部中间。 
商标 
此处链接的项目标志图像将显示在标题的左侧。 
IO优化 
启用 IO优化以减少 IO通信。 只有在需要时才从设备提取物理 IO标签。 
预发布 
在任何服务器任务初始化之前，在此处输入的任何程序都将在服务器上执行。 请参阅启动前和启动后。 
发布后 
在所有服务器任务初始化后，在此处输入的任何程序将在服务器上执行。 请参阅启动前和启动后。 
5.1.1。发射前和发射后 
您可以在启动前和启动后配置中输入多行命令，并且每个命令都将顺序执行。 
常用 
输入的命令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APP_PATH”[optional_parameters] 
APP_PATH 
这是您要启动的应用程序的路径。 
[注意] 
注意 
应用程序只能在计算机的程序文件中启动。此文件目录更安全，将防止在计算机中没有管理权限的意外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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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提示 
如果 APP_PATH包含空格，则需要使用双引号引起引号。如果 APP_PATH不包含空间，则可以安全地删除双引
号引号。 
我们建议始终将双引号标记为最佳做法。 
[optional_parameters] 
这是您要传递给应用程序的列表参数。如果没有其他参数传递给要启动的应用程序，只需将其保留为空，否

则请指定您要启动的应用程序所提供的文档之后的参数。 
实施例 5.1。发射前和发射后一般发射命令 
          “Windows NT \附件\ wordpad.exe”“D：\我的项目\ ReadMe.txt” 
          “C：\ Program Files \ My Applications \ calc.exe” 
          “C：\ Program Files \ My Applications \ commsvr.exe”-f“D：\ My Project \ setting.dat” 
[提示] 
提示 
如果某个应用程序或可执行文件不在默认情况下（例如 calc.exe）在 Program Files文件夹中，应用程序可以移
动到程序文件（此操作通常需要管理权限），因此将被启动。 
特殊位置名称 
支持以下特殊位置名称： 
<BROWSER> 
这将启动用户默认浏览器，如果当前用户已配置一个，否则，它将启动系统默认浏览器。 
<BROWSER：BrowserName> 
此语法可用于指定要使用的浏览器，而不必说出浏览器的完整路径。支持的浏览器名称取决于服务器安装和

检测的浏览器。您可以在服务器的工具>默认浏览器菜单下获取确切的名称。 
<HOMEPAGE> 
此语法可用于指定项目主页。 
实施例 5.2。发布前和发布后的特殊位置名称 
“<BROWSER>”“<HOMEPAGE> index.html” 
“<BROWSER：Internet Explorer>”“<HOMEPAGE> page1.html” 
“<BROWSER：Google Chrome>”“<HOMEPAGE> page1.html” 
全屏浏览器 
某些浏览器支持 Kiosk模式或以全屏模式运行。 
IE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行在 kiosk模式下运行： 
实施例 5.3。 Internet Explorer信息亭模式 
“<BROWSER：Internet Explorer>”-k“<HOMEPAGE> index.html” 
谷歌浏览器 
Google Chrome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行在信息亭模式下运行： 
实施例 5.4。 Google Chrome信息亭模式 
“<BROWSER：Google Chrome>”--kiosk“<HOMEPAGE> index.html” 
[提示] 
提示 
全屏模式命令行语法取决于所选的浏览器，并且可以从其相关网站获得。 
多个浏览器窗口 
现代浏览器通常默认在同一浏览器窗口中打开新窗口作为选项卡。为了强制浏览器打开一个新窗口，请尝试

以下参数。 
IE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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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较新版本的 Internet Explorer，如果要在单独的窗口中启动每个 URL，则需要在命令行中指定
noframemerging选项。 
实施例 5.5。 Internet Explorer多个浏览器窗口 
“<BROWSER：Internet Explorer>”-noframeming“<HOMEPAGE> page1.html” 
“<BROWSER：Internet Explorer>”-noframeming“<HOMEPAGE> page2.html” 
“<BROWSER：Internet Explorer>”-noframeming“<HOMEPAGE> page3.html” 
谷歌浏览器 
对于 Google Chrome浏览器，如果要在单独的窗口中显示每个网址，您需要在命令行中指定--new-window选
项。 
实施例 5.6。 Google Chrome多个浏览器窗口 
“<BROWSER：Google Chrome>”--new-window“<HOMEPAGE> page1.html” 
“<BROWSER：Google Chrome>”--new-window“<HOMEPAGE> page2.html” 
“<BROWSER：Google Chrome>”--new-window“<HOMEPAGE> page3.html” 
[提示] 
提示 
新窗口命令行语法取决于所选的浏览器，并且可以从其相关网站获取。 
多个命令和多个监视器 
如果有多个监视器连接到计算机并且指定了多个命令，服务器将把预启动和后启动中定义的每个程序的可见

窗口分配给所有监视器。 
•如果可见窗口数量等于监视器数量，则每个监视器将显示一个程序最大化。 
•如果可视窗口数小于监视器数，则安排中间的监视器将显示一个程序最大化。 
•如果可视窗口数量大于监视器数量，则程序将分配给所有监视器，在两侧显示器上显示更多的程序窗口。 
•按照Windows Display控制面板中定义的排列，从左到右为监视器分配顺序。 
注意 
对于 Internet Explorer，如果指定了 Kiosk模式，则窗口将始终在关闭最后一个 Internet Explorer窗口的监视器
上打开，并且服务器将无法重新定位 Kiosk模式窗口。 
  [注意] 
注意 
对于 Google Chrome浏览器，如果在启动前和启动后运行时打开了任何 Google Chrome浏览器窗口，服务器将
无法重新定位新窗口。 
 
 
 
5.2。定时器 
 
定时器可以描述为系统的引擎，许多任务不能独立运行，而没有 Timer作为触发器。 
设置 
名称 
任何唯一名称。 
描述 
条目的其他说明。 
类型 
支持两种类型的定时器：间隔和计划。 
间隔定时器相当简单，每次定义的间隔时间触发。如果定义了间隔定时器，则所有与日期和时间相关的字段

将被禁用和忽略。 
计划计时器具有与 Unix / Linux环境中的 cronjobs类似的概念。它在定义的特定日期和时间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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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日期时间元素中输入所需的事件时间。通过使用逗号作为分隔符，可以将一个或多个模式输入到一列

中。 
间隔 
间隔（毫秒）。如果计时器类型设置为计划，则此字段被禁用并被忽略。 
年 
指定四位数年份。 
月 
指定 1到 12之间的任何数字。 
天 
指定 1到 31之间的任何数字。 
星期几 
指定 0到 6之间的任何数字。0表示星期日，1表示星期一，依此类推。 
小时 
指定 0到 23之间的任何数字。 
分钟 
指定 0到 59之间的任何数字。 
第二 
指定 0到 59之间的任何数字。 
日期时间配置 
所有日期时间列，即年，月，日，星期，小时，分钟和秒支持以逗号字符分隔的以下条目模式的一个或组合。 
在下面的模式列表中，N表示相应列的有效范围中的任何数。 
（空） 
将列留空。在所有有效条目上触发计时器。 
*： 
星号字符。在所有有效条目上触发计时器。这与将列留空相同。 
N 
数值。如果当前时间戳的日期或时间部分与输入的值匹配，则触发计时器。 
实施例 5.7。日期时间配置号 
0 
在第二列输入“0”将使定时器在第 0秒触发每分钟。 
， 
逗号字符。逗号分隔符以分隔多个模式。 
实施例 5.8。日期时间配置逗号运算符 
0,30 
在第二列中输入“0,30”将会在第 0秒和第 30秒产生一个每 30秒触发一次的定时器。 
- -  
连字符。范围运算符以包括起始结束号码之间的任何数字，包括开始和结束数字。 
实施例 5.9。日期时间配置范围运算符 
10-12 
在第二栏中输入“10-12”将使定时器在 10,11和 12秒钟每分钟触发一次。 
[注意] 
注意 
默认情况下，在创建新项目时添加定期使用的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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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标签 
 
5.3.1。应用 Tag 
5.3.2。 Action Tag 
5.3.3。虚拟 Tag 
5.3.4。 I / O驱动程序 
5.3.5。 I / O Server 
5.3.6。标签表达式 
标签是编程术语中变量的一般工业中的通用术语。在某些 HMI系统中也称为点。 
标签类型 
IntegraXor支持三种类型的标签： 
非 I / O标记 
非 I / O标签也称为运行时标签，虚拟标签或简单的内存标签。 IntegraXor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非 I / O标记： 
•应用程序标记 - 这些是系统根据您的项目配置生成的标记。 
•虚拟标记 - 这些是用户定义的标记。 
I / O驱动程序标记 
I / O驱动程序标记是与外部设备数据地址相关联的标记。 
I / O服务器标签 
I / O服务器标签是由您自己定义到 I / O服务器的标签。 I / O服务器是一个虚拟设备，它本身存储并提供对
从其他标签获取的值的访问。 
标签表达式 
IntegraXor支持标记表达式。标签表达式是简单的 Javascript synyax，它定义了一个公式来更改标签的值。 
IntegraXor支持两种类型的标记表达式： 
输入表达式 
在将新值读入带有此表达式的变量之前，将会评估或执行此表达式。 
输出表达式 
在将该表达式写入 I / O标记之前，将评估或执行此表达式。 
[提示] 
提示 
重命名标记时，引用此标记的所有其他表将自动重命名。 
[注意] 
注意 
如果设备未连接，则 I / O标记不能设置为值。 
[注意] 
注意 
避免创建以下划线“_”开头的任何标记。它可能与系统库的标签冲突。 
 
 
 
5.3.1。应用程序标记 
 
应用程序标记是由系统基于项目配置生成的虚拟标记。它们是内置的系统标记，用户可以使用它们来获取各

种服务器状态，例如当前服务器时间和设备连接状态等。用户无法添加或删除应用程序标记。所有应用程序

标记都是只读的。 
在项目中，在 Inkscape SAGE中编辑 SVG文件时可以引用这些标记。只需键入在对象属性中获取动画的标记名
称设置。除了 Inkscape之外，这些标签也可以通过使用 getTag（'tagname'）函数在 Javascript中使用。 



36 

设置 
名称 
标记的标记名称。 
类型 
标记的数据类型。 
动态 
指示在运行时期间是否更改变量的值。如果值为“是”，则该值将根据运行时条件更改，否则，该值将从项目

开始处固定。 
标签 
所有应用程序标签都有一个应用程序。字首。 
服务器环境 
以下是与服务器环境相关的应用程序标记列表： 
app.startupTime 
以本地时间格式启动项目时的时间戳。 
app.startupTime.date ， app.startupTime.year ， app.startupTime.month ， app.startupTime.day ，

app.startupTime.dayOfWeek， app.startupTime.time，app.startupTime.hour， app.startupTime.minute， app。 
startupTime.second 
这些标记是 app.startupTime标记的细分。 
app.currentTime 
系统当前时间以本地时间格式。 
app.currentTime.date ， app.currentTime.year ， app.currentTime.month ， app.currentTime.day ，

app.currentTime.dayOfWeek，app.currentTime.time，app.currentTime.hour，app.currentTime.minute，app。 
currentTime.second 
这些标记是 app.currentTime标记的细分。 
app.version 
当前 IntegraXor服务器的版本号字符串。 
app.debug 
指示是否选择调试选项。当选择调试选项时，脚本发出的调试消息将以脚本状态显示，并且标记为调试的某

些屏幕将显示在前端。 
app.env.os.name，app.env.os.version，app.env.os.memory 
告诉操作系统的名称和版本以及安装的内存的标签组。 
app.homepage，app.homepage.raw 
默认首页的网址。 
app.processFolder，app.processPath 
IntegraXor服务器的安装位置。 
app.projectFolder，app.projectPath 
正在运行的项目的位置。 
app.projectName 
正在运行的项目的名称。 
app.server.primary 
此标记指示当前服务器是否是冗余网络中的主服务器。 
app.server.rank 
冗余网络中当前服务器的排名。 
任务 
以下是与任务相关的应用程序标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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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task [XX] .status，app.task [XX] .statustext 
由 XX指示的任务的当前状态。 
XX是内置任务名称或加载项名称，例如。报警，io，日志，冗余等。 
以下状态和状态文本可能： 
•0（已停止）表示项目未处于运行状态。这可能是项目是开放的，打开但没有开始，或完全停止。 
•3（启动）表示项目正在启动，但并非所有任务都已完全启动。 
•5（正在运行）表示项目正在运行。 
•6（停止）表示项目正在停止。 
app.alarm [XX] .status 
报警或报警组的状态。 
XX是报警或报警组的名称。 
可能有以下状态： 
•0（正常） 
•1（复位） 
•2（已确认） 
•4（活动） 
设备 
以下是与设备相关的应用程序标记列表： 
app.device [XX] .status，app.device [XX] .statustext，app.device [XX] .status.connected 
由 XX指示的设备的当前状态。 
XX是所配置设备的名称。 
以下状态和状态文本可能： 
•1（Connected）表示设备已连接。 
•2（Initializing）表示设备正在初始化。 
•3（Disconnecting）表示设备正在断开连接。 
•4（Disconnected）表示设备已断开连接。 
•5（Read error）表示服务器无法从设备读取。 
•6（Write error）表示服务器无法写入设备。 
如果设备状态为已连接，断开连接，读取错误或写入错误，app.device [XX] .status.connected为 true，否则为
false。 
app.device [XX] .status.sent 
为设备 XX发送的字节数。 
app.device [XX] .status.succeeded 
为设备 XX成功发送的字节数。 
app.device [XX] .status.speed 
每个事务的平均时间（毫秒）。 
[提示] 
提示 
 
 
 
5.3.2。动作标签 
 
IntegraXor提供交互式用户操作，例如确认和禁用警报。操作标记允许管理员或系统集成商为这些操作分配基
于角色的权限，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执行任何列出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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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名称 
标记的标记名称。 
角色 
允许读取标记的角色。 
[重要] 
重要 
如果此字段为空，则所有登录用户都可以执行此操作。 
如果此字段不为空，则只有指定角色的用户才能执行此操作。 
标签 
所有操作标签都有一个行为。字首。 
以下是操作标签的列表： 
act.alarm.ack 
允许指定的角色确认报警。 
act.alarm.disable 
允许指定的角色禁用报警。 
act.report.print 
允许指定的角色打印报告。 
act.trend.export 
允许指定的角色导出趋势数据。 
act.client.shutdown 
允许指定的角色关闭 Kioskit连接。 
[提示] 
提示 
对标记名称使用复制和粘贴方法，以避免在输入较长的标记名称时出现错误（大写，点位置）。 
 
 
 
5.3.3。虚拟标记 
 
IntegraXor提供交互式用户操作，例如确认和禁用警报。操作标记允许管理员或系统集成商为这些操作分配基
于角色的权限，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执行任何列出的操作。 
设置 
名称 
标记的标记名称。已应用命名限制。请参阅名称限制。 
描述 
附加说明。 
类型 
存储在此标记中的数据类型。 IntegraXor支持以下数据类型： 
•带有 1位数据的布尔值。值的范围为 1（ON，true）或 0（OFF，false）。 
•int8用于有符号 8位（1字节）整数。值的范围是从-128到 127。 
•int16用于有符号 16位（2字节）整数。值的范围是从-32,768到 32,767。 
•int32用于有符号 32位（4字节）整数。价值范围是从-2,147,483,648到 2,147,483,647。 
•int64用于带符号的 64位（8字节）整数。价值范围为-9,223,372,036,854,775,808至 9,223,372,036,854,775,807。 
•uint8用于无符号 8位（1字节）整数。取值范围为 0〜255。 
•uint16用于无符号的 16位（2字节）整数。取值范围为 0〜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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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t32用于无符号 32位（4字节）整数。值的范围是从 0到 4,294,967,295。 
•uint64用于无符号 64位（8字节）整数。价值范围从 0到 18,446,744,073,709,551,615。 
•real32用于 32位（4字节）浮点数。值的范围是 3.4E +/- 38（7位数）。 
•real64用于 64位（8字节）浮点数。值的范围是 1.7E +/- 308（15位数）。 
•字符串值的字符串。 
[注意] 
注意 
某些设备仅支持列出的数据类型的子集。请检查并确保所选的数据类型与您要在设备上链接的标记的数据类

型相匹配。 
默认 
默认初始值。项目启动时，将使用此值初始化标记。 
表达 
输入表达式以执行数据缩放，值转换和任何工程单位转换。 
阅读级别 
此列确定标记的读取安全级别。如果用户登录的用户级别低于此处的值，服务器将忽略用户的返回数据的请

求。最高安全级别为 1000，默认设置为 0。它不能留空。 
写级别 
此列确定标记的写入安全级别。如果用户登录的用户级别低于此处的值，服务器将忽略用户的设置数据的请

求。最高安全级别为 1000，默认设置为 0。它不能留空。 
日志 
在 Database Task中定义的数据库名称。服务器将根据指定的日志频率或机制将标记值记录到此数据库。如果
需要标签的趋势，这是后端配置中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日志值 
一个附加属性，用于定义标记的日志频率或机制。 
•On Change - 在标签的值更改时记录日志。 
•定时器 - 当定时器指定的触发器时记录标签。 
•On Change + On Timer - 当标签的值更改或定时器指定的触发时记录标签。 
保持性 
数据库任务中定义的数据库名称。服务器将根据更改将标记值保存到此数据库。当标签需要使用先前设置，

使用或接收的数据启动时，此保持功能非常方便。系统将存储最后的良好值，以便在下次系统启动或通信错

误时使用最后的良好值。存在时，保持值将始终覆盖默认值。 
读取角色 
显示为选择定义的角色列表。检查或勾选角色以向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授予读取访问权限。如果未选择任何

角色，则允许所有用户读取此标记。 
只写标签 
一个附加属性，用于定义标记是否为只写标记。设置为 true可将此标记标记为只写。没有用户被允许读取此
标记，即使他被赋予读取角色。 
写角色 
显示为选择定义的角色列表。检查或勾选角色以向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授予写访问权限。如果未选择任何角

色，则允许所有用户写入此标记。 
[提示] 
提示 
对标记名称使用复制和粘贴方法，以避免在输入较长的标记名称时出现错误（大写，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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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I / O驱动程序 
 
I / O驱动程序标签是与外部设备数据地址相关联的标签。 
标签值来自外部 I / O设备。该设备可以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数据库服务器，虚拟设备或可以存储并
提供对存储在其自身内的值的访问的任何东西。 
要创建新的 I / O驱动程序标记，请选择设备并创建一个条目。 
必须根据需要指定数据类型。在各种供应商实现中，有几种类型的整数和浮点的精度：int8，int16，int32 都
是整数。工程师必须确保所使用的 PLC类型的整数长度，最常见的整数是 int16。对于工业设备中的浮点也是
如此，real32是与 real64相比最常见的浮点。 
I / O驱动程序配置是基于 IntegraXor如何访问变量的布局。 
•IntegraXor坐在具有各种通信端口的计算机上。 
•每个通信端口连接到一个或多个设备。 
•每个设备包含一个或多个标签。 
 
 
 
5.3.4.1。端口 
 
如果系统不与任何外部设备通信，则不会被称为 HMI / SCADA。端口是访问外部设备时确定的第一个通道。端
口可以是串行或并行通信端口，或以太网端口，或到外部设备的任何物理连接，例如专用 PCI设备接口卡。 
设置 
 名称 
通讯端口名称。 
 描述 
附加说明。 
 地址 
物理端口地址。 
这通常是用于通过串行端口连接的设备的串行端口地址，用于通过并行端口连接的设备的并行端口地址或用

于连接在局域网或广域网上的设备的 TCP端口地址。 
对于串行端口地址，输入 COM，后跟从 1开始的整数。 
实施例 5.10。串口地址 
COM2 
对于并行端口地址，输入 LPT，后跟从 1开始的整数。 
实施例 5.11。并行端口地址 
LPT1 
对于 TCP地址，输入 IPv4地址，主机名或 IPv6地址（如果协议和设备支持）。 
实施例 5.12。 TCP端口地址 
要使用特定端口号连接到目标设备，请指定其 IP地址和端口号。这适用于大多数工业协议，如Modbus。 
此示例连接到具有固定 IP地址和端口号的目标设备。 
192.168.1.10:502 
要连接到没有指定端口号的目标设备，请指定其 IP地址。这适用于一些协议，如 OPC。 
此示例使用其主机名连接到目标设备。 
MyOpcServer 
 间隔 
连接到同一物理端口的设备之间的间隔或延迟（以毫秒为单位）。数字的有效范围是从 1到 10000.如果不想使
用间隔，则输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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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串行和并行端口，所有设备将共享相同的通信通道，因此只有与该端口打开的 1 个连接。如果连接到慢
速设备，指定延迟以允许 I / O管理器在切换到另一个设备之前等待其响应是有用的。这是有用的，以避免任
何多点配置在串行通信冲突或处理网络拥塞。 
对于 TCP 端口，每个设备将至少打开 1个连接。您可以指定连接到此端口的每个设备的连接数。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设备中的最大连接。 
 
 
 
5.3.4.2。设备 
 
一个或多个设备可以通过一个定义的端口连接到 HMI / SCADA系统。设备表将定义所连接设备的设置/行为。
设备可以是 PLC，RTU单元，具有通信能力的发射机，或者甚至暴露数据的软件应用。 
设备从端口继承，因此必须在所需的端口下创建。 
设置 
名称 
已配置设备的任何唯一名称。 
描述 
附加说明。 
地址 
数字类型节点地址或设备 ID。例如Modbus节点。 
路径 
字符串类型节点地址或设备 ID。例如，OPC服务器名称：'RSLinx OPC Server'。 
驱动程序 
选择与此设备通信的协议。 
[注意] 
注意 
一些协议具有要设置的附加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驱动程序。 
定时器 
选择设备轮询速率。 
最大连接 
此设置仅适用于以太网基本设备。以太网基站设备可能支持超过 1 个连接以实现更快的速度。默认情况下，
每个设备仅建立 1个连接。 
输入-1让 I / O管理器自动处理连接池。 
输入 0表示无限连接。 I / O管理器将创建尽可能多的连接，以实现与设备的最快速通信。但是，这可能不是
最好的情况，因为一些设备不支持太多的并发连接。有些设备甚至不支持并发连接。请参阅设备文档以了解

设备的限制。 
为其他并发连接数输入任意正整数。 
[注意] 
注意 
串行和并行通信总是默认为 1连接。 
运行时标记 
工程师经常需要提供一个网络布局页面来显示其连接状态。每个设备状态可以通过基于工程师指定的名称的

系统标签获得。例如，如果设备被命名为“PLC01”，则状态标签的列表将可用于相关使用。标签的名称也可
以从服务器接口中的标签窗口获取。工程师可以点击下拉列表来立即检查可用的标签。 
请参阅应用程序标记，并为为每个设备创建的运行时标记查找所有应用程序标记，以 app.device [XX]开头。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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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可以为单个物理设备配置多个设备设置。例如，与 Long Integer相比，一个设备可以具有与 Float数据不同的
字节排序，则需要两个设备设置。 
 
 
 
5.3.4.3。标签 
 
您要从外部设备读取/写入的所有标签的标签列表。 
[提示] 
提示 
当标签突出显示时，可以在右侧的属性窗口中修改标签的其他属性。 
设置 
名称 
标记的标记名称。已应用命名限制。请参阅名称限制。 
描述 
附加说明。 
类型 
存储在此标记中的数据类型。 IntegraXor支持以下数据类型： 
•带有 1位数据的布尔值。值的范围为 1（ON，true）或 0（OFF，false）。 
•int8用于有符号 8位（1字节）整数。值的范围是从-128到 127。 
•int16用于有符号 16位（2字节）整数。值的范围是从-32,768到 32,767。 
•int32用于有符号 32位（4字节）整数。价值范围是从-2,147,483,648到 2,147,483,647。 
•int64用于带符号的 64位（8字节）整数。价值范围为-9,223,372,036,854,775,808至 9,223,372,036,854,775,807。 
•uint8用于无符号 8位（1字节）整数。取值范围为 0〜255。 
•uint16用于无符号的 16位（2字节）整数。取值范围为 0〜65535。 
•uint32用于无符号 32位（4字节）整数。值的范围是从 0到 4,294,967,295。 
•uint64用于无符号 64位（8字节）整数。价值范围从 0到 18,446,744,073,709,551,615。 
•real32用于 32位（4字节）浮点数。值的范围是 3.4E +/- 38（7位数）。 
•real64用于 64位（8字节）浮点数。值的范围是 1.7E +/- 308（15位数）。 
•字符串值的字符串。 
[注意] 
注意 
某些设备仅支持列出的数据类型的子集。请检查并确保所选的数据类型与您要在设备上链接的标记的数据类

型相匹配。 
 长度 
字符串数据类型的长度。 
地址 
数字标签地址。例如Modbus节点。不用于现代协议使用扩展地址像 OPC。 
路径 
字符串标记地址。例如，OPC和 GE Fanuc SNP。不用于使用数字地址（如Modbus）的常规协议。 
批量 
批处理编号指示如果一个设备的数据块在数据地址排列中是连续的，则它们是否应该被一起读取或写入。它

可以是任何数字，可以将它们链接到一个块或一个批处理，例如，输入 100 几个连续的标签将使他们轮询或
一次更新。这将加速通信，特别是对于串行通信。 
输入-1以让 I / O管理器根据所选协议自动处理分组。 



43 

输入 0以强制单独读取。 
输入任何正整数以分组标签。 
Modbus用户可以忽略此列，但需要输入虚标签以确保地址在一个范围内，否则将单独轮询。 
[注意] 
注意 
虚拟标签仍将被视为许可证 I / O数量，因此工程师必须以连续形式排列地址。如果无法更改数据地址，工程
师需要通过组合多个地址块来优化许可证计数。 
默认 
默认初始值。项目启动时，将使用此值初始化标记。 
输入表达式 
输入表达式以执行数据缩放，值转换和任何工程单位转换，以在将原始数据设置为标记之前对其进行操作。 
输出表达式 
输入表达式以执行数据缩放，值转换和任何工程单位转换，以便在将标签数据发送到设备之前操作标签数据。 
阅读级别 
此列确定标记的读取安全级别。如果用户登录的用户级别低于此处的值，服务器将忽略用户的返回数据的请

求。最高安全级别为 1000，默认设置为 0。它不能留空。 
写级别 
此列确定标记的写入安全级别。如果用户登录的用户级别低于此处的值，服务器将忽略用户的设置数据的请

求。最高安全级别为 1000，默认设置为 0。它不能留空。 
日志 
数据库任务中定义的数据库名称。服务器将根据指定的日志频率或机制将标记值记录到此数据库。如果需要

标签的趋势，这是后端配置中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日志值 
一个附加属性，用于定义标记的日志频率或机制。 
•On Change - 在标签的值更改时记录日志。 
•定时器 - 当定时器指定的触发器时记录标签。 
•On Change + On Timer - 当标签的值更改或定时器指定的触发时记录标签。 
保持性 
数据库任务中定义的数据库名称。服务器将根据更改将标记值保存到此数据库。当标签需要使用先前设置，

使用或接收的数据启动时，此保持功能非常方便。系统将存储最后的良好值，以便在下次系统启动或通信错

误时使用最后的良好值。存在时，保持值将始终覆盖默认值。 
读取角色 
显示为选择定义的角色列表。检查或勾选角色以向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授予读取访问权限。如果未选择任何

角色，则允许所有用户读取此标记。 
只写标签 
一个附加属性，用于定义标记是否为只写标记。设置为 true可将此标记标记为只写。没有用户被允许读取此
标记，即使他被赋予读取角色。 
写角色 
显示为选择定义的角色列表。检查或勾选角色以向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授予写访问权限。如果未选择任何角

色，则允许所有用户写入此标记。 
输入标签 
一个附加属性，用于定义标记是否为只读输入标记。输入标签只能通过 I / O输入读取更改。 
设置为 true可将此标记标记为只读。没有用户被允许写入此标记，即使他被授予写入角色。 
[提示] 
提示 
对于 Modbus，1x 线圈和 3x 寄存器需要使此属性置 ON。这意味着，要获取输入线圈，您需要创建一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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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属性 ON的布尔标记;要获得输入寄存器，需要创建一个带有此属性 ON的 Integer / Float标记。否则，此属
性将保持 OFF。 
 
 
 
5.3.5。 I / O服务器 
 
I / O服务器标签是由您自己定义到 I / O服务器的标签。 I / O服务器是一个虚拟设备，它本身存储并提供对
从其他标签获取的值的访问。 
标记值来自项目中的其他标记。这些标签可以是应用程序标签，虚拟标签和其他 I / O驱动程序标签。 
但是，不支持将操作标签作为 I / O服务器标记的源。 
要使用 I / O服务器标签，请打开有兴趣的 I / O服务器。 
要创建新的 I / O服务器标记，请右键单击支持的源标记，选择添加到 IO服务器，然后选择要添加到的虚拟 I / 
O 服务器设备和类别。某些类别可能仅支持某种数据类型，因此请选择与所选标记的数据类型匹配的目标类
别，否则该标记不会添加到目标类别。 
I / O服务器标签的数据类型与源标签的数据类型相关。 
默认情况下，用于 Modbus 服务器和 OPC 服务器的 IntegraXor 模块被禁用。要使用服务器，请勾选相关模块
以启用它。每种服务器类型的配置单独作为Modbus服务器和 OPC服务器提供 
Modbus服务器需要一个额外的设置，以 TCP端口的形式指定，以监听入站流量。默认情况下，此值设置为端
口 502。 
 
 
 
5.3.6。 标签表达式 
 
标签表达式是简单的 Javascript synyax，它定义了一个公式来更改标签的值。 
对于普通的缩放要求，用户只需根据需要输入任意数字。 例如，除以一千可以输入为 0.001，或者比例因子
像乘以一千可以输入 1000。 
用户将很快意识到，当光标远离字段时，输入的数字将自动添加一些带有$符号的语法。 根据上述示例，输
入 0.001将更改为$ *（0.001），输入 1000将更改为$ *（1000）。 
[注意] 
注意 
当光标返回到表达式列时，最初输入的数字将返回并准备好更新。 

 
缩放/计算的表达式 
[提示] 
提示 
通过在代码前添加$ * 0 +可以省略源值。并且可以通过输入$ + 0删除自动缩放功能。 
实施例 5.13。无标签链接的表达式 
用户可以进行任何复杂的工程单位转换，如°C至°F。为此，请输入以下输入表达式： 
（9/5）* $ +32 
并输入以下输出表达式： 
（$ -3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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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实际 PLC原始值线性缩放示例，如果 819的原始值表示 10°C，4095表示 60°C，则输入表达式应输
入为： 
（（60-10）*（$ -819）/（4095-819））+10 
相反，输出表达式可以输入： 
（（$ -10）*（4095-819）/（60-10））+819 
实施例 5.14。带标签链接的表达式 
用户甚至可以将多个标签输入链接到转换中。对于以频率为输入的流量计算，输入以下作为输入表达式： 
（$ / $ KFac）* 3600 * $ MFac 
其中MFac和 KFac分别是用于计量因子和 K-因子输入的标签。 
实施例 5.15。使用 JavaScript函数的表达式 
用户还可以通过输入以下输出表达式在高限和低限内限制输出，从而使 LIM_LO 和 LIM_HI 剪切所需的输出范
围，从而添加防呆互锁。 
Math.max（LIM_LO，Math.min（LIM_HI，$）） 
例如，输入以下表达式将阻止操作员向外部设备发送小于零或大于 100的任何内容。 
Math.max（0，Math.min（100，$）） 
为了解释的缘故，该表达式具有进入以下三元表达式的类似效果。 
（$> LIM_HI？LIM_HI：$）<LIM_LO？ LIM_LO：$ 
实施例 5.16。使用表达式执行按位操作 
使用外部设备执行按位操作也很常见，其中标签表达式可以做到魔法。 
要以一个 16位整数读取 LSB和MSB，表达式可以分别输入为$＆1和$＆65536（或反向）。 
要将位输出为整数，输入表达式可以写为： 
$ 0 + $ b0 * 1 + $ b1 * 2 + $ b2 * 4 + $ b3 * 8 + $ b4 * 16 + $ b5 * 32 + $ b6 * 64 + $ b7 * 128 + $ b8 * 256 + $ b9 * 
512 + $ bA * 1024 + $ bB * 2048 + $ bC * 4096 + $ bD * 8192 + $ bE * 16384 + $ bF * 32768 
其中 b0 ... b9和 bA ... bF是表示单个位的 16个布尔标签。 
系统将期望在输出表达式中输入一些格式。只要输入单个$符号，如果没有进一步操作的值需要。 
[重要] 
重要 
JavaScript不执行超过 32位的按位操作。在按位操作中使用 int64或 uint64不会产生预期的输出。 
 
 
 
5.4。 数据库 
 
5.4.1。 已准备的 SQL语句 
数据库是定义外部数据库系统的位置。 它可以是任何 ODBC 支持的 SQL 数据库。 例如 Microsoft SQL 2014 
Express Edition，可免费使用 10 GB的数据存储。 
名称 
在标签或报警表中引用的任何唯一名称。 
描述 
附加说明。 
连接字符串 
这是Microsoft SQL 2005 express版的一个工作示例。 
在此数据库连接字符串中，请注意，需要根据先前使用数据库创建向导创建的数据库修改 DATABASE参数。 
例如，如果一个数据库名为 my_job，意味着该参数需要写为“DATABASE = my_job”。 
请注意，出于可读性原因，样本被拆分为几行，在实际情况下，只输入一行中的字符串 
实施例 5.17。 连接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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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r=MSDASQL.1; 

Extended Properties="DRIVER=SQL Native Client; 

SERVER=<COMPUTER_NAME>SQLEXPRESS; 

DATABASE=my_job; 

trusted_connection=yes"; 
             

 

单击浏览按钮[...]将启动数据链接属性，它可以在输入的字符串上测试连接。 
可以在此网站上找到其他数据库的更多连接字符串：http://www.connectionstrings.com/。 
确保已安装所选数据库的 ODBC驱动程序。 
例 如 ， MySQL ODBC 驱 动 程 序 可 以 从 其 提 供 程 序 下 载 ， 网 址 为 ： http ：
//www.mysql.com/downloads/connector/odbc/ 
[注意] 
注意 
对于任何品牌的数据库，始终只使用 32位 ODBC驱动程序，即使操作系统是 64位。 
日志频率。 
定义记录趋势数据的频率。 
[提示] 
提示 
用户可以为不同的趋势数据日志频率创建几个不同的数据库。 
清除 
定义服务器执行清除序列的频率。 
[警告] 
警告 

http://www.connectionstrings.com/
http://www.mysql.com/downloads/connector/o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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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的数据库将被永久删除。 
清除计数 
定义数据库应保留多久或多大。 
例如，值为 90表示数据将仅存储 90天。 
基于 FIFO逻辑，第 91天的数据将在清洗过程中被删除。 
清除类型 
始终固定为“天数”。 
系统按先进先出原则工作，即先数据将被删除。 
 
 
 
5.4.1。已准备的 SQL语句 
 
在旧版本的 IntegraXor中，用户可以使用两个函数 getSql（）和 setSql（）通过前端 JavaScript访问数据库。但
是，它们不再可用于较新版本中的前端脚本，因为它们易于 SQL 注入。此限制对需要从前端访问外部数据库
的用户造成问题。 
准备的 SQL语句（以前称为存储的 SQL语句）是一个功能，允许用户在项目编辑器配置文件中保存 SQL语句。 
IntegraXor Server运行时，前端脚本可以访问 SQL语句。用户可以使用此功能通过前端脚本将 SQL查询发送到
外部数据库。只能执行在项目编辑器配置文件中定义和存储的 SQL语句。 
与直接将 SQL查询嵌入前端 HTML相比，使用准备的 SQL语句有几个好处： 
•准备的 SQL防止黑客从网页直接访问数据库。 
•准备的 SQL在执行 SQL语句之前执行参数清理。 
•准备的 SQL配置屏幕允许提前轻松地测试和验证查询。 
设置 
名称 
表示要保存的 SQL语句的名称。 
在前端脚本中需要该名称才能执行 SQL访问。 
[注意] 
注意 
名称不允许使用某些特殊字符或符号，例如\，/，*，？，“，<，>，|和'。 
鼓励用户仅使用字母数字字符（a到 z，A到 Z和 0到 9）作为名称。 
描述 
关于 SQL语句的附加注释。可选条目。 
角色 
指定允许运行准备的 SQL语句的角色。 
如果未指定角色，则所有用户都可以运行准备好的 SQL语句。 
数据库 
指定与准备的 SQL语句相关联并将被其访问的数据库。 
combo选项列出所有数据库的趋势和报告。 
SQL语句 
SQL语句没有列条目。 
用户必须在表中保存配置，然后才能输入 SQL语句。 
保存表后，其他项将显示在任务窗口中的“已准备的 SQL语句”项下。 
每个项目的名称对应于表示每个 SQL语句的名称。 
单击每个项目将打开一个文本输入选项卡，以允许用户输入 SQL语句。 
 



48 

 
准备的 SQL语句 - 表 

 
准备的 SQL语句 - 文本输入 
 
 
5.4.1.1。 已准备的 SQL语句的格式 
 
可以使用或不使用参数写入 SQL语句。 
•SQL语句中的参数将被其前端脚本中的确切值替换。 
•每个参数名称必须以“@”开头（不带引号）。 
•名称的其余部分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字符（a到 z，A到 Z和 0到 9），下划线（_）或破折号（ - ）。 
•如果要替换的参数表示 SQL字符串，则用户必须将参数名称显式包含在单引号（''）或双引号（“”）中。 
•如果要替换的参数表示日期时间值，建议使用 ODBC datetime文字{ts'@parameter'}括起参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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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准备的 SQL语句 - 不带参数的示例 

 

已准备的 SQL语句 - 带参数的示例 
验证准备的 SQL语句 
测试用例面板可用于语句验证。 保存后，将根据输入的准备的 SQL 语句自动填充网格列。 动态创建的网格
列将与准备的 SQL语句中的参数的精确数量相匹配。 通过比较 SQL语句中的参数和参数列中的参数，用户可
以检查参数是否有效。 
下面的示例显示创建的网格列与准备的 SQL语句中的参数的确切数量匹配。 

 

准备的 SQL语句 - 有效参数与网格列匹配的示例 
在下面的示例中，SQL语句包含无效的 SQL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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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的 SQL语句 - 带有无效参数的示例 
用户可以在测试用例网格中输入测试值，点击“执行”按钮查看测试结果。 通过这个选项，用户能够在配置
期间验证他的准备的 SQL语句是否被正确地写入。 
另一个新的测试结果面板添加到测试用例面板下面。 此面板将显示测试用例结果。 

 
准备的 SQL语句 - 测试用例结果的示例 
 
执行 
执行准备好的 SQL语句，并在测试用例中定义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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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以网格表格式显示查询结果。 默认情况下，如果 SQL查询成功，结果将以网格表格式显示。 
信息 
在消息中显示查询结果。 如果 SQL查询失败，则默认情况下错误将以消息格式显示。 
本地查询 
将查询转换为数据库支持的本地语法。 默认情况下启用。 
[注意] 
注意 
用户只能一次选择一个测试用例来执行。 
测试用例也可以保存到配置中。 
列标题可以通过在列别名中添加正斜杠（/）字符进行分组。 

 
这将产生列分组如下： 

 
 
 
 
5.5。用户 
 
5.5.1。 Web访问信息 
用户是一个帐户管理部分，工程师可以将用户及其优先级（访问级别）添加到项目中。此安全级别检查仅适

用于前端，即，当通过来自客户端脚本的 http 请求提交请求时。安全级别检查不适用于 IntegraXor 服务器的
标记窗口，因为服务器端执行获得最高的执行权。 
当用户安全级别等于或高于标记 security_write级别时，他或她有权更改此标记的值。请注意，默认配置不对
所有访问都设置安全控制，即安全级别为零（0）。意思是所有用户都可以在没有登录的情况下执行任何操作。
要进行安全检查，工程师必须首先增加相关标签的安全级别。 
用户登录是基于每个 IP 的登录。这意味着同一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 IP 地址同时登录。系统只维护每个 IP 的
单一登录会话。这意味着只有一个用户可以随时从一个 IP登录。为了作为另一个用户登录，第一个用户必须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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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录弹出窗口。 
 
当用户尝试登录时，浏览器将提示用户输入标准登录对话框。 然后用户键入用户名（区分大小写）和密码（区
分大小写），然后按 OK登录。 如果提供的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浏览器将再次提示登录窗口两次。 如果连
续三次尝试登录失败，用户需要再次点击登录按钮调出登录窗口。 
 
名称 
区分大小写的用户名。 
描述 
附加说明。 
密码 
区分大小写的密码。 
到期 
到期日以 DD-MM-YYYY格式表示。 对于未到期用户，输入 01-01-9999年。 
最大实例 
安全功能，在多个位置同时定义用户最大登录实例或会话。 
[重要] 
重要 
到期列不能留空，否则用户将无法登录。 
 
 
 
5.5.1。 Web访问信息 
 
要登录，Web客户端应以以下格式发出登录 URL： 
http：// ip_address：7131 / PROJECT_ID / login？，其中 PROJECT_ID应根据给定的项目名称更改。 
S.I.工程师需要检查用于登录状态的 IgUser标签的返回 HTTP头。如果 IgUser存在，则登录成功。 IgUser格式
如下： 
IgUser：{name：'xxxx'，level：xxx} 
S.I.工程师然后可以使用 JavaScript eval（）函数将字符串转换为有效的 JavaScript对象以访问当前登录用户名。 
一旦登录被授予，浏览器将维护安全凭证，并将使用相同的登录信息与 IntegraXor 服务器联系以获取所有后
续请求，而无需用户明确请求。浏览器只会在用户关闭浏览器窗口时删除此行为。 
为了显式注销，Web客户端应该发出以下格式的注销 URL： 
http：// ip_address：7131 / PROJECT_ID / logout？，其中 PROJECT_ID应根据给定的项目名称更改。 
这将指示服务器从任何用户名解除此 IP。但是在 HTTP 标头流量中，浏览器仍然会将以前的凭证发送到
IntegraXor服务器，但是，服务器将忽略该凭证，因为它未在服务器安全登录列表中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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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输出 
 
5.6.1。 Email 
5.6.2。 文件 
5.6.3。 打印机 
5.6.4。 短信 
输出是将数据发送给最终用户的通道。 报警和报告可以通过此输出通道自动发送。 它可以由定时器或事件
触发。 支持的输出类型有电子邮件，文件，打印机和短信。 
名称 
输出的名称。 
描述 
输出的附加说明。 
类型 
指定输出的类型。 支持 4种输出类型，电子邮件，文件，打印机和短信。 
发送触发器 
基于定时器或总是触发发送输出。 默认为始终输出。 

 

输出配置到打印机，短信，电子邮件或 PDF文件。 
 
 
 
5.6.1。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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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输出根据此处列出的配置将输出重定向到电子邮件。 
SMTP服务器 
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地址。 
端口号 
设置电子邮件服务器的端口号。 
使用 SSL 
指示电子邮件服务器是否需要 SSL。 
登录名 
设置用于登录电子邮件服务器的登录名。 
显示名称 
设置电子邮件显示名称。 
密码 
设置登录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密码。 
收件人 
将电子邮件发送到此字段中的地址。使用逗号（，）分隔多个电子邮件地址。 
学科 
设置电子邮件主题。对于报警输出，如果留空，则第一个报警信息将用作电子邮件主题。 
字符集 
设置电子邮件的字符集。 us-ascii将所有非 ASCII字符转换为问号（？）。 utf-8支持多语言的电子邮件。 
内容标题 
指示电子邮件的标题。 
内容页脚 
表示电子邮件的页脚。 
格式 
设置电子邮件格式。支持的格式是 text / html，text / plain和 application / pdf。 
页面大小 
设置输出文件的页大小。支持的页面大小为 A3，A4，A5，B5，B6，Letter，Legal，Ledger和 Tabloid。 
方向 
设置输出文件的方向。方向为纵向或横向。 
 
 
 
5.6.2。 文件 
 
文件输出根据以下配置将输出重定向到文件。 
网址 
指定输出文件夹位置。 它可以是远程 URL \\ server_name \ share_path \ output_folder 或本地路径 D：\ 
share_path \ output_folder。 
用户名 
如果需要用户名访问网络文件夹，请设置用户名。 
密码 
如果需要密码来访问网络文件夹，请设置密码。 
格式 
设置输出文件格式。 支持的输出文件格式为 CSV和 PDF。 
页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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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输出文件的页大小。 支持的页面大小为 A3，A4，A5，B5，B6，Letter，Legal，Ledger和 Tabloid。 
方向 
设置输出文件的方向。 方向为纵向或横向。 
 
 
 
5.6.3。 打印机 
 
打印机输出根据以下配置将输出重定向到打印机。 
打印机 
设置输出打印机名称或打印机端口。 
•要使用打印机端口，必须先将端口映射添加到具有网络使用的打印机。 
•要允许同时打印，请输入所有相关的打印机名称，以逗号（，）分隔。 
用户名 
如果需要用户名访问网络打印机，请设置打印机用户名。 
密码 
如果需要密码来访问网络打印机，请设置打印机密码。 
格式 
设置输出打印机格式。 支持的输出打印机格式为 CSV和 PDF。 
 
 
 
5.6.4。 短信 
 
短信输出根据列出的设置通过短信发送输出。 
[注意] 
注意 
此功能需要将 SMS调制解调器（GSM调制解调器）连接到服务器。 
短信端口 
设置 SMS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的 COM端口。 
端口波特率 
根据调制解调器工作的速率设置 SMS端口波特率。 
数据位 
设置发送和接收的字节中的位数。 
平价 
设置要使用的奇偶校验方案。 可用的选项包括无，偶校验，奇校验，标记奇偶校验和空间奇偶校验。 
停止位 
设置要使用的停止位的数量。 
硬件流控制 
启用/禁用硬件流控制。 
收件人 
收件人电话号码。 此处可以通过用逗号（，）分隔多个收件人。 
内容标题 
在 SMS主体前面添加邮件。 
内容页脚 
在 SMS正文后附加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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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报警 
 
5.7.1。报警组 
5.7.2。报警输出格式 
5.7.3。 Deadband 
5.7.4的附加信息 
5.7.3。报警脚本 
5.7.7。报警确认权限 
报警是工程师可以配置项目所需的报警或事件的列表。如果需要，报警可以被视为事件，工程师只需要使用

另一个不同的名称对它们进行分组。 
名称 
报警的名称，可以与脚本控制相关联。 
描述 
警报的其他说明。 
信息 
要显示或登录到数据库的消息字符串。 
标记名称 
设置哪个标签触发报警。 
触发 
显示警报是如何触发的。有三种触发类型： 
•比较标签 
•比较值 
•变更时 
条件 
设置触发报警的比较条件。比较条件： 
•==等于 
•<>不相等 
•<小于 
•>大于 
•<=小于或等于 
•> =大于或等于 
限制 1 
比较标记值与此项目。 
限制 2 
如果比较条件涉及两个标签，则将此值与此标签值进行比较。 
死区类型 
将死区参数视为实际值，百分比，标记或时间延迟（秒）。 
死区 
设置死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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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配置。 
[提示] 
提示 
如果有几个标签需要合并成一个标签，可以使用下面的示例脚本： 
var S1 = getTag（'SIM1_Lek'）; 
var S2 = getTag（'SIM1_Breuk'）; 
var S3 = getTag（'SIM1_Service'）; 
var S4 = getTag（'SIM1_Loopim'）; 
//打开任何一个标签都会触发事件。 
setTag（'SIM1_Alarm'，S1 | S2 | S3 | S4）; 
并且该脚本可以在虚拟标记的标记表达式中进一步简化为一行。 
$ SIM1_LEG | $ SIM1_Breuk | $ SIM1_Service | SIM1_Loopim 
 
 
 
5.7.1。报警组 
 
如果警报具有相同的类型，日志数据库和输出格式，则警报可以组合到同一个警报组中。 
名称 
报警组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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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组的其他说明。 
类型 
设置报警类型。它是一个普通的报警或审计跟踪。 
日志到 
这是到数据库的链接，指示此报警组应存储哪个数据库。 
输出格式 
这是报警组字符串应发送到的输出格式。 
优先 
指定报警组的优先级。有效值从 0到 1000.优先级 0是最高的，而优先级 1000是最低的。 
角色 
配置角色，在前端“告警浏览器”页面查看告警组。如果没有为一组报警配置角色，则该组中的报警可以被

所有用户接收。如果选择至少一个角色，则只有具有该角色的用户才能接收报警。 
声音 
为报警组选择声音文件。当触发该组的报警时，Web浏览器将播放此声音。 

 
报警组配置。 
 
 
 
5.7.2。 报警输出格式 
 
报警输出格式用于格式化报警内容并发送到输出通道。 
名称 
报警输出格式的名称。 
描述 
报警输出格式的附加说明。 
输出到 
这是报警组应发送到的链接。 它可以配置为发送到打印机，短信，电子邮件或创建 PDF文件。 
格式 
报警的格式布局，表格或自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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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输出格式配置。 
 
 
 
5.7.2.1。 报警输出格式 - 文本输出 
 
文本输出提供了在表格格式中没有找到的如何表达输出的自由度。 您可以通过使用内置的占位符来选择要在
文本中显示的输出详细信息。 
<timestamp> 
触发报警时的时间戳 
<group> 
触发的报警所属的组 
<message> 
要显示或记录到数据库中的警报消息字符串 
<state> 
报警的当前状态 
<acknowledge> 
报警确认时的时间戳 
<value> 
报警发生时标记的值 
<old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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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警发生期间标记以前的值 
[提示] 
提示 
SMS介质极大地受益于文本输出，因为通过只挑选相关的占位符标签来将输出格式化为非常简短。 
 
 
 
5.7.2.2。 报警输出格式 - 表格输出 
 
表格输出在表中生成输出。 与文本输出不同，表格输出是刚性的，每个输出详细信息都包含在表中，您不能
自定义表以排除任何输出详细信息。 
时间戳 
触发报警时的时间戳 
组 
触发的报警所属的组 
信息 
要显示或记录到数据库中的警报消息字符串 
州 
报警的当前状态 
确认 
报警确认时的时间戳 
值 
报警发生时标记的值 
旧价值 
在报警发生期间标记以前的值 
[注意] 
注意 
除了时间戳之外，其他字段中的宽度是指字符数。 
 
 
 
5.7.3。死区的附加信息 
 
对于闪烁或波动很大的值，需要死区。如果标签值在报警限值附近保持波动，则类似的报警可能继续发出和

关闭，从而产生不必要的重复报警。这个问题可以用死区避免，因此只有当值在实际值或百分比中低于限值

加死区时，报警才会关闭。 
例如，如果上限设置为 80，死区设置为 10，则当该值大于 80时发生报警。但是，当该值下降到 80时，报警
不会关闭，但只有当该值降至 70以下。显然，如果再次升至 80以上，则报警应如常重现。 
死区还可以作为时间延迟（以秒为单位）输入，由此，如果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在整个极限内振荡多次，则报

警将被视为一次。另一方面，如果报警不会超过指定的持续时间，则将不会触发报警。例如，小于输入持续

时间的尖峰将被忽略。 
 
 
 
 
 



61 

5.7.4。 报警脚本 
 
IntegraXor 将根据输入的报警名称自动生成两个系统变量。  首先是启用控制标签，它将以 app.alarm 
[Group.Name] .enable的形式，然后第二个是以 app.alarm [Group.Name] .status形式构造的报警状态。 
4 
主动和未确认 
2 
活动＆确认 
1 
无效和未确认 
0 
闲 
单个状态将使用 OR按位操作合并到组状态 app.alarm [Group] .status中。 此状态标记可用于“脚本”任务的
“触发器”列中，以在发生特定警报时进一步操作。 
 
 
 
5.7.5。 报警确认权限 
 
报警由操作员或前端用户在报警查看器页面上确认。 操作员或用户必须在项目页面上登录，并具有必要的特
权才能确认报警。 用户权限的配置不在报警表中。 本节将提供配置用户对报警确认的权限的说明。 假设用
户知道如何配置用户和角色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角色和用户配置。 
配置用户的操作和角色 
1.单击任务窗格上“标记”项下的“操作”项，打开“操作”选项卡。 

 
操作选项卡 
 
 
2.在“操作”选项卡上，选择与“act.alarm.ack”相对应的“角色”条目。 勾选或检查您要分配权限的角色。 
保存新设置。 
3.单击任务窗格中“安全”项下的“用户”项，打开“用户”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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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标签 
4.在“用户”上部选项卡上，选择用户名。下面的选项卡将显示与用户相关联的安全级别和角色。请确保安
全级别至少为 100.任何低于 100的级别都不允许用户确认警报，即使他或她有此角色。 
5.保存新设置。如果 IntegraXor Server已在运行项目，请重新启动Web服务器任务。所有具有项目页面的客户
端浏览器都应该刷新。 
仅配置用户角色 
这是第二种方法。它不需要用户角色，但只需要每个用户的安全级别。 
1.单击任务窗格上“标记”项下的“操作”项，打开“操作”选项卡。在“操作”选项卡上，保留所有与“act.alarm.ack”
对应的角色并保存设置。请注意，当首次创建项目时，不会选择所有角色。 
2.单击任务窗格中“安全”项下的“用户”项打开“用户”选项卡。在“用户”上选项卡上，选择用户名条
目。下面的选项卡将显示用户的安全级别和角色。 
3.要允许用户确认警报，请将安全级别设置为至少 100.角色没有效果，将被忽略。保存设置。如果 IntegraXor 
Server已在运行，请重新启动Web服务器任务。所有具有项目页面的客户端浏览器都应该刷新。 
 
 
 
5.8。脚本 
 
5.8.1。附加功能 
5.8.2。高级脚本 
5.8.3。数据库函数 
5.8.4。调试功能 
5.8.5。 ActiveX脚本 
大多数脚本（或逻辑）可以放置在浏览器中或在客户端执行。然而，可能存在一些逻辑不需要通过网页与用

户交互的时间。或者，一些关键逻辑需要一直运行，无论用户正在查看哪个页面，甚至浏览器关闭。这些脚

本可以从服务器端运行，并且它们可以最高效地执行，特别是当脚本需要访问服务器标记值时。 
在标准 JavaScript函数之外，IntegraXor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服务器相关执行功能。两个最常用的函数是 getTag
（'tagname'）和 setTag（'tagname'，data）。 
名称 
当'trigger_type'设置为'User'时调用的脚本名称。为了一致，请始终使脚本文件名与此名称相同。 
描述 
服务器脚本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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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Javascript文件的目录。 
要创建 VBScript文件，请将文件扩展名更改为（.vbs）并保存 
触发器 
触发脚本的方法。可以由预定义的定时器触发，或者更改特定标签的值。 
触发 
根据“触发方式”列，此列可以是定时器部分中的预定义定时器，也可以是 I / O部分中的标记。 
ActiveX 
启用或禁用 ActiveX功能。仅当需要使用 ActiveX函数与Windows O.S.交互时才启用 ActiveX。 
[提示] 
提示 
使用系统标记 app.startup来触发只需要在启动期间运行一次的任何脚本，通常是需要初始化的任何脚本。 
使用报警系统标记来触发任何事件上的任何脚本。 
 
 
 
5.8.1。附加功能 
 
IntegraXor附带了一些额外的专有功能或方法来简化编程工作，主要用于与服务器通信的脚本。 
setTag（'TagName'，Data）用于设置 Tag值，其中 TagName是字符串中的标签，Data是保存值以设置到特定
Tag中的变量。 
getTag（'TagName'）用于获取 Tag值，它返回相关数据类型中的值。 
sleep（DELAY）用于保持脚本执行指定的时间，DELAY 以毫秒为单位。 setTimeout（）和 setInterval（）在大
多数情况下可能无法在服务器端工作。 
print（'url'，DELAY [，PRINTER]），此函数允许在不调用标准打印对话框的情况下打印页面（url），因此使得自
动打印成为可能。可能存在需要轮询和执行某些数据的情况，这可能花费一些时间，因此工程师可以以毫秒

为单位引入一些延迟（第二参数，DELAY）以确保在打印之前页面准备就绪。第三个参数 PRINTER是指打印机
名称的可选参数，如果没有提供打印机名称，或者当找不到指定的打印机时，将选择默认打印机进行打印。

定期打印需要此功能，例如每日或每小时报告。此打印功能始终打印到系统默认打印机。 
[提示] 
提示 
使用 getTag（'same_tag'）从同一个标签获取数据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 CPU使用开销，可能会影响性能，特别
是在大项目或慢 CPU。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创建一个内部变量来缓存该值，然后重复使用该变量。 
var max = getTag( 'Tag001'); 

for (var i=0; i<max; i++) { 

  //do some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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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高级脚本 
 
setTag（）接受可选参数，从而可以更改虚拟标记的时间戳以用于数据库日志记录。 setTag（'tag'，data，option）; 
其中选项是具有接受 JavaScript Date（）的时间项的 JSON对象。 完整的示例可以在以下代码片段中看到。 
var opt = { 

  "time" : new Date( 

  2020, //yyyy 

  0, //M; 0: Jan, 1: Feb... 

  1, //D 

  1, //h 

  2, //m 

  3, //s 

  456//msec 

  ) 

}; 

setTag( "myTag", 123.45, opt); 
 
 
 
5.8.3。 数据库函数 
getSql（）提供了方便的方式来执行 SQL查询事务，它将返回结果作为字符串。 下面是使用及其参数。 
getSql([string] sql, [object] option) 

 

[object] option format: 

{  

  dbgroup: 'xx',  // [string] database name created in database table, 

  // default to all database if not supplied. 

  offset: 0,      // [integer] skip the first stated number of result, default to no 

offset. 

  limit: -1,      // [integer] limit to return stated number of result, default to no 

limit. 

  skip: 0,        // [integer] skip certain number of rows between results, default 

to no skip. 

  outfmt: 'xx'    // [string] output format, valid values are csv/csvh/json/xml, 

default to CSV. 

} 
示例用法：var result = getSql（“select * from log”，{dbgroup：“dblog”，offset：2，limit：3，skip：2，outfmt：
“json”}）; 
图形表示的参数用法示例。 注意，只返回记录 2,5和 8，其余的被忽略。 



65 

 

setSql（）提供了方便的方式来执行 SQL查询事务而不返回任何内容。 下面是使用及其参数。 
setSql([string] sql, [object] option) 

 

[object] option format: 

{  

  dbgroup: 'xx'   // [string] database name created in database table, 

  // default to all database if not supplied. 

} 
示例用法：setSql（“insert into alarm values（cell1，cell2 ...）”，{dbgroup：“mdb”}）; 
 
 
 
5.8.4。 调试功能 
 
更多功能仅适用于服务器端，它们主要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功能需要通过单击调试按钮打开调试模式，当在
任务窗口上选择脚本时，调试信息将显示在状态窗口上。 
debugString（String）用于将调试字符串发送到状态窗口。 
debugTag（标记名）只需打印标记名及其值到状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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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信息在状态窗口的粉红色文本中滚动显示。 
下面是一个演示使用调试功能进行故障排除的示例代码。 它可以被复制并粘贴到脚本条目中以查看程序流。 
var a = getTag( "tagA") || 1; //default value 1 

var b = getTag( "tagB") || 2; //default value 2 

var c = getTag( "tagC"); //no default value 

if (c > 1000) { 

a = 1; 

b = 2; 

} 

a = a + 1; 

setTag( "tagA", a); 

b = b + 2; 

setTag( "tagB", b); 

c = a + b; 

setTag( "tagC", c); 

debugTag( "tagC"); //this is a sample use of debugTag(). 

//debuging function will be executed in debug mode only 

debugString( "Script is successfully executed."); //keep this as last line. 
 
 
 
5.8.5。 ActiveX脚本 
 
当启用 ActiveX时，脚本引擎将基于Microsoft Windows脚本技术，它具有 JScript的完整参考。注意，这些是
后端或服务器端脚本，所以不是所有的功能或方法都可访问浏览器/客户端 模仿）侧脚本。 例如，文件系统
对象处理仅可用于服务器端脚本。 
很多时候用户可能想从服务器脚本中执行外部程序。 下面是从MSDN网站摘录，显示如何执行系统计算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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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将此脚本粘贴到服务器脚本中，使用标签触发它，当此标签的值更改时，计算器将运行，通过用户按钮
单击，设置或从 IO设备接收。 但是程序只能在服务器上运行，而不能在远程客户端上运行。 
var WshShell = new ActiveXObject("WScript.Shell"); 

var oExec = WshShell.Exec("calc"); 

while (oExec.Status == 0) 

{ 

  WScript.Sleep(100); 

} 
而面向命令行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DOS批处理文件来完成，如下所示： 
var obj = new ActiveXObject("WScript.Shell"); 

obj.Run("c:\\doswork.bat"); 
用户还可以执行自己的文件操作，下面是服务器端脚本的另一个示例，它手动执行 SQL 语句并将输出保存为
CSV，用户可以相应地进行定制，并与所需的定时器关联，以便定期执行。 
//compose your sql for desired data 

var sql = "select time_stamp, tag_name, nvalue from log"; 

//assign to a string 

var csv = "time_stamp,tag_name,nvalue\n" + getSql(sql, {dbgroup: 'mdb',outfmt: 

'csv'}); 

//File System Object operation 

var fso, tf; 

fso = new ActiveX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tf = fso.CreateTextFile("c:\\testfile.txt", true); 

tf.Write ( csv); 

tf.Close(); 

debugString( "File is saved."); 
注意 
避免打开不必要的 ActiveX支持，因为它将消耗更多的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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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许可证管理 
 
 
目录 
6.1。服务器授权 
6.2。编辑授权 
IntegraXor是一种商业工业软件。要运行项目，您需要获取项目的项目运行许可证。为了支持 IntegraXor编辑
器的开发，我们鼓励您获得编辑器订阅许可证。 
许可证密钥类型 
有多种类型的许可证密钥。一些许可密钥是累积的，而一些是一次性的，并且其中几个是订阅许可密钥。 
累积许可密钥 
IO服务器和 IO驱动程序的许可证密钥累积。许可证管理器会将购买的 IO计数添加到现有的许可 IO计数。 
一次关闭许可证密钥 
服务模式，HTTPS，支持，证书，添加的许可证密钥是一次性的。如果项目已启用这些模块，许可证管理器将
不会将许可证密钥激活到项目中。 
订阅许可证密钥 
某些功能具有基于订阅的许可证密钥，例如 Interner 网关和编辑器。这些模块将在订阅期内工作，并在子任
务到期后回退到基本功能。 
 
 
6.1。 服务器许可 
 
6.1.1。 许可证激活流程 
6.1.2。 注册 Project 
6.1.3。 激活项目 
IntegraXor是一种商业工业软件。 它在演示模式下默认运行全功能，每次启动时会在 2小时后到期。 在到期
时，将在服务器的状态栏中提示一条消息，只是关闭服务器并重新开始，不需要重新安装。 注册服务器将永
久运行，即使任何提升结束后，只要授权成功执行。 

 
请注意，底部显示许可证的状态栏已过期。 
 
 
IntegraXor服务器在项目运行时在状态栏上指示项目到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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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Xor 使用许可证请求文件（* .ila）和许可证授权文件（* .ila）来促进脱机许可证管理。 较新版本的
IntegraXor 支持在线许可证激活。 用户可以从我们的网站购买许可证密钥，并在线激活许可证密钥以启用购
买的模块或功能。 
您可以从服务器和编辑器访问许可证管理器。 要访问许可证管理器，请单击帮助从菜单，然后单击许可证管
理器....许可证管理器将指导您完成许可证激活过程。 
 
 
6.1.1。 许可证激活流程 
 
我们极大地简化了许可证激活流程。 用户只需通过以下步骤激活项目：注册，购买许可证，最后激活。 

 
简单的项目激活流程。 
用户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方法来激活他们的项目。 主要有两种激活项目的方式：在线和离线。 

 

不同激活方式下的激活流程。 
在线激活 
如果有互联网连接，用户可以从我们的在线商店购买各种模块/功能的许可证密钥。 付款成功后，用户将收
到我们列出所有购买的模块/功能的许可证密钥的发票电子邮件。 
收到我们的发票电子邮件后，用户可以开始在线激活过程。 
离线激活 
如果互联网连接不可用，用户可以使用常规的离线激活方法。 在此方法中，用户将许可证请求作为许可证请
求文件（* .ilr）从源计算机导出，并将此文件带到具有互联网连接的另一台计算机以激活项目。 在另一台计
算机上成功激活后，将生成许可证授权文件（* .ila）。 
用户需要将此许可证授权文件（* .ila）带回源计算机，并导入该文件以激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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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许可证状态 
 
项目可以存在以下许可证状态之一。许可证状态清楚地显示在许可证管理器对话框的顶部。 
未注册 
创建新项目时，将以未注册模式运行。在此模式下，IntegraXor运行具有全部功能的项目 2小时。限期后，项
目将停止。用户需要关闭并重新打开项目并再次运行 2个小时。无需重新安装。 
 
如果用户没有为项目输入任何注册信息，项目将被识别为未注册。一旦输入注册信息，项目将切换到未激活

状态。 
未激活 
在输入注册信息后，项目将切换到未激活状态。在此模式下，IntegraXor运行具有全部功能的项目 2小时。限
期后，项目将停止。用户需要关闭并重新打开项目并再次运行 2 个小时。无需重新安装。此行为与未注册状
态相同。 
用户需要激活项目以获得无限的执行时间。 
有两种方式激活项目。用户可以使用在线激活或离线激活。 
演示 
用户使用扩展演示许可证密钥激活项目后，项目将切换到 Demo状态。在此模式下，IntegraXor以完整功能运
行项目，直到到期日。在到期日之后，项目将停止。该项目将在到期后回到未激活状态。 
用户可以通过购买更多的演示期扩展块来延长到期日。每个演示扩展许可证密钥将项目的到期日延长另一天。 
注册 
在用户使用扩展演示许可证密钥之外的任何许可证密钥激活项目后，项目将切换到注册状态。在此模式下，

IntegraXor只使用购买的功能运行项目。项目将运行，并且不会过期。 
[注意] 
注意 
一旦项目切换到注册状态，项目将只启用购买的模块/功能。 
 
 
 
6.1.2。注册项目 
 
在激活项目之前，用户需要填写注册信息。 
[重要] 
重要 
注册信息是强制性的。所有详细信息必须真实和正确地输入。所有字段必须在生成许可证请求之前完成，或

者可以激活项目。 
[重要] 
重要 
输入的注册信息在授权或激活后不能更改。用户需要确保输入的信息正确，然后才能继续激活。 
[重要] 
重要 
许可证不能从一台机器传输到另一台机器。请确保您在指定用于现场使用的机器上生成许可证请求。 
[注意] 
项目 ID 
项目 ID是在许多地方使用的项目的主要参考，特别是 Web地址链接，数据库等。默认项目 ID模板和其他通
用名称（如项目，演示或测试）将被拒绝。良好的项目 ID 不应包含空格或奇数字符，以避免任何输入错误，
因为它将作为网址的一部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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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版 
购买的许可证密钥应与项目注册信息中设置的版本相匹配。 
您可以在编辑器中更改项目 ID。 
使用鼠标单击或箭头键从一个字段导航到另一个字段。 
 
 
 
6.1.3。 激活项目 
 
项目需要被激活才能永远运行。 
IntegraXor支持多种项目激活方法。 我们鼓励用户使用在以下各节中概述的在线激活和离线激活。 虽然目前
仍支持常规激活，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逐步停用此方法。 
 
 
 
6.1.3.1。 在线激活 
 
在线激活是最简单的激活方法。 用户只需访问我们的在线商店购买所需的许可证或功能，并支付指定的金额。 
付款完成后，发票电子邮件将发送给用户。 发票电子邮件包含所有购买模块的许可证密钥。 用户只需将许
可证密钥粘贴到在线激活对话框中即可激活模块。 

 
在线激活流程。 
将您在发票电子邮件中收到的许可证密钥复制并粘贴到“在线激活”对话框中，然后单击“激活”按钮激活

项目。 
[重要] 
重要 
从发票电子邮件复制许可证密钥的正确方法是与模块名称一起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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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许可证密钥与模块名称一起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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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离线激活 
 
当站点使用的机器指定没有互联网访问时，离线激活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在线激活项目。要解决此

限制，用户可以使用以下步骤执行脱机激活： 
1.将许可证请求从源计算机导出到许可证请求文件（* .ilr）。 
2.将许可证请求文件复制到具有互联网访问权限的另一台计算机（激活计算机）。 
3.在具有互联网访问的激活机器上购买许可证密钥。 
4.使用许可证管理器中的激活其他项目功能打开许可证请求文件，并使用购买的许可证密钥激活项目。 
5.将在激活机器上生成许可证授权文件（* .ila）。 
6.将许可证授权文件复制回源计算机。 
7.使用许可证管理器中的导入许可证授权功能导入许可证授权文件以在源计算机上激活项目。 

 
离线激活流程。 
 
 
 
6.1.3.3。常规活化 
 
您可以通过常规激活方法继续激活项目，即通过将许可证请求文件（* .ilr）发送到您当地的销售代理或分销
商，或直接发送到 register@integraxor.com。软件供应商应根据该机器的项目和硬件配置向您返回许可证授权
文件（* .ila）。如果需要迁移硬件或遇到硬件故障，用户可以请求另一个许可证授权文件。 
 
但是，您不鼓励使用常规激活方法，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并可能涉及管理费用。我们也逐步淘汰

了常规的激活方法，有利于在线激活。 
 
如果您通过常规方法激活项目，那么联系人电子邮件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使用常规激活方法，许可证授权文

件（* .ila）将被发送到在联系人电子邮件字段中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任何未来的升级或更改仍将基于此电
子邮件地址或至少基于类似的网络域名的另一个用户名，因此您应避免使用具有公共电子邮件域的电子邮件

地址，如@ gmail.com，@hotmail。 com，@ yahoo.com等。 
 
但是，如果使用在线激活激活项目，或使用从在线激活创建的许可证授权文件（* .ila），上述限制不适用。 
 
 
 
 
 

mailto:register@integrax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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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前端配置 
 
 
目录 
7.1。 Menu 
7.2。脚本和标记访问 
7。 JSON语法 
7.4。数字形成 
7.5。制表数据 
7。打印 
7.7。报警查看器 
7.8。趋势 
7.9。多语言支持 
7.10。逻辑表达式 
7.11。一般选项 
7.12。暴露的函数 
7.13。设备配置 
7.14。 Web服务器配置 
7.15。主题 
由于 IntegraXor是一个标准的 Web服务器，前端显然是基于 HTML 代码构建的。对于没有向网络技术展示自
己的工程师，将有一个微小的学习曲线。因此，IntegraXor内置了大量的代码片段，这些代码片段对于许多标
准接口需要非常少的或完全没有编码。 
关于网络内容的一个好消息是，它可以根据用户的级别和需要从大量的技术构建。所以初学者可以选择基本

功能或特性，然后再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并且学习资源是如此广泛地可用，任何有趣的网页可以是通过查看

其来源的学习课程或示例。并且这个标准信息是可用的。 
虽然生产网页所需的知识可能比普通 HMI / SCADA系统的前端更高。然而，一旦获得了基本知识，工程师就
会发现他们获得更多的力量来完成网络编辑中的任务。此外，他们会发现，与普通 HMI / SCADA相比，他们
可以实现更客观，更快速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它们是非常可靠的。 
基本 HTML 信息是广泛可用的，但本文假设读者具有 HTML 的基本知识，并主要讨论实现的概念。如果读者
需要有关基本网络技术的帮助，请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以便进一步阅读。 
有许多免费的和优秀的 HTML 编辑工具，在市场上可用。工程师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免费的文本编辑器，如
Notepad ++，可以与便携式应用程序一起工作，允许工程师使用它在拇指或口袋驱动器，而无需安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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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菜单 
 
创建 SVG / HTM格式的模拟屏幕后，可以通过打开屏幕任务链接到菜单。 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所需位置来添加
新菜单/子菜单。 然后，如果需要，可以向上/向下移动。 新屏幕可以以 svg或 htm格式的形式添加，并相应
地关联到菜单。 此外，任何一个屏幕可以设置为开发过程中的调试状态，只有在服务器设置为调试模式时才
会显示。 

 
项目编辑器中的编辑菜单 
基于上面的页面配置，SCADA屏幕的布局是自动的。 所有页面将被预装入内存，因此页面切换可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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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在运行时自动生成 
[注意] 
要添加新的模拟页面，请打开Windows资源管理器，通过复制现有模板文件在 SVG或 HTML中创建任何所需
的页面。 
 
 
 
7.2。脚本和标记访问 
 
IntegraXor 主要基于标准 Web 脚本语言，ECMAScript 或更好地称为 JavaScript 开发。 IntegraXor 也可以使用
VBScript，但它的使用将仅限于 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鼓励工程师使用 JavaScript，因为它是一种跨浏览器
语言。无论如何，像 Java语言，C ++，C＃和许多其他语言一样，JavaScript是另一种 C语言，它由最简洁的
格式和结构组成，它是最短，最简单和最有效的编程方式。新来的人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但很快将能够欣赏

它，并找到其他格式的语言冗长和冗余。 
要从 IntegraXor服务器访问标记值，需要将以下行包含到 HTML页面标题部分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码片
段，包含在需要与服务器通信的大多数 HTML页面中。 
<script type =“text / javascript”src =“./ system / scripts / igrX.js”> </ script> 
工程师只需要输入 var data = getTag（'tagname'）来读取或输入 setTag（'tagname'，data）来写。 
工程师需要注意，客户端（前端）标记访问受到安全检查的约束，如果任何标记的读取或写入访问设置为高

于默认安全级别，则最终用户需要登录才能根据标签的安全级别。 
[重要] 
项目文件夹是 Web根目录，因此无法从 Web浏览器访问父文件夹，因此无法访问以“./../”或“../”开头的
文件路径或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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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JSON语法 
 
IntegraXor代码片段使用了大量的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形成。网站摘录说：“这是一种轻量级的
数据交换格式，人们很容易阅读和写入，机器很容易解析和生成。 
工程师不需要知道它的细节，本节中的主要信息是确保工程师能记住一个简单的 JSON形成结构。 
{“param1”：data1，“param2”：data2，“paramN”：dataN} 
如上面的结构所示，它是最简单的形式，只要开始语法与一个开放的花括号和总是用一个紧密的大括号。并

且参数和数据集总是用冒号分割，但更多的参数只是用逗号分隔。 
一些数据可能包含一个信息列表，那么它们可以以下列数组格式表示：[data1，data2，data3]，因此如果上面
的 paramN是数组格式，那么整个语法应该是： 
{“param1”：data1，“param2”：data2，“paramN”：[dataN1，dataN2，dataNM]} 
[注意] 
注意 
如果上面的任何数据类型是字符串，那么它必须放在一对双引号中。例如{“param1”：“this is string”，“param2”：
123.45}。以单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将使整个 JSON无效。虽然 IntegraXor在这方面是宽松的（字符串包裹在单
引号仍然被接受），最好坚持标准。 
[警告] 
警告 
请注意，最后一个项目不能以逗号结尾。所有引用必须精确匹配，换句话说，语法必须符合 100％的 JavaScript
语言。此外，当前版本不支持符号字符，如＆。 
7.4。 数字形成 
 
SVG 和 HTML 文件都支持基本数字形成。 在格式化数字时可以使用标准编号符号，如散列（＃），零（0），
逗号（，）和句点（。）。 此外，IntegraXor数字格式非常灵活，任何非数字符号或甚至空格都可以用作十进制
或分隔符以支持本地化数字形成。 并且组分隔可以是标准的 3位数千分隔符，或 2位数字，或 4位数字或任
何 biggger数字分隔符。 下面是一些形成及其结果的例子。 

 
[提示] 
提示 
只输入一个符号将始终被视为十进制，只需在末尾添加尾部空格，以强制它成为分隔符。 例如，将 1234567.890
输入“＃，###”将生成 1,23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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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制表数据 
 
HTML页面在表格数据方面非常出色。数据可以很好地对齐，并显示在 HTML页面中，而无需太多的努力。与
普通 HMI / SCADA不同，数据可能不对齐，并显示不同大小的文本。虽然有可视化编辑工具来创建 HTML表，
工程师被鼓励去手工编码创建，因为他们将获得在样式表中的完全控制，并避免不必要的代码。 
在 HTML页面中列表数据不需要编码，像以前的标记访问一样，工程师只需要包括以下脚本库： 
<script type =“text / javascript”src =“./ system / scripts / igrX.js”> </ script> 
要向表单元格显示标记值，请将特定单元格的 ID命名为{attr：'get'，tag：'tagname'}。 
[提示] 
提示 
当表格单元格使用标记名进行动画处理时，建议您使用非破裂空格填充该单元格，即输入＆nbsp;进入细胞。
这将防止表格行在网页初始加载后没有数据时立即调整或扩展数据。 
 
 
 
7.6。打印 
 
打印在 HTML工作中再次是一个优势，就像数据制表。许多普通 HMI / SCADA的报告生成或打印可能是一场噩
梦，不仅难以生成，也可能不可靠。与其他 HMI / SCADA系统不同，IntegraXor利用Web浏览器，可以轻松地
在客户端打印显示的数据。 HTML打印的一大优势是它是真正的WYSIWYG，这个简单的旧日需求在几乎所有
其他 HMI / SCADA系统中仍然严重缺乏，如果不是，他们可能需要工程师购买额外的插件，如 Crystal Report
或Microsoft Excel，重复成本。 
 
注意，在客户端的所有打印，即通过浏览器将调用标准打印对话框，因此用户可以选择打印到所需的打印机

和几个其他标准打印选项。因此，无需用户干预的自动打印不可能通过 HTML 代码。一些 I.E.版本安装在
Windows带有安全回路孔，允许用户绕过这个标准打印对话框一些技巧。然而，这不再可能与较新版本的 I.E.
和Windows安全修补程序。不鼓励工程师根据这个漏洞设计他们的项目。 
 
IntegraXor 提供了内置函数 print（'url'，DELAY，'nu'），这样就可以打印无对话框。请注意，此打印是从服务
器触发的，因此它只能打印到其网络范围内的打印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逻辑或脚本”部分。 
 
 
 
7.7。 报警查看器 
 
7.7.1。 审计 
报警查看器与服务器和报警器上的报警配置结合使用，需要数据库运行，以便可以记录和读取报警。 报警查
看器 HTML页面易于移植，可以插入任何项目，无需任何修改。 工程师可以简单地将 Alarm Viewer'alarm.htm'
链接到项目中的任何位置，或者只使用项目模板中提供的默认布局。 下面显示了一个漂亮的自描述按钮的功
能和可用功能。 颜色图例也很直观，红色/粉红色显示活动警报，黄色/小麦显示活动和确认报警，最后绿色
/石灰显示非活动但未确认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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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查看器 
 
可以通过更改 alarm.htm或 index.html中的配置来自定义报警查看器。 
   
 
var opt = { 

            "mode": "alarm", 

            "row-per-page": 30, 

            "audio": "media/ding.wav", 

            "column": { 

                "time_stamp": true, 

                "tag_name": false, 

                "group_name": true, 

                "description": false, 

                "message": true, 

                "nvalue": true, 

                "old_nvalue": true, 

                "inactive_timestamp": true, 

                "ack_timestamp": true, 

                "ack_user": false 

            } 

        }; 

    在上述配置中，报警查看器可以被配置成 3种模式，即“报警”，“脚注”和“审计”。 报

警模式主要用于报警查看器，报警。具有完整的基本功能，如确认和日期选择功能。 页脚模式

主要用于主页 index.html，除了它没有控制面板（日期选择，实时/历史模式）。 审计模式将

在稍后的审计部分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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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页行数”选项表示报警查看器应显示的项目/行数，通常设置为非常小，像在 index.html

中用作页脚时为 2到 5。 可以通过指定 true / false来定制列标题。 每页显示的报警总数也

是可配置的。 

 
提示 
要更改页脚的列/标题，请打开 index.html而不是 alarm.htm，然后找到配置。 
要覆盖系统默认颜色，请将以下内容粘贴到<header>部分，并相应地自定义颜色。 
<style type="text/css"> 

 

.alarm-table .active { 

    background-color: blue; 

} 

.alarm-table .inactive { 

    background-color: pink; 

} 

.alarm-table .active-ack { 

    background-color: brown; 

} 

.alarm-table .inactive-ack { 

    background-color: purple; 

} 

</style> 
提示 
用户只能显示具有特定条件（a.k.a过滤器）的报警，例如组名称或标记名称。 此设置允许用户对不同组具有
多个报警查看器。 
    var opt = { 

        "mode": "alarm", 

        "row-per-page": 30, 

        "column": { 

            "time_stamp": true, 

            "tag_name": false, 

            "group_name": true, 

            "descriptio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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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true, 

            "nvalue": true, 

            "old_nvalue": true, 

            "inactive_timestamp": true, 

            "ack_timestamp": true, 

            "ack_user": false 

        }, 

        "filter": { 

            "group_name": "Generator" 

        } 

    }; 
 
 
 
7.7.1。 审计 
 
审计，也称为事件日志，它几乎具有报警具有的功能，但不需要任何交互。 要启用审计模式，请将 JSON 配
置模式从 alarm更改为 audit，如下所示： 
        var opt = { 

            "mode": "audit", 

            "row-per-page": 30, 

            "column": { 

                "time_stamp": true, 

                "tag_name": false, 

                "group_name": true, 

                "description": false, 

                "message": true, 

                "nvalue": true, 

                "old_nvalue": true, 

                "inactive_timestamp": true, 

                "ack_timestamp": true, 

                "ack_user": false 

            } 

        }; 
审计模式也有实时和历史模式。 在实时模式下，所有事件将在屏幕上显示其最后活动的详细信息。 在历史
模式下，它将显示所选日期内的所有过去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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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曲势 

 
常规绘图屏幕 
 
趋势需要数据库在服务器上运行。 配置数据库后，绘制标记的趋势图与为所需标记绘图选择数据库一样简单。 

 
选择要登录到数据库的标签 
趋势可以由带有单个 DIV标签的 HTML文件中的 JavaScript函数 trend（）启动。 下面是完整的代码段，包括
将加载趋势屏幕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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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link rel="stylesheet" media="screen" href="system/styles/igrX.css"/> 

</head> 

<body> 

    <div class='trend' id='placeholder'></div> 

</body>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ystem/scripts/igrX.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pen = [ 

    { 

        name: 'Temperature', 

        enabled: true, 

        unit: 'Celsius', 

        min: 0, 

        max: 100, 

        pens: [ 

            { 

                name: 'Temperature Cook', 

                tag: 'temperature_cook' 

            } 

        ] 

    } 

]; 

var opt = { 

    lograte: 5000, 

    backgroundColor: 'white' 

}; 

 

var plot = new trend( '#placeholder', { 

    'pen_setting': pen, 

    'option': opt 

     

}); 

 

</script> 

</html> 

There are two arguments required: DIV to append and setting. The function call will 

append the chart to a DIV object with ID "placeholder".  

var plot = new trend( "#placeholder", { 

    "pen_setting": pen, 

    "option" : option 

}); 

http://www.w3.org/1999/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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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是一个 JSON对象，由 2个子对象组成，称为 pen_setting（Array）和 option（JSON）。 在 pen_setting中，
用户需要输入将显示在趋势图中的笔的基本配置。 温度和压力的 pen_setting配置示例如下： 
var pen = [ 

    { 

        name: "Temperature",     // (String)  

        enabled: true,           // (Boolean) 

        unit: "°C",          // (String)  

        min: 0,                  // (Number) 

        max: 100,                // (Number) 

        pens: [ 

            { 

                name: "Temp A",   // (String) 

                tag: "temp_a",    // (String) 

    showMarker: true // (Boolean) *Optional 

    type: "step"   // (String) *Optional 

            }, 

            { 

                name: "Temp B",  // (String) 

                tag: "temp_b"    // (String) 

            }, 

            { 

                name: "Temp C",  // (String) 

                tag: "temp_c"    // (String) 

            } 

        ] 

    }, 

    { 

        name: "Pressure",        // (String) 

        enabled: true,           // (Boolean) 

        unit: "kPa Abs",         // (String) 

        min: 0,                  // (Number) 

        max: 10,                 // (Number) 

        pens: [ 

            { 

                tag: "press_a"   // (String) 

            } 

        ] 

    } 

]; 

pen_setting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多个标签的参数。 对于每个参数，用户需要输入特定参数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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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是一个由 JSON对象组成的数组，而每个 JSON对象是一个笔的配置。 

 

提示 
如果绘制的标记是布尔类型。 该线将自动在步进线中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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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趋向 
第二个对象称为选项。 选项是用户将各种常规设置设置到图表的位置。 下面是一个例子： 
var option = { 

    lograte: 5000, 

    backgroundColor: "wh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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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笔都将在图表中绘制，相对于其自身的最大/最小配置。 单击顶部面板上的参数时，在下拉窗口中可以
看到参数的最大/最小值以及各笔的颜色。 可以通过直接编辑文本来更改参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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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和锚点 
用户可以单击图表添加参考线。与线相交的任何笔都将显示值的工具提示。有两种类型的参考线：书签和锚

点。书签会贴上时间戳，最终在实时趋势中漂移，而锚点将停留在屏幕上。当用户点击图形添加参考线时，

将创建一个书签（虚线）。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一次（静态线）将书签转换为锚点。再次单击锚点，将删除参考

线。 
持久存储书签和锚点。用户可以单击导航面板中最右边的图标，如上面屏幕截图中的红色箭头所指向，以打

开书签侧面板，其中将列出所有存储的书签和锚点。如截图所示，书签通过其在趋势图上的时间戳标识，并

且锚点通过其与可见图的左边缘的相对距离（以百分比）来标识。在任何时间最多可以存储 25 个书签和 25
个锚点。 
导航面板位于底部。左边的按钮：Pan Left by Page，Pan Left by Grid，Pause / Play，Pan Right by Grid，Pan Right 
by Page，Zoom out，Zoom in。除了使用按钮，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日期选择特定的时间戳/时间在左下角或右下
角。日期选择器/时间选择器将提示选择。如果选择任何结束日期/时间早于开始日期/时间，则图表将不会执
行任何操作，只会转到历史模式。最终，用户可以点击并拖动任何特定部分进行放大。 
[注意] 
注意 
单击任何按钮，或更改日期/时间将导致历史模式。操作员需要点击“播放”按钮才能在实时模式下恢复。 
高级 Javascript 用户可以使用通过调用趋势的公共函数创建的趋势对象。目前有 2 个暴露的公共函数，即
setTimeStamp（）和 realTime（）。 setTimeStamp（）采用对象格式的 1 个参数，其中元素“bgn”是开始时
间的 UNIX格式，而元素“结束”是结束时间的 UNIX格式。 realTime（）接受 1个布尔参数，以强制图形进
入实时或历史模式。调用 realTime（）无参数将在 2种模式之间切换。 
var new_time = { 

    "bgn": 1270000000000, 

    "end": 1271000000000 

}; 

plot.setTimeStamp(new_time); 

plot.realTime(false); 

提示 
放置 DIV而不使用 ID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classname作为引用。 该参数是 DOM的 CSS选择器，即“＃”表
示 ID和“。”。 表示类名称。 所以要使用 classname作为参考，提供“.placeholder”作为 trend（）函数调用
的第一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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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多语言支持 
用户可以通过编辑位于项目文件夹子目录/ lang文件夹中的 lang.txt文件将所有前端显示文本翻译为本地语言。 
文本文件应以 UTF-8格式保存。 

 

lang.txt中的“Real Time”一词改变了。 

 
改变的字反映在用户界面中。 
 
 
 
7.10。逻辑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可以在前端标记字段上完成，并且通过在标记名称前面插入前导美元符号（$）来实现。 IntegraXor
支持简单的数学计算，完全复杂的逻辑运算。标记名必须符合变量命名约定，否则结果将是不可预测的，即

不包含如破折号或星号等的操作符号，并且不应以数字开头。一个坏的例子是，标签名中的破折号将被视为

负。 
 
当标签值需要转换为不同的工程单位或以不同的格式显示时，前端的表达式非常方便。例如，压力值被接收

为柱并且被用作通过项目，但是需要在某些地方以 kPa 显示。然后，用户可以直接输入一个表达式，而不是
直接输入标签名称：$ tagname * 100。 
 
对于逻辑操作实例，项目要求是一个值需要始终显示为零，除非布尔变量打开：（$ tag_bool）？ $ tag_int：0。 
Expression的另一个实际用途是在标签未初始化时显示默认值：$ tag || 1.0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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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认模板的 overview.svg中使用表达式，显示基于当前小时的 AM / PM。 
[注意] 
注意 
尽管表达式非常方便使用，但它确实带来了一个价格，并且它会影响前端性能在某个级别，由于逻辑将只在

执行之前的性质。 因此，在低性能 CPU上应避免过多使用前端表达式。 
 
 
 
7.11。一般选项 
 
7.11.1。 QR Code 
7.11.2。侧面板菜单 
如果你看看 index.html文件的内容，你会注意到一个 Javascript对象定义在其中的 opt。这只是 word选项的一
个简短形式。在旧的 index.html中，您将在 opt 对象中看到很多名称 - 值对。在较新的 index.html文件中，
该 opt现在进一步细分为 opt ['alarm']和 opt ['general']。 
opt ['alarm']在 index.html中定义，用于设置您可以在浏览器上看到的 2行报警页脚，而 opt ['general']就像一
般设置的名称所示。这里感兴趣的 opt内容当然是 opt ['general']。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opt ['alarm']，请前
往闹钟部分。 
目前在一般选项中共有 7个设置。下表列出了常规选项中可用的 7个设置，并介绍了设置及其设置方法。 
无下载 
noDownload是一个布尔值。默认情况下，值为 false。当值设置为 true时，它将在浏览器上禁用 IntegraXor页



91 

面预加载。 
这意味着浏览器将只加载当前在视图中的页面。当用户更改为另一个页面时，该页面将由浏览器加载，并且

上一页将被卸载。即使未设置 noDownload，您也可以使用移动设备浏览 IntegraXor时看到此行为。 
side_panel 
side_panel是一个 JSON对象，其中有多个选项，用于配置侧面板，包括如何激活该功能。导航到侧面板菜单
有关侧面板菜单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 
force_login 
force_login 是一个布尔值。默认情况下，值为 false。当设置为 true 时，Guest 帐户将被禁用，任何希望查看
IntegraXor的用户必须先登录才能进行此操作。 
screen_before_login 
screen_before_login是一个字符串值。字符串应该拼写出您希望用户在未登录时默认查看的页面的文件名。 
例如，在默认项目文件夹中，如果您希望用户查看趋势页，则应键入值，如下所示。 
"screen_before_login": "plot.html" 
重要 
请不要忘记在文件名的末尾包含文件扩展名（.htm，.html，.svg）！ 
screen_after_login 
类似于 screen_before_login，screen_after_login 也是一个字符串值。 字符串值应该拼写出您希望用户在用户
登录后默认查看的页面的文件名。 
no_footer_page 
Footer是您在每个页面底部看到的报警片段，除了报警页面本身.no_footer_page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数组中
每个字符串的值是您不希望显示页脚的页面的文件名。 
例如，根据默认的 IntegraXor 项目，如果不想在“概述”页面和“快照报告”中显示页脚，则下面是设置它
的方法; 
"no_footer_page": ["overview.svg", "report-snap.htm"] 
no_header_page 
标题是 IntegraXor 的顶部，其中包含项目标志，项目名称，导航选项卡和用户登录按钮。 与 no_footer_page
一样，no_header_page是一个字符串数组，字符串值是您不想显示页眉的页面的文件名。 
 
 
 
7.11.1。 二维码 
 
QR 码用于显示 IntegraXor URL，以便最终用户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轻松访问它们，前提是其移动设备连接到服
务器所在的同一网络。 
用于鼠标的用户的 QR码图标用于永久添加到前端，没有办法删除。 这是可选的。 请查看 index.html文件。 
如果您的 index.html文件包含以下代码段，那么您很好。 
<div class="yui-b silver"> 

    <div id='sec-logi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div> 

    <img id="qr-icon" src="system/images/qrcode-icon.png" alt="QR Ic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 

</div> 

如果在另一方面，您的 index.html 只有以下代码段，那么您必须更新它，通过替换下面的代码上面的代码，
以便能够使用 QR码。 
<div class="yui-b silver" id='sec-login'></div> 
现在，如果您不想显示 QR码，您只需从 index.html中删除具有“qr-icon”的 id的<img>元素即可。 现在 QR
码是可选的，您还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图标来更改 QR 码图标的外观。 你也可以改变 CSS 的 QR码图标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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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常把它放在任何你想要的，只要保持 QR图标的元素的 id具有“qr图标”。 
 
 
 
7.11.2。侧面板菜单 
 
侧面板菜单是可选的替代任何 IntegraXor Web 界面顶部的默认水平菜单。通过使用侧面板菜单，您可以为以
前被水平菜单占据的模拟屏幕增加更多的像素面积。 
目前有 4 个选项可以为侧面板菜单指定。如一般选项中所述，侧面板菜单的所有选项都包含在定义为
side_panel的父对象中 
启用 
默认情况下不激活侧面板菜单。因此，此值的默认值为 false。要激活侧面板菜单，只需将值更改为 true。 
模板 
侧面板菜单带有一个内置的 CSS 定义来解决字体，大小和颜色。如果您决定为侧面板菜单使用自定义 CSS 文
件，则必须在此处指定 css文件名。此选项的默认值为空字符串“”。 
[注意] 
注意 
您可以将自定义 CSS 文件命名为任何您喜欢的名称，只要它不包含名称中的任何空格，不要忘记在名称的末
尾包含文件扩展名.css。 
 
自动隐藏 
默认情况下，侧面板菜单只有在您单击切换按钮时才会关闭。当 auto_hide 设置为 true 时，侧面板菜单将在
您单击菜单中的任何页面链接后自动关闭。 
auto_collapse 
如果您有多个子菜单，其中有多个项目，则自动折叠功能非常有用。默认情况下，子菜单展开和折叠机制非

常机械。您必须手动单击每个子菜单以折叠它们。如果您有多个扩展子菜单，侧面板菜单将变得非常长，并

且找到和折叠每个子菜单可能变得冗长乏味。 
将 auto_collapse设置为 true时，当您单击特定子菜单以将其展开时，任何打开的同级子菜单（具有相同深度
级别的子菜单）将在该子菜单展开之前自动折叠。这可以帮助保持侧面板菜单非常短，以便如果您的子菜单

包含多个项目，它更容易导航。 
面板菜单的设计考虑了可定制性。为此，已在项目文件夹中的 styles文件夹中准备了使用默认设置填充的 CSS
模板。 
你的项目文件夹中的 styles文件夹。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名为 sidepanelmenu-template.css的 CSS文件。您可
以根据自己喜好自定义侧面板菜单进行编辑。如果你精通 CSS，你甚至可以添加额外的定义在那里取决于你的
创造力。 
请参阅上表中的选项名称模板以加载定制的 CSS文件。 
 
 
 
7.12。函数功能 
 
7.12.1。 存储的 SQL语句 
正如你已经知道的，Javascript是我们用于前端的主要脚本语言。 我们有许多功能一起在后台做计算，生成动
画，放置 UI，发送请求到服务器，处理用户登录等。 
首先，我们的暴露函数只包括获得完成工作的基本东西（即 getTag（）和 setTag（））。 渐渐地，我们一些更
高级的用户群开始要求更多的功能被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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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试图解释我们在前端脚本中展示的更高级的功能，以尝试满足更高级的用户的需求。 
 
 
 
7.12.1。 存储的 SQL语句 
runSql（）函数 
在 IntegraXor中存储的 SQL语句实现的详细解释可以在存储的 SQL配置的后端配置章节中阅读。 
在项目编辑器中定义存储语句的名称，要执行的 SQL语句和 SQL参数（如果有）之后，我们可以立即从前端
访问它。 我们使用以下表达式访问存储的 SQL语句： 
runSql(name, parameters, option, callback-function); 
基于上述表达式传递 4个参数。 
下面的表解释了 runSql（）函数中的每个参数的作用。 
名称 
Name是与项目编辑器中指定的存储 SQL语句的名称相对应的字符串值 
[重要] 
重要 
你可能猜到，name是一个强制参数，不能留空！ 
参数 
参数是指定在项目编辑器中为特定语句定义的参数的值 
参数是一个 Javascript对象，应该遵循 JSON语法 
[注意] 
注意 
不应包括用于在项目编辑器中指定参数的“@”符号 
假设定义语句有 2个参数@table和@val，param对象应该构造如下： 

var param = { 

 "table": "table value", 

 "val": "val value" 

}; 

选项 
Option也是一个 Javascript对象，应该遵循 JSON语法 
暂时，选项有两个条目，outfmt（表示输出格式）和 dbgroup（数据库名称） 
outfmt是用户希望服务器返回任何 SQL语句的结果数据的数据传输格式 
outfmt可以采用 json，csv，csvh或 xml的 4个值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未指定，outfmt值将默认为 csv 
dbgroup允许您指定应执行 SQL语句的数据库名称 
该名称应与您在项目编辑器的“数据库”部分中定义的数据库的名称匹配 
如果在选项中未指定 dbgroup，则将应用默认值-1，它指示服务器在项目编辑器中定义的所有数据库上运行 SQL
语句 
要定义选项，您可以将其定义如下： 

var opt = { 

 "outfmt": "json", 

 "dbgroup": "dbname" 

}; 

 或者你也可以像下面这样做： 
var opt = {}; 

opt["outfmt"] =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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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dbgroup"] = "dbname"; 
调函数 
回调函数将是负责处理服务器在执行 SQL语句时返回的结果的函数 
如果服务器没有返回任何结果，回调函数也负责用户通知 
您可以预先声明一个函数，并将函数名称作为参数传递： 
var cbfn = function（result）{ 
//这是回调函数 
// result是来自服务器的响应 
}; 
 
runSql（name，parameters，options，cbfn）; 
或者，您可以在指定回调函数的参数时声明一个匿名函数 
runSql（name，parameters，options，function（result）{ 
//这是回调函数 
// result是来自服务器的响应 
}）; 
 
 
 
7.12.1.1。 用法示例 
 
我们在演示项目中准备了一个示例，该示例项目与 IntegraXor一起展示此功能。 在演示中，我们想要生成一
个报告，显示大于平均值的烹饪压力值。 
看看趋势页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刻意使烹饪压力值波动很大。 
 

 
波动的烹饪压力值 
现在，转到“存储的 SQL报告”下的“烹饪压力”页面，并选择日期。 如果你刚刚运行演示，只需点击今天
的日期。 您应该看到该表填充了大于下面日期显示的平均值的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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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压力报告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选择了一个标签 pressure_cook 来展示这一点，但是天空是你
可以使用 SQL语句和数据库配置的限制。 
我们首先准备 SQL语句本身。 对于我们的场景，我们存储了 2个单独的 SQL语句，avgval和 pcookgta。 
当您在项目编辑器中打开我们的演示项目并导航到数据库下的存储的 SQL语句时，您可以找到这两个语句。 

 
存储的 SQL语句 
准备 SQL 语句后，我们开始创建 html页面，将用于调用 SQL 语句，然后格式化并显示结果。 在这里显示整
个 HTML 页面是没有意义的，您可以看到我们在名为 pcook.html 的演示项目文件夹中创建的 HTML 页面的内
容（包括调用 SQL语句的 Javascript示例） 
最后一步是将创建的 HTML页面添加到演示项目屏幕列表中，我们很好去！ 
7.13。 设备配置 
设备配置页面可以在屏幕任务中添加。 通过右键单击并选择新建菜单添加新设备配置菜单。 选择具有预定
义页面“SYS_DEVICECONFIG.HTML”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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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幕任务中添加设备配置页面 
所有设备配置显示在设备配置页面上。 用户必须登录才能查看和编辑设备配置。 目前。 只有设备的定时器
设置可以在服务器运行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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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设备配置 
用户还可以在服务器运行时期间在 SVG 动画中更改设备的计时器。 创建一个 SVG 动画并将其链接到系统标
记“app.device [device_name] .timer”。 使用预定义的计时器名称设置系统标记。 
 
 
 
7.14。 Web服务器配置 
 
Web服务器配置允许用户微调服务器的几个方面。 
文件类型 
Web服务器将压缩此设置中指定的文件类型。输入文件扩展名，用逗号（，）分隔，以指示应压缩哪种类型的
文件。默认情况下，几个最常用的文本文件是压缩的。用户可以通过添加或删除文件扩展名来修改列表。压

缩有助于加快Web服务器响应速度。 
[注意] 
注意 
通常只有基于文本的文件具有高压缩比，值得添加到列表中。 
其他已经压缩的文件格式，如 zip，rar，7z，png，jpg 通常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后压缩。对于这些类型的文件，
将它们添加到压缩设置通常会减慢Web服务器。 
触发 
设置将触发要压缩的文件的最小文件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方法 
将压缩方法设置为使用。大多数浏览器支持 deflate。 
自动刷新 
定期自动刷新网络服务器。 
在 URL中隐藏项目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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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项目 URL为 http：// hostname_or_ipaddress：port_number / project_id /。隐藏项目 ID将生成 http：
// hostname_or_ipaddress：port_number /。 
端口 
默认情况下，Web服务器端口 nunmber是 7131.您可以将端口号更改为其他值。 
[注意] 
注意 
通过将端口号更改为 80，您可以通过忽略项目 URL 中的端口号来访问项目，如下所示：http：// 
hostname_or_ipaddress / project_id。 
通过隐藏项目 ID并将端口号设置为 80，可以进一步将项目 URL简化为：http：// hostname_or_ipaddress / 
允许跨原点请求 
设置跨原点请求的允许原点。有关规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w3.org/TR/cors/。 
将此字段留空可禁用跨源请求。 
放置*允许所有跨源请求。 
您可以通过以下格式提供以逗号分隔的过滤器列表进一步细化设置：[scheme]：// [source]：[port]。 
实施例 7.1。跨原点请求过滤器 
插入*：//www.abc.com：7131以允许来自 http://www.abc.com:7131和 https://www.abc.com:7131的请求。 
输入 http：// *：8080以允许来自在端口 8080运行的任何源的请求。 
放入 192.168.1.30-35以允许来自 http或 https的请求，主机地址在 192.168.1.30到 192.168.1.35之间。 
放入 https://www.abc.com以允许来自 https://www.abc.com的请求在任何端口运行。 
放入*：//www.abc.com：7131，*：//192.168.1.20：7131，*：//10.1.1.*以允许来自满足此过滤器的任何来源
的请求。 
不活动超时 
在用户不活动后设置超时（以秒为单位）。置 0以禁用超时。 
HTTPS 
启用或禁用 HTTPS。 Web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连接将被加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部分。 
HTTPS端口 
要由 HTTPS使用的端口。默认值为 443。 
SSL证书哈希 
要使用的 SSL证书的指纹哈希。请务必先安装证书，并从系统证书管理器检索此散列。 
记录用户活动 
设置是否记录用户活动。 
将用户活动记录到 
设置应记录用户活动的数据库。 
使用无响应的界面 
在 5.0版之前使用旧版介面。 
 
 
 
 
 
 
 
 
 
 

http://www.w3.org/TR/cors/
http://www.abc.com
http://www.abc.com:7131
https://www.abc.com:7131
https://www.abc.com
https://www.abc.com
http://www.a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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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主题 
7.15.1。 使用老用户 interface 
7.15.2。 菜单图标 
在 5.0及以上版本中，前端用户界面使用新的响应主题。 

 
在版本 5中具有响应主题的用户界面 
  这个主题提供了许多优点： 
响应设计（适合任何屏幕，即使在智能手机） 
主题颜色（从模板选择颜色） 
侧面菜单（更薄，可收缩，支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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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完美适合智能手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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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新用户界面中的主题颜色 
 
 
 
7.15.1。 使用旧的用户界面 
 
旧项目将自动运行新主题。 但是，我们允许用户回到他们的旧用户界面。 为此，请转到Web服务器>主题>
使用非响应主题，设置为 true 

 
配置项目以使用旧的用户界面 
 
 
 
7.15.2。 菜单图标 
 
新主题的一个显着变化是其菜单图标。 要配置菜单的图标，请转到屏幕>图标（列），选择适合您的菜单项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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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主题中选择菜单项的菜单图标 
 
 
 
7.16。 调度程序 
 
7.16.1。 将计划程序页面添加到前端屏幕（方法 A） 
7.16.2。 将计划程序页面添加到前端屏幕（方法 B） 
7.16.3。 调度程序 Page7.16.4。 每周时间表 
7.16.5。 在日程表 profile 
7.16.6中添加时间值配置文件。 修改日程计划 profile 
7.16.7中的时间值配置文件。 删除日计划 profile 
7.16.8中的时间值配置文件。 异常计划表 
7.16.9。 在 schedule 
7.16.10异常中添加日期计划。 删除例外 schedule 
7.16.11中的日期计划。 将时间值配置文件添加到日期配置文件中，例外 schedule 
7.16.12。 从日期概要文件中删除例外 schedule 
7.16.13中的时间值概要文件。 点列表 
在 BACnet协议中，您可以使用计划对象自动执行重复事件，如每日 HVAC开/关和照明开/关。 IntegraXor提
供了一个用户友好和直观的计划任务页面作为计划对象的配置页面。 
 
 
 



103 

7.16.1。 将计划程序页面添加到前端屏幕（方法 A） 
 
要使用调度程序，我们首先使客户机可访问调度程序页面。 我们这样做通过添加计划程序页面到屏幕。 就
是这样： 
a。使用 IntegraXor项目编辑器打开项目 
b。单击“屏幕”节点以打开“屏幕”选项卡。 
C。 右键单击屏幕选项卡并选择“新菜单”，这将在菜单列表中创建一个新行。 此新行指示前端接口中的新
页面。 
d。给这个新项目一个名称（例如，Scheduler） 
e。 单击“路径”列以调用组合框。 在组合框中选择“SYS_SCHEDULER”。 这将把菜单项转换为调度程序页
面。） 

 
将计划程序页面添加到屏幕（方法 A） 
F。 如果您需要对页面应用角色访问权限，请点击进入“角色”列 
 
 
 
7.16.2。 将计划程序页面添加到前端屏幕（方法 B） 
或者，您可以在项目文件夹中将 Scheduler.html模板添加为页面。 就是这样： 
a。使用 IntegraXor项目编辑器打开项目。 
b。单击“屏幕”节点以打开“屏幕”选项卡。 
C。 右键单击屏幕选项卡并选择“新菜单”，这将在菜单列表中创建一个新行。 此新行指示前端接口中的新
页面。 
d。给这个新项目一个名称（例如，Scheduler） 
e。 单击“路径”列以调用组合框。 在组合框中选择“浏览...”。 选择项目文件夹中现有的“schedul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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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计划程序页面添加到屏幕（方法 B） 
F。 如果您需要对页面应用角色访问权限，请点击进入“角色”列 
这种调度器模式更灵活，用户可以通过物理文件选择定制和配置调度器页面的设置。 
如果您打算为不同设备创建多个调度程序页面，则应使用此方法创建调度程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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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3。 调度页面 
 
在将调度程序页面添加到屏幕后，用户将能够从前端访问调度程序页面。 
Scheduler页面的界面分为 2个面板： 
•左侧面板：设备和计划配置文件选择面板 
•右侧面板：计划配置文件配置面板 
左侧面板将显示一个树视图，以列出在项目编辑器中配置的所有 BACnet 设备及其调度配置文件。 树视图的
第一层是设备，树视图的第二层是调度配置文件。 单击调度程序配置文件将更改右侧面板的内容，以显示单
击的调度配置文件的配置。 
右面板包含 3个选项卡：每周，异常和点。 
每个选项卡表示计划配置文件的关键配置。 

 
调度程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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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4。 每周计划 
 
每周计划是计划配置文件中的默认计划。 换句话说，当例外计划不适用于该特定日期时，每周计划将默认生
效。 
如名称所示，每周计划定义一周内的事件。 每周的时间表将有 7天的配置文件，指示一周中的每一天（星期
一到星期日）。 每天计划配置文件可以有多个时间值配置文件。 

 
调度程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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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5。 在日程计划配置文件中添加时间值配置文件 
a。在日程计划栏上单击，按住并拖动，以在日程计划配置文件上添加时间值配置文件。 
b。时间值配置文件将作为日程计划配置文件中的滑块显示。 

 
在日程表中添加时间概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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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6。 在日程计划配置文件中修改时间值配置文件 
 
用户可以拖放日历计划配置文件中的时间值滑块的边缘以更改其时间。 
 
 
 
7.16.7。 删除日程计划配置文件中的时间值配置文件 
a。单击以切换删除按钮（在日程计划配置文件旁边有一个垃圾桶图标的按钮） 
b。点击删除切换按钮之后，日期配置文件上的所有时间值配置文件将变为红色，并在顶部显示垃圾箱图标。 
c。要删除时间值配置文件，请单击已变为红色的时间值配置文件。 
d。删除时间值配置文件后，单击以切换删除按钮。 

 

在日程表中删除时间概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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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8。 异常计划。 
 
异常计划是日期计划概要文件的列表。 此日期配置文件的优先级高于每周计划，这意味着异常计划覆盖每周
计划（如果存在）。 
异常计划中可以有任意数量的日期计划。 每个日期计划都有一个日期和一个时间值配置文件的列表。 

 
异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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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9。 在异常计划中添加日期计划 
a。单击日期配置文件列表末尾的巨大的“+”按钮，将弹出一个对话框。 
b。在对话框中，选择要创建的日期计划配置文件的日期。 
c。按“确定” 

 

异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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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10。 删除例外计划中的日期计划 
a。单击数据配置文件旁边的“X”按钮。 
b。将出现一个确认对话框，单击“删除”继续。 

 

异常计划 
 
7.16.11。 在异常计划中的日期配置文件中添加时间值配置文件 
在日期配置文件上单击，按住并拖动以创建新的时间值配置文件。 

 
ding时间值配置文件到异常计划中的日期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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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12。从例外计划中的日期概要文件中删除时间值概要文件 
a。单击以切换删除按钮（在日程概要文件旁边有一个垃圾箱图标的按钮） 
b。点击删除切换按钮之后，日期配置文件上的所有时间值配置文件将变为红色，并在顶部显示垃圾箱图标。 
c。要删除时间值配置文件，请单击已变为红色的时间值配置文件。 
d。删除时间值配置文件后，单击以切换删除按钮。 

 
从例外计划中的日期概要文件中删除时间值概要文件 
 
7.16.13。 点列表 
点指的是设备中绑定到调度的地址。 这是只读属性，不能从 SCADA编辑。 如果要编辑此项，应使用设备配
置工具执行编辑。 
在 IntegraXor计划程序页面中，“点列表”选项卡显示绑定到计划的所有对象。 

 

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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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Kioskit 
 
 
目录 
8.1。 手动启动 
8.2。 自动启动 
8.3。 退出 Kioskit 
8.4。 禁用轻松访问快捷键 
Kioskit 是一个基于 Chromium 浏览器引擎的全屏网络浏览器。 它用于在具有注销认证的 Kiosk 模式下显示
IntegraXor Server项目 URL。 当它运行时，大多数系统快捷键（快捷键快捷键除外）被禁用。 Kioskit可以显
示任何 HTTP和 HTTPS页面。 在 IntegraXor项目页面上，退出 Kioskit时需要注销认证。 只有特权用户才能退
出 Kioskit。 一旦 Kioskit关闭，系统快捷键将再次启用。 
 
 
 
8.1。 手动启动 

 

Kioskit启动对话框 
 
上图显示了 Kioskit 启动时的对话框。 用户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项目统一资源定位符（URL）或网址。 当单
击“手动启动”按钮时，页面将以全屏显示。 用户也可以在输入 URL后按“Enter”键，以全屏显示页面。 
 
 
 
8.2。 自动启动 
 
自动启动用于在启动文件夹中创建 Kioskit快捷方式。 在启动文件夹中，用户可以将他或她希望计算机引导时
自动运行的程序的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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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oskit启动对话框 
用户不必手动执行此步骤。输入 URL后，用户只需要点击“自动启动”按钮。类似于单击“手动启动”按钮，
网页将以全屏显示。唯一的区别是 Kioskit快捷方式已在启动文件夹中创建。每次启动计算机时，Kioskit将自
动启动并显示用户指定的 URL。 
用户可以通过在 Kioskit启动对话框中输入新 URL并单击“自动启动”按钮轻松更改启动页面。当计算机下次
启动时，Kioskit将自动在全屏幕中加载新页面。 
如果用户决定删除启动文件夹中的快捷方式，他或她可以启动 Kioskit并单击“手动启动”按钮。在单击“手
动启动”按钮删除启动文件夹中的快捷方式之前，用户不需要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任何Web地址。单击“手
动启动”按钮后，快捷方式将从启动文件夹中删除。用户也可以手动删除快捷方式。 
 
 
 
8.3。 退出 Kioskit 
有五个快捷键退出 Kioskit：Alt + F4，Alt + Tab，Ctrl + Esc，Ctrl + W和 F11。 

 
Kioskit出口对话框 
在非 IntegraXor项目页面上，当用户按任何快捷键时，将显示上述对话框。 要退出 Kioskit，请单击“退出”
按钮。 

 
Kioskit注销和退出对话框 
在 IntegraXor 项目页面上，当按下任何快捷键时，将显示上述对话框。 一旦用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他或她应该点击“退出”按钮。 如果用户名和密码正确，Kioskit将退出。 否则，它不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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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禁用轻松访问快捷键 
 
Kioskit 不会禁用“轻松访问”或“辅助功能”快捷键。 例如，连续按下 Shift 键五次将触发一个消息框，并
打开任务栏，用户可以使用它来访问控制面板和其他文件或文件夹。 幸运的是，管理员可以轻松地禁用控制
面板中的键，以防止在用户或操作员按下快捷键快捷键时显示消息框。 
Windows Vista和Windows 7 
在控制面板的主页上，选择“易于访问”。 

 
控制面板 
在“轻松访问”页面上，管理员需要配置两个突出显示的部分。 

 
轻松访问控制面板中的页面 
 
在控制面板的易于访问页面中选择“更改键盘工作方式”，将显示配置页面“使键盘更易于使用”。 首先，取
消选中“按住 NUM LOCK 5秒钟打开切换键”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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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页 
接下来，选择“设置鼠标键”。 将显示以下页面。 取消选中“使用左 ALT +左 SHIFT + NUM LOCK打开鼠标键”
复选框。 点击右下角的“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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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鼠标键的快捷键 
返回上一页，这是“使键盘更容易使用”。 选择“设置粘滞键”。 将显示以下页面。 取消选中“按 SHIFT五
次时打开粘滞键”复选框。 点击右下角的“应用”按钮。 

 
禁用“粘滞键”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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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一页，这是“使键盘更容易使用”。 选择“设置过滤器键”。 将显示以下页面。 取消选中“当按住 SHIFT 
8秒钟时打开过滤器键”复选框。 点击右下角的“应用”按钮。 

 
禁用过滤器键的快捷键 
返回控制面板中的“轻松访问”页面。 选择“优化可视显示”。 将显示以下页面。 取消选中“按下左 ALT +
左 SHIFT + PRINT SCREEN时打开或关闭高对比度”复选框。 点击右下角的“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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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高对比度的快捷键 
Windows XP 
以下是在Windows XP中禁用“辅助功能”快捷键的步骤。 

 
Windows XP中的控制面板 
在控制面板主页上选择“辅助功能选项”，将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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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功能选项 - 键盘设置 
 
在“键盘”选项卡上，单击“粘性键”部分中的“设置”按钮。 将出现以下窗口。 取消选中“键盘快捷键”
部分中的“使用快捷方式”复选框。 单击窗口底部的“确定”按钮。 

 
禁用 StickyKeys的快捷键 
在“辅助功能选项”窗口的“键盘”选项卡上，单击“FilterKeys”部分中的“设置”按钮。 将出现以下窗口。 
取消选中“键盘快捷键”部分中的“使用快捷方式”复选框。 单击窗口底部的“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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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FilterKeys的快捷键 
在“辅助功能选项”窗口的“键盘”选项卡上，单击“切换键”部分中的“设置”按钮。 将出现以下窗口。 
取消选中“键盘快捷键”部分中的“使用快捷方式”复选框。 单击窗口底部的“确定”按钮。 

 

禁用 ToggleKeys的快捷键 
以下窗口显示“辅助功能选项”窗口下“显示”选项卡的内容。 

 
辅助功能选项 - 显示设置 
单击“高对比度”部分中的“设置”按钮。 将出现以下窗口。 取消选中“键盘快捷键”部分中的“使用快
捷方式”复选框。 单击窗口底部的“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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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高对比度的快捷键 
以下窗口显示“辅助功能选项”窗口下的“鼠标”选项卡的内容。 

 
辅助功能选项 - 鼠标设置 
单击“鼠标键”部分中的“设置”按钮。 将出现以下窗口。 取消选中“键盘快捷键”部分中的“使用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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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复选框。 单击窗口底部的“确定”按钮。 

 
禁用MouseKeys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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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Inkscape SAGE 
 
目录 
9.1。 获取动画 
9.2。 设置 Animation 
9.3。 栏动画 
9.4。 颜色动画 
9.5。 不透明度动画 
9.6。 打开 Animation 
9.7。 旋转动画 
9.8。 工具提示动画 
9.9。 滑块动画 
9.10。 缩放动画 
9.11。 脚本动画 
9.12。 弹出 Animation 
9.13。 文本动画 
9.14。 克隆 Animation 
9.15。 缩小 SVG 
基本 SCADA动画由颜色指示，旋转，条（级别），移动，文本（数据），不透明度（隐藏/显示）等组成。大多
数SCADA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使用这些基本动画来实现。 下面是一个基本的SCADA动画，可以使用开源 Inkscape 
+ SAGE轻松配置。 

 

基本 SCADA动画模拟 
SAGE（SCADA动画图形编辑器）是 Inkscape的一个修改的界面。 完成图形后，下一个任务是相应地为它们附
加动画。 这可以通过编辑对象属性来完成。 通过突出显示对象来打开对象属性，右键单击对象，然后单击
对象属性。 或者，用户可以突出显示对象，然后按 CTRL + SHIFT + O打开“对象属性”窗口。 



125 

 

右键单击以打开对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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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获取动画 
9.1.1。 Inkscape文本对齐 
获取动画是一种允许用户直接在 SVG中显示（读取）标签值的动画，可以是字符串或数字。 要附加获取动画，
SVG对象必须是文本。 创建矩形或圆不会在对象属性中获取动画。 如果值是一个数字，用户可以通过将 SVG
文本对象直接编辑为数字格式来将值格式化为所需的格式（示例请参见编号部分）。 

 

获取动画 
图显示了一个对象的 get 动画。 只需要输入“Tag”字段。 “对齐”和“类型”不应使用，因为它们已被弃
用或保留供将来使用。 有关更多配置，请参阅文本对齐。 
 
 
9.1.1。 Inkscape文本对齐 
 
文本对齐可以通过工具栏左边，右边和中心设置在 Inkscape 中，双击文本进入文本编辑模式时，或者当选择
文本时按 F8键。 或者，当选择文本时，通过按 Ctrl + Shift + T可以通过“文本和字体”对话框来对齐文本。 
请注意，当通过工具栏对齐文本时，文本将保持在其原始位置。 当通过弹出对话框进行对齐时，文本将改变
其位置。 无论哪种方式，观察由文本底部的小小框指示的文本的锚点将出现在左边，右边和中心以表示其配
置的对齐。 
[注意] 
注意 
不要在 SAGE-Get动画中使用弃用的文本对齐，使用对齐动画和 Inkscape内置对齐不会产生预期的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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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设置动画 
 
设置动画是一种动画，允许用户通过单击 SVG 对象（字符串或数字）直接将值写入标记（写入）。 设置动画
不必是文本，用户可以附加使用任何 SVG对象设置动画。 

 
设置动画 
上图显示了对象的设置动画。 有一个强制输入要输入：tag。 标签将是 IntegraXor 服务器中用户想要写入的
IO标签，其中对齐将确定输出的位置。 提示输入是要发送以确认更改的消息。 类型是两个选择的下拉菜单：
数据或变量。 如果 Type设置为 Data，则 Source将是要写入关联标签的数据。 如果 Type设置为 Variable，
则 Source 将被读取为一个标签，其中源标签的值将被写入相关的标签。 如果类型和来源未更改（默认情况
下），则设置动画将提示最终用户一个编辑框，以根据需要更改附加标记的值。 
 
 
 
 
 
 
 
 
 
 
 



128 

9.3。 容器动画 
 
条形动画是一种动画，其中对象的高度将根据声明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对于附加的标签的值）进行动画处

理。 标签值超过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将是结果高度的百分比。 

 
容器动画 
上图显示了对象的条形动画。 有三个强制输入要输入：tag，min和 max。 标签将是用户要附加的 IntegraXor
服务器中的 IO标签，其中 min是最小值，max是对象将调整到的最大值。 单击确定并退出，动画添加成功。 
请注意，在此图形编辑器中，用户能够将图形旋转到任何角度。 因此，对象的高度是对象最初创建的高度。 
更确切地说，打开 XML编辑器并检查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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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颜色动画 
 
彩色动画是最常用的动画之一，它只是显示所需的颜色，当相关的标签匹配或落入条件。 单击“添加”以通
过输入标签，条件和所需的颜色开始添加动画条件。 可以通过单击“拾色器”按钮输入颜色。 弹出颜色选
择器窗口将提示颜色选择。 注意，通过点击“上移”或“下移”按钮可以重新排列动画条件的优先级。 

 
选色器 
选择颜色后，颜色代码将出现在颜色代码列中。 以下是设备连接状态的状态变量配置示例。 由于它是一个
布尔标记，只输入 2种颜色。 当设备断开连接时，将显示红色，当检测到设备时，将显示绿色。 
请注意，如果实时值落在两种颜色配置之间，系统将采用后一种配置。 例如，如果 0是红色，1是蓝色，则
0和 1之间的任何实数值都将显示为蓝色。 
要获得透明闪烁，请输入“none”作为颜色代码之一。 例如，要对某些标记值产生红色闪烁效果，该条目将
类似于“red / none”或“＃FF0000 / none”。 要获得交替颜色闪烁效果，请输入所需的颜色，例如，“黄色/
蓝色”将在两种颜色之间闪烁，“白色/橙色/绿色”将依次闪烁 3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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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动画 
如果用户喜欢直接输入颜色代码，可以通过按 Ctrl + Shift + W调出样本弹出窗口来查看列表。 调整窗口并选
择“列表”和“SVG”。 

 

色板中的颜色名称列表 
对于更复杂的条件动画，可以通过在目标标签名前面放置前导美元符号$来应用逻辑操作，如标签表达式。 例
如，为了测试一个标签是否落在一个特定颜色的 1和 10之内，该表达式可以写为 1 <$ tag && $ tag <10。然后，
评估结果必须输入为 1，这在逻辑 意思。 相反，为了测试一个标签是否超过 1和 10之外的另一种颜色，表
达式的单独条目可以写为$ tag <= 1 || 10 <= $ tag。 建议通过将所有限制值输入为 1，始终将所有条件评估为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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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不透明度动画 
 
不透明度动画是控制对象的透明度和实体性的动画。 有 3个输入：标签，最小和最大。 用户需要输入 IntegraXor
的标签才能附加事件。 最小和最大将确定对象的不透明度，其中最小将使对象消失，最大将使对象固定。 
 

 
acity动画 
与条形动画类似，当附加标签的值达到某一水平时，特定对象的不透明度的百分比将相应于所定义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而改变。 例如，如果 min定义为 0，max为 1，则只会出现两种类型的出现：出现或消失。 
[提示] 
提示 
不透明度动画可以如所描述的相反效果实现。 这可以通过使最大值小于最小值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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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打开动画 
 
打开动画允许用户通过单击 SVG图形中的对象来打开新的网页。 允许用户在此处将网页与对象链接。 

 
打开动画 
 
资料来源：这是要链接的网页的源目录。此列必须是网站的有效 URL地址/文件目录，或 IntegraXor的标记，
其值是网站的有效 URL地址/文件目录。 
源类型：此列确定源列是否是 URL（到网站的目录），还是它是 IntegraXor的标记。选择“URL”时，“源”列
将被视为 URL，并且用户将在点击对象后重定向到该 URL。选择 TAG时，源列将被视为 IntegraXor标记，系统
将在标记值中获得有效的 URL。用户将被重定向到标记值内的 URL。因此，用户可以通过使用脚本更改标签值，
通过其他因素更改目标。 
目的地。类型：此列确定如何打开新页面。允许用户在他/她的Web SCADA的任何框架中打开新页面，或打开
一个新窗口。选择新窗口将允许用户弹出一个新窗口，而当前窗口将打开特定框架中的页面。 
X 位置，Y 位置，宽度，高度：这些是窗口的属性，如果它被定义为在新窗口中打开。 X 和 Y 位置定义窗口
的位置，而 width和 height定义窗口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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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旋转动画 
 
类似于条形和不透明度动画，旋转动画是一种动画，允许用户根据相对于所附标签的值的最大和最小百分比

以 360°的形式旋转对象。 
 

 
旋转动画 
旋转轴始终默认为对象或一组对象的中心。 为了改变旋转中心，可以将十字准线移动到所需位置。 下面是
一个带有图示的箭头端的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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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选择对象时（首次单击）。 

 
第二次点击时，对象准备好旋转，注意中间的十字线（+符号），将其拖动到所需位置作为旋转轴。 如果需要，
它可以拖出对象。 
例： 

 

如图所示绘制对象，并且旋转动画配置为 min 0和 max 10.当标记值为 0时，它将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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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标签值为 3时，对象将以 3/10 x 360的角度（即 108º度）旋转。 
提示 
逆时针旋转可以通过设置最小大于最大值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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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工具提示动画 
 
工具提示动画旨在当鼠标指针悬停在动画对象上时向操作员显示更多详细信息。 用户最多可以配置 5 条线，
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足够的。 文本大小可以在大小字段中指定，高级用户可以通过输入 CSS语法指定样式。 

 
工具提示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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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滑块动画 
 
滑块动画是一种动画，允许用户通过在直线上拖动对象来设置标签的值，类似于模拟开关。 

 
滑块动画 
 
要创建滑块，用户需要输入要附加的标签，以及标签的最小和最大值。 如果滑块仅用于显示目的，请选中“只
读”复选框，例如，温度计。 然后，通过单击编辑>克隆>创建克隆或简单的 ALT + D创建对象的克隆。 将在
对象的顶部创建一个克隆。 然后，用户需要将此克隆移动到一个位置，其中此克隆对象的目标将作为滑块的
结束位置，原始对象的位置将是滑块的开始位置。 
在运行时，滑块对象将沿着其原始位置移动，目标位置在直线上，两端之间的距离将是标签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的百分比。 如果未选中“只读”，则用户可以单击并拖动对象以将值设置到标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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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缩放动画 
 
缩放动画允许用户单击放大到特定的位置。 

 
缩放动画 
上面的屏幕截图是一个创建缩放动画的示例。 建议用户创建一个低不透明度矩形对象，并添加缩放动画，如
上所示。 根据对象的对齐方式，必须使用对齐列来定义用户要缩放的位置。 标签保留供将来使用。 
[重要] 
重要 
用户应该明白缩放对象将阻止其后面的任何其他可点击动画。 如果缩放对象后面有任何可点击对象，它将在
缩放后可点击。 
[提示] 
提示 
放大的图片可以通过点击屏幕右上角的取消缩放按钮或刷新页面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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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脚本动画 
 
9.11.1。 关键字脚本 
脚本动画允许用户在单击对象时运行脚本。 使用的脚本的语言是 Javascript。 用户可以使用脚本执行各种复
杂的操作，如计算 

 
脚本动画 
上面的屏幕截图是一个添加脚本动画的示例。 这个例子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可以通过脚本动画来完成。 它
计算 tag1和 tag2的值的和，并在弹出窗口中显示。 
alert("Result: " + (getTag('tag1') + getTag('tag2'))); 

另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是切换标签值，这也可以在一行脚本中完成。 然后，用户可以使用颜色动画进一步对其
状态进行动画。 
setTag( 'tag_bool', !getTag('tag_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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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 关键字脚本 
 
当按下键或键组合时，将运行按键脚本。 只要屏幕/ svg与事件集在视图中，这将工作。 
[注意] 
注意 
 
此选项仅在 SAGE v4.15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当使用 keydown事件脚本时，有额外的参数要设置。 键字段必须用单个键填充。 当前支持的键为任何字母
（A-Z），数字（0-9）和功能键（f1-f12）。 通过选中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复选框，可以将键与“Ctrl”，“Alt”和
“Shift”键组合。 
[注意] 
注意 
支持的键：字母（A-Z），数字（0-9）和功能键（f1-f12）。 键不区分大小写。 

 
示例按键脚本，它将通过按 Ctrl + Shift + R将标记 counter_1的值重置为 0。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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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个屏幕/ svg中，应该只有一个对象具有某个事件，因为具有相同 keydown事件的较新对象将替换上一
个对象，因此第一个脚本可能无法运行。 
 
 
 
 
9.12。 弹出动画 
 
弹出动画允许用户在浏览器中弹出一个窗口，带有用户定义的 htm（或 html）页面的内容。 

 
弹出动画 
 
上面的屏幕截图是一个添加弹出动画的示例。 源是一个强制输入，引用哪个 htm（或 html）页面弹出将显示。 
其他输入是弹出的尺寸并且类似于如上所述的开放动画。 
 
某些情况下需要用户将参数传递到弹出窗口。 用户可以在 htm（或 html）文件后面带有问号（？）的 Source
列中输入参数。 例如，以下行有效打开一个名为“popup.htm”的文件，并传入一个名为'string'的参数，值
为'helloworld'： 
popup.htm?string=helloworld 
在上面的例子中，用户将在 popup.htm中收到一个完整的 URL地址。 因此，问号（？）后面的任何信息可以
通过使用 javascript进一步处理为接收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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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文本动画 
 
文本动画允许用户根据具有关联值的变量显示文本。 这是将现场设备的数值转换为人可读文本的便利方式。 
配置文本动画很简单，只需输入所需的标签，并至少为文本关联配置一组条件。 

 
文本动画 
[注意] 
注意 
与获取动画类似，图形对象必须是文本以启用“文本动画”选项卡属性。 此平均长方形或圆形将不会在“对
象属性”中显示“文本动画”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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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克隆动画 
 
克隆动画允许用户复制分组的对象，同时保留唯一的标签名称。当有多个相似的对象（例如泵，阀等），并且

每个对象具有相同的动画但关联到不同的标签时，这是有用的。因此，克隆动画界面仅在调出对象属性时才

显示在分组的图形对象上。要使用克隆动画，用户必须首先设计或区分图形组中的标记的标记模式。 
例如，一个泵有两个动画，用户想要创建两个泵，假设标签是：pump_1_state，pump_1_reading，pump_2_state
＆pump_2_reading。泵之间的区别是数字 1和 2.当用户分配动画时，请输入变量 pump_％n_state和 pump_％
n_reading。在图纸中完成泵后，通过 CTRL + G对图形进行分组。这应该是可重复使用的泵对象。现在，用户
可以通过按 CTRL + D 复制此泵对象。可以为每个重复的克隆对象分配克隆动画，而对于在动画中使用
pump_1_state和 pump_1_reading标记的泵，变量应为 n，值应为 1。对于第二个泵，将克隆动画分配到泵中，
并使“值”为 2。 

 
克隆动画 
 
符号％是动画系统的标识符，因此不需要在变量字段中输入。 并且可以在单独的行中输入几个变量，以在克
隆的图形对象中使用。 例如，tag_％n_％s_％d在列表中至少有 3个条目。 
 
克隆也可用于外部 SVG 文件，并显示为弹出窗口，因此只需创建一次绘图。 这可以通过简单地将 SVG 文件
输入到具有目的地的打开动画中来实现。 键入设置为新窗口。 这是 SCADA中更常见的面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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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缩小 SVG 
 
一个完整的 SVG文件可能会变得相当大。考虑到这些文件将通过网络和具有浏览器的Web访问，大文件将消
耗更多的时间加载。优化这些文件是减少加载时间的关键，这已被证明对其他浏览器文件，如 html，css 和
javascript 有用。缩小是从基于文本的文件中删除所有不必要的字符而不更改其功能的过程。这包括但不限于
空格字符，新行字符和注释，这些字符仅用于可读性，但不需要执行。 
Inkscape有一个内置函数来减少一个称为优化 SVG的 SVG 的文件大小。它需要一些配置，如果没有正确配置
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结果。幸运的是，在 Inkscape + SAGE中，有一个保存文件类型，它预先配置为优化要与
IntegraXor一起使用的 SVG文件。 
[注意] 
注意 
缩小 SVG只应在 SVG完成并准备部署时进行。 

 
保存副本窗口 
从“文件”菜单（SHIFT-CTRL-ALT-S）中选择“保存副本...”。将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如上图所示。确保文件保
存位置正确，并从保存类型选择框中选择“优化 SAGE SVG（* .min.svg）”。最好保留文件名，因为它是为了更
好地参考，因为文件扩展名将自动添加一个“.min”文件，以区分文件，并防止覆盖原来。在上面的例子中，
它应该在文件名字段中说 gasskid。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开始进程并保存新的缩小文件。 
[注意] 
注意 
使用“另存为...”（SHIFT-CTRL-S）也可以工作，但会将新创建的文件加载到主窗口中，而不是在后台创建。从
这里开始的任何编辑将修改缩小的 SVG，而不是原始。 
[提示] 
提示 
或者，通过在文件名的末尾添加“.min”或“.min.svg”并将保存类型保留为其默认值（Inkscape SVG），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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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类似的结果。 
gasskid.min 
gasskid.min.svg 
单击保存按钮后，该过程将开始，并且根据原始文件的大小和复杂性，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有两个

指标，该过程已完成。首先，在状态栏（主窗口的最底部）中将短暂地显示指示状态，指示文件已成功保存。

另一个是检查文件夹中新创建的文件或文件的时间戳，如果该文件已经存在于文件夹中并被替换。 
[注意] 
注意 
如果输出文件将替换现有文件，将会有一个弹出窗口来确认替换该文件。如果选择“取消”，则会出现一个新

的保存窗口，然而，继续此窗口将产生类似于使用“另存为”的结果（该文件将在主窗口中打开）。这是 Inkscape
自身中的一个问题，并且可能在将来修复。 

 
文件保存指示器 
[注意] 
注意 
指示器中的文件名是要复制的文件的名称，而不是正在创建的新文件。 这是将副本保存到任何文件类型时
Inkscape的默认行为。 
[警告] 
警告 
在仍在处理和保存缩小的 SVG时，请不要关闭 Inkscape; 将显示错误消息。 但是，缩小的文件仍然会创建和
照常工作。 
建议在创建缩小的 SVG 时，保留原始文件以供将来进一步编辑。 缩小应始终从原始文件。 可以编辑和保存
（CTRL-S）缩小的 SVG; 该文件将保持缩小。 此外，当在 SVG上进行大量编辑并且 CTRL-S用于不断地保存进
度时，完成处理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是一个问题，并且如果继续编辑而不等待处理完成，则可能引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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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报告 
 
 
目录 
10.1。 Report Server 
10.2。 快照报告 
10.3。 声明报告 
10.4。 报告工具栏菜单 
IntegraXor 报告模块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为屏幕查看和硬拷贝打印输出提供一次性配置。 该系统不需要
任何外部插件或依靠外部程序来产生打印输出。 工程师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在 HTML 中生成布局，通过将
tagname添加到布局中来链接到数据源，然后根据报告的性质指定触发计时器。 例如，小时报告应由小时计
时器触发/生成，每日报告应由用户特定小时的每日定时器触发/生成。 

 
IntegraXor三步报告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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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快照报告收集一瞬间的所有数据 
 
 
 
10.1。 报表服务器 
 
10.1.1。 报告存档 
通用报告服务器配置页面允许用户启用或禁用报告模块。 这也是用户为报表指定数据库相关配置的页面。 这
包括数据库名称，ODBC连接字符串和读写级别。 

 

报表的数据库配置 
默认可行条目将报告存档保存到本地 Access report.mdb文件中。 
 



148 

数据库名称 
分配给报表服务器数据库的唯一名称。 该名称必须不同于分配给任何其他插件模块的数据库名称。 
连接字符串 
要连接到此数据库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阅读级别 
如果用户安全级别等于或高于此级别，允许外部接口从此数据库中读取。 
写级别 
如果用户安全级别等于或高于此级别，允许外部接口写入此数据库。 
 
 
 
10.1.1。报告存档 
 
报告存档是用户可以在每个报告中添加以在系统中使用的位置。可以通过展开报表并在项目编辑器中单击存

档来访问它。用户可以使用粗体文本（项目编辑器中的蓝色文本）为每个报表提供以下详细信息，表示必填

字段。 
名称 
报告的名称。报表服务器将创建一个具有相同名称的表来存储报表。 
描述 
报告的描述。 
类型 
报告类型。有两种类型可供选择，快照报告或语句报告。 
资源 
报告的 HTML源文件。 
触发器 
指定如何触发报告的批处理操作。用户可以选择触发器作为标签或定时器。 
触发 
指定将触发批处理操作的标记名称或计时器名称。 
输出触发 
指定如何触发输出。 
输出触发 
指定将触发输出的标记名称或计时器名称。 
输出到 
指定输出类型。有三个选项，包括电子邮件，文件和打印机。用户可以选择一个，两个或所有三个输出。 
清除频率 
定义从数据库清除旧数据的频率。这些选项基于定时器。 
保留类型 
定义是否根据天数或记录数清除旧数据。数据以 FIFO（先入先出）为基础清除。 
保留计数 
定义数据库应保留多长或多少条记录。 
用户可以选择指定输出设置，如上表所示。这将根据触发将报告发送到指定的输出。此输出与批量触发设置

无关。除了上表中列出的报告归档设置外，还有两个与日志记录相关的设置，可以在项目编辑器中的报告归

档设置的右侧找到。这两个设置由语句类型报告用于指定间隔。 
日志触发方 
指定如何触发日志记录 
日志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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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将触发记录的标记名称或计时器名称。 
 
 
10.2。快照报告 
 
10.2.1。创建 Layout 
10.2.2。链接到 Datasource 
10.2.3。存档报告 
布局创建 
生成报告的第一个基本步骤是创建报告布局。确保HTML报告布局文件与XML兼容，换句话说，它符合XHTML。
所有 HTML元素必须以小写形式写入并相应关闭。例如，在键入其内容后，<td>后面必须紧跟</ td>，而不是
保持打开并启动另一个<td>。换行符应类似于，水平断线符应为<hr />。 
[提示] 
提示 
工程师谁是 HTML编辑的初学者可能喜欢视觉编辑工具像 KompoZer。 
数据链接 
链接过程的第二步涉及将标签添加到布局中，并将链接添加到报告模块。 
服务器归档 
最后一步是在服务器端配置，其中涉及计算数据和指定归档的计时器。 S.I.工程师的作用是使数据在服务器内
存中可用，无论是从外部源轮询数据还是计算结果。 
将存档或保存到磁盘是常见的功能。它可以由终端用户在运行时在 GUI 上手动完成，或者基于预设定时器自
动存档/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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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和自动报告存档架构 
 
 
 
10.2.1。 创建布局 
 
以下是生产报告的符合标准的HTML布局示例。 注意需要突出显示的脚本包含才能添加报表工具栏; 即GUI。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title>IntegraXor Snapshot Report</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ystem/styles/igrX.css" /> 

    </head> 

    <body> 

        <div id="idButtons" class="paragraph"></div> 

        <h1>High Plant Production Report</h1> 

        <table width="60%"> 

            <tr> 

                <th>Item</th><th>Description</th><th>Quantity</th> 

            </tr> 

            <tr> 

                <td>1</td> 

                <td>Part A</td> 

                <td></td> 

            </tr> 

            <tr> 

                <td>2</td> 

                <td>Part B</td> 

                <td></td> 

            </tr> 

            <tr> 

                <td>3</td> 

                <td>Part C</td> 

                <td></td> 

            </tr> 

            <tr> 

                <td>4</td> 

                <td>Part D</td> 

                <td></td> 

            </tr> 

        </tab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ystem/scripts/igrX.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rpt = igrx.report(); 

    </script> 

http://www.w3.org/1999/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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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html> 

 

提示 
工程师谁是 HTML编辑的初学者可能更喜欢可视化编辑工具像 KompoZer。 

 

在浏览器中从上面输出 
将布局添加到模拟菜单后，可以看到上述列表的输出。 
 
 
 
10.2.2。 链接到数据源 
 
创建布局后，工程师需要将动态字段与所需的标记关联。 要将数据字段与标记关联，请添加 JSON 兼容语法
作为其数据属性，如下所示：data-igrx =“{attr：'get'，tag：'tagname'}”。 下面突出显示的部分是在标记链接
中添加后的示例。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title>IntegraXor Report</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ystem/styles/igrX.css" /> 

    </head> 

    <body> 

        <div id="idButtons" class="paragraph"></div> 

        <h1>High Plant Production Report</h1> 

        <table width="60%"> 

            <tr> 

                <th>Item</th><th>Description</th><th>Quantity</th> 

            </tr>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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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1</td> 

                <td>Part A</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a'}"></td> 

            </tr> 

            <tr> 

                <td>2</td> 

                <td>Part B</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b'}"></td> 

            </tr> 

            <tr> 

                <td>3</td> 

                <td>Part C</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c'}"></td> 

            </tr> 

            <tr> 

                <td>4</td> 

                <td>Part D</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d'}"></td> 

            </tr> 

        </tab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ystem/scripts/igrX.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rpt = igrx.report(); 

    </script> 

    </body> 

</html> 
 
 
 
 
10.2.3。 存档报告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步是指定生成报告的时间。 假设此样本是在上午 6 点生成每日生产报告。 然后所有数据
应在上午 6点计算使用。 如果这个进程有一个服务器脚本，那么它将由定时器在上午 6点触发。 在此示例
中，“part_a”，“part_b”，“part_c”，“part_d”和“part_e”的标签的数据应在 6am提供。 
自动存档应在计算触发时间后略有延迟。 取决于外部因素，如 PC 和设备之间的通信延迟或时间同步问题，
最佳延迟可以在几秒到 5分钟之间变化，或者对于极端情况甚至更大。 在此示例中，我们假设数据最多在 5
秒内就绪，因此我们可以在 06:00:05创建计时器，并每天触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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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存档配置 
用户可以参考报表服务器以获取有关配置报表存档的说明。 在快照报告中，报告服务器将捕获标记值，并在
标记或计时器触发报告生成后存储到数据库中。 选择报告类型后，可以在右侧属性面板中配置批处理事件。 

 
打开报告存档 
[注意] 
注意 
对于使用现有或先前创建的数据库的任何项目，请注意在 Name中输入的文本将用作报表数据库的表。 如果
现有数据库已经包含其他表，工程师应避免使用重复的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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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声明报告 
 
10.3.1。 布局配置 
10.3.2。 链接到 Datasource 
10.3.3。 存档报告 
这个强大的报告模块允许数据在不断增长的表中作为语句报告进行累积。 语句报告的通常示例是具有呼叫记
录，具有交易列表的银行对账单，信用卡交易语句等的电话帐单。然而，对于工业自动化，通常需要在跨过

生产时间的特定持续时间的批处理过程中的报表报告。 
 
 
 
10.3.1。 布局配置 
 
要将累积数据插入添加到报表中，必须将语法输入到表中，以便数据在表行中增长。 下面显示表的突出部分，
以满足这一目的。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title>IntegraXor Report</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ystem/styles/igrX.css" /> 

    </head> 

    <body> 

        <div id="idButtons" class="paragraph"></div> 

        <h1>High Plant Production Report</h1> 

         

        <table width="60%"> 

            <tr> 

                <th>Item</th><th>Description</th><th>Quantity</th> 

            </tr> 

            <tr> 

                <td>1</td> 

                <td>Part A</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a'}">0.00</td> 

            </tr> 

            <tr> 

                <td>2</td> 

                <td>Part B</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b'}">0.00</td> 

            </tr> 

            <tr> 

                <td>3</td> 

                <td>Part C</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c'}">0.00</td> 

            </tr>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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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4</td> 

                <td>Part D</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d'}">0.00</td> 

            </tr> 

        </table> 

        <h1>Production Log</h1> 

        <table width="60%"> 

            <tr> 

                <th width="28%">Description</th> 

                <th width="18%">Density</th> 

                <th width="18%">Pressure</th> 

                <th width="18%">Level</th> 

                <th width="18%">Weight</th> 

            </tr> 

            <tr> 

                <td>Time/Unit</td> 

                <td>(kg/m3)</td> 

                <td>(bar g)</td> 

                <td>(m)</td> 

                <td>(kg)</td> 

            </tr> 

            <tr> 

                <td></td> 

                <td>0.00</td> 

                <td>0.00</td> 

                <td>0.00</td> 

                <td>0.00</td> 

            </tr> 

            <tr> 

                <td>Summary</td> 

                <td>Avg</td> 

                <td>Max</td> 

                <td>Min</td> 

                <td>Sum</td> 

            </tr> 

            <tr> 

                <td></td> 

                <td>0.00</td> 

                <td>0.00</td> 

                <td>0.00</td> 

                <td>0.00</td> 

            </tr> 

        </tab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ystem/scripts/igrX.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rpt = igrx.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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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body> 

</html> 

 
 
 
 
10.3.2。 链接到数据源 
 
创建表后，工程师需要将动态字段与所需的标记关联。 要将数据字段与增长表行条目的标记相关联，请添加
语法作为其属性，如下所示：data-igrx =“{attr：'log'，tag：'tagname'}”。 下面是添加标签链接后的示例。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title>IntegraXor Report</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ystem/styles/igrX.css" /> 

    </head> 

    <body> 

        <div id="idButtons" class="paragraph"></div> 

        <h1>High Plant Production Report</h1> 

 

        <table width="60%"> 

            <tr> 

                <th>Item</th><th>Description</th><th>Quantity</th> 

            </tr>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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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1</td> 

                <td>Part A</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a'}">0.00</td> 

            </tr> 

            <tr> 

                <td>2</td> 

                <td>Part B</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b'}">0.00</td> 

            </tr> 

            <tr> 

                <td>3</td> 

                <td>Part C</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c'}">0.00</td> 

            </tr> 

            <tr> 

                <td>4</td> 

                <td>Part D</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d'}">0.00</td> 

            </tr> 

        </table> 

        <h1>Production Log</h1> 

        <table width="60%"> 

            <tr> 

                <th width="28%">Description</th> 

                <th width="18%">Density</th> 

                <th width="18%">Pressure</th> 

                <th width="18%">Level</th> 

                <th width="18%">Weight</th> 

            </tr> 

            <tr> 

                <td>Time/Unit</td> 

                <td>(kg/m3)</td> 

                <td>(bar g)</td> 

                <td>(m)</td> 

                <td>(kg)</td> 

            </tr> 

            <tr> 

                <td data-igrx="{attr:'log',tag:'app.currentTime'}"></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a'}">0.00</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b'}">0.00</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c'}">0.00</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d'}">0.00</td> 

            </tr> 

            <tr> 

                <td>Summary</td> 

                <td>Avg</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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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Max</td> 

                <td>Min</td> 

                <td>Sum</td> 

            </tr> 

            <tr> 

                <td></td> 

                <td>0.00</td> 

                <td>0.00</td> 

                <td>0.00</td> 

                <td>0.00</td> 

            </tr> 

        </tab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ystem/scripts/igrX.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rpt = igrx.report(); 

    </script> 

    </body> 

</html> 
通常在语句报告的最后一行添加另一个摘要。 并且可用的内置计算如平均（avg），最大（max），最小（min）
和求和（sum）。 将属性（attr）设置为上述括号中所需的计算语法。 下面是在使用摘要语法配置的附加摘要
行中添加后的示例。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title>IntegraXor Report</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ystem/styles/igrX.css" /> 

    </head> 

    <body> 

        <div id="idButtons" class="paragraph"></div> 

        <h1>High Plant Production Report</h1> 

 

        <table width="60%"> 

            <tr> 

                <th>Item</th><th>Description</th><th>Quantity</th> 

            </tr> 

            <tr> 

                <td>1</td> 

                <td>Part A</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a'}">0.00</td> 

            </tr> 

            <tr> 

                <td>2</td> 

                <td>Part B</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b'}">0.00</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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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tr> 

                <td>3</td> 

                <td>Part C</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c'}">0.00</td> 

            </tr> 

            <tr> 

                <td>4</td> 

                <td>Part D</td> 

                <td data-igrx="{attr:'get',tag:'part_d'}">0.00</td> 

            </tr> 

        </table> 

        <h1>Production Log</h1> 

        <table width="60%"> 

            <tr> 

                <th width="28%">Description</th> 

                <th width="18%">Density</th> 

                <th width="18%">Pressure</th> 

                <th width="18%">Level</th> 

                <th width="18%">Weight</th> 

            </tr> 

            <tr> 

                <td>Time/Unit</td> 

                <td>(kg/m3)</td> 

                <td>(bar g)</td> 

                <td>(m)</td> 

                <td>(kg)</td> 

            </tr> 

            <tr> 

                <td data-igrx="{attr:'log',tag:'app.currentTime'}"></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a'}">0.00</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b'}">0.00</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c'}">0.00</td> 

                <td data-igrx="{attr:'log',tag:'part_d'}">0.00</td> 

            </tr> 

            <tr> 

                <td>Summary</td> 

                <td>Avg</td> 

                <td>Max</td> 

                <td>Min</td> 

                <td>Sum</td> 

            </tr> 

            <tr> 

                <td></td> 

                <td data-igrx="{attr:'avg',tag:'part_a'}">0.00</td> 

                <td data-igrx="{attr:'max',tag:'part_b'}">0.00</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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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data-igrx="{attr:'min',tag:'part_c'}">0.00</td> 

                <td data-igrx="{attr:'sum',tag:'part_d'}">0.00</td> 

            </tr> 

        </tab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ystem/scripts/igrX.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rpt = igrx.report(); 

    </script> 

    </body> 

</html> 
 
 
 
10.3.3。 存档报告 
 
与 Snapshot 报告类似，语句报告需要将计时器指定为生成时间。 除此之外，需要额外的定时器用于间隔记
录。 

 

语句报告需要有间隔日志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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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数据 Feed的已完成的运行报告。 
 
 
 
10.4。 报告工具栏菜单 
 
报告工具栏菜单将自动插入到<div id =“idButtons”class =“paragraph”> </ div>中，通常放置在页面顶部，当
在屏幕上查看布局时。 菜单包含几个文件管理按钮，保存，打开，关闭，打印，导出和删除。 

 

报告工具栏将自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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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实时，保存和打开的报告工具栏。 

 

可用于归档的报表工具栏，除“保存”外均可使用。 
保存 
存档按钮在存档模式下禁用。当在实时模式下点击保存按钮时，所有实时数据将立即以时间戳记存档到数据

库。报告将更改为归档模式，它将自动加载并显示上次保存的数据。然后将启用关闭按钮，因此最终用户可

以通过关闭最后保存的存档返回实时模式。 
打开 
打开按钮始终处于启用状态。当在实时或存档模式下单击打开按钮时。将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默认目录，

提示操作员或最终用户选择要查看的归档文件。打开存档后，背景将变为灰色，表示报表查看器已进入存档

模式，屏幕上的数据将停止更新。关闭按钮将在归档模式下启用，以便操作员将系统恢复到自动刷新实时模

式。 
关 
单击关闭将使系统回到实时模式。 
打印 
当单击打印按钮时，将弹出普通打印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打印到所需的打印机。打印按钮在存档模式下可

用。 
出口 
单击“导出”按钮时，将弹出一个类似“另存为”的对话框，其中包含附加选项，以便最终用户可以选择导

出为 HTML文件，逗号分隔值（CSV）文件或 XML文件。导出按钮在存档模式下可用。 
删除 
删除按钮在存档模式下可用，正在查看存档。单击“删除”按钮时，将提示删除当前查看的存档。删除存档

后，系统将自动进入实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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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安全 
 
 
目录 
11.1。安全角色 
11.2。用户配置 
11.3。保护 
11.4。附加安全配置 
11.5。活动目录（AD）/ LDAP 
11.6。文件安全 
11.7。 HTTPS 
IntegraXor SCADA系统的安全性扩展到三个角度，即数据，屏幕和动作。 “数据”表示运行时标记或归档，“屏
幕”是模拟页面，操作是指确认或配置报警，打印，导出和保存。屏幕保护限于读控制，动作保护限于写控

制，并且可以在读写控制中设置数据完整性。 
 
可以基于用户登录的位置来执行登录认证以确保更严格的安全性，并且然后日志会话的限制是通用的，使得

其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角色和/或用户基础。即用于一个特定角色的会话的最大并发记录，用于单个用户的最大
多个记录会话，以及两种类型的记录会话的组合。 
 
与简单的读取权限相比，写入权限（这可能意味着进行更改或控制）具有更大的配置详细信息，以允许 SCADA
系统的更平滑的操作。例如，可以对一个特定角色设置独占写入权限，或者可以通过向多个角色授予写入权

限来实现并发写入权限，由此将基于先到先服务基础来执行写入操作。此外，为了允许最大可能的安全配置，

写权限可以与另一用户交换，或者甚至在注销时传递给另一用户。 

 
基于角色/区域控制的安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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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安全角色 
 
IntegraXor SCADA中的安全体系结构使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用户管理员应通过将安全角色定义为
一个整体来启动设计。 例如，工厂中的简单安全层次可以分为工程师，主管，技术员和操作员。 然后，这
些定义的角色可以关联到单个标记或数据库以实现数据完整性，或者屏幕显示页面可见性，或者将 Action用
于控制操作。 
 
用户的角色可以添加与系统所需的一样多，用户可以分配到一个或多个角色，并且相同的角色也可以应用于

多个用户。 在将标签添加到标记时，请注意，因为这将限制访客的访问。 对用户赋予角色就像给予他们密
钥，将角色放在标签/数据库意味着在那些相关设备上添加锁定。 它们必须匹配才能通过安全验证。 

 

基于角色/区域控制的安全访问 
每个安全角色可以授予最大并发登录和最大并发写入。如果涉及层次控制，则可以使用级别。最大并发登录

的配置值将确定特定角色的最大允许登录。如果用户携带的角色已达到限制，将禁止登录。但是，对于分配

了多个角色的用户，如果至少有一个角色没有达到登录限制，则允许登录。而最大并发写入将限制对特定角

色的写权限的分布。达到限制时，用户将无法获得特定角色的写入权限。通常，应设置较小的并发以避免控

制操作中的冲突。 
当用户登录到系统时，用户将携带由角色定义的所有访问规则。由于访问权限不是直接分配给用户，所以对

单个用户权限的管理成为简单地向用户的帐户分配适当的角色的问题。因此，这简化了常见操作，例如添加

用户或更改用户的部门/位置。 
[注意] 
注意 
正式角色被称为“标签”。它被重命名为“角色”以更好地描述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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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用户配置 
 
管理员可以根据具有不同角色集合的需求创建任意数量的用户。 用户的角色可以被视为安全上下文中的用户
组。 在用户配置中，可以创建 SCADA操作用户，并设置初始密码，到期日期和最大登录实例或会话。 如果
此实例设置为一（1）的值，则禁止从多个位置登录。 

 

用户安全配置 
一旦创建了用户，就可以根据需要授予安全角色。请注意，可以通过使用逗号作为分隔符将多个角色分配给

单个用户。此外，位置 IP 可以与特定用户的每个角色相关联，以进行更严格的安全控制。单个*是指任何位
置登录，192.168.1。*表示允许从任何 IP开始登录 192.168.1。可以使用逗号分割输入多个 IP地址。 
角色的数量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合并，但它将只被授予指定的登录位置，除非它以*输入。这意味着与角色关
联的任何数据或内容保护只能在用户从关联位置登录时访问。例如，管理员或系统安全计划者可能希望允许

操作员从现场控制室启动泵，但是只能从办公室终端检查泵状态，管理员被允许从现场和办公室启动泵，但

只能检查从家里泵的状态，然后工程师可以允许从所有 3个位置启动泵。 
将 IP地址指定到位置将通过阻止来自未知位置的任何入侵，特别是对于打开到因特网接入的 SCADA系统，将
大大增强 SCADA 安全性。例如，一个独立的 SCADA 系统应与 127.0.0.1 一起输入，因此不允许远程客户端，
并且对于局域网访问，只能输入与 192.168.1。*相同的 IP 范围。如果系统是用于互联网访问，管理员应检查
国家 IP范围，以限制从本国和任何其他可能需要的国家的访问。 
[警告] 
警告 
用户条目中的级别应避免被使用，因为其被限制并且仅被保留用于传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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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保护 
 
安全保护可以应用到标签，数据库，屏幕访问以及操作动作。 要为每个标记指定安全角色很简单，只需为每
个标记输入所需的角色即可。 读写的安全访问默认为无安全（世界访问）。 它们可以设置为相似或不同的角
色集，用于在单个标签上进行读取和写入。 类似地，添加安全性的相同方式可以扩展到 Action标签，因此可
以保护某些操作。 

 

每个和单个标签可以用读取和写入的不同的规则集来保护。 
屏幕访问的保护仅限于打开，换句话说，模拟屏幕可以通过基于所分配的角色从用户查看而被限制。 然而，
屏幕内的数据仍然基于单个标签安全控制而不是基于模拟屏幕本身而回退和保护。 

 

模拟屏可以限制到特定组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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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其他安全配置 
 
通过配置作为整体的附加安全设置可以实现控制安全性的更大灵活性。 为了确保在一个具有有限流量带宽的
系统中不会过多登录，请在项目并发登录中输入最大数量。 

 

安全控制的其他详细信息。 
 
独占写模式的选项意味着只允许一个角色在整个系统中具有写权限。如果选择了“最高角色级别”选项，即

使标记与多个角色相关联，只有角色级别最高的角色能够修改标记值。例如，假定“tagA”与设置为级别 1000
的角色 Admin相关联，并且具有设置为级别 500的 Supervisor的条件。当具有“Supervisor”角色的 Susan登
录到系统中时，她将具有对“tagA” 。但是，一旦有“管理”角色的 Eric登录到系统，由于更高的角色级别，
写入权限将被给予 Eric。 Susan将不得不等待 Eric注销，然后她被允许再次在“tagA”上写。 
 
写权限交换的选项是定义分配写权限的方法。当选择“自动”模式时，将立即并自动执行分配写入权限，而

无需接收方的确认。当选择“提示”模式时，需要接收方同意完成该过程。如果接收方在特定持续时间内没

有响应，则该请求将被忽略。 
 
要允许自动传递写入权限，写入权限传递当注销将允许管理员选择权限在注销期间如何自动移交，它可以基

于 IP优先级或基于首次登录或上次登录进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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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Active Directory（AD）/ LDAP 
IntegraXor中的用户可以配置为通过目录服务获取身份验证，而不是使用内置方法。 当使用这些方法之一时，
密码能够在外部管理并且与目录服务保持同步。 基本上，用户只需要记住自己的目录服务密码才能登录。 
Active Directory（AD）是Microsoft为Windows域网络开发的目录服务，并且作为一组进程和服务包含在大多
数Windows Server操作系统中。 （更多信息）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LDAP）是在 IP网络上使用以管理和访问分布式目录信息服务的应用协议。 （更多信息） 
[注意] 
注意 
这些服务需要配置和运行才能用于身份验证。 本指南不会帮助配置 AD或 LDAP目录服务。 

 
用户 AD / LDAP配置 
[重要] 
重要 
在配置 AD或 LDAP之前，需要根据安全中的所有先前部分配置用户。本指南将仅解释添加的配置。 
AD / LDAP的配置必须在用户配置中更改。配置 AD或 LDAP类似于配置包含服务器配置和排除密码的普通内置
用户。密码将在前端的登录过程中进行身份验证，因此在配置过程中不需要。下表说明了添加的参数。 
用户名 
AD：在与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期间，用户名用作参考。它不必与 Name参数相同。 
[重要] 
重要 
不要使用 username @ domain。请将域名分隔到域字段中。 
LDAP：这将是要进行绑定的可分辨名称（DN）。通常是一组相对可分辨名称（RDN），形式为 attribute = value
和逗号分隔。 
cn = user，dc = example，dc = com 
主机/域 
AD：目录服务的域名。 
LDAP：主机名后跟以冒号分隔的端口号。 
localhost：389 
127.0.0.1:389 
[重要] 
重要 
用户名和主机/域必须采用正确的格式，并且必须有效才能允许正确的身份验证。 

 
LDAP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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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用户需要使用 Name参数中设置的名称作为用户名，并在密码字段中使用自己的目录服务密码。 
 
 
 
11.6。 文件安全 
 
IntegraXor中的文件可以使用Web请求从Web浏览器请求。 前端使用类似的请求在屏幕之间切换。 可以请
求项目文件夹中的大多数文件，但默认情况下，用户必须首先登录才能访问文件。 
为了将其升级到另一个级别，可以将文件专门设置为特定的安全角色，以仅允许特定的一组用户有权访问该

文件。 还可以设置文件夹，这将保护具有安全角色的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组态 
有三个“内置”行显示为前三个。 前两个是系统文件（物理上不在项目文件夹中，但可以在服务器运行时请
求）和 USER目录（即项目文件夹根路径）。 这些的角色默认为空。 

 

安全文件策略 
通过将安全角色列留空为这三个设置，这些系统文件和项目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只能在用户登录时

请求。任何用户，即使没有安全角色。已在屏幕配置中设置的文件将遵循这些安全设置，而不是 USER（项目
文件夹）。填充安全角色列将限制上述文件，然后只能由具有这些角色集的登录用户访问。 
[注意] 
注意 
已经在屏幕菜单配置中设置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然后它将遵循在那里设置的安全角色，并忽略此处设置的

任何设置。 
可以在底部添加一个新行，其中包含文件或文件夹的自定义路径。可以在第一列中键入路径，但使用下拉选

择“浏览...”或“浏览文件夹...”打开一个对话框，将简化该过程。 
[注意] 
注意 
文件或文件夹的路径相对于项目文件夹，不能设置为不在其中的路径。 
文件夹 
使用文件夹时，默认路径将以“*。*”结束，这意味着此设置将针对文件夹路径中任何扩展名的任何文件名
设置。这可以更改为“* .txt”，例如，只设置文件夹中所有“.txt”文件的角色。在示例中 
角色 
如果没有为这些新创建的行设置角色，那些文件和文件夹将变为 public。作为访客（未登录）的用户可以访问
这些文件（如果请求）。设置角色将仅允许使用所需角色登录的用户访问文件。 
实施例 11.1。特定文件将优先于文件夹 
如果文件的特定文件路径没有角色设置（guest / public），但文件夹（如果驻留）设置了“admin”角色，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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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仍然可以作为 guest虚拟机访问。 
实施例 11.2。具有特定扩展名的文件夹优先于没有文件夹的文件夹 
如果对具有扩展过滤器（例如“* .txt”）和另一个具有相同文件夹路径但没有扩展过滤器“*。*”的设置的文
件夹进行设置，则该文件夹中的任何“.txt”文件按照第一个设置，但文件夹中的其他内容将使用其他设置。 
[提示] 
提示 
路径距离实际文件越近，那么该安全角色设置将用于保护文件。 
[警告] 
警告 
将安全角色设置为某些文件可能会限制前端访问所需的文件和中断功能。 
特殊文件夹 
项目文件夹中有几个文件夹具有与上述不同的行为。这些文件夹是通过 DEFAULT PUBLIC并通过前端 get文件
请求访问的。这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文件夹与服务器运行方式无关，除了 scripts文件夹，但处理的方式将在后
面提到。这些文件夹是： 
•主题\ 
•样式\ 
•图片\ 
•脚本\ 
[注意] 
注意 
如果需要，安全角色仍然可以在这些文件夹和这些文件夹中的特定文件中工作。 
对于 scripts文件夹，后端脚本存储在这里，它不会正确地允许访问前端脚本的内容。启用作为服务器脚本的
任何脚本文件将自动具有受限访问权限，只有在此文件特定插入安全文件策略列表中时，该访问权限才能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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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HTTPS 
 
概述 
HTTPS是浏览器（客户端）和Web服务器进行通信的更安全的方式。这是通过使用安全套接字层（SSL）来实
现的，SSL 是用于在 Web 服务器和浏览器之间建立加密链接的标准安全技术。通过此链接，用户可以确保在
Web 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发送的数据保持私有，而不会被第三方拦截。服务器需要 SSL 证书来识别它，并发
送公共密钥供浏览器用于建立加密链接。 
安装 SSL证书 
对于 SSL服务器认证设置，必须有要求，签名的证书和私钥。在 Windows系统中安装证书的最简单的方法是
使用扩展名为“.pfx”的 PKCS＃12归档文件中所需的部分。 
此文件必须通过Microsoft管理控制台（MMC）导入。打开它的最快方法是从Windows的开始菜单中搜索“mmc”。
有关如何使用此程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742442.aspx 
接下来，必须向 MMC添加证书管理单元。这可以通过从“文件”菜单栏中选择“添加/删除管理单元”来实
现。从弹出对话框中，从可用管理单元列表中选择“证书”，然后单击两个列表之间的“添加”按钮将其添加

到所选管理单元列表。 
将出现另一个对话框窗口。确保选择“计算机帐户”，然后按下一步按钮。在下一节中，确保选择本地计算机，

然后按完成按钮。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添加证书管理单元 
[提示] 
提示 
要更容易地访问证书管理器，可以在此时通过选择“文件”菜单下的“保存”来保存控制台。 保存的“.msc”
文件可用于打开MMC，证书管理器已作为管理单元加载。 
现在应该在左面板中有一个名为“Certificates（Local Computer）”的新项目。 选择此项，然后右键单击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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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子项。 在选择“所有任务”下选择“导入”选项以打开“证书导入向导”。 
继续导入向导，选择前面提到的“.pfx”文件，并且还应提示输入密码，因为这些文件已加密。 确保在出现
提示时选择使用“个人”证书存储库的选项。 完成后，证书应在“个人”证书存储区下。 

 
导入 SSL证书（.pfx） 
通过打开新添加的证书并查看其中的所有信息是否正确来验证新添加的证书。 请务必检查其是否有与底部证
书对应的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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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其对应的私钥的证书文件 
组态 
在项目编辑器中，在Web服务器配置下，有一个选项可以启用 HTTPS。 启用后，将显示其余的 HTTPS配置。 

 

在Web服务器中启用 HTTPS配置 
启用 
要启用或禁用 HTTPS。 
端口 
这是 HTTPS将要使用的端口号。 这不应与Web服务器（HTTP）端口相同。 默认 HTTPS端口号为 443。 
SSL证书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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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IntegraXor如何从本地计算机个人证书存储区中识别要使用哪个证书。 此信息可以通过打开前面解释
的证书管理器中的证书来检索。 在“详细信息”选项卡下，向下滚动并查找“缩略图”字段并选择它。 该
值应显示在其下面。 

 
检索 SSL证书哈希/指纹值 
[提示] 
提示 
设置 SSL证书哈希值时，可以通过选择框中的所有文本并按键盘上的 CTRL + C来复制该值。然后可以直接粘
贴到项目编辑器中。不要担心格式化，因为这会在保存时自动修复。 
[注意] 
注意 
启用和配置 HTTPS后，禁用该功能不会重置配置。因此，无需重新配置设置即可启用和禁用。 
运行 
成功启动启用 HTTPS的服务器将显示在 Web服务器任务属性中。 url属性现在将以“https：//”开头，端口
号将是 HTTPS配置中设置的端口号。到项目首页的所有链接都将使用 https url。 
[注意] 
注意 
当运行 HTTPS时，任何链接到上一个（在启用 HTTPS之前）URL将重定向到 HTTPS URL。这是为了确保与Web
服务器的所有连接都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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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章通信 
 
 
目录 
12.1。 设置通讯端口 
12.2。 端口监视器 
12.3。 Modbus故障排除 SCADA 
12.4。 解释通信消息 
12.5。 OPC故障排除 SCADA 
建立通信可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于串行通信。 建议在开始繁琐的数据输入工作之前对所有方面进行测试。 
例如，测试通过所有需要的通信协议，所有需要的数据类型应被确认通信良好，可以实现读写操作。 此部分
可能有助于在几个直接尝试失败时缩小故障排除范围。 
[提示] 
提示 
评估 IntegraXor软件完全正常工作，直到演示期到期，因此未注册的许可证对建立通信没有影响。 
 
 
 
12.1。 设置通讯端口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检查串口可用性，工程师谁使用以太网连接可以跳到下一步。 现在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和
PC没有配备 COM端口，需要 USB到串行转换器来模拟 COM端口。 COM端口只允许单个应用程序在任何时
间被占用。 要测试COM端口驱动程序是否已成功安装，请从Windows开始菜单\ Acccesorries \ Communications
打开超级终端。 检查所需的 COM端口是否可用作连接选项之一。 

 

COM 1可用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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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显示“已连接”状态。注意，这只意味着端口已成功打开，但并不意味着超级终端已经开始与任何外

部设备通信。 
[重要] 
重要 
确认超级终端在确认端口可用性后断开连接或关闭。否则可能占用端口并阻碍其他程序。 
2.确保物理连接是最重要的步骤。尝试使用设备提供的编程软件或第三方软件建立目标 PC和设备之间的通信。
例如，第三方 OPC服务器可用于轮询以确认物理链路已正确连接。 
串行链路要求通信参数在 SCADA和设备之间完全匹配。工程师必须确认设备中的参数设置，并为服务器配置
完全相同，即波特率，数据大小，奇偶校验和停止位。例如 9600 8无 1。 
与串行链路相比，TCP / IP链路将非常容易设置。无论如何，它们两者仍然需要配置节点地址和最终的数据地
址列表。工程师必须知道设备的已配置节点地址以及数据地址及其数据类型的可用列表，并且它们必须完全

匹配。在建立通信之前，应当仅输入一个整数数据地址，以避免混淆。 
[重要] 
重要 
确保在进行下一步之前关闭所有为测试而打开的工具和程序。 
3.始终尝试缩小故障排除的范围。避免在它们之间有任何转换器，除非它是不可避免的。 
4.如果编程工具或第三方软件管理建立通信，很清楚的问题是在配置内。首先，打开服务器 GUI，单击 IO 任
务，并检查其状态日志。如果通信中存在任何问题，任务窗口中 IO图标旁边会出现一个感叹号。并记录描述
错误的红色文本。如果记录的消息太多，请单击清除任务状态以删除旧消息，然后单击重新启动任务以重新

启动 IO。并且最新的 IO状态将显示在状态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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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故障排除期间必须检查 IO任务 
 
 
 
12.2。 端口监视器 
 
IntegraXor 附带内置端口监视器实用程序。 它帮助高级通信故障排除，从而工程师可以在运行时监视通信流
量并分析其位和字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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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监视器显示高级分析的数据流量 
可以查看端口监视器窗口/窗格，将其嵌入到服务器主窗口中，或者甚至独立地拖出和浮动。 

 
当没有端口可用于监视或项目未运行时。 
使用端口监视器非常简单，只需像往常一样配置通信端口，启动项目并选择所需的端口并开始监视。 

 
选择要监视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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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Modbus故障排除 SCADA 
 
在基本通信端口设置之外，在尝试建立 Modbus 链路之前，有必要了解基本的 Modbus 协议。与其他文档的
Modbus不同，本文档重点介绍了建立通信所需的知识，而不是实现它。这个角度对系统集成商工程师更为重
要。 
Modbus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协议，由各种供应商提供太多的解释和实现，使得它成为广泛使用但复杂的协议，
在开始建立。太多的方面需要关注，因此即插即用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次从不同的供应商的两个应用程序。

用户应该首先输入带有基本数据类型（例如保持寄存器（int16）或输出线圈（bool））的 1或 2个标签，然后
在进入更复杂的数据类型（如 real32或 long32）之前缓慢添加更多标签。 
在工业中已经使用了几个术语来指代造成更多混乱的同样的事情。本文档使用最精确和不模糊的术语，但也

将提及其他供应商术语。 
RTU / ASCII模式 
Modbus可用于 RTU或 ASCII通信模式。 RTU主要用于比较 ASCII，因为它以二进制传输，因此更快。另一方
面，ASCII模式很少使用，并且只有在通信速度（波特率）由于距离或通信设备（例如调制解调器）限制而不
能太快时才被选择。它们不能在一个网络中同时使用。 
[重要] 
重要 
Com Port设置的数据字节大小为 RTU为 8，ASCII为 7。 
主/从 
在Modbus上下文中主站和从站的关系就像计算机网络中的客户端和服务器。串行通信中的Modbus网络只能
有一个主站与一个或多个其他从站，称为“多支路”网络。通常，主站是 PC或 PLC，从站可以是一些测量设
备或传感器。主器件将启动所有数据轮询或写入序列，被调用的从器件将相应地响应。这与计算机网络完全

相反，其中通常一个服务器将服务于许多其他客户端，尽管客户端将启动所有事务。 
[注意] 
注意 
单主机限制仅适用于串行通信，如 RS232 / 422/485。 Modbus over TCP / IP网络可以支持多个主站，当然也可
以支持多个从站。多点网络拓扑只适用于 RS485＆RS422网络配置，物理层的 RS232不支持多点网络。 
节点 ID 
Modbus 设备可以连接在多点（串联）网络中。并且每个 Modbus 设备必须分配一个 ID 用于识别，即使只有
一个设备正在连接。通常默认为 1。 
[注意] 
注意 
节点 ID也称为设备 ID，从设备 ID，设备地址，从设备地址或甚至Modbus地址。一些设备甚至可以包含多个
节点地址，其被称为虚拟设备或虚拟节点地址。 
数据地址 
每个数据必须有自己的地址。数据地址也称为寄存器或简称为地址。数据地址索引在一个供应商与另一个供

应商之间可以是不同的，在另一个词中，一个供应商的地址 1000 对于另一个供应商可以是 1001 或 999。需
要输入偏移值+1或-1。 
在 PLC实现中，通常添加前缀以用于数据类型区分。输出寄存器为 4x，输入寄存器为 3x，输出线圈为 0x，输
入线圈为 1x。然而，这在现代 SCADA系统中引入了限制，并且通常将忽略。例如，具有 6位地址的设备，400100
设备需要在 SCADA中输入具有所需数据类型（int，float等）的 100。类似地，具有 5位地址的设备，另一设
备中的 10012将需要仅在具有所需数据类型（布尔+输入）的 SCADA中输入为 12。 
地址安排 
Modbus设备中的地址布置灵活。任何数据类型的起始地址不是固定的，例如它可以是 1,1000,4000或任何其
他值。没有固定的专利地址将如何安排。并且地址不必要放在一个范围内，它们可以像 1000〜2000 和 4000
〜10000那样分散。地址安排完全取决于器件制造商，并且必须参考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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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它们在Modbus中只有四种基本数据类型，即输出线圈（0x），输入线圈（1x），保持寄存器（4x）和输入寄存
器（3x）。输出线圈（也称为状态）和输入线圈（也称为状态）也是布尔的，但进一步分为输入和输出类型。
类似地，输入寄存器和输出寄存器也是 16位整数，但进一步分为输入和输出类别。输入线圈和输入寄存器严
格与器件的物理线连接，另一方面，输出线圈和输出寄存器可以连接 
 
12.4。 解释通信消息 
 
1.当配置的端口不可用时，将首先显示一条警告消息：“无法连接到 PortName（COMn）。 其中“PortName”
是用户指定的端口名称，n是物理端口号。 随后失败的消息将基于定时器的频率继续生成。 

 
指定端口不可用时的错误消息。 
2.当配置的端口可以成功打开时，将显示成功消息：“与 PortName（COMn）建立连接”，其中 PortName是用
户指定的名称，n是物理端口号。 然而，如果电缆未连接或断开，或者设备没有响应，这可能是由于不匹配
的 COM端口设置，或者错误的节点地址，则类似的失败消息仍然将在成功消息之后继续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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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断开或设备无响应时出现错误消息。 
3.如果指定了错误的数据类型，则在数据 adddres和数据类型后将提供更多详细信息：非法数据值：隐含长度
不正确。 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必要的步骤正确配置，它确认所有通讯端口设置匹配和节点地址也正确。 所
以唯一不匹配的是数据地址。 然而，一种可能性是数据地址是正确的，但是地址偏移未被正确调谐。 如果
数据类型确认为匹配，请尝试将+1，-1或 0设置为此参数。 

 

指定错误的数据类型时的错误消息。 
 
 
 
12.5。 OPC故障排除 SCADA 
 
用于 SCADA的OPC配置作为客户端或服务器不会有太多问题，因为 IntegraXor将自动配置DCOM的注册表项。 
然而，如果远程 OPC客户端/服务器本身不自动配置必要的条目，则远程 OPC客户端/服务器可能是棘手的。 
用于授予外部访问的远程客户端/服务器的自动配置可以通过执行注册表文件来完成，可以从 IntegraXor网站
请求或下载。 或者，可以通过复制以下代码以粘贴到新文本文件中，然后另存为 remote-opc.reg来手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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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章设备驱动程序 
 
 
目录 
13.1。 Modbus 
13.2。 EtherNet工业协议 
13.3。 SQL驱动程序用于数据库集成 
13.4。 Profinet 
13.5。 SNMP 
13.6。 IEC 60870-5-101 
13.7。 IEC 60870-5-104 
13.8。 IP扫描器 
13.9。 BACnet / IP 
13.10。 MQTT订阅服务器 
本章介绍所有主要设备驱动程序的配置。 I / O配置的基本树视图概念通过不同的协议非常一致和类似。 他
们只需要配置相关的端口，然后是连接的设备。 在任何端口下连接的设备没有限制，这与其网络拓扑类似。 

 
端口，设备和标签的 I / O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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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Modbus 
 
13.1.1。 端口和设备 
13.1.2。 标签 
Modbus协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协议，并有许多实现的变体。 IntegraXor支持串行和以太网的Modbus，即 RS232 
/ 485/422和 TCPIP。 应通过指定端口类型进行配置，并且设备配置将相应地改变。 

 
调出设备通信属性 
 
 
 
13.1.1。 端口和设备 
 
当以“COM1”，“COM2”或后续串行端口号的串行端口名输入端口条目时，设备属性将自动用于串行端口配
置。 另一方面，Modbus TCP / IP设备必须输入其 IP地址，端口号如“192.168.1.1:502”。 请注意，尾部的“：
502”是Modbus的标准以太网端口号，在大多数Modbus设备中应该是相同的。 
除了串行通信属性，基本配置对于两种类型的设备是相同的。 每个项目单击或配置时，每个属性项目的信息
显示在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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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设备属性 
设备 - 地址偏移 
如果在 SCADA和设备之间不匹配，则向前或向后调整地址。 
设备 - 写重试 
写入错误/超时时重试次数。 
设备 - 32位数据的地址递增 
此设置适用于浮点数或长整数数据。某些设备（如 Schneider PLC的 32位数据）构成 2个地址，因此浮点数据
列表的地址将显示为跳过奇数或偶数。在这种情况下，此设置需要设置为值 2。 
设备 - 64位数据的地址递增 
此设置适用于浮点数或长整数数据。一些设备的 64位数据构成 4个地址，因此浮点数据列表的地址应该增加
4个。在这种情况下，该设置需要设置为 4的值。 
数据排列 - 2字节（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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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设备可能交换了整数数据。此设置应允许小端或大端数据约定。 
数据排列 - 1字节（8位） 
此设置应允许小端或大端数据约定。 
数据排列 - 4字节（32位） 
与其他数据字节大小相比，此设置通常需要更改，因为它在执行数据交换显示时适用于常用的 float 32或 long 
32数据。通常设置为“2143”或“4321”。 
数据排列 - 8字节（64位） 
此设置允许双 64或长 64字节交换，就像其余长度不同的数据一样。 
 
 
 
13.1.2。 标签 
 
Modbus PLC中传统上只有 4种类型的数据，即保持寄存器（4x），输入寄存器（3x），输出线圈（0x）和输入
线圈（1x），其中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是 16位整数， 线圈和输入线圈是布尔数据类型。 浮点和 32位或
64位的长模拟数据可以存储在多个保持或输入寄存器中。 要为输入寄存器（3x）或输入线圈（1x）配置标签
条目，需要将标签属性的输入标签设置为“True”，因此它们都是只读标签，并且不能通过使用 setTag（）函
数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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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EtherNet工业协议 
 
EtherNet / IP™由 Rockwell Automation于 1990年末开发，并于 2001年移交给 ODVA，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工业协
议。 
EtherNet / IP仅在 TCP / IP上工作，因此端口必须配置 IP地址。 需要在设备上配置的两个参数是路由和控制
器插槽。 
标签数据类型必须根据下表与 PLC相匹配。 

 
EtherNet / IP还支持连续轮询（如Modbus协议），通过轮询连续的地址列表来加速通信。 这可以通过指定具
有连续排列的相同数据类型的标签的批号来实现。 但是在 EtherNet / IP中尚不支持Modbus中的自动批处理。 
设置值为零（0）将单独进行轮询，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不鼓励的。 
EtherNet / IP使用路径列中的字符串，而不是标签数据地址的地址列中的数值。 使用设备实际标记 I / O寻址
格式填充路径条目。 路径字符串必须与控制器标记（例如 RSLogix5000）中的标记名称相匹配。 

 
在 PLC中组态 I / O 

 
在 SCADA中配置 EtherNet / IP标签 
[注意] 
注意 
对于只读输入标记，将输入标记属性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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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用于数据库集成的 SQL驱动程序 
13.3.1。 端口和设备 
13.3.2。 标签 
SQL驱动程序设计为与具有自己的模式和数据源的外部/附加数据库系统通信。 它可以建立与任何品牌的 SQL
数据库的链接，只要它支持 ODBC。 
 
 
13.3.1。 端口和设备 
 
使用 SQL Driver 非常简单，首先是定义一个以太网端口，其 IP 地址指向数据库运行的位置。 其次是为 SQL
驱动程序添加一个条目，并相应地选择其轮询速率。 第三步与其他驱动程序不同，其中路径字段应作为数据
库连接字符串输入。 例如，用户可以输入以下MySQL数据库：“Provider = MSDASQL.1; Persist Security Info = False;
扩展属性=”Driver = {MySQL ODBC 5.1驱动程序}; Server = localhost; Database = igxlog; User = Option = 3“;初始
目录= igxlog”。 地址字段不用于设备输入，如果使用的版本要求填充此字段，请输入 0。 

 
配置 SQL驱动程序的端口 
请注意，用户可以选择在抓取时通过在最右侧启用此选项来删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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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标签 
 
类似的设备路径，也不使用标签条目的地址字段，但是路径字段需要使用用于与数据库模式中的表列关联的

特定语法输入。 有几种可能的数据库模式，如下图所示。 

 
用于交互的各种可能的数据库模式。 
参数的语法根据以下格式是直接的。它被设计为与 SQL 语句一样接近，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足够简单，最重要
的是，它适用于不同的数据库： 
database_table_name / function_name：data_column_name [sql_where_condition] @time_stamp_column_name 
由强制性的 database_table_name和 data_column_name组成的语法的主要结构是非常自我解释的，除了可选
的 function_name :,用户可以执行像 min :, max :, avg：＆count：这样的算法。注意，count：将返回 row的数字，
而不是指定列的值。 
需要在方括号中写入的另一个可选项 sql_where_condition可以使用符合 SQL语句的任何格式输入，或者通过
排序方法进一步跟踪排序，因此顶行将与 targetted标记值相关联。 
语法的最后一个可选部分为 time_stamp_column_name，此选项允许用户将外部时间戳记关联到 IntegraXor实
时时间戳记。这意味着，当标签用于报警任务或趋势任务时，将在接收到数据时使用外部关联的时间戳而不

是实际的 SCADA时间戳。 
在任何情况下，当读取和写入数据库表不同时，用户可以插入分号作为分隔符，然后将相同的语法附加到写

操作的结尾。下面是当读和写具有不同条件的不同表时的示例语法。 
 log1 / read_fr_column [tag_name ='tag'order by time_stamp desc]; log2 / write_to_column [data is not NULL] 
项目编辑器专为面向鼠标和键盘的用户设计。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所有语法，将内容从一个字段复制并粘贴到

另一个字段，或单击语法输入单元格右侧的浏览按钮[...]。将弹出语法构建器以帮助用户输入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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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omposer输入 SQL驱动程序语法 
[注意] 
注意 
如果表名称包含特殊字符（如下划线），则MS SQL需要方括号，那么必须用两个双引号替换。 例如，[my_table]
应输入为“my_table”。 
[警告] 
警告 
请注意，在执行数据库操作之前，没有语法验证或任何无瑕疵检查，用户必须在部署到站点计算机之前执行

测试。 
 
 
 
13.4。 Profinet 
 
PROFINET™是 PROFIBUS和 PROFINET International（PI）的开放工业以太网标准，用于自动化。 PROFINET™使用
TCP / IP和 IT标准，实际上是实时以太网，因此端口必须配置 IP地址。 需要在设备上配置的两个参数是 CPU
插槽和站名称。 
PROFINET™在路径列中使用字符串，而不是在标签数据地址的地址列中使用数值。 使用设备实际标记 I / O寻
址格式填充路径条目。 路径字符串必须与 Siemens S7-1200标记中的变量名称匹配，例如在 TIA Portal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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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IA Portal中配置的 I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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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tegraXor中组态 PROFINET标记 
从上面的示例截图中可以看出，标签数据类型必须根据下表与 PLC相匹配 

 
注意 
对于只读输入标记，将输入标记属性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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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SNMP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是管理网络设备的因特网标准协议。 端口配置有 IP 地址和端口号。 默认端口
号为 161.设备设置为 SNMP 版本，重试次数，团体字符串，超时，启用 SNMP 陷阱/通知和端口号。 路径列
使用MIB（管理信息库）文件的完整路径配置。 
 
 

 
在 IntegraXor中配置 SNMP设备 
需要配置的标签设置是 SNMP数据类型。 路径列使用标记的 OID（对象标识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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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tegraXor中配置 SNMP标记 
从上面的示例截图中可以看出，根据下表，标记数据类型必须与 SNMP数据类型匹配。 

 

注意 
对于只读输入标记，将输入标记属性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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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IEC 60870-5-101 
 
13.6.1。 端口和设备 
13.6.2。 标签 
IEC 60870-5-101 [IEC101]是电力系统监测，控制和相关通信的标准，用于远程控制，远程保护以及电力系统的
相关电信。 这完全符合 IEC 60870-5-1到 IEC 60870-5-5标准，并使用 DTE和 DCE之间的标准异步串行远程控
制通道接口。 该标准适用于多点配置，如点对点，星形，多位点等。 

 
IEC 60870-5-101器件通信属性 
 
 
 
13.6.1。 端口和设备 
 
当以“COM1”，“COM2”或后续串行端口号的串行端口名输入端口条目时，设备属性将自动用于串行端口配
置。 
除了串行通信属性，基本配置对于两种类型的设备是相同的。 每个项目单击或配置时，每个属性项目的信息
显示在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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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870-5-101器件属性 
协议 - 传输长度的原因 
传输原因的长度。 
协议 - 公共地址长度 
公共地址的长度。 
协议 - 公共地址 
ASDU的公共地址。 
协议 - 数据链路地址长度 
数据链路地址的长度。 
协议 - 询问 
启动时询问请求。 
协议 - 消息地址长度 
消息地址的长度。 
协议 - PLC时间 
True表示使用 Outstation时间; False表示使用 PC本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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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 标签 
 
在 IEC 60870-5-101中只有 5种类型的数据支持，双点（DP），单点（SP），测量值（ME），双指令（DC）和单
指令（SC） 位整数，单点，双指令和单指令是布尔数据类型，双点是无符号 8 位整数。 要为双点，单点或
测量值配置标签条目，需要将标签属性的输入标签设置为“True”，因此它们都是只读标签，并且该值不能通
过使用 setTag（） 函数调用。 

 
IEC 60870-5-101标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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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IEC 60870-5-104 
 
13.7.1。 端口和设备 
13.7.2。 标签 
IEC 60870-5-104 [IEC104]协议是 IEC 60870-5-101协议的扩展，具有传输，网络，链路和物理层服务的变化，以
适应完全的网络接入。 该标准使用 TCP / IP网络接口连接到 LAN（局域网）和WAN（广域网）。 如果某些数
据类型和设施未被使用，则 IEC 60870-5-104的应用层保留与 IEC 60870-5-101相同。 在标准中定义了两个单
独的链路层，它们适用于通过以太网和串行线（PPP - 点对点协议）的数据传输。 IEC 60870-5-104的控制字
段数据包含用于有效处理网络数据同步的各种类型的机制。 
 

 
IEC 60870-5-104设备通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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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端口和设备 
 
IEC 60870-5-104设备设置应输入 IP 地址和端口号，如“192.168.1.15:2404”。 设备设置显示在右侧的属性视
图中。 所有设备设置必须正确才能建立连接。 

 
IEC 60870-5-104器件性能 
 
协议 - 传输大小的原因 
传输原因（COT）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默认值为 2个八位字节。 
协议 - 公共地址 
ASDU的公共地址。 
协议 - 询问 
在初始化结束时询问请求。 
协议 - 始发地址 
发起方地址用于 COT的第二个字节。 默认值为 0。 
超时 - 超时 
从 I / O操作开始所经过的最长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13.7.2。标签 
 
IEC 60870-5-104支持的数据类型有单点信息（M_SP_NA），双点信息（M_DP_NA），测量值归一化值（M_ME_NA），
测量值定标值（M_ME_NB），测量值 - 短浮点值（M_ME_NC），积分总和（M_IT_NA），带时间标记的单点信
息（M_SP_TB），带时间标记的双点信息（M_DP_TB），带时间标记的测量值归一化值（M_ME_TD）带有时间
标记的测量值（M_ME_TE），带有时间标记的测量值 - 短浮点值（M_ME_TF），带有时间标记的积分总计
（M_IT_TB），单指令（C_SC_NA），双指令（C_DC_NA）归一化值（C_SE_NA），设置点命令缩放值（C_SE_NB）
和设置点命令短浮点值（C_SE_NC）。 
对于控制 ASDU，还有两个属性，Qualifier和 Select Before Execute。限定符用于数字输出。选择 Before Execute 
writes tag with dual select-before-execute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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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870-5-104标签配置 
IntegraXor标签数据类型必须与 IEC 60870-5-104数据类型匹配，如下表所示。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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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读输入标记，将输入标记属性配置为 True。 
 
 
 
13.8。 IP扫描器 
 
IP扫描器是通过网络检测主机是否存在的 I / O模块。它使用 Internet控制消息协议（ICMP），Internet控制消
息协议版本 6（ICMPv6）和传输控制协议（TCP）。主机可以由 IPv4或 IPv6地址或主机名指定，具有或不具有
端口号。 ICMP和 ICMPv6使用回显请求和回应应答消息来操作 IP扫描器。这些也是 Ping网络实用程序中使
用的协议。 
以下列表显示不同类型的地址或主机名的协议。 
没有端口号的 IPv4地址：ICMP 
IPv4地址，端口号：TCP 
没有端口号的 IPv6地址：ICMPv6 
IPv6地址，端口号：TCP 
无端口号的主机名：ICMP或 ICMPv6，具体取决于其解析的 IP地址 
带端口号的主机名：TCP 
[注意] 
注意 
主机名将首先通过名称解析协议解析为其 IP地址，例如域名系统（DNS）。 

 
在项目编辑器的 I / O驱动程序选项卡中添加新行 
在 I / O驱动程序选项卡中，应该添加一个新行。 列项“名称”是必需的，因为它将定义端口的名称。 在项
目编辑器中必须填写列地址“地址”和“间隔”。 输入 localhost 127.0.0.1作为“地址”，并保留默认值“间隔”
为了继续。 

 
在“I / O端口”选项卡中添加 IP扫描程序组 
保存新行后，将创建具有给定名称的新端口。 请注意，“端口”不是指任何物理设备或硬件。 对于 IP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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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配置，它仅与主机名和 IP 地址的分组相关。 在端口选项卡中，指定“名称”，“定时器”和“驱动程序”。 
“Timer”值指定读取每个标签值的建议间隔。 值越低，对每个标记值的变化的响应越快。 为“驱动程序”
选择“IP扫描仪”。 用户可以在右窗格中指定超时值。 它是以毫秒为单位等待每个主机回复的最大时间。 最
小超时为 100 ms。 

 
在 IP扫描仪设备/组选项卡中添加标记名称和主机名/ IP地址 
保存行后，将创建一个新设备。请注意，“设备”不是指任何物理设备或硬件。它是一组标签。 IP 地址和主
机名在每个组中表示为标签。换句话说，设备是一组 IP地址和主机名。在设备选项卡中，只有三个条目是必
填的，即“名称”，“路径”和“类型”。 “名称”是指标记名称。在“路径”条目中输入主机名或 IP 地址。
为“类型”选择“布尔”。布尔值“true”表示主机处于活动状态并回复请求，而值“false”表示主机不存在
或未回复或请求已超时。 
[提示] 
提示 
鼓励用户为多个主机名和 IP 地址仅创建一个设备（IP 地址和主机名组）。创建许多组将消耗不必要的计算机
资源并减慢系统速度。 
[注意] 
注意 
对于只读输入标记，将输入标记属性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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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BACnet / IP 
 
13.9.1。 设备 
13.9.2。 标签 
BACnet / IP是一种用于楼宇自动化和控制网络的通信协议。 它遵循 ASHRAE，ANSI和 ISO 16484-5标准协议。 
它主要用于照明控制，门禁控制和加热，通风和空调控制（HVAC）等应用。 

 
BACnet / IP设备通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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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 设备 
 
对于设备配置，创建一个新设备并将驱动程序配置为 BACnet / IP。 设备设置在右侧属性视图中填充。 

 

BACnet / IP设备属性 
 
设备 - 网络号 
指定 BACnet / IP设备所在的本地网络号。网络号范围从 1到 65534开始。默认网络号为 1。 
设备 - COV模式 
BACnet协议可以订阅更改值（COV）事件通知。当设置为 true时，驱动程序将在相应值更改时接收 COV事件
通知。当设置为 false时，驱动程序将根据设备定时器轮询数据。默认 COV模式为 True。 
设备 - 命令优先级 
向设备的写入请求的命令优先级。值范围从 1（最高）到 16（最低）。默认值为优先级 08（手动操作器）。 
设备 - 重试次数 
查询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为 3。 
设备 - 最大 APDU长度 
最大 APDU长度是 BACnet驱动程序将接受的消息段的字节数。默认 APDU长度为 1476字节。 
设备 - 每个请求的最大项目 
每个请求的项目数上限。它限制可以打包到读取属性多个项目中的数量，并且写入属性多个服务请求。有效

大小为 1到 16.默认大小为 16。 
设备 - 多写 
启用写多个服务请求。写请求中的最大数量的 itmes在每个请求的最大项目中定义。 
其他 - I / O间隔 
两个后续 I / O操作之间的短暂暂停，以毫秒为单位。一些慢 I / O连接需要这样才能允许设备恢复。 
超时 - 超时 
从 I / O操作开始所经过的最长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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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 标签 
 
有 4个 BACnet / IP标签设置：对象类型，对象实例，对象属性和对象索引。 

 
BACnet / IP标签配置 
对象类型 
支持的 BACnet对象类型在下表中列出： 

 
对象实例 
BACnet对象实例。 对象实例的范围为 0到 4194303.默认对象实例为 0。 
对象属性 
BACnet对象属性。 为每种类型的对象指定这些属性的不同子集。 例如，当前值，描述，优先级，节目状态，
设备类型，停止服务。 
对象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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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元素的对象索引。 如果对象属性不支持数组元素，请将对象索引保留为默认值-1。 
计划对象 
对于计划对象，在“标记类型”列中选择计划。 当 BACnet / IP被配置为驱动程序时，调度组（结构）数据类
型将被添加到标签设置下的标签类型列表中。 

 
BACnet / IP计划对象 
当选择 schedule struct数据类型时，将自动填充结构成员列表。 
调度结构成员列表 
每周一次 
2.异常 
点击列表 
[注意] 
注意 
对于只读输入标记，将输入标记属性配置为 True。 
 
 
13.10。 MQTT订阅服务器 
 
13.10.1。端口 
13.10.2。 Device 
13.10.3。标签 
MQTT（以前称为消息队列遥测传输）是基于客户端 - 服务器架构的发布/订阅消息传递协议。它重量轻，开
放，简单，适合在许多情况下使用，如用于机器对机器（M2M）和物联网（IoT）的通信。 
MQTT在 TCP / IP（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协议）之上操作以提供有序，无损和双向连接。其特点包括： 
•使用提供一对多消息分发的发布/订阅消息模式。 
•不对有效负载施加格式的消息传输，这为应用程序提供了确定其应用程序消息格式的灵活性。 
•应用程序可以选择的消息传递的三种服务质量（QoS）。 
有关MQTT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mqtt.org。 
在 IntegraXor中，MQTT订户是一个MQTT客户端，用于订阅其他MQTT客户端发布的主题。基于所选择的数
据类型将接收的有效载荷写入标签。支持所有 IntegraXor数据类型。 

http://mqt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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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 端口 
 
在项目编辑器中，MQTT用户被列为 IO驱动程序。 它以与其他 IO驱动程序类似的方式配置。 

 
IO驱动程序配置 
名称 
IO端口的名称。 
描述 
有关 IO端口的其他信息。 
地址 
MQTT用户将连接的MQTT服务器的地址。 
使用冒号：分隔主机名（或 IP地址）和端口号，例如。 localhost：1883或 127.0.0.1:1883。 
如果省略端口号，将使用MQTT的标准端口号 1883。 
间隔 
不曾用过。 默认值可以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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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2。 设备 
 
创建MQTT IO端口后，可以对其进行配置。 请注意，设备不是物理设备。 IO端口中的设备是指MQTT客户
端。 

 

MQTT用户配置 
名称 
MQTT用户的名称。 
描述 
有关MQTT订户的其他信息。 
定时器 
在运行时期间忽略定时器值。 
为了保存设置，可以选择任何定时器值。 
驱动程序 
应选择MQTT。 
[注意] 
注意 
不使用路径，地址和最大连接，它们的默认值可以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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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MQTT订户的其他设置。它们在右侧的属性列表中。 
MQTT版本 
MQTT用户将使用的MQTT版本。 
默认情况下选择最新版本。 
活着 
由于不活动，MQTT客户端将发送 PING请求到MQTT服务器的时间间隔。 
有效值介于 0和 65535秒（含）之间。 
默认值为 30秒。 
指定 0禁用保持活动。 
如果保持活动为非零，则在客户端不活动 1.5次保持活动时间后，MQTT服务器将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 
清洁会话 
如果启用了清除会话，则当用户与MQTT服务器断开连接后，MQTT服务器将丢弃其与订户的会话状态。 
如果禁用了清除会话，MQTT服务器将存储会话信息。 
MQTT服务器将存储订户订阅的 QoS 1和 QoS 2消息。 
在订户已恢复与MQTT服务器的连接后，它将接收消息。 
默认情况下启用清洁会话。 
客户端 ID 
用于连接到MQTT服务器的 ID。 
如果客户端 ID为空，则在运行时将自动生成唯一的客户端 ID。 
自动生成的客户端 ID具有以下格式：<计算机名>。<IO端口名>。<设备名称>。 
[注意] 
注意 
请确保没有两个或更多订阅者拥有相同的客户端 ID。 
用户名 
用于连接到MQTT服务器的用户名。 
某些MQTT服务器可能需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授权。 
如果不需要，它可以留空。 
密码 
用于连接到MQTT服务器的密码。 
某些MQTT服务器可能需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授权。 
如果不需要，它可以留空。 
将主题 
其他客户端可以订阅的主题，以便客户端意外断开与MQTT服务器的连接时可以接收消息。 
意外断开意味着客户端从MQTT服务器断开连接，而不发送“断开连接”数据包。 
消息由MQTT服务器提供给订阅了 will主题的客户端。 
将消息 
要向订阅了 will主题的其他客户端发布的消息。 
将 QoS 
将发送留言消息的最高质量的服务（0，1或 2）。 
会保留 
如果保留了 will消息，MQTT服务器将保留消息。 
当客户端断开连接时，将预订其他订阅此客户端发布的 will主题的客户端。 
使用 TLS 
指定是否启用传输层安全（TLS）。 
默认情况下禁用。 
TLS版本（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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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由订户使用的 TLS版本。 
验证服务器（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指定订户是否应检查MQTT服务器证书。 
启用此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安全性，但如果订户无法验证服务器证书，则可能导致订户无法连接到 MQTT 服务
器。 
CA链证书文件（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证书颁发机构（CA）数字证书文件的完整路径。 
证书颁发机构（CA）是签署数字证书的机构。 
该文件包含用于签署客户端证书的 CA数字证书（PEM格式）。 
它还应包含用于签署 CA数字证书的根 CA数字证书（PEM格式）。 
证书文件（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客户端数字证书文件的完整路径。 
文件应为 PEM格式。 
私钥文件（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包含私钥（以 PEM格式）的文件的完整路径，用于解密由客户端公钥加密的数据。 
文件应为 PEM格式。 
 
 
 
13.10.3。 标签 

 
MQTT标记配置 
名称 
MQTT标记的名称。 
描述 
有关标记的其他信息。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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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指的是正在订阅的主题。 
允许使用通配符，例如+和＃。 
如果某个主题为空，则不会订阅任何主题。 
类型 
标记的数据类型。 
根据主题的应用程序消息选择合适的类型。 
[注意] 
注意 
如果有效负载是字符串类型，它必须是 UTF-8 格式。字符串有效内容的最大长度受最大 MQTT 有效内容长度
限制，大约为 256 MB。 
大于 1 字节的整数或浮点类型的有效载荷必须以网络字节顺序（即大端字节格式）发送。在这种格式下，最
高有效字节将是第一个字节。最低有效字节将是最后一个字节。 
如果有效载荷长于所选择的数据类型大小，例如在整数或浮点数据类型的情况下，订户将截短有效载荷并仅

将较低字节复制到标签。 
如果有效负载较短，则整数或浮点标签的较高字节将被置零。 
如果有效载荷中的所有字节都为零，布尔标记将把有效载荷视为假。 
QoS（服务质量） 
订阅者订阅的主题的服务质量。 
有 3种服务质量：0，1和 2。 
QoS 0：最多一次（尽力而为，如果丢包发生则不重传） 
QoS 1：至少一次（如果丢包，则重传） 
QoS 2：正好一次（确保消息只到达一次） 
默认 QoS为 1。 
[注意] 
注意 
在 IntegraXor Server运行时期间省略字符串长度设置，其默认值可保持不变。 
省略批处理字段，其默认值可保持不变。 
其余列具有默认行为。详细说明请参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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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章设备服务器 
 
 
目录 
14.1。 Modbus Server 
14.2。 OPC Server 
14.3。 SNMP Agent 
14.4。 MQTT发布者 
本章介绍所有主要设备服务器的配置。 
 
公共设置 
 
大多数设备服务器或 I / O服务器具有通用设置。 
 
某些 I / O服务器可能有其他设置。 对于具有其他设置的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各自的文档。 
 
名称 
只读。 标记名称。 
类型 
只读。 标记的数据类型。 
资源 
只读。 标记的来源。 
地址 
标记的地址。 
 
 
 
14.1。 Modbus服务器 
 
14.1.1。 虚拟 Modbus设备 
Modbus 服务器允许将来自任何 IO 驱动程序的应用程序标记，虚拟标记或 IO 标记分组到任意数量的虚拟
Modbus 设备中。 每个虚拟 Modbus 设备分为四个主要类别，即线圈输出，数字输入，模拟输入和保持寄存
器。 
定义Modbus服务器所需的设置是端口号。 
设置 
端口 
配置Modbus TCP serber端口号。 默认端口为 502。 
 
 
 
14.1.1。 虚拟 Modbus设备 
 
虚拟Modbus设备是在Modbus协议上运行的虚拟设备。 
您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虚拟Modbus设备，但每个设备都应分配一个不同的站 ID。 
设置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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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Modbus设备的名称。 
描述 
虚拟Modbus设备的说明。 
位置 
可访问Modbus服务器的 IP地址 
•默认值为星号（*），表示任何 IP地址都可以访问Modbus服务器。 
•可以通过用逗号（，）分隔每个 IP地址来分配多个 IP地址。 
•管理员还可以使用破折号（ - ）符号分配 IP地址范围。 
站点 ID 
设置Modbus站 ID。 范围为 1-255，默认值为 1。 
 
 
 
14.2。 OPC服务器 
 
与Modbus服务器一样，OPC服务器允许在同一组中将标签分组在一起。 管理员可以在定义 OPC服务器时指
定两个参数。 
名称 
OPC服务器的名称 
描述 
OPC服务器说明 
 
 
 
14.3。 SNMP代理 
 
14.3.1。 SNMP代理组 
14.3.2。 SNMP代理标记映射 
14.3.3。 SNMP代理陷阱 
与其他 IO服务器类似的 SNMP代理可用于映射 IntegraXor的标记，并允许 SNMP管理器从标记中检索值。代
理支持的请求类型是“获取”和“设置”请求。在通常的 IO服务器功能之上，SNMP代理还可以向管理器发
送陷阱以在系统中的特定条件下通知。这与报警类似，但使用 SNMP进行通信。 
版本 
•目前仅支持 SNMP V1和 V2c类型代理。 
•这些版本的 SNMP使用限制对标记的访问的社区字符串。只有具有确切社区字符串的 SNMP管理器才能够读
取（获取）或写入（设置）标签。 
•这两个版本的 SNMP实际上类似，但 V2c增加了对 64位计数器的支持。 
设置 
SNMP 代理应在 IO服务器列表中列出。这是大多数一般设置完成的地方。通过启用 snmp 代理启动。在列表
中选择 SNMP代理（通过单击其行的任何列）应该在右侧面板上显示设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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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代理设置。 
对象 ID 
也称为 OID，它是由点分隔的数字串，用于表示对象的地址。这不能设置，只显示为参考。 
描述 
代理实体的描述。 MIB文件中显示的额外信息。 
名称 
代理节点的特定名称。不应包含空格或符号。 
联系 
代理所有者的联系详细信息。显示在MIB文件中。 
位置 
代理节点的物理位置。显示在MIB文件中。 
MIB子标识符 
用于在地址字符串（OID）中标识此代理的数字。此值的范围应为大于 0的整数。默认值为 1。 
端口 
代理的端口号。默认值为 161。 
SNMP版本 
代理将使用的 SNMP版本。在 V1和 V2c之间选择。默认值为 V2c。 
[注意] 
注意 
版本设置将被转移到代理的所有其他部分。标签映射和陷阱将基于此版本。 
社区名字 
代理中的社区名称。该字符串用于获得对代理的不同访问。名称需要在这里定义。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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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管理器需要匹配字符串才能访问代理。目前有 6个插槽用于社区名称。如果未填写，社区名称“public”
将被自动设置为默认社区。 
社区权利 
社区在代理中拥有的访问权限。在“只读”和“读写”之间选择。 
[注意] 
注意 
如果管理员只知道“只读”社区字符串，它将只允许使用 Get 函数，但不允许使用 Set 函数。默认值为“只
读”。 
主机 IP地址 
接受 SNMP消息的 IP地址。代理将不响应来自非配置 IP的请求。如果多个 IP，应该用逗号分隔。默认值为“*”，
将允许所有主机 IP。 
导出MIB 
SNMP 管理器需要 MIB文件来识别从代理发送的所有 OID。管理器将通过引用存储所有对象信息的 MIB文件
来转换 OID。 
[注意] 
注意 
仅当所有标签和陷阱已设置和完成时，才应导出MIB文件。如果有更改，将需要一个新的MIB文件，否则管
理器不会有关于标签的信息，只显示值和它来自的 OID。 
要导出 MIB 文件，请按“工具栏上的”导出 MIB“按钮，位于”变量映射“表或”陷阱“表的顶部。将有一
个提示，说明 MIB文件应该导出到哪里。 MIB文件是一个完整的 MIB文件，其中包含 Manager从代理中设
置的所有组所需的所有信息。 
 
 
 
14.3.1。 SNMP代理组 
 
SNMP 代理可以分为多个组。 这些组中的每一个都将有自己的一组 Tag Mapping和 Traps。 一些陷阱设置也
在组级别设置，因为它将用于组中的所有陷阱。 

 
SNMP代理组配置。 
 
名称 
组的名称。 显示在MIB中查找组 OID。 此列应该是唯一的。 
描述 
组的说明。 仅作为MIB文件中的参考。 
MIB子标识符 
一个大于 0的整数，它在 OID中用于寻址此组。 此值在每个组之间也应是唯一的。 
陷阱 IP地址 
该组中的所有陷阱的 IP地址都会向其发送陷阱或通知。 
陷阱端口 
发送陷阱的端口号。 要从此代理接收陷阱的 SNMP管理器需要侦听此端口号上的陷阱。 默认值为 162。 
陷阱社区 
陷阱消息的团体名称。 默认值为“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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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SNMP代理标记映射 
 
SNMP 代理设置的这一部分与 IntegraXor中的所有其他 IO服务器类似。 可以在 SNMP 代理中映射应用程序，
虚拟或 IO标记，以允许 SNMP管理器检索这些标记的值。 

 
SNMP代理标记映射配置。 
要在此表格中映射代码，首先需要从其各自的位置添加实际的代码。这些标签可以来自虚拟，应用程序或 IO
驱动程序列表。右键单击标记并从菜单中选择“添加到 IO服务器”，然后选择“SNMP代理”，然后选择组名
称，后跟“标记映射”，将会将此标记添加到标记映射表。其他参数仍然需要设置以使其工作。 
名称 
这是要映射的标记的名称。此列是只读的，并根据添加的标签自动填写。 
类型 
标记的数据类型。只读列供参考。 
描述符 
代理中将标记的名称映射到代理。 
[注意] 
注意 
应该是不同的，不包含任何空格或符号。 
描述 
描述标签。显示在MIB文件中。此字段是可选的。 
访问 
标记的访问权限。选项是 READ WRITE和 READ ONLY。此设置仅在代码级。 
[注意] 
注意 
对于能够写标签的管理器，这将被设置为 READ WRITE，并且管理器的社区设置也将需要 READ WRITE访问。 
MIB子 ID 
此映射标记的 ID以大于 0的整数形式表示。此值应该是唯一的，以避免冲突 OID。 
OID 
此列为只读，并在 SNMP代理中显示映射标记的当前完整对象标识（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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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SNMP代理陷阱 
 
单击组节点下的“陷阱”，显示一个表以创建陷阱。 创建陷阱与 IntegraXor中的警报非常相似。 当满足某个
条件时，陷阱发送到 IP地址。 
[提示] 
提示 
在陷阱中设置的标签不需要在标签映射部分中被映射，但是通过这样做，如果需要，还可以读取标签的当前

值。 

 
SNMP代理陷阱配置。 
 
名称 
陷阱的名称。在 SNMP管理器的MIB中设置。不应包含空格或符号。 
描述 
用于更详细地描述陷阱的可选字段。 
特定捕集阱类型 
这是陷阱的 ID。它必须是大于 0的整数值，并且应该是唯一的。 
标记名称 
将被选中以触发此陷阱的标记的名称。从可能的标签列表中选择或开始输入标签的名称以过滤列表。 
触发器 
什么比较标签，将触发陷阱。可以将标记与另一个标记，设置值进行比较，或者如果标记值有任何更改。 
条件 
关于如何比较标签值的条件。 L1表示可以在下一列中设置的限制。如果设置为触发“更改”，则不需要。 
限制 
用于比较标记的标记或值。如果设置为触发“更改”，则不需要。 
死区类型 
使用的死区类型。在实际，百分比或未使用之间选择。 
死区 
死区的值。死区类型设置为“未使用”时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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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MQTT发布 
 
14.4.1。组 
14.4.2。标签 
MQTT（以前称为消息队列遥测传输）是基于客户端 - 服务器架构的发布/订阅消息传递协议。它重量轻，开
放，简单，适合在许多情况下使用，如用于机器对机器（M2M）和物联网（IoT）的通信。 
MQTT在 TCP / IP（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协议）之上操作以提供有序，无损和双向连接。其特点包括： 
•使用提供一对多消息分发的发布/订阅消息模式。 
•不对有效负载施加格式的消息传输，这为应用程序提供了确定其应用程序消息格式的灵活性。 
•应用程序可以选择的消息传递的三种服务质量（QoS）。 
有关MQTT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mqtt.org。 
在 IntegraXor中，MQTT发布者是一个MQTT客户端，用于向其他MQTT客户端发布标签值。虽然MQTT发布
器不是服务器，但由于其与其他 IO服务器的配置相似，它属于项目编辑器中的 IO服务器类别。 
 
 
 
14.4.1。 组 
 
选择 IO服务器下的MQTT Publisher项目后，将显示配置页面。 它允许配置MQTT发布器。 配置页中的每个
组都表示MQTT发布者。 
如果发布者不需要传输层安全性（TLS），不发布遗漏消息或不需要用户凭据连接到 MQTT 服务器，则可以省
略除MQTT服务器名称或地址之外的大多数设置。 

 

MQTT发布器配置 
名称 
MQTT发布者的名称。 
描述 
有关MQTT发布者的其他信息。 

http://mqt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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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版本 
MQTT发布器将使用的MQTT版本。 
默认情况下选择最新支持的版本。 
MQTT服务器 
MQTT服务器的 IP地址或主机名。 
端口 
MQTT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 
默认端口号为 1883，这是MQTT的标准端口号。 
用户需要根据MQTT服务器正在监听的端口号配置端口号。 
活着 
由于不活动，MQTT客户端将发送 PING请求到MQTT服务器的时间间隔。 
有效值介于 0和 65535秒（含）之间。 
默认值为 30秒。 
指定 0禁用保持活动。 
如果保持活动为非零，则在客户端不活动 1.5次保持活动时间后，MQTT服务器将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 
清洁会话 
如果启用了清除会话，则在发布者与MQTT服务器断开连接后，MQTT服务器将放弃其与发布者的会话状态。 
如果禁用了清除会话，MQTT服务器将存储会话信息。 
默认情况下启用清洁会话。 
客户端 ID 
用于连接到MQTT服务器的 ID。 
如果客户端 ID为空，则在运行时将自动生成唯一的客户端 ID。 
自动生成的客户端 ID具有以下格式：<computer name>。<group name>。 
[注意] 
注意 
请确保没有两个或更多具有相同客户端 ID的发布商。 
用户名 
用于连接到MQTT服务器的用户名。 
某些MQTT服务器可能需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授权。 
如果不需要，它可以留空。 
密码 
用于连接到MQTT服务器的密码。 
某些MQTT服务器可能需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授权。 
如果不需要，它可以留空。 
将主题 
其他客户端可以订阅的主题，以便客户端意外断开与MQTT服务器的连接时可以接收消息。 
意外断开意味着客户端从MQTT服务器断开连接，而不发送“断开连接”数据包。 
消息由MQTT服务器提供给订阅了 will主题的客户端。 
将消息 
要向订阅了 will主题的其他客户端发布的消息。 
将 QoS 
将发送留言消息的最高质量的服务（0，1或 2）。 
会保留 
如果保留了 will消息，MQTT服务器将保留消息。 
当客户端断开连接时，将预订其他订阅此客户端发布的 will主题的客户端。 
使用 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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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是否启用传输层安全（TLS）。 
默认情况下禁用。 
TLS版本（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选择要使用的 TLS版本。 
默认情况下，选择最新支持的 TLS版本。 
验证服务器（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指定发布者是否应检查MQTT服务器证书。 
启用此功能可提供更高的安全性，但如果发现者无法验证服务器证书，则可能导致发布者无法连接到 MQTT
服务器。 
CA链证书文件（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证书颁发机构（CA）数字证书文件的完整路径。 
证书颁发机构（CA）是签署数字证书的机构。 
该文件包含用于签署客户端证书的 CA数字证书（PEM格式）。 
它还应包含用于签署 CA数字证书的根 CA数字证书（PEM格式）。 
证书文件（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客户端数字证书文件的完整路径。 
文件应为 PEM格式。 
私钥文件（如果启用 TLS，则适用） 
包含私钥（以 PEM格式）的文件的完整路径，用于解密由客户端公钥加密的数据。 
文件应为 PEM格式。 
 
 
 
14.4.2。 标签 
 
创建组后，组名称将显示在MQTT Publisher树项目下。 展开群组会显示一个标记项目。 选择标记项时，将
显示标记表，允许用户查看要发布的选定标记。 

 
MQTT发布器树视图 
 
通过右键单击应用程序，虚拟或 IO 标记页面中的标记名称并选择发布商组，可以将应用程序，虚拟和 IO 标
记添加到发布商组。 



223 

 
向发布商组添加标签 

 
MQTT发布器代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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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只读） 
标记的名称。 
类型（只读） 
标记的数据类型。 
源（只读） 
标记的来源。 
它可以是应用程序，虚拟或 IO。 
话题 
发布商将为其发布标记值的主题。 
如果未指定主题名称，则主题名称与标记名称相同。 
[注意] 
注意 
不要在主题名称中使用通配符，如+（加号）和＃。 
QoS（服务质量） 
要发布的主题的服务质量。 
有 3种服务质量：0，1和 2。 
QoS 0：最多一次（尽力而为，如果丢包发生则不重传） 
QoS 1：至少一次（如果丢包，则重传） 
QoS 2：正好一次（确保消息只到达一次） 
默认 QoS为 1。 
保留 
如果启用保留，则消息将作为保留消息发送。 
MQTT服务器将保留消息的副本。 
订阅此主题的任何客户端将在客户端连接到MQTT服务器时接收保留的消息。 
默认情况下禁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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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章多重冗余 
 
 
目录 
15.1。多网络冗余 
15.2。网络冗余配置 
15.3。多系统冗余 
15.4。系统冗余配置 
15.5。冗余对等体配置 
IntegraXor支持双层冗余，一个是网络级冗余，另一个是系统级冗余。它们可以同时运行或独立运行，并且是
完全通用的和可扩展的，这意味着对冗余数量没有限制。 
 
在许可方面，网络级冗余是一个内置的功能，随时可用，而系统级冗余将需要额外的模块运行。另一方面，

虽然网络级冗余允许将标签配置一次而不是多次，但标签计数仍将基于正在配置的通道数量。例如，如果一

个冗余设备有 100个标签，并且为该设备配置了 3个通道，则 I / O标签计数将为 300个标签。 
 
 
 
15.1。 多网络冗余 
 
多网络冗余增强了设备/网络的可靠性和效率，而不需要考虑额外的成本。 它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实现，只要
通信驱动程序可用。 当具有多个端口的设备可用时，冗余可以在物理设备级或者仅在网络级实现。 IntegraXor
网络冗余将大大简化和加速项目编辑器上的配置和编程工作，无论需要多次配置都将减少到一次。 
 
系统层中只有一个标签，但是在同一系列的设备阵列下配置时，可以从不同的通道或设备轮询标签值。 这意
味着用户不需要打扰哪个通道可用，而是使用单个标签，就像它来自一个设备/通道一样。 

 
启用物理设备冗余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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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配置中，需要两个相同的物理设备。 它们必须执行相同的功能，因此 IntegraXor将虚拟地视为只有一个
设备。 只需要输入一组标签，服务器将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可用的设备轮询。 

 
仅用于改善冗余链路的网络冗余 
 
此配置比以前的配置需要更少的硬件投资，因为它仅改进网络链路。 该配置的先决条件是设备必须具有至少
2 个或更多个通信端口，使得物理电缆可以经由不同的信道被路由，并且服务器将只在任一时刻经由一个信
道轮询。 
[提示] 
提示 
不仅通道的数量是无限的，甚至协议可以完全不同！ 当一些设备提供多个通信端口但使用不同的协议时，或
者在 IntegraXor的配置中不同的物理层（如 RS485）可以与 RS232混合时，这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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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网络冗余配置 
 
配置冗余设备/网络是相当简单的，用户只需在设备名称的末尾添加阵列符号[n]，以指示设备阵列应当彼此镜
像或在同一信道下。 数组编号必须始终以编号 1开头，例如 DeviceA [1]，然后是 DeviceA [2]，依此类推。 它
们可以在相同或不同的通讯端口下配置，系统将处理其余的，因为只要它们与数组编号相同。 
 
一旦一系列设备放在相同的阵列命名下，点击任一个设备将导致相同的标签条目。 只需要一个时间标签条目，
IntegraXor将执行标签数据对帐。 

 

在设备[2]上选择将显示设备[1]的条目，表示它们是冗余的。 
[注意] 
注意 
尽管系统允许跳过设备数组编号，但用户应避免这样做，因为用于许可的 I / O标记计数将基于最大数目的数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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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多系统冗余 
 
IntegraXor提供冗余以提高服务器可用性，特别是对于关键任务操作。服务器级冗余确保数据被复制。它增加
了数据到前端视图的可用性。如果主服务器发生故障，则备用服务器将接管主服务器角色。同一集群中所有

活动对等服务器中具有最高排名（最低数值）的服务器将被升级为主服务器。服务器级冗余包括系统范围的

数据库同步，标签同步，I / O任务，脚本任务和输出任务。 
数据库同步 
数据库中的服务器数据与所有对等服务器数据库同步。服务器数据包括警报，审计，趋势，报告，持久性数

据，用户数据和用户日志。主服务器负责将数据记录到数据库中。然后将数据同步到备用服务器的所有数据

库。 
[注意] 
注意 
唯一支持的数据库是 PostgresQL。使用其他品牌的数据库将需要安装自己的复制模块/插件。此外，数据库必
须配置为接受/信任远程连接。 
标签同步 
标记数据在所有对等服务器之间同步。当标签数据更改时，主服务器将标签更改分发到所有备用服务器。标

签同步包括所有 I / O标签和虚拟标签。 
I / O，脚本和输出任务 
当服务器冗余处于活动状态时，主服务器运行 I / O，脚本和输出任务。如果主服务器关闭，具有最高排名的
备用服务器将接管主角色并运行任务。它基于热备份概念。 

 
显示双网络冗余的通信路径的网络配置 



229 

 
显示无限对等冗余的网络配置 
[注意] 
注意 
目前测试支持的数据库是 PostgresQL。 使用其他品牌的数据库将需要安装自己的复制模块/插件。 此外，数
据库必须配置为接受/信任远程连接。 
 
 
 
15.4。 系统冗余配置 
 
端口号 
用于冗余服务器通信通道的网络端口号，使用默认值 7132，通常不会有冲突。 
数据库同步启用 
启用或禁用数据库同步。 通常数据库必须同步，除非不使用报警，趋势和报告，这在 SCADA 项目中是非常
罕见的。 
标签同步启用 
启用或禁用标记同步。 这是一个选项，当流量太拥挤时禁用运行时标记同步。 
NLB启用 
启用或禁用网络负载平衡（NLB）功能。 NLB用于增强服务器应用程序的可用性。 
NLB群集 IP地址 
NLB群集 IP地址是启用 NLB时所需的虚拟 IP地址。 它对集群中的所有对等服务器设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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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配置冗余 
[注意] 
注意 
只有 PostgresQL支持数据库冗余。 使用MS SQL需要自己的复制模块来进行数据库同步。 
 
 
 
15.5。冗余对等体配置 
 
尽管多冗余对于可扩展性和可靠性是优越的，但是配置可以如同对于需要参与的任何对等 PC 输入 IP 一样简
单。 
名称 
对等服务器的名称。 
描述 
有关对等服务器的其他信息。 
对等地址 
所有对等服务器的以逗号分隔的 IP地址列表。 
排行 
Ranking参数指定对等服务器的优先级。在所有活动对等体中具有最低数值的对等服务器将被提升为主服务器。
允许的值从 1开始，最高优先级。该值对于集群中的所有对等服务器必须是唯一的。 
只有作为主要服务器的服务器将始终运行，以确保没有困惑的脚本处理，并且避免由于太多的运行时数据交

换造成的网络拥塞。 
连接字符串 
ODBC连接字符串连接到对等服务器数据库。在同步发生之前需要附加数据库来存储临时挂起的数据。 
清除 
清除数据库以防止累积的未决数据溢出，以防对等数据库不可用于同步太长时间。 
清除频率 
定义从此数据库清除多长时间的旧数据。通常设置为凌晨 1点到凌晨 4点，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它会减少
CPU的忙时。 
保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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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是否根据天数或记录数清除旧数据。数据以 FIFO（先入先出）的形式清除。 
保留计数 
定义数据库应保留多长时间（天）或多少条目（记录）。 
启用系统冗余后，请查看可用于监视或进一步处理的关联系统标记的监视列表。 

 
配置冗余对等体 

 
服务器正在使用冗余任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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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章项目管理 
 
 
目录 
16.1。备份项目 
16.2。迁移/升级项目 
16.3。集团发展 
16.4。更新 Template 
16.5。建议的支持工具 
16.6。使用 Database 
16.7。使用 Inkscape 
16.8。使用 Kompozer 
16.9。将项目作为 Service 
16.10运行。将 SCADA发布到 Internet 
16.11。启动项目命令行 
IntegraXor经过精心设计，因此其项目文件夹完全可移植，就像一个网站项目文件夹，可以放置在文件系统的
任何位置，只要工程师在项目开发中避免使用固定或绝对文件路径。相反，工程师应使用相对文件路径以减

轻将来的维护工作。备份或恢复项目是将文件夹复制到所需目标的一个问题，鼓励工程师使用压缩工具以便

于维护，虽然平均带有千个标记的项目文件夹将不会像许多其他 HMI / SCADA一样大系统。但是，请注意，
默认项目 Access数据库存储在项目文件夹中，这可能会在归档项目时产生显着的文件大小。 
默认安装将在 C：\ Program Files和My Documents \ My Projects中创建一个主目录 Ecava，以创建项目。 

 

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所需的文件夹从“文件视图”窗格中启动Windows资源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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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页代码更新时，工程师只需要点击刷新按钮或按 F5作为快捷方式。 不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 由于所有
项目文件都存储在服务器端，因此无论客户端系统有多远，项目的管理和更新都集中在服务器端。 客户端不
需要工作，但刷新网页。 并且它们是完全安全的，因为在客户端没有文件可访问。 
 
 
 
16.1。备份项目 
 
备份 IntegraXor 项目与复制项目文件夹一样简单。为了方便文件管理，将文件夹压缩到一个文件将是首选。
经常使用 7-Zip压缩将产生小得多的文件大小，并使用 7-Zip解压缩，即使文件类型没有正确命名的通用文件
格式，如 7z或 zip。例如，7-Zip可以解压缩文件，即使他们的扩展名重命名为 7z_或 zip_，目的是绕过邮件服
务器。 
这是很常见的项目被压缩和发送作为电子邮件附件。但是，如果项目包含任何* .exe或* .js文件，这是不可能
的，因为它可能被许多类型的邮件服务器阻止。最佳做法是在现有文件的扩展名中添加尾部下划线，以便收

件人在需要时知道原始文件类型。例如，project.zip应重命名为 project.zip_。同样，电子邮件收件人在收到附
件时应删除下划线。 
删除未使用的* .mdb文件将进一步减少文件大小。 
 
 
 
16.2。迁移/升级项目 
 
当安装新版本的 IntegraXor 时，先前创建的项目中的系统文件将不会自动更新。用户应首先在迁移前备份现
有项目，然后根据新安装的 IntegraXor 创建新项目。然后将整个系统文件夹从新项目复制到现有项目。最好
还将 index.html，alarm.htm和 user.htm从新项目替换为现有项目。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还需要替换 plot.htm。 
从版本 4 开始，系统文件已嵌入到服务器中，因此系统文件夹不再需要放在每个项目文件夹中。 IntegraXor
将自动使用其内部的最新内置系统文件夹。这将简化项目升级过程。 
从版本 4.1开始，禁用 ActiveX的脚本任务将对内部函数调用区分大小写。所以 setTag（）不能写成 settag（），
getTag（）不能写成 gettag（）。 
 
 
 
16.3。 集团发展 
 
不允许从多个用户并行访问单个项目。 如果一个大项目需要并发开发，项目经理可以将数据输入工作拆分为
多个工程师，然后使用 export / import合并工作。 或者，多个工程师可以同时访问基于云的电子表格，然后
再导入到项目中。 
 
 
 
16.4。 正在更新模板 
 
项目模板实际上是一个标准项目文件夹的 zip 文件。 它驻留在安装 IntegraXor 的系统目录中，默认目录应为
“C：\ Program Files \ Ecava \ IntegraXor 6.0”，但版本号可能不同。 当新主题或皮肤和功能可用时，新模板将
随安装程序不时发布。 
在工程师希望定制自己的模板的情况下，只需相应地修改所有方面，然后将整个项目压缩为 template.zip，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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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述替换原始 template.zip。 项目编辑器将使用此定制的 template.zip作为下一个项目创建的基础。 
 
 
 
16.5。建议的支持工具 
 
与任何网站项目一样，IntegraXor项目主要包括 HTML页面的文本文件，样式和脚本。除了配置文件和光栅图
像文件，工程师将能够管理这些文本文件与许多有用的外部工具，可免费使用。例如，工程师可以与WinMerge
比较两个项目文件夹的差异，工程师也可以使用 Agent Ransack在Windows XP环境中进行文本内容搜索。 
下面是来自外部开发人员的工具列表。这些工具的使用完全由工程师负责，并且不提供 IntegraXor 的支持，
尽管我们可能会尽可能帮助。请查看其条款和条件，许可协议。我们还鼓励用户捐赠和支持这些开发人员，

如果软件被发现有用。 
文本编辑 
有许多自由和优秀的文本编辑器，如“ConText”，可以在 http://www.contexteditor.org/index.php下载或“Notepad 
++”在 http://notepad-plus.sourceforge.net上也有另一个便携版本，可以在 http://www.portableapps.com/找到 
修订控制 
一个认真和仔细的工程师可能喜欢使用修订 /版本控制为他们的工作可追溯性。  “SVN”可以在
http://subversion.tigris.org找到。 
修订控制 GUI 
使用 Subversion的工程师可能需要 Tortoise补充。 http://tortoisesvn.tigris.org 
比较 
如果一个完全版本的控制系统对于工程师来说显得压倒性或过多，建议对文件进行简单的文本比较，以便进

行简单的文件比较和合并。 “WinMerge”可以从 http://winmerge.org下载。 
搜索 
在Windows XP中，在默认系统设置中无法搜索未知文件的文本内容。工程师可能需要一个内容搜索工具，如
“Agent Ransack”，可以从 http://www.mythicsoft.com/agentransack下载 
屏幕定位 
“这个屏幕标尺是一个伟大的工具，允许你准确地测量屏幕上的任何东西，这在测量图形，网页浏览器大小

或其他任何时候尤其有用。 http://www.spadixbd.com/freetools/jruler.htm 
选色器 
“Pixie”是一个颜色选择器，可以告诉屏幕上尖锐对象的十六进制，RGB，HTML，CMYK 和 HSV 值的颜色。 
http://www.nattyware.com/pixie.html 
[警告] 
警告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将上述开发工具/产品的支持和职责与 IntegraXor服务器相关联。 
 
 
 
16.6。使用数据库 
 
默认情况下，Microsoft Access平面文件数据库包含在一个新的项目中，以便在使用项目编辑器创建时易于学
习。数据库是 SCADA应用程序的基本要求。通常用于存储趋势，警报，标记持久性或报告存档的数据。 
在生产环境中，需要比Microsoft Access更可靠和更大的数据库，IntegraXor可以记录到任何 ODBC兼容的数据
库，如Microsoft SQL，Oracle，MySQL和 PostgreSQL。 Microsoft已免费发布了 SQL Express，具有 10 GB的数
据存储限制，这在大多数应用程序中都是足够的。它具有用于数据库管理的工具集，可用于创建，修改和查

看表。使用此管理工具创建自定义表以满足额外的数据库日志记录要求或查看记录的数据。可以从

http://www.contexteditor.org/index.php
http://notepad-plus.sourceforge.net
http://www.portableapps.com/
http://subversion.tigris.org
http://tortoisesvn.tigris.org
http://winmerge.org
http://www.mythicsoft.com/agentransack
http://www.spadixbd.com/freetools/jruler.htm
http://www.nattyware.com/pix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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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Database/下载。 
为了与外部数据库集成，工程师需要向数据库任务中添加一个条目及其相关的“连接字符串”。可以在此网站

上找到各种数据库的连接字符串的完整列表：http://www.connectionstrings.com/。常用的连接字符串如下表所
示。 

 
注意 
请注意，ODBC驱动程序版本可以是 3.51或其他数字。 
[重要] 
重要 
请注意，为了更好的可读性，连接字符串显示在多行中，但在实际使用中必须以单行输入。 

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Database/
http://www.connectionstr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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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浏览按钮[...]将启动数据链接属性，它可以在输入的字符串上测试连接。 
需要防火墙或可信配置来配置安装在不同机器上的数据库。 必须在防火墙上启用数据库端口号（如果有）。 这
是冗余设置所需要的，因为远程连接到位。 下面是 Windows 上的 PostgreQL 所需的配置示例。 将以下行添
加到 C：\ Program Files \ PostgreSQL \ 9.2 \ data \ pg_hba.conf中，从而 192.168.1.100是 IntegraXor托管的。 

 
 
 
 
16.7。 使用 Inkscape 
 
16.7.1。 多层 
16.7.2。 调整大小和背景 
16.7.3。 复杂形状 
16.7.4。 渐变效果 
点击帮助 - Inkscape手册将导致这个设计器级绘图工具的主要参考。 虽然图标的位置和显示与其功能，但记
住 常 用 的 工 具 或 操 作 的 快 捷 键 是 真 正 的 快 速 图 形 编 辑 的 关 键 。  快 捷 键 列 表 位 于
http://inkscape.org/doc/keys046.html，也可通过 Help - Keys和Mouse Reference菜单访问。 
许多好的 SVG示例和图书馆可以从 http://openclipart.org获得。 在线已经有很多好的文档在 inkscape。 一个
通 常 需 要 的 图 形 对 象 是 一 个 按 钮 ， 可 以 在 这 一 步 在 线 教 程

http://tavmjong.free.fr/INKSCAPE/MANUAL/html/Button.html中找到。 
 
 

http://inkscape.org/doc/keys046.html
http://openclipart.org
http://tavmjong.free.fr/INKSCAPE/MANUAL/html/Butt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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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多层 
 
创建至少一个附加层以用作背景目的总是好的。 它可以包含只有一个巨大的矩形或有一些背景设计。 它应
该与前台工作分离，以便它可以锁定在该层中，并且当在前台绘图上工作时可以被忽略。 工程师应考虑，只
有当图纸很复杂时，文本才有一层以上，这样文本可以动画隐藏在概览中，只有放大时才显示。 

 
图层控制位于底部面板的中间 
 
 
 
16.7.2。 调整大小和背景 
 
请注意，IntegraXor具有自动调整功能，它将始终确保整个模拟器可以在任何大小的窗口，监视器或分辨率下
看到。 因为这样的工程师不必担心最终使用的监视器大小或屏幕分辨率，并且不必打扰同一屏幕以跨不同设
备在不同大小的监视器上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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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属性。 
然后建议工程师打开绘制边框的可见性像屏幕截图，并始终在边框内绘制。 然而，如果需要矩形背景，那么
它应该被绘制超出边框过大的大小，以便当屏幕调整大小时不会显示空白边缘。 由于窗口或屏幕尺寸与模拟
物不匹配时，可能会显示边框外部的空间，工程师应避免将任何临时项目或克隆的原点放在边框外。 相反应
该考虑创建一个额外的层来保留临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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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将始终适合边框，因此背景矩形最好绘制三或甚至五倍的高度和宽度。 
 
 
 
16.7.3。 复杂的形状 
 
Inkscape中最有用的两个形状绘制工具是 Rectangle和 Circle。 如果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形状的单件怎么办？ 首
先想到的工具可能是使用绘图笔为贝塞尔曲线和直线，但是，使用路径联合操作和路径差异操作将是更容易

的选择。 这些操作可以在路径菜单下找到，但将操作分别关联到快捷键 Ctrl + Plus和 Ctrl + Minus非常方便。 
在大多数情况下，工程师只需要使用这两个“组合”和“切割”操作来实现所需的形状，因此尽管其他路径

操作更直接的结果，但可能很少使用。 但是这又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喜好。 

 
路径操作菜单。 
 
下面是几个演示路径操作步骤绘制一个简单的泵符号如下所示。 



240 

 
一个简单的泵符号绘制。 

 

步骤 1.绘制泵体所需的形状，并突出显示它们。 

 
步骤 2.按住 Ctrl键，然后按'+'执行路径联合操作。 

 
步骤 3.通过绘制一个大圆圈，然后放置另一个较小的圆圈在上面绘制腿。 



241 

 
步骤 4.突出显示两个圆圈，然后按住 Ctrl键并按减号（ - ）执行路径差分操作。 

 
步骤 5.结果是大圆圈有一个小圆圈的剪切。 

 

步骤 6.下一步是绘制另一个矩形，将其放在顶部，然后突出显示它们。 

 
步骤 7.执行另一个路径差异操作将会切掉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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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将腿放在泵体后面，然后画另一个圆圈放在泵体上，完成这个简单的演示。 
 
 
 
16.7.4。 渐变效果 
 
渐变效果给一个普通的图形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正确的触摸可以使一个对象变得活泼和杰出。 它产生非常
清晰和漂亮的分辨率相比，传统的 SCADA，戏剧使用几个不同颜色深浅的对象。 这种传统的伎俩难以生产，
分辨率非常差。 因为这样的传统 SCADA系统通常随巨大的图形库包装。 下面是几个快速和简单的步骤，演
示如何绘制一个鑵体与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 

 
一个简单的鑵体与梯度效果。 

 
步骤 1.绘制一个没有笔画的矩形，然后双击进入调整大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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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只需拖动两个小圆圈塑造鑵体 

 

步骤 3.按 Ctrl + D两次，复制两个更相似形状的对象。 暂时将一个移动到图表的顶部。 然后将另一个略微移
动到现有对象上方。 将现有对象设置为黑色。 拖动时按住 Ctrl 键可以确保对象总是从原始位置沿同一行移
动。 

 
步骤 4.突出显示它们，然后按 Ctrl + Minus执行路径差分运算。 双击结果以进一步微调对象到所需的形状，
仅在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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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当黑色对象突出显示时，按“g”以获取渐变工具，然后将鼠标从底部拖动到顶部。 如果阴影效果不
令人满意，通过拖动两个小圆圈缓慢调整它。 

 
步骤 6.将顶部对象移回原始位置，向下按页面以确保阴影在顶部，槽体在底部。 

 

步骤 7.再次按 Ctrl + D复制一个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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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为了能见度原因，使用快捷方式重新打开笔触：右键单击左下角的“笔画”窗格，选择“黑色”。 然
后调整新重复的身体大小。 

 

第 9步。这里演示了删除从以前定制的形状继承的圆角的技巧。 点击小方形圆圈并向下拖动，直到鑵体体显
示为平坦，如图所示。 

 
步骤 10.再次向上拖动小正方形圆圈，圆角将被删除，调整新矩形的大小，使其出现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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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进一步减小尺寸，使其约为罐体的 1/3。 将颜色设置为白色并删除其笔触。 

 
步骤 12.按'g'打开渐变模式并拖动白色矩形以创建明亮的光源效果。 

 
步骤 13.按 Ctrl + D复制一个渐变，按'h'水平翻转。 然后按如图所示编辑渐变，并选择黑色阴影效果。 

 
步骤 14.向右移动阴影，双击以根据需要微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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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5.在封面上绘制白色椭圆，单击一次，然后轻轻地倾斜它以创建光源的所需方向。 

 
步骤 16.调出填充属性，按'径向渐变'创建圆面闪亮效果。 再次调整大小和梯度强度到所需的结果，并完成鑵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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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使用 Kompozer 
 
一些工程师喜欢使用可视化编辑工具，而不是直接使用原始代码。 免费开源 KompoZer可以是轻量级编辑器
之一。 

 
唱外部可视化编辑器进行表编辑 



249 

 
通过高级属性编辑器输入日志记录属性 
 
 
 
16.9。 运行项目为服务 
 
IntegraXor SCADA系统可以运行项目服务。 换句话说，IntegraXor SCADA服务器能够在Windows操作系统的后
台运行，即使没有任何交互式用户登录会话。 
当项目配置为作为服务运行时，IntegraXor SCADA服务器将在用户登录之前自动启动并运行相关项目。 一旦
任何用户登录，他可以观察到服务器正在后台运行。 
通过启用项目作为服务模式运行，用户只需要在项目编辑器的常规视图中将服务模式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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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编辑器的常规视图中将服务模式设置为 True。 
当项目在服务模式下运行时，状态栏上会有一个指示图标。 

 
状态栏上的指示图标显示项目作为服务模式运行。 
[重要] 
重要 
服务模式的启用/禁用仅在重新启动项目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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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将 SCADA发布到 Internet 
 
互联网网关 
Internet网关是一种功能，允许您将 SCADA应用程序发布为可从外部网络访问，而无需拥有静态外部 IP地址。
这可以通过项目编辑器中的最少配置来完成。设置后，将创建一个链接，以便您发布并允许授权用户从世界

上任何地方连接到 SCADA。 
此任务在 IntegraXor 内部运行将确保一切设置为能够从互联网访问您的 SCADA。这包括设置端口转发和跟踪
外部 IP中的任何更改。 
[注意] 
注意 
此功能应该自动运行在任何新创建的项目上。它可以通过在项目编辑器中禁用它来关闭。 
项目编辑器配置 
只要在项目编辑器中使用默认设置启用，此功能就会运行。但是，配置它，将允许自定义此功能的某些部分。 

 

图像：Internet Gateway项目编辑器配置 
外部端口 
从路由器映射到 IntegraXor中运行的 Web服务器的外部端口。要允许自动端口转发，此值应设置为 0.任何其
他有效的端口号将需要在路由器中手动配置。 
外部WebSocket端口 
从路由器映射到在 IntegraXor中的 Web服务器旁边运行的 WebSocket服务器的外部端口。要允许自动端口转
发，此值应设置为 0.任何其他有效的端口号将需要在路由器中手动配置。 
网址 ID 
这在创建要发布的 URL中使用。如果此值为空（默认值），则将使用项目 ID。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 ID不可
用，则将附加 ID以允许仍然创建链接。 
[注意] 
注意 
如果手动端口转发完成，请确保“外部端口”和“外部WebSocket端口”不相同。 
运行服务器 
运行服务器时，将启用“Internet网关”任务并在任务列表中运行。选择此项将显示与此功能相关的所有消息。
当任务开始时，它将进行端口转发，告诉路由器或 Internet网关设备（IGD）转发任何外部请求的选定端口将
其指向 IntegraXor。 
[注意] 
注意 
端口转发过程使用 UPnP（通用即插即用）与路由器通信。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失败，然后这个过程将被
跳过现在和链接仍然将创建，虽然它可能不工作。可以采取一些步骤使这项工作，将在下一节解释。 
在端口转发过程之后，将产生一个链接（出现在日志中）。这是应该用于共享和发布 SCADA 的链接。在特定
时间间隔内，将检查和更新外部 IP，以使链路始终指向正确的动态 IP地址。 
转发端口 
默认情况下，IntegraXor 中的 Web 服务器使用端口 7131，并且此端口在局域网（LAN）中正常工作，因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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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P地址识别网络内的不同 PC。在外部从互联网，网络内的所有 PC只识别与一个单一的 IP地址。尝试使用
具有默认端口的外部 IP连接到Web服务器将不会在这里工作，因为路由器不知道从网络内连接到哪个 PC。 
 
端口转发通过将外部端口映射到内部端口和本地 IP 组合来帮助。例如，如果端口 7132 映射到使用其本地 IP
和端口 7131运行 IntegraXor的 PC，则可以使用“http：// [external_ip]：7132 / [project_name]”从互联网访问
客户端。 
Internet 网关使用 UPnP（通用即插即用）与路由器或互联网网关设备通信。其主要原因是允许外部访问
IntegraXor Web服务器。当使用自动端口转发（将外部端口设置为 0）时，映射的外部端口将被随机化。此端
口号不需要记住，因为共享链接将始终重定向到正确的端口号。 
[注意] 
注意 
看到计算机有很多方式连接到互联网，可能有一些设置可能不工作或尚未被 Internet 网关支持。请阅读已知
问题部分。 
 
 
 
16.11。 启动项目命令行 
 
用户可以使用命令行启动和重新启动服务器通过自动加载项目。 
 
A）使用项目启动服务器： -  
<server-path> -r“<project-path>” 
例如：C：\ Program Files（x86）\ Ecava \ IntegraXor \ igsvr.exe -r“C：\ Users \ ecava \ Documents \ IntegraXor Projects 
\ prjEcava \ prjEcava.igx” 
B）使用项目重新启动服务器： -  
<server-path> -s“<project-path>” 
例如：C：\ Program Files（x86）\ Ecava \ IntegraXor \ igsvr.exe -s“C：\ Users \ ecava \ Documents \ IntegraXor Projects 
\ prjEcava \ prjEcava.igx” 
 
 
 
 
 
 
 
 
 
 
 
 
 
 
 
 
 
 



253 

第 17章。已知问题 
 
 
目录 
17.1。 Inkscape SAGE 
17.2。 项目编辑 
17.3。 前端 
17.4。 互联网网关 
17.5。 其它 
这是一个描述临时已知问题的章节，特别是那些在短期内不能在当前版本 03.309.0版本的当前版本 6.0.309.0
中修复的问题。 决定使用本产品开始项目的初学者应该浏览本章，但对于那些仍在冒险和尝试的人不需要。 
请在阅读前检查安装的版本，以确保此处描述的问题仍然相关。 当发现或修复问题时，本章将进行大量修改
和更新。 
 
 
 
17.1。 Inkscape SAGE 
 
17.1.1。其它 
有两种方式在 SVG 中输入文本，一种方式是简单地单击和键入，另一种方式是创建一个文本画布来输入，以
便文本可以在“编辑框”内流动。 一些新用户倾向于通过首先拖动来创建文本画布并在画布中键入来输入文
本。 不幸的是，在写作时，在Windows上运行的主要文本浏览器不支持文本画布。 所以工程师必须避免使
用文本画布，因为没有主要的浏览器支持它。 

 
Inkscape支持两种类型的文本输入机制，但浏览器只显示从 Click＆Type创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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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V为 I.E. 显示通过帆布创建的文本的空白。 

 

Firefox在文本画布上显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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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hrome在文本画布上显示为空白。 
[警告] 
警告 
作为一个设计师级的图形编辑工具，Inkscape可能仍然在某些情况下崩溃，并有自己的问题。 虽然这在标准
使用中可能很少见，但建议用户按 Ctrl + S尽可能频繁地保存以避免丢失任何工作。 
 
 
 
17.1.1。其它 
 
脚本 
SAGE 没有处理转义字符反斜杠（\）。如果在脚本中使用反斜杠，并单击[应用]按钮将在后面生成几个斜杠。
解决方法是删除任何附加的斜杠，避免使用[应用]按钮，但只需单击[确定]。 
光栅图像缩放 
浏览器无法处理像* .jpg或* .png等光栅图像的非比例缩放。工程师通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当使用这些图像作
为背景，如工厂车间或建筑计划，然后调整大小稍微注意到它不成比例。当工程师开始绘制 SVG图形的顶部，
它看起来绝对对齐和完美，结果是他们在浏览器运行时在这里和那里看起来不在乎的地方。 
要解决此问题，请删除光栅图像的缩放，然后按住 Ctrl 按钮将图像重新缩放到所需的位置。另一个解决方法
是在光栅图像后面绘制额外的虚拟 SVG对象，然后在缩放之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17.2。项目编辑器 
 
按行复制并粘贴 
复制一行或多行以进行粘贴要求用户在粘贴之前完全高亮显示目标行，但不要在单个单元格上高亮显示。否

则，内容将不匹配原始列。这个傻瓜证明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总是在粘贴之前右键点击行号。 
文本编辑器 
文本编辑器将具有Windows EOL格式的具有双指示符，即 CR＆LF的装饰错误。第一个已知的问题是用户需要
在删除换行符时按 Delete / Backspace两次。第二个已知问题是 Find-All将有错误的行号指示。解决方法是将
EOL转换为 Unix / OXS格式。对于 Notepad ++用户可以在Menu \ Edit \ EOL转换中找到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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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编辑器 
在 HTML /文本编辑器中选择标记/内容的底部的单击按钮不会产生任何实验结果。对于解决方法，使用鼠标手
动突出显示以便选择。 （3.72.4230.1） 
取消更改 
项目编辑器的当前版本不支持对更改进行撤消。请保存工作项目尽可能频繁，因此用户可以通过关闭当前窗

格（Ctrl + F4 / Ctrl + W）来丢弃不需要的更改。 
从旧手动菜单升级 
升级项目目录中没有 menu.js 的旧项目将触发弹出“运行 menu.js 错误，请再次检查您的脚本”。用户必须手
动将 menu.js从任何模板复制到旧项目，以便继续。 
 
 
 
17.3。 前端 
 
动画引擎 
SVG图形图层在 Inkscape SAGE中不能被命名为'image'，因为它在运行时将与系统关键字冲突。 
自动调整偏心 
任何 SVG图层不能手动“转换”，否则 SVG模拟将在运行时出现中心。 

 
输入任何变换设置将导致运行期间偏离屏幕。右下角“变换”的值将被删除。 
SAGE - 克隆 
如果 Google Chrome是目标浏览器之一，请不要使用 Clone作为需要动画处理的图形对象。克隆的图形对象上
的 GC的动画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Firefox - 缓存 
Firefox是一个流行的开发平台，但是，工程师必须知道，包括 Firefox在内的大多数浏览器都会尝试缓存浏览
数据。如果更改后无法看到更新，只需使用其他浏览器双重确认即可。也尝试按 Ctrl + F5强制刷新。否则，
请了解如何清除缓存。 
在开发期间，工程师可以通过输入完整路径来查看正在开发的页面：http：// localhost：7131 / job / page.htm？
YYMMDD-hhmm注意问号+添加到结束的时间戳。这被称为高速缓存破坏技巧，其中每次预期完全刷新时，需
要改变时间戳。 
Chrome - 缓存 
Google Chrome具有无痕模式，您可以使用它避免任何缓存问题。 
Google Chrome - 登录/注销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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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用户已注销，Google Chrome仍会记住密码，因此在浏览器关闭前，它不会提示登录。这是 Google Chrome
的已知问题。 
在 SVG中调整光栅图像大小时，浏览器始终保持宽高比 
要绕过这个浏览器的问题是将光栅图像与其他 SVG 元素分组，然后缩放到一起。否则，最好的做法是避免缩
放或至少按比例缩小按住 Ctrl键，在确保WYSIWYG在浏览器的显示。 
 
 
 
17.4。互联网网关 
 
以下是使用 Internet网关时可能发生的已知问题： 
无自动端口转发 
未从链接重定向 
 不自动端口转发 
当自动端口转发失败时，Internet网关将不会继续更新到主机站点的 IP，因为链路很可能不完整（端口号将为
0）。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UPnP无法正常使用。 
以下是必须满足以允许 UPnP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 
1.路由器必须支持 UPnP，并在其配置中启用。 
2.必须在Windows操作系统（OS）中支持和启用 UPnP。 
检查路由器的功能或规格应提及路由器是否支持 UPnP。另一种方法是访问路由器的配置并找到 UPnP设置（通
常被分类为高级功能）。确保它被启用，因此路由器将允许连接到它的其他 PC使用 UPnP设置端口转发。 

 
路由器内启用的 UPnP配置示例 
[注意] 
注意 
有许多不同品牌的路由器，将有不同的软件内配置。 该设置有时可以不同地命名或在设置内深入。 在这里
可能需要阅读路由器的用户手册。 
在运行不同版本的 Windows 时，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启用 UPnP 支持是不同的。 请点击此链接获取有关
如何设置此操作的指南。 （http://www.computerhope.com/issues/ch001367.htm） 
  未从链接重定向 
重定向耗时过长并最终更改为错误页面时，原因是 IntegraXor 服务器当前不可用，或者使用当前 URL 链接连
接到服务器时出现问题。 另一种可能性是 IntegraXor服务器可能落后于多个路由器。 

http://www.computerhope.com/issues/ch0013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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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路由器配置，将导致从公共 IP连接到服务器的问题 
在此配置中，路由器＃1 在另一路由器（＃2）后面，使得从路由器＃1 出来的公共/外部 IP 仍然是私有的。 
Internet网关只能转发直接连接到的路由器上的端口。 
首先，您需要访问直接连接到 PC的路由器的配置。 
2.然后尝试识别当前为路由器设置的外部/公共 IP地址，并记下它。 
3.打开 http://www.whatsmyip.org/并检查 IP地址是否匹配。 
4.如果没有，则路由器位于另一个网络之后。 
程序 17.1。如何确定路由器是在另一个专用网络后面 
这可能是因特网服务提供商（ISP）或办公楼内的配置造成的。如果 ISP是问题，那么联系以请求公共 IP是唯
一的方法。 
如果第二个路由器配置可访问，端口转发到第一个路由器应该工作。请记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手动端口

转发将工作。这是因为 Internet网关中的配置必须设置为 Router＃2的外部/公共端口（映射）。 
实施例 17.1。双路由器端口转 

 
在项目编辑器中的“外部端口”的配置应该是 7132.这是用于从互联网访问的端口。 
[提示] 
提示 
有关特定路由器的手动端口转发的详细信息和其他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portforward.com 
 
 
 
17.5。 其它 
 
报告 - 工程单位 
报表解析器不支持像＆deg，＆sup3; 等等。 请避免使用它们，直到此通知被删除。 
 
 
 
 
 

http://www.whatsmyip.org/
http://www.portforwar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