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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软件配置

1. 概述

1.1. RunTime运行环境自动打开项目的方法：

（1） 命令行打项目文件参数 如： C:\...\Runtime.exe "-pc:\project.csa"。

（2） 命令行启动回放参数 如： C:\...\Runtime.exe "-pc:\project.csa" –sim。

（3） 拷贝项目文件命名为 start.csa到软件根目录。

（4） 通过运行环境工具菜单下的选项进行设置。

1.2. Design组态软件自动打开项目的方法：

（1）命令行方法

（2）拷贝项目文件命名为 start.csa到软件根目录。

1.3.软件需要安装Microsoft .Net 4.0完整版本运行环境，如果软件不能执行请到

微软公司网站下载Microsoft .Net 4.0后安装（下载时选择合适的处理器版本，

建议下载 WEB 安装程序）。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7 SP1、Windows8、

Windows10 和 Server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2008、Windows Server2012

等（判断操作系统是否可以运行组态软件在于系统是否支持.Net 4.0）。

1.4. Export目录保存屏幕拷贝文件和归档备份文件。

1.5. Logs目录用于保存事件和报警输出。

1.6.内置脚本语言为 C#.Net和 JavaScript。

1.7.报表归档支持 SQLServer、SQLExpress、SQLite、MYSQL和 OLEDB数据库

（经过测试的为 SQLServer、SQLExpress、SQLite、MySQL、Access）。

1.8.日志和报警记录支持 SQLServer、SQLExpress、Access数据库。

1.9.目前可以提供的 IO 驱动为 OPCDA Client、S7PLC、Modbus、GprsDTU 、

关系数据库驱动、模拟驱动、用户驱动、唐码实时库驱动。

1.10. 目前可以提供的扩展为 OPCDA Server、ModbusTcpServer、EMail报警、

微信报警、SMS短信报警、SoftLogix软逻辑、实时数据同步到关系数据库。

1.11. 软件支持服务器客户端模式 CS和单机版方式运行。

1.12. 单机版本模式 1024点可以免费使用（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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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录结构

FScada.Net软件目录结构如下

（1） Config目录： Communction.cfg文件是驱动配置文件，指示需要装载的驱

动名称，Communication.SimulatorPlug.dll应该放在最后一行。Extends.cfg

文件是扩展 DLL的配置文件，指示需要装载的扩展 DLL 库。

（2） Demo目录：演示工程目录，发布项目时可以删除。

（3） en-Us目录：英语资源目录。

（4） Library目录：XAML为图库目录，目标运行系统可以删除，减少软件使

用磁盘空间。XAMLControl 子控件，目标运行系统可以删除，减少软件

使用磁盘空间。

（5） Logs目录：系统日志目录。

（6） Resources目录：图形资源目录（已经全部包含在图库中），目标运行系统

可以删除不使用的图形文件，减少软件使用磁盘空间。

（7） Recipes目录：运行环境配方存储目录。

（8） Wav目录：系统报警声音目录

第二章 Designer组态环境

1. 图形基础

绘图环境采用了 WPF 技术，是基于 XAML 文本语言描述的图形系统，所有的对

象均采用 XML 语言进行描述，用户可以修改源文件实现特殊功能或当组态出现错

误时修改源文件。

图形对象有一些基本的属性，基本属性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图形对象。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描述

1 Left Double 左边距

2 Top Double 顶边距

3 Height Double 高度

4 Width Double 宽度

5 Name String 编程对象的名称（运行时绑定）



第 4页 共 126页

6 Opatity Double 透明度（0-1）1：不透明

7 ToolTip String 光标移动到对象上的文本提示

8 Background Brush 背景颜色

9 Focusablue Boolean 是否有键盘焦点

10 Is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操作控制

11 Visibility Boolean 可见

12 RenderTransformOrigin Point 渲染基点（0.5,0.5 为中心点）

13 Stroke Brush 画笔

14 Foreground Brush 前景颜色

15 ZIndex Int 层，数字越大显示越前

2. Designer 开发环境界面

2.1 Designer 开发环境

【文件】菜单

“新建项目”菜单项：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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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项目”菜单项：打开一个后缀为 csa 的项目文件

“保存项目”菜单项：保存当前项目

“项目另存为”菜单项：另存当前项目

“清除文件列表”菜单项：清除文件菜单下的 “历史文件”

“退出”菜单项：退出组态环境

【编辑】菜单

打开图形编辑器，编辑菜单才有效，大部分编辑菜单均出现在工具栏上。

“撤消”菜单项：撤消上一次操作

“重做”菜单项：重做上一次操作

“剪切”菜单项：删除选定内容，复制到系统剪贴板

“复制”菜单项：复制选定内容到系统剪贴板

“粘贴”菜单项：从系统剪贴板粘帖对象，支持 FScada 控件，标准文本和图形

对象的粘帖（如在 Word 中复制的文本可以粘帖到图形中，屏幕拷贝的图形可以

粘帖到图形中）

“成组”菜单项：选定对象的编组

“解组”菜单项：打散选定组

“左对齐”菜单项：选定对象左对齐

“上对齐”菜单项：选定对象上对齐

“右对齐”菜单项：选定对象右对齐

“下对齐”菜单项：选定对象下对齐

“横向对齐”菜单项：选择对象横向对齐

“纵向对齐”菜单项：选择对象纵向对齐

“等宽”菜单项：选择对象宽度相同

“等高”菜单项：选择对象高度相同

“移到前面”菜单项：选定对象移到最前面

“移到后面”菜单项：选定对象移到最后面

“旋转”菜单项：旋转选定对象

“绑定数据向导”菜单项：显示动态绑定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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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菜单

“工具栏”菜单项：显示和隐藏工具栏

“项目管理器”菜单项：显示和隐藏项目管理器

“属性编辑器”菜单项：显示和隐藏属性编辑器

“图形工具”菜单项：显示和隐藏图形工具

“状态栏”菜单项：显示和隐藏状态栏

“运行系统”菜单项：启动 Runtime 运行环境

“服务器运行”菜单项：启动 Server 服务器环境

“回放客户端”菜单项：启动回放客户端

“注册文件类型”菜单项：注册 csa 类型文件后可以在资源管理器中通过鼠标右

键“编辑”直接打开组态环境。

“用户自定义”菜单项：显示绘图系统的定义

“缩小”菜单项：视图缩小

“放大”菜单项：视图放大

“锁定”菜单项：锁定选定的对象，鼠标单击不能选择锁定的对象（使用鼠标右

键可以）

“解锁”菜单项：解锁选定的对象

“XAML 浏览器”菜单项：显示图形文件的 XAML 代码

“保存 xaml 文件”菜单项：另存当前图形文件到 XAML 文件中

“导入图形”菜单项：导入用户控件（自定义的 XAML 文件）

【项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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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图片设置”菜单项：在项目中插入资源，如图形文件

注意：从系统剪贴板粘贴来的图形文件会自动保存到项目图形中，项目发布时如果项目文

件较大，请检查项目图片中是否包含了许多不用的图形文件。

“项目资源设置”菜单项：

存储任意类型的文件到项目中供脚本使用。

“标签浏览”菜单项：显示标签浏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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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上可以通过属性编辑器批量设置多个标签的属性（多选后设置）。

“归档设置”菜单项：配置报表归档标签

分类：每个分类作为一个数据库表存储

条件：触发报归档存储，“时间触发”就是定时存储，“标签变化触发”就是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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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值发生改变就存储（利用系统标签的 hour 可以实现每小时存储），另外还可以

通过脚本进行手动存储（js 脚本有内置命令）

每个分类最多可以存储 1000 个标签，取决于数据库的支持。

“使用缓存”和“立即写入”选项仅对 SQLServer 有效。

“保留天数”和“保存备份”选项的作用是每天 0点删除保留天数之前的数据，

根据选项到处 csv 格式数据到 Export 目录下。

“启动报表设计”菜单项：打开报表设计器

通过文件菜单下的保存到项目把报表文件保存到项目文件中。

“应用程序脚本”菜单项：打开或新建应用程序脚本 Global.cs

“导出项目到 VS” 菜单项：导出当前想的 C#代码到 VS 项目中。

“报警声音设置”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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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分组显示”菜单项：

配置运行时标签浏览器的分组显示方式。

“项目打包”菜单项：把当前项目生存 1个 Exe 文件，用于项目发布或演示运行。

“项目优化”菜单项：项目发布阶段使用项目优化可以提高图形文件的显示速度

（压缩图形显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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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置”菜单项:显示项目设置对话框

项目信息选项：

启动画面：设置运行环境主画面，如果不设置运行环境启动后将没有画面可显示

画面参数：指定启动画面的参数文件

启动、停止脚本：对应的是应用程序脚本中的无参数函数

用户脚本：选择对应的 dll 用于项目脚本控制，“scada.dll”是系统编译库，如

果选择了用户脚本 dll，运行系统启动时不再执行脚本编译操作（常用于项目发

布时保护 C#代码，选择 dll 后组态项目中的代码文件可以全部删除）。

自动登陆：运行环境自动登陆到指定的用户状态

项目安全：设置后，对组态软件有效，在组态环境打开项目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对运行环境无效。

“服务器项目”选项：选择后服务器项目设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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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选项：

全屏运行选项：运行环境运行项目后自动启动全屏

信息窗口选项：运行环境是否显示底部的信息栏

自动运行选项：运行环境打开项目后是否自动启动运行

必须有授权选项：选择项目运行是否必须安装加密狗

标签名称不使用驱动前缀选项：标签变量使用短名称

关闭桌面选项：运行环境关闭 windows 桌面显示

历史回放 IP 地址：设置历史回放服务的 IP 地址

历史回放端口：设置历史回放服务器的 TCP 端口

UDP 数据服务端口：设置 UDP 数据访问的通信端口

组态软件退出权限：设置组态软件退出运行需要的权限

画面鼠标右键功能：鼠标右键标签对象的动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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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IO 服务器获取数据：本地驱动不工作，连接配置的 IOServer 参数

服务项目设置选项：

网络主 TCP 端口：Net 网络驱动使用的 TCP 端口

网络副 TCP 端口：Net 网络驱动使用的 TCP 端口

历史数据服务端口：历史数据服务使用的 TCP 端口

网络驱动只读选项：Net 网络驱动的全局控制选项

回放 TCP 端口：历史回放服务使用的 TCP 端口

历史回放服务选项：是否启用历史回放服务

【控件】菜单

用户控件在安装目录下，文件名 VisualControls.*.DLL，新控件库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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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目录即可，不需要的可直接删除。

【扩展】菜单

显示当前加载的扩展接口

OPCDAServer 配置：

选择是否启用 OpcServe，选择是否允许设置。

ModbusTCP配置：提供 ModbusTCP 服务，见“扩展功能说明”独立章节

邮件微信报警配置：提供报警发送功能，见“扩展功能说明“独立章节

手机短信配置：提供报警发送功能，见“扩展功能说明独立”章节

海康网络视频配置：提供网络视频显示功能，见“扩展功能说明”独立章节

日志和报警归档设置：见“归档设置”独立章节

远程历史服务设置：CS 模式下通过此设置获取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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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和 Port 设置和服务器项目中配置的一致，用户名和密码使用服务器项目

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历史归档数据库设置：见“归档设置”独立章节

报表归档数据库设置：见“归档设置”独立章节

实时归档数据库设置：见“归档设置”独立章节

2.2项目管理器

项目管理器大部分对象支持鼠标右键菜单和鼠标双击打开操作。

【视图】：图形文件列表，图形文件鼠标右键菜单支持复制、导出等功能

视图目录上支持鼠标右键菜单

图形文件上支持鼠标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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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库】：图库列表

图库文件位于“Library\XAML”目录下，可以删除不需要

的文件。

【替换】：设计态或运行态进行图形的替换

“替换”功能的用途是实现多画面复用，在运行时把指定画面中的“内容”替换

为“替换内容”，由于图形文件本质上是一个文本文件，为防止误替换，需要在

被替换内容加上“@”前后导。

鼠标右键属性：

执行替换的同时还可以执行一个配方下载，每个替换文件对应对应 1 个图形文

件。

【配方】：静态配方文件列表，动态配方在运行环境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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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的功能就是执行批量参数设置。

【高级】：

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中权限 1为最小权限，未登陆用户权限为 0

图形对象和数据库标签均可以设置权限

画面权限：用于集中配置每个图形画面的显示权限

热键定义：用于配置 F1~F12 功能键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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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表：提供精确颜色表和范围颜色表配置

定时调度：配置循环执行任务

运行时可控制。

实时趋势组：预定义实时趋势组配置

历史趋势组：预定义历史趋势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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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cript：全局 js 脚本（组态软件启动运行后会自动执行全局 js 脚本）

【驱动】：显示配置的驱动程序，鼠标右键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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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后面现实的数字为当前标签数量，驱动设置详见“驱动配置”文档。

【报表】：显示配置的报表文件

报表目录下可以显示 rdl 报表文件和 excel 文件

【归档】：显示配置的报表归档表

【脚本】：显示 C#脚本文件

2.3工具箱

图形绘制工具箱，绘制完一个对象后，如果不需要继续绘制可按 ESC 键或右

键菜单点取消或工具箱点“选择工具” 退出绘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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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属性窗口

选择对象后显示可编辑或只读的对象属性

属性窗口有“属性”和“事件”两个选项卡，事件对应的是 C#脚本（根据

对象的不同，保存在不同的文件中）

属性窗口支持鼠标右键操作，可以打开绑定编辑对话框。

在事件选项卡上可以使用鼠标双击自动产生 C#代码或定位到已有代码。

2.5图形绘制

在图形编辑器上支持常规的快捷键操作，Ctrl+A 全选、Ctrl+C 复制，Ctrl+X

剪切，Ctrl+V 粘帖，Delete 删除。

移动图形：在图形位置按下鼠标，就可以移动，松开鼠标移动结束，也可以用键

盘的方向键移动，也可以使用图形选择边框左上角的移动移动工具进行移动。

旋转图形：选中图形，鼠标移动到图形右下脚，出现手状图标时按下鼠标就可以

旋转图形，松开鼠标结束旋转。

图形工具

选择工具：退出绘制状态，切换到选择状态，在编辑时使用鼠标右键选择

“取消”或按“ESC”可以切换到“选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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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椭圆

在图形工具箱中点击 “WPF 图形工具”，“矩形工具”

在绘图区域试着绘制一个矩形，按下鼠标左键，然后移动鼠标，放开鼠标就

完成了一个矩形的绘制，按下键盘 ESC，退出绘制状态。

当前矩形为选择状态，可调整大小，旋转等，当鼠标出现手状态即可旋转对

象。通过属性窗口设置矩形对象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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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绘制矩形、圆时按住 “Ctrl” 键，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相等。

绘制直线时按住 “Ctrl” 键，可以绘制水平或垂直直线。

 文本显示

绘制后直接可以输入文字，不支持回车，在空白区按

右键，选择取消菜单完成绘制。

选中文本工具后，再次点击工具箱的“文本显示工具”，进入文字编辑状态。

选中文本工具后，按鼠标右键，选择“编辑内容”，出现文本编辑对话框，可以

输入多行文本。也可以通过属性编辑器修改文本内容（不支持换行回车）,可以

在属性编辑器修改文本显示的字体。

 多边形

选择多边形工具后，点击鼠标后开始绘制，每点击一次鼠标绘制一条线，按鼠标

右键完成绘制。

绘制封闭的图形，当绘制到最后一条线时，按鼠标右键时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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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键，可自动完成图形的封闭（自动把第一点加入到最后一点形成封闭图形）。

多边形的重构方法：选中多边形，点击工具箱的“多边形工具”进入重构状态。

可以用鼠标拖动对应的点，按住 Shift 键后点击点执行

删除对应点操作，按住 Ctrl 键后点击对应点执行在该点插入一个新点操作，按

鼠标右键退出编辑。

 线条

绘制直线，绘制时连续绘制直线，按鼠标右键退出绘制状态

 弧

改变拉伸选项可以使弧可以调整。

 角度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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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属性设置可以绘制单弧和组合弧。

基本控件

WPF 样式的 Windows 常用控件，部分控件需要配合脚本才能发挥全功能。

 标签控件

用于文本显示

 按钮控件

标准按钮工具

 切换按钮控件

和标准按钮不同的地方在于有按下和弹出两个状态，

IsChecked 属性指示状态

 进度条控件

控件属性 Value 指示当前值，最大值最小值限定范围

 滚动条控件

控件属性 Value 指示当前值，最大值最小值限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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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动条控件

控件属性 Value 指示当前值，最大值最小值限定范围

 检查框控件

IsChecked 属性修改状态

 文本输入控件

和文本显示工具类似，运行状态可以修改文字内容

 边框控件

作为容器或外框的基本控件

 收缩控件

容器型控件，可以隐藏内部对象。

 密码输入控件

密码输入控件，此控件的密码属性不能被绑定只能通过编程读取。

 菜单控件

使用鼠标右键进行编辑。

 列表框控件

大部分功能需要配合编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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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Items）可修改列表内容，选中序号用来控制当前选定项目

 下拉框控件

大部分功能需要配合编程实现

内容（Items）可修改下拉列表，选中序号用来控制当前选定项目

 单选框控件

通过修改控件的组名称（GroupName）进行编组，编组后始终才

有单选效果。

 组控件

使用鼠标右键“嵌入控件”菜单插入复制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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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 控件

使用集合编辑器编辑 Tab 控件的页，使用鼠标右键“嵌入控件”菜单插入复制的

控件。

 数据表格控件

表格工具，参考演示项目或 MSDN 寻找编程帮助

 列表视图控件

ListView 控件，参考演示项目或 MSDN 寻找编程帮助

 树状控件

TreeView 控件，参考演示项目或 MSDN 寻找编程帮助

 日期控件

 浏览器控件

Windows WebBrowser 控件，修改控件的“URI Source”指定浏览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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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控件

 富文本控件

绘制富文本后，按鼠标右键，选择编辑内容出现富文本编辑器，富文本编辑器支

持 Word 的格式化文本内容的粘帖（暂不支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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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容器控件

用于插入 WinForm 控件到容器中，需要在 C#代码中实现功能。

 高级密码输入控件

此控件中输入内容会立即更新到绑定标签中。

 高级文本输入控件

此控件中输入内容会立即更新到绑定标签中。

 子画面控件

可以实现画面复用，子画面控件支持图形参数文件。

 报警控件

实时报警显示。

 报表控件

显示报表内容

 动画图形控件

支持常规图形和 GIF 动画图形。

 增强图形控件

支持项目文件中的图形和本地硬盘上的图形文件。

 图形按钮

支持 3种图形状态的按钮控件。

 切换图形

使用标签切换图形显示的二态图形控件。

 历史趋势控件

历史趋势控件，支持预定义趋势文件。

 实时趋势控件

实时趋势控件，支持预定义趋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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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列表控件

用于显示最多 100 个标签，默认显示 4列，支持扩展列配置。

 JavaScript 代码控件

用于在画面上实现初始化功能或者循环执行功能

 海康威视视频控件

视频控件

 仪表盘控件

单、双指针仪表盘控件

用户控件

 模拟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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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显示内容可选择对象，通过鼠标右键菜单修改

通过设置标签名称绑定显示值

设置数字格式控制显示内容（数值格式为 C#.Net 数值格式字符串）

 数字量状态

通过数字量状态显示文本。

 模拟量棒图

可以指定棒图方向

图形控制

 成组和解组

多个对象选中以后可以通过工具栏“成组”工具组合成一个对象

选择 2个对象 成组后 成组解组工具

选择组后属性编辑器 中可以对每个单独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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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属性设置。

选择组后，按鼠标右键，出现的组对象菜单

全选对象：选择全部子对象在属性编辑器统一设置相同的属性

通过鼠标“右键”对象树菜单可以对组内对象进行编辑。

提示：所有带文本的 WPF 内置工具（文本显示工具、文本工具、按钮工具、富文

本等）都可以通过鼠标右键菜单“编辑内容”修改文本内容，根据文本的内容格

式有标准文本编辑器和富文本编辑器两种编辑方式。

文本编辑器

提示：在选择工具情况下

系统剪贴板的文字和图形内容可以直接被粘贴到画面中

提示：按住 Shift 键可以多选对象。

 微调对象位置

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后，用键盘方向键可以调整对象位置。

 对齐

选择多个对象后通过对齐工具栏 调整对齐方式

选择对个对象后鼠标右键菜单，“等宽”、“等高”调整对象外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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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前移后

选择对象后，通过 工具栏调整对象的绘制顺序

通过属性设置 层可以精确的控制对象显示的位置，

层数越大，显示越前。

 标签替换

标签替换用于一个或多个对象动态绑定标签的替换，设计好的控件使用标签

替换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对象的功能复制。

在对象上按鼠标右键出现的上下文菜单选择“标签替换”。

可以在标签替换列手动输入标签，也可选定行后双击标签列表选择标签。

 文本替换

文本替换用户一个或多个对象的文本显示内容的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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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本替换的控制为文本控件、按钮控件等支持文本输入的控件。

 对象树

在“组”对象上或画面空白处点鼠标右键

选择“对象树”菜单，这对象树浏览器可以进行对象的选择和编辑，从而实现组

内对象的编辑和绑定操作。

注:属性窗口鼠标右键可以进行选定对象的绑定设置。

2.6颜色

系统定义的颜色有 3种，纯色、线形渐变、径向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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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色

单种颜色。

线形渐变

在两点之间的过渡颜色效果，典型的 Windows 按钮就采用了渐变，可绘制一

个按钮后看 Background 定义。

上图是一个矩形，通过修改 Fill 属性为线形渐变得到的管道效果。

起点：0，0 终点：0，1 表示渐变从上到下

定义了 3个渐变点： 0 ：黑色 0.5 白色 1：黑色

注意：渐变点颜色修改后，点击修改按钮才会生效。

再看下一个效果，在上面的渐变点后再增加一个 0.9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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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下边框黑色部分有了明显的加深。

绘制一个标准按钮，查看背景颜色，可以看出 Windows 按钮的背景采用了线性渐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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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渐变

焦点定义渐变的开始，圆定义渐变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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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圆的填充属性，看到立体图形的效果。通过改变色差，可以明显的看出

填充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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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标签数据库组态

标签数据库是组态软件的运行数据库，标签库由不同的驱动程序提供，驱动

程序分系统内置驱动和外部 IO 驱动。

每个标签都有一些值域，例如通过标签的 Value 访问当前标签的实时值，

Value 域的值类型由标签的类型决定，也就是由 IO 驱动程序决定。

值域 数据类型 意义

Value object 标签当前值，数据类型由标签决定

可设置

doubleValue double 双精度浮点数值（只读）

floatValue float 单精度浮点数值（只读）

boolValue bool 布尔值（只读）

int32Value Int32 32 位整数（只读）

Name string 标签名称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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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string 标签单位字符串

Description string 标签描述字符串

PluginId string 标签驱动 ID 字符串

FullId string 标签全称

Type System.Type 标签数据类型

Status string 标签状态字符串

“Good” “Bad” “Unknown”

ModifyTime DateTime 最后更新时间

UpdateTime DateTime 数值更新时间（发生改变表示数值发生了变

化且超过死区限制）

RangeMax double 量程上限 浮点数

RangeMin double 量程下限 浮点数

DeadZone double 死区设置值 浮点数

IsReadOnly bool 只读

StatusFlags integer 标签状态整数

Unknown = 0

Good = 1

Bad = 2

AlarmState integer 报警状态整数

Normal = 0

HI = 1

HIHI = 2

LO = 3

LOLO = 4

OffAlarm = 5

OnAlarm = 6

ChangeAlarm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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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System 系统内置标签

System 数据库由系统自动维护，进入运行系统自动执行。

所有的标签均是只读的，无法通过脚本或按钮进行设置。

系统数据库的更新频率为 100ms。

2.7.2 模拟驱动

模拟驱动包括了大量的功能，特殊的功能都可以在模拟驱动内通过脚本来实

现，模拟驱动线程循环时间 50ms，提供了一个变量用来查看当前扫描耗时。在

驱动编辑器窗口，双击鼠标编辑标签，在标签上按鼠标右键出现属性菜单。

模拟驱动标签内置类型：

整数

简单整数，一般用作临时变量

浮点数

简单浮点数，一般用作临时变量

布尔数

简单布尔量，一般用作临时变量

字符串

简单字符串，一般用作临时变量

C#脚本函数计算

通过 C#脚本执行的计算，在标签属性对话框点“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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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C#.Net 脚本，脚本通过应该放在 Functions 文件中，函数必须是静态函数。

函数原型：Void FunctionName(FScada.Interfaces.IChannel)

或带参数返回格式 object FunctionName(FScada.Interfaces.IChannel)

object 可以为任何对象，函数返回值被设置到标签值。

例：演示程序水箱液位控制逻辑

例：累计流量控制逻辑带参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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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脚本函数计算

通过 JavaScript 脚本执行的计算

输入通道定义传递到脚本中标签值，上列中 values[0]执行的时候是

“system.hour”的值

result 返回值设置到标签值。

Object

可存储任何对象，一般用作临时变量，通常用于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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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

更新周期：定时器的执行间隔，单位毫秒

定时器的标签值是整数，定时器每到达时间一次加 1。

定时器需要配合脚本才能发挥定时执行任务的作用。

趋势器

在实时标签浏览窗口可以查看趋势器标签的趋势值。

注：模拟驱动可以配置标签存储，确保下次运行时标签值还是上次运行值。

2.8报警组态

直接在标签配置界面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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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数据默认存储在 Logs 目录下，运行环境可以用“历史报警”功能查看。

2.9图形动画组态

2.9.1 颜色绑定

在图形组态窗口图形对象上按右键，点“绑定数据向导”（或双击图形对象），

打开动画绑定窗口。

 绑定颜色到标签

在组态画面上绘制一个圆，打开动画组态窗口，点创建按钮，组态背景填充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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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情变量内找到 system 下的 second 双击，修改扩展内的 Min=0，Max=60；修

改颜色范围开始为白色，结束位黑色，保存。

复制圆，粘贴到边上，双击修改 Fill 绑定数据

绑定到一个 bool 标签，system.blinkslow，保存。

 绑定颜色到 C#脚本函数

新建一个圆，打开动画组态窗口，选择表达式绑定，点创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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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脚本 Functions 脚本文件查看函数 GetColor 函数

脚本代码的意思是当第一个变量的值为 True 返回红色，否则返回黑色。

 绑定颜色到 JavaScript 函数

选择绑定 JavaScript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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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意义：如果 system.blink 的值为 true 返回黑色，否则返回红色

 绑定颜色到阈值表

选择阈值颜色表

添加颜色，输入范围限制值（输入完成按回车确认输入）

双击颜色列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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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可见状态绑定

 绑定布尔标签

 绑定 JavaScript 脚本

result 返回值非 0则可见，为 0则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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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定数值标签

标签值非 0则可见，为 0则不可见。

 绑定 C#脚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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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如边框颜色，前景颜色，背景颜色使用方法类似。

2.9.3 允许操作绑定

 绑定到布尔标签

绘制一个按钮，打开动画组态窗口

 绑定到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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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定到 C#脚本

2.9.4 旋转绑定

绘制一条直线，修改“变换基点”为 0,0,设置旋转的基点在直线的左上角。

对直线点右键，选择旋转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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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旋转绑定到 system.second标签，进行数据变换，保存后运行测试。

同样支持绑定到 JavaScript脚本和 C#脚本，函数返回值为数值类型（0-360）。

2.9.5 缩放绑定

绘制一个圆，对圆点右键，旋转缩放向导。

ScaleX，和 ScaleY均选择绑定标签到 system.second，修改数据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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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支持绑定到 JavaScript脚本和 C#脚本，函数返回值为数值类型。

2.10 文本绑定

 绑定数值标签

把 system.datetime绑定到按钮的文本显示。

 绑定到字符

绘制一个文本工具，修改 Text为 “second”，双击打开绑定窗口，选择 Text，

选择绑定到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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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表达式为 second:{0}s，添加一个 system.second标签。

{0} 表示显示序号为 0的标签值，标签域根据需要可以修改。

如果有 2个标签变量，第二个标签可以采用{1}表示，{}内还可以加入格式化选

项，具体可参考.Net字符格式化参数（见附录一）。例如{1:d}表示第 2个参数按

数字进行格式化显示。

注意：这里的表达式不支持脚本函数操作，仅支持.Net字符格式化选项。

 绑定到多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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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定到 C#脚本函数

 绑定到 JavaScript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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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标签域值绑定

按上图绘制一组标签工具，第一排是静态标签，修改 Content属性。

第二排双击第一个文本，打开绑定窗口

第一个绑定值域选择“Name”，第二个绑定值域选择“Value”，依次继续其它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标签值域的应用。

上例我们使用的是标签工具，同样可应用到文本工具。

保存，运行测试。

2.12 位置绑定组态

如下图，用滚动条控制圆的 X轴位置，我们需要把圆的 Left属性和滑动条

的数值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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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一矩形，宽度=350，高度=100；绘制一圆，直径=30；绘制一滑动条工具，

设置Maximum=320 （350-30）。

在模拟驱动内新建一浮点数标签，sim_left。

双击滑动条，打开绑定组态窗口，选择 Value属性，选择绑定到标签值

双击圆，打开绑定组态窗口，选择 Left属性，选择绑定到标签

把矩形和圆选中，成组（因为我们对圆绑定的数据值是 0-320，成组后圆的 Left

属性就变成了相对属性，0在矩形的最左边，没有成组之前 0在图形窗口的最左

边），保存工程，运行测试。

运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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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Top属性绑定方法类似，可以改变对象的顶部位置，Width、Height分别可以

改变宽度和高度属性。

2.13 鼠标动作组态

常用的操作如打开画面，设置数据可以直接通过按钮动作进行组态。

可以在对象上按右键，选择菜单的“鼠标动作绑定”，或双击对象时按 Ctrl键。

单击 LeftClick点“新建”按钮，选择“打开画面”动作，选择画面名称。

LeftClick ： 鼠标左键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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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Click ： 鼠标右键点击

MiddleClick ：鼠标中键点击

WheelClick ：鼠标滚动轮点击

LeftDoubleClick ：鼠标左键双击

RightDoubleClick ：鼠标右键双击

MiddleDoubleClick ：鼠标中键双击

2.14 用户管理组态

双击项目管理器的“用户管理”打开用户数据库组态

最小用户权限为 1，设置值越大权限越高。

鼠标双击值域进入编辑状态，按回车确认修改。

画面和 IO标签都可以设置权限，权限不够无法打开画面或设置标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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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画面权限组态

可以通过鼠标右键添加不在列表内的画面。

2.16 颜色表组态

提供共享的演示配置供动画使用。

2.17 归档数据库配置

见独立章节。

2.18 标签替换应用

标签替换应用于一个画面对应不同标签的场合，如设备操作对话框，相同工

艺的画面，在运行时按定义的标签替换文件进行标签替换，替换原理是文本替换，

因此文字也是可以进行替换的，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图形系统的关键词被替换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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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的颜色绑定到了 system.blink

打开按钮和关闭按钮分别帮到到鼠标左键操作（LeftClick）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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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画面共有连个替换对象 @Text和@v和 system.blink

新建一个标签替换文件保存为 v1

新建一个按钮，绑定鼠标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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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配方应用

配方的原理就是把预定义的一组参数设置为预定义的值。

然后通过鼠标动作或者脚本执行。

脚本命令：Global.MyApp.LoadRepice("repi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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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简单脚本应用

2.18.1 Application对象

系统定义了一些常用的函数，通过 Global.MyApp对象访问，在脚本编辑

器按空格可以出现选择框。鼠标动作绑定的执行方法都可以通过脚本命令实现。

通过脚本改变标签值的方法：

Global.GetChannel("tagname").Value = 0

在脚本中调用登陆对话框：

Global.MyApp.Login()

2.18.2 标签数据改变触发脚本应用

在标签浏览窗口或项目管理器上点中一个标签

在属性窗口选择事件项

输入函数名称（需要和脚本中的函数名称一致）

在 channelhandler中输入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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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编写方法和定时器应用一样，定时器实际上也是标签改变事件。

2.21 报表设计

参考 DEMO项目中的例子。

开始设计一个简单报表：

第一步：点击工具栏报表工具按钮，打开报表设计器

第二步：点击新报表工具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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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确定按钮，进入修改界面

调整页面格式，加入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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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报表文件，保存报表到项目。

注：

报表参数格式为：param1=value1&param2=value2，其中 param1为报表中定义的

参数，value1值为运行替换值，如设计了一个可供选择时间范围的报表可通过这

样的方式进行参数传递。

C#在脚本中调用报表显示的函数如下：

Global.MyApp.OpenReport(“报表名称”,”参数”);

Global.MyApp. OpenReportFromFile(“报表文件名称”,”参数”);

如果报表文件在项目文件路径目录下，可不使用全路径，否则要使用全路径。

定义两个时间类型的报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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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查询语句，加入查询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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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参数设置为报表参数

传递报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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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Runtime运行环境

1. 菜单及工具栏

运行环境支持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默认语言根据操作系统自动选择，也可通过

“工具”菜单下语言进行切换。

“工具”选项菜单设置项目自启动：

在窗口位置按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在全屏状态下可通过此菜单调整界面。



第 74页 共 126页

2. 画面操作

在画面上按鼠标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可对画面显示进行调整和屏幕拷贝保存。

按下鼠标中键，可进行画面平移。

可通过鼠标滚轮进行画面缩放。

3. 日志查看

可查询和保存到 CSV文件。

4. 报警记录查看

可查询和保存到 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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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驱动及标签浏览

在标签浏览窗口选定标签点击鼠标右键，出现属性菜单，属性窗口可以对标签的

值进行设置，某些特定的标签还有特性菜单（如趋势器标签）。

6. 报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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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存项目修改

如果用户权限>10，对项目的修改在项目停止运行后可以使用菜单进行保存（用

户配置，标签设置等）。

第四章 CS服务器-客户端运行环境

CS运行方式由 Server服务程序和 RunTime单机版运行程序组成，Server 程序负

责数据采集和历史记录，RunTime通过网络驱动从 Server采集数据，提供画面显

示和报警等功能。

使用开发环境打开 Demo目录下的 Server项目

服务器项目必须配置的内容如下：

1）用户管理配置，客户端驱动需要指定用户名和密码才能登陆到服务器获得数

据，标签的访问权限也是根据用户定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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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必要的驱动和通讯标签

3）“项目”菜单下的项目设置窗口

“服务器项目”选项打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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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 3个端口

4）根据需要配置历史归档服务器

5）根据需要配置报表归档服务器

6）根据需要配置日志归档服务器

保存项目，使用 Server软件运行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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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开发环境进行客户端项目开发了。

配置网络驱动

1）添加 1个服务器，设置服务器 IP地址和端口，用户名和密码，启用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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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 1个标签组，从服务器导入需要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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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画面开发

4）配置历史服务器

扩展菜单下“远程历史服务器设置”

附录一 C#.Net 字符格式化选项

字符串的数字格式：

{0:N1}",56789 //result: 56,789.0

{0:N2}",56789 //result: 56,7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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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N3}",56789 //result: 56,789.000

{0:F1}",56789 //result: 56789.0

{0:F2}",56789 //result: 56789.00

{0:D5},25 //result:00025

字符 说明 示例 输出

C 货币 string.Format("{0:C3}", 2) ＄2.000

D 十进制 string.Format("{0:D3}", 2) 002

E 科学计数法 1.20E+001 1.20E+001

G 常规 string.Format("{0:G}", 2) 2

N 用分号隔开的数字 string.Format("{0:N}", 250000) 250,000.00

X 十六进制 string.Format("{0:X000}", 12) C

string.Format("{0:000.000}", 12.2) 012.200

日期格式化：

字符 类型 示例(ystem.DateTime.Now)

d Short date 10/12/2002

D Long date December 10, 2002

t Short time 10:11 PM

T Long time 10:11:29 PM

f Full date & time December 10, 2002 10:11 PM

F Full date & time (long) December 10, 2002 10:11:29 PM

g Default date & time 10/12/2002 10:11 PM

G Default date & time (long) 10/12/2002 10:11:29 PM

M Month day pattern December 10

r RFC1123 date string Tue, 10 Dec 2002 22:11:29 GMT

s Sortable date string 2002-12-10T22:11:29

u Universal sortable, local time 2002-12-10 22:13:50Z

U Universal sortable, GMT December 11, 2002 3:13:50 AM

Y Year month pattern December, 2002

自定义日期格式化：

字符 类型 示例 输出

dd Day {0:dd} 10

ddd Day name {0:ddd} Tue

dddd Full day name {0:dddd} Tuesday

f, ff, ... Second

fractions

{0:fff} 932

gg, ... Era {0:gg} A.D.

hh 2 digit hour {0:hh} 10

HH 2 digit hour,

24hr format

{0:HH} 22

mm Minute 00-59 {0:mm} 38

MM Month 01-12 {0:M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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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JavaScript数字格式化

在Javascript标准之中，提供了对数字格式化输出的支持常用函数如下：

toExponential([fractionDigits]) ：将数字按科学计数法格式返回，其中的

fractionDigits值小数点后保留的位数。

toFixed([fractionDigits]) ：将数字按指定的小数点位数返回，其中的

fractionDigits值小数点后保留的位数。

toPrecision([precision]) ：将数字按指定的精度返回（这个精度不是指小

数点后几位），其中precision是指定的精度值。

举个例子：

var num=56.45678;

var rs1=num.toExponential(2);//rs1的值为5.65e+1

var rs2=num.toFixed(2);//rs的值为56.45

var rs3=num.toPrecision(2);//rs的值为56

附录三 表达式计算说明

说明 操作符号 例子

MMM Month

abbreviation

{0:MMM} Dec

MMMM Full month name {0:MMMM} December

ss Seconds 00-59 {0:ss} 46

tt AM or PM {0:tt} PM

yy Year, 2 digits {0:yy} 02

yyyy Year {0:yyyy} 2002

zz Timezone

offset, 2

digits

{0:zz} -05

zzz Full timezone

offset

{0:zzz} -05:00

: Separator {0:hh:mm:ss} 10:43:20

/ Separator {0:dd/MM/yyyy} 10/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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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 +4

负 - -4

非 ! !true

位取反 ~ ~21

类型转换 (T) (long) 3

逻辑真 true {0} == true

逻辑假 false {0} == false

乘运算 * 4 * {0}

除运算 / {0} / 4

模运算 % {0} % 4

加运算 + {0} + 4

减运算 - {0} - 4

移位 << {0} << 4

>> {0} >> 4

比较 < {0} < 50

> {0} > 50

<= {0} <= 50

>= {0} >= 50

== {0} == 50

!= {0} != 50

位与 & {0} & 16

位或 | {0} | 16

位异或 ^ {0} ^ 16

逻辑与 && {0} && {1}

逻辑或 ||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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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GprsDTU驱动使用手册

以透明传输的 DTU为例，DTU连接到服务器，首先要确定 DTU 的 TCP 端

口和注册包，通常透明传输 DTU 注册包是可以指定的，DTU 驱动支持长度为

1-32字节的自定义注册包，建议使用 sim卡号作为注册包。

DTU驱动只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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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一般情况不需要填写，指定服务器 IP的意义是软件绑定指定 IP 地址

的网卡和 DTU进行通讯，如果本机没有该 IP地址的网卡，软件就无法运行。

1、选择标准 GprsDTU，设置 TCP端口

2、添加 D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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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标签：可以指定 1个模拟驱动布尔变量用于指示 DTU在线状态

状态标签：可以指定 1个模拟驱动布尔变量用于指定通讯状态

3、根据Modbus RTU寄存器地址配置通讯标签

4、由于 Gprs通讯速度比较慢因此建议使用连续的Modbus寄存器地址，减少通

讯包，一方面提供通讯效率，还可以减少流量。

5、1个 DTU通讯端口下可以配置 500到 1000个 DTU设备

附录五 FScada.Net组态软件免费策略

1、免费版本可以支持的 IO 容量为 1024点（不包括 system 系统驱动），无运行

时间限制。

2、免费版本仅支持本地 Runtime运行，Server服务器只能运行 2小时。

3、免费版本支持的驱动为模拟驱动、Modbus驱动、OpcClient驱动、S7驱动。

4、OPCServer、ModbusTCPServer、Email报警免费版本有时间限制。

收费版本WTScada和免费版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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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O容量 65000点

2、支持 CS模式运行。

3、支持全部驱动和扩展

4、支持软件授权和 USB加密狗授权方式

USB加密狗授权支持自定义运行期限、可设置无狗禁止运行。

附录六 IO服务器和客户端功能

1、用途

提供 Server到 Runtime或 Runtime到 Rutime实现 1拖 N模式运行，使用 TCP

传输。例如 1个单机版本项目在 1台操作员站运行，现在想扩展 1台操作员站，

但是硬件通讯条件不满足，这时可以使用此功能，把原来的操作员站当服务器用

途，新增加的操作员站当客户端使用，可以实现 1拖 N 的，同样 Server 软件也

具备此功能。

2、服务器端配置

Runtime和 Server都可以支持 IOServer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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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项目设置，启用“服务器项目选项”，启用“启动 IO服务器”选项。

3、客户端设置

把服务端项目另存一个名称，打开项目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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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选项卡选择“从 IO服务器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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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器“高级”目录下“IO服务器设置”

添加指定 IP地址和端口的 IO服务器，需要设置好用户名和密码。

保存项目，运行。

可以设置多个 IO服务器实现冗余功能。

本服务仅可应用于相同驱动标签的项目，服务器所有标签信息都会实时被传输到客户端。

具备操作功能，标签控制权限和本机运行一致。

附录七 UDP数据转发服务

1、用途

提供从生产区域到非生产区域的数据转发服务，数据传输是单向的，可以穿

过单向隔离装置，构成隔离的安全的信息系统。也可以在局域网内提供只读的客

户端传输。

2、服务器端配置

Runtime和 Server都可以支持转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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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UDP发送设置

添加转发的驱动和接收方的 IP地址

根据需要填写本地 IP 地址和端口，内网转发可以不填写，如果需要指定的网卡

发送必须填写网卡的 IP地址，如果端口为 0则使用系统随机端口发送，如果通

过单向隔离装置发生必须设置固定的端口。

启动 Runtime或 Server软件运行项目，转发服务就会启动，转发服务每分钟转发

一次全部标签，其余时间仅转发变化过的标签，运行周期 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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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端设置

把服务端项目另存一个名称，打开项目设置对话框

在启动选项卡设置 UDP接收端口，启动只读 UDP客户端选项。

启动运行就可以收到转发数据。

UDP接收模式运行时，除 system、sim驱动正常运行，其它驱动都停止工作，如

果 sim驱动被转发，需要考虑标签冲突问题。

附录八 归档配置

1、历史归档

扩展菜单“历史归档数据库设置”

历史归档用于存储趋势数据，不配置归档则历史趋势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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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归档支持内部，关系数据库和唐码实时数据库归档。

默认情况下内置存储有效，每月产生一个文件。

“量程越限不存储”选项：标签值超量程设置时不存储。

归档标签设置在标签属性对话框内设置

每秒数百点历史记录可以使用内置库，每秒上万点应该使用 SQLServer 或

SQLExpress，每秒上千点可以使用MYSQL。

如果要使用MySQL数据库，请下载MySQL数据库的.Net 驱动

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dDSVVbV

http://pan.baidu.com/s/1dDSVV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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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使能就可以执行历史归档。

归档死区：标签值变化大于死区才会存储

例外时间：如果标签值一直没有改变，超过设置时间触发存储

通过设置合理的归档死区和例外时间可以大大减少归档数据库的存储空间。

2、报表归档

扩展菜单“报表归档数据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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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数据库和历史归档一致。

3、实时数据归档

扩展菜单“实时归档数据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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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数据库类型和历史归档一致。

使用步骤：

1、配置数据库连接

2、创建数据库表格

3、导入标签

4、查看标签

5、设置合适的更新周期

实时数据归档的功能：归档程序按指定周期把组态软件的数据同步到数据库中

“realtable”表中供其它软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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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 扩展功能配置

1、OPCDA Server服务

启用选项就可以在运行环境或服务器环境启用服务。

2、ModbusTCP服务

配置好寄存器地址和启用选项就可以在运行环境或服务器环境提供服务。

3、邮件微信报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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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报警变量，配置好邮件服务器信息或微信公众号信息，启用选项就可以提

供服务。

使用微信报警时，首先申请 1个企业号，开通后按下列步骤设置

微信企业号配置：

打开网址：https://qy.weixin.qq.com/

进入应用中心“创建一个应用”用于组态软件报警

进入创建的应用

https://qy.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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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普通模式

点自定义菜单 后的设置可以配置微信企业号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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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通讯录，配置一些用户

注意：账号就是微信报警设置的用户账号

点“设置”，找到“功能设置”下的“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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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管理组，得到开发账号信息

填写到软件设置中。

4、手机短信报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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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MS短信模块的通信端口定义好手机号和报警信息，启用选项就可以提供

服务。

测试使用的 SMS模块

5、海康网络视频服务

5.1 从百度网盘下载海康视频支持 DLL，解压后复制到组态软件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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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使用Web浏览器访问网络摄像机测试视频功能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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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服务端口：8000
该端口用于组态软件连接视频浏览

5.3视频配置

添加一设备，输入网络摄像机信息

添加网络视频控件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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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名称里面输入 配置的设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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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用的网络视频设备从淘宝购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FZlo4z&id=42539360445&_u=s17olg9affc

经过实际测试可用于海康硬盘录像机和采用海康主板的硬盘录像机。

附录十 历史回放功能

Demo 项目：

组态软件打开 Demo 下的 PlaybackServer 项目

1、项目设置中起用“服务器项目”，启用“历史回放服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FZlo4z&id=42539360445&_u=s17olg9af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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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回放服务器信息

2、启动 Server软件

运行项目，从信息中看到历史回放服务已经启动，服务启动后 1分钟以后才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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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回放历史数据。

3、启动回放客户端

点击“工具”菜单下的“回放客户端”

打开回放项目

本例使用了同 1个项目文件，实际使用中通常使用 net网络驱动从服务器获取数

据。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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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过程中可以暂停或调节回放速度。

附录十一 唐码实时库

1、 历史归档

扩展菜单“历史归档数据库设置”

历史归档用于存储趋势数据，不配置归档则历史趋势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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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唐码实时数据库

连接信息格式为“IP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配置完成使用通信测试按钮测试是否可以正

常和服务器连接。

“导出 CSV”按钮用于实现把组态软件的历史归档标签导出为唐码实时库支持的导入格式，

可以在唐码数据库管理工具中导入标签。

请注意：必须手动把标签导入到实时数据库才能正常历史归档。

历史归档必须配置为“唐码实时数据库”才可以使用实时库的历史趋势（不配置归档标签

没有关系，唐码实时数据库驱动的标签会自动加入到归档查询列表）

2、 实时数据库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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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唐码实时库驱动”进入配置

定义服务器连接信息：

刷新间隔：定义数据更新频率

定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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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设置内容设置为为实时库的标签名称。

该驱动支持写库操作，标签值发生操作会回写实时库。

3、 实时数据连接数说明

1、每个驱动组使用 1个长连接

2、历史归档使用 1个长连接（如果配置了历史归档标签到实时库）

3、历史查询、趋势查询使用 1个短连接（使用后关闭）

附录十二 用户驱动配置

用户驱动的作用是提供 1 个简单的使用 json 格式的 TCP 通讯协议，组态软件侧

是 TCP 客户端，可以方便和其他系统或用户程序交换数据，实现通讯驱动功能。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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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用户侧软件的 TCP 服务通讯端口，通讯建立后组态软件根据超时设置判断通

讯异常，因此用户侧软件必须保证在超时时间到达前提供数据。

用户侧软件返回的数据为 json 数组格式，使用驱动配置的地址标示标示数据标

签名，数据格式如下：

[{n:"t1",v:"1",s:1},{n:"t2",v:"1",s:1}]

n：地址标示，字符类型

v：标签数值，字符类型

s：标签状态，数值类型，1好点，2坏点，0未初始化

对于 bool 类型，0表示 False，1 表示 True

每一包通讯数据字节数小于 1024K，编码类型 UTF-8，或者 ASCII（无中文字符）

组态软件写值格式如下：

{"packtype":"write","param1":"[{\"tagname\":\"t2\",\"strvalue\":\"1\"}

]","param2":"","param3":"","param4":"","param5":"","paramcount":1}

packtype:字符类型，write 标示写标签值

param1：json 数组，tagname：文本 标签地址，strvalue：文本 标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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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bool 类型，strvalue 的值为“True”或“False”

使用 TCP 通讯工具软可以方便的进行通信测试

对于已有的用 C++之类写的通讯软件，加上 TCP服务通讯可以方便的实现组态软件驱动。

附录十三 图表使用

RunTime软件工具菜单增加了 SQL 查询分析器用于测试 SQL查询（针对报表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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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可以支持数据运算功能，参考对应数据库 SQL命令和函数使用方法

典型的计算如Max：最大值 Min：最小值 Count：求和 + - * / 数学运算可直接使用

Select count(col1) / 365 as [计算值] from [report_1]

Select Max(col1),Max(col2) from [report_2]

Select (col1 * 365 / 128) as [countx] from [report_2]

圆饼图表：

支持从实时趋势组产生动态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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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数据库模式通过 SQL参数执行，支持动态绑定

1、行模式

要求查询返回的数据有多行，2列，每一行数据作为一项显示，第 1列为名称字段

参考的数据返回格式

时间 数据

2015-1 120

2015-2 130

2015-3 150

Select [time] as [时间],[data] as [数据] from [report_1] where year=2015 and mon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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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模式

要求查询返回的数据有多列，每一列作为一项进行显示，如果有多行执行求和运算后显示

参考的数据返回格式

数据 1 数据 2

120 123

130 145

150 168

Select [data1] as [数据 1],[data2] as [数据 2] from [report_1] where year=2015 and mon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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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图图表：

归档数据库模式通过 SQL参数执行，支持动态绑定

3、行模式

要求查询返回的数据有多行，2列，每一行数据作为一项显示，第 1列为名称字段

参考的数据返回格式

时间 数据

2015-1 120

2015-2 130

2015-3 150

Select [time] as [时间],[data] as [数据] from [report_1] where year=2015 and mon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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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模式

要求查询返回的数据有多列，每一列作为一项进行显示，如果有多行执行求和运算后显示

参考的数据返回格式

数据 1 数据 2

120 123

130 145

150 168

Select [data1] as [数据 1],[data2] as [数据 2] from [report_1] where cyear=2015 and cmon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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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图：

归档数据库模式通过 SQL参数执行，支持动态绑定

要求查询返回的数据有多行，大于 2列，第 1列为名称字段，后续列为数据产生列

参考的数据返回格式

时间 数据 1 数据 2

2015-1 120 222

2015-2 130 333

2015-3 150 4444

Select [time] as [时间],[data1] as [数据 1],[data2] as [数据 2] from [report_1] where cyear=2015

and cmon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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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四 关系数据库驱动

数据库驱动支持 SQLServer、SQLExpress、MySQL、Access 等 OLEDB 数据库，从

数据库中定时查询获取数据更新到组态软件中。

启动配置界面



第 125页 共 126页

标识列：数据表中行标识列，应该是唯一的

表名称：数据表名称

当 SQL 为空白是使用 “Select * from 表名称”查询数据

SQL：当 SQL 非空白是使用指定的 SQL 语句查询，查询返回结果必须包括标识列

和至少一个数据列

SQLServer 配置：

MYSQL 配置：

需要安装 MySql for .net 驱动，MySql 官网可以下载

当前最新版本

添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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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设置内容填写标识列的值和列名

注意标签数据类型尽量和数据库中的实际值类型一致。

常州文庭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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