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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说明 

内容简介 

本手册主要描述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软件的使用说明。 

阅读对象 

本手册的使用人员主要包括： 

 客户 

 工程实施人员 

阅读手册所需基本知识： 

 本手册假定您了解工业互联网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手册约定 

本手册对一些格式、规范和动作作了约定，您可参阅以下约定，方便您对本手册内容的理解。 

格式约定： 

格式 说明 

Times New Roman字
体 

Times New Roman字体斜体表示屏幕终端显示，包括：配置文件，系统输出文件，

命令等内容。如：login 
另：其中屏幕输出信息有表示用户手工输入的内容，采用加粗的形式，如：
Password: ****** 

<> 加尖括号的内容表示按钮名。如：单击<OK>按钮 

<键1+键2> 
表示用户需要同时按下这几个键。如：<Ctrl+Shift+D>表示同时按下Ctrl、Shift
和D键 

［］ 
带方括号的内容表示菜单项、数据表和字段名等，如：选择[文件]菜单 
多级菜单的表示方法采用[/]形式。如：选择[工具/修订/比较合并文档]菜单项，

表示选择[工具]主菜单项中[修订]菜单下的[比较合并文档]项 

“” 单选框、复选框、页签、列表框、窗口统一加“”表示。如：选择“保存”页

签 

* 系统必填项 

手册中提示、注意、警告事项标志： 

图标 说明 

 
提示：表示包含重要特征、提醒或指示信息。 

 
注意：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导致软件无法正常运行。 

 
警告：标示有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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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pOS 入门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软件是企业连接工厂、设备、人员和产品等全信息数据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工业大数据平台、工业人工智能平台，主要包含边缘侧数据集成、平台侧全域数据管理

和应用侧工业 APPs 等功能。通过数字化工厂建模实现工厂的全信息模型构建，利用平台的

数据治理和综合利用能力，实现工厂元数据的对象化组织、工业大数据的 DIY 分析以及工

业 APP 的组态开发。supOS 工业操作系统旨以集成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解决工厂生产

控制、生产管理和企业经营的有效融合，实现企业运营水平的有效提升。 

1.1 术语表 
表1-1 术语表 

序号 名词 名词解释 

1 对象模型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对象实例、对象模板与功能集合等概念的抽象

集合，具有对象属性、对象服务、对象事件和对象订阅特性。 

2 对象实例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工厂、设备、车辆、产品和人员等物理对象的

数字化全信息模型实体。 

3 对象模板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一类具有共性特征和能力的对象模型。具有继

承能力，对象实例可通过继承对象模板，实现特征与能力的有效扩展。常用

的对象模板包括厂房类、设备类、车辆类、产品类、人员类和物料类等。 

4 功能集合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一组带有业务特性的信息模型截面。具有扩展

能力，对象模型可通过功能集合的动态扩展特性派生新的业务特性。 

5 对象属性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对象模型的特征信息，包括对象模型的静态与

动态特征信息。如设备的长、宽、高、材质、安装位置、转速、电流、电压、

运行状态、故障状态等。 

6 对象服务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对象模型的行为能力以及功能定义。如阀门的

开关、电机的润滑保养、水泵的维修、泵组的主备切换、装置开、停车等。 

7 对象事件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对象模型之间消息传递的产生源，一般通过另

一个对象模型来订阅该事件，实现消息的传递与反馈。 

8 对象订阅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对象模型之间消息传递的接收者，通过订阅的

对象事件作用，实现接收消息后的具体响应动作。 

9 数据集合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用户自定义的复杂数据结构，利用数据集合可

实现对象模型之间的个性化信息交换。 

10 驱动集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数据接入和协议适配的驱动集合，可用于多种

信息管理系统、控制系统、智能设备和仪表等多元数据接入、清洗和协议转

换。 

11 采集源点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信息采集的数据源，常见的有一套装置的控制

系统、一套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一个智能设备或仪表和一个智能采集网关

等。 

12 数据标签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信息模型的最小单元，泛指采集源点中的一个

数据测点、一张业务数据表、一个视频通道或一个人员定位信息等。 

13 父模板 
每个对象实例创建时需要继承的对象模板。通过配置关联，父模板的属性、

服务、事件、订阅等信息会被当前对象实例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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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词 名词解释 

14 工业APP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一组满足特定场景和业务需求的软件功能定

义，是工业技术、工业知识、经验和重要成果的有效载体。 

15 组态开发 supOS工业操作系统用于描述用户通过配置、设定、拖拽图元等操作，实现

业务功能的二次开发与定义过程。 

16 页面布局 
supOS工业操作系统在进行页面设计时提供的整体布局功能，通过布局块的

大小拖动和排布，完成整体页面的展示设计。常用的布局方式有自由布局和

流式布局。 

17 画布 
supOS工业操作系统提供的页面组态开发环境，用户通过拖、拉、拽的方式

完成业务页面的设计和定义。 

18 布局块 
在页面布局时的最小块单元，每个布局块都拥有自己的画布，用户可以自由

定义布局块中的内容。 

19 服务器组 
服务组由3-N台服务器组成，用于supOS工业操作系统的集群部署，主要负责

对多元数据标签进行对象模型重建，提供数据可视化服务、工业智能APP开
发、部署和管理服务。 

20 采集工作站 用于部署supOS采集软件，主要负责多元数据的实时采集，并上送平台服务

器。 

1.2 运行环境 

用户需在操作系统环境下使用 Chrome V65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访问 supOS。采集工作站需要

能访问公网才能与云端 supOS 鉴权。 

以下为采集服务器推荐配置，实际配置要求取决于企业规模、支持的位号、客户端使用数量

等。最低配置不推荐使用工作流及大数据模块功能。 

表1-2 服务器推荐配置 

设备 指标 规格/型号 功能 

采集工作站 

CPU 3.0GHz及以上 

用于安装

采集器软

件 

硬盘 1T，7200转以上 

内存 
Win7（4G及以上） 
Win10（8G及以上，3级Cache不小于4M） 

网口 千兆网口*2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tandard sp1 
Windows10 
Windows7 SP1 

*浏览器 Chrome V65及以上 

防病毒软件 Kaspersky V10.2.0.23 

提示：带*号指标为系统支持的版本，不可更改。 

1.3 技术指标 

以下技术指标在推荐的运行环境下获取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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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容量支持 100000 点，其中实时位号 20000 点； 

 常规流程图翻页及数据加载时间小于 2 秒； 

 实时数据在线更新周期小于 1 秒； 

 支持 200 个客户端并发访问； 

 支持 3000 个/秒报警产生； 

 常规报表查询周期小于 5 秒。 

1.4 典型应用的网络拓扑图 

如下图所示为典型应用的网络拓扑图，工厂内有两套 DCS 控制系统需要接入云端 supOS 工

业操作系统，实现数据的集成与融合，DCS 连接 supOS 采集软件将数据传输至云端 supOS
服务器，通过云端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可以将数据在多个网段上进行 Web 发布，用户可以

在公司办公网络与 Internet 网络上通过 PC、手机或 PAD 等移动端进行访问。 

采集器A

DCS OPC服务站 DCS OPC服务站 DCS OPC服务站

外网防火墙

信息网

工控网

采集器B

移动手机

DCS OPC服务站 DCS OPC服务站 DCS OPC服务站

移动电脑

Internet

supOS集群

访问计算机

NFS Server

SQL Server

VPC
SLB

Cloud

 
图1-1 网络拓扑图 

1.5 登录 

在 Chrome 浏览器中输入服务器地址，例如 http://user.bluetron.supos.net/，在用户登录界面输

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成功。 

默认登录用户名：admin；密码：123456；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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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登录界面 

 语言：可选择操作界面的语言为“简体中文”或“English”； 

 记住用户名：在浏览器中记住用户名，下次登录默认使用该用户名； 

1.6 界面认识 

1.6.1 运行期界面 
登录 supOS 后进入运行期界面，界面信息分成四部分，包括功能区（A 区域）、菜单（B 区

域）、工具栏（C 区域）、显示界面（D 区域）。如下图所示： 

运行期使用说明详见《supOS 运行监控管理软件用户手册》。 

 
图1-3 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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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组态期界面 

点击左下角 图标进入组态期界面，组态期界面分成四部分，包括功能区（A 区域）、菜单

（B 区域）、系统配置（C 区域）、显示信息（D 区域）。 

 
图1-4 组态期界面 

 点击功能区 LOGO，返回至运行期界面首页； 

 点击功能区 图标，收起菜单栏，显示缩略图标； 

1.6.3 组态期菜单 

1.6.3.1 采集节点管理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平台实现数据采集站的鉴权管理及连接状态管理。 

 鉴权管理：supOS 工业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生成合法的 UUID，用于在采集器软件中进行

配置。采集器软件根据该合法 UUID 可以与平台建立连接，从而确保连接的安全性； 

 状态管理：提供采集器软件与平台之间的连接状态、采集器源点通道状态的管理。 

1.6.3.2 对象模型管理 

将企业内所有的车间、设备、物料、产品等进行对象化建模与管理。平台中的对象模型包括

对象模板、对象实例、功能集合、标签管理、数据集合等。 

 对象模板：对同类型的对象进行描述信息的模型集合，通过继承对象模板的方式可快速

创建同类型的对象实例。对象模板只能继承一个其他模板，对象实例只能继承一个对象

模板。对象模板具有基础描述信息、属性、服务、事件、订阅功能； 

 对象实例：表示具有业务关联关系的主体在生命期内的数据信息模型。对象实例可通过

继承对象模板的方式快速创建。对象实例具有基础描述信息、属性、服务、事件、订阅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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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集合：标识不同对象模板和对象实例业务子集，可包括对象实例或对象模板的基础

描述信息、属性、服务、事件、订阅方法，用于实现功能集的批量创建和视角查看。功

能集合具有新增、删除、参照复制等功能，不具备继承功能； 

 标签管理：对系统所有的对象贴标签归类； 

 数据集合：平台用于描述用户自定义的复杂数据结构。每个字段代表一个特定变量，每

一行对应某个对象数据集。 

1.6.3.3 APP 设计器 

提供工业 APP 软件的组态式开发环境，通过图形化、组件化、模块化的向导式应用构建，

利用平台提供的表单设计和工作流设计工具，实现应用场景和业务流程的分析和设计，满足

流程监控、在线报表、工业 APP 业务管理页面、工作流管理、Dashboard 分析、大屏画面应

用等为一体的混合业务编排和场景设计要求。 

1.6.3.4 APP 商店 

提供 supOS 与蓝卓 APP 应用商店的关联配置页面，用户可以通过 supOS APP 商店菜单快速

关联 Bluetron ID，获取蓝卓 APP 应用商店已购买的 APP，在 supOS APP 商店中可以安装已

购买的 APP 并在 APP 管理中对其进行控制。 

1.6.3.5 APP 管理 

提供对于蓝卓 APP 应用商店安装的 APP 管理页面，控制 APP 启动或停止、卸载，应用商店

安装的 APP 不可进行二次编辑，APP 启动后用户的配置页面权限或使用与本地 APP 设计器

中设计的 APP 使用方式一致。 

1.6.3.6 全局配置 

配置关系数据库源，用于连接第三方关系数据库的统一配置。 

1.6.3.7 用户安全管理 

 用户管理：配置用户，进行权限管理； 

 角色管理：对用户角色进行定义，可给不同的角色分配相应权限； 

 在线用户管理：查看系统在线用户的登录信息，对在线用户进行管理； 

 IP 黑白名单管理：设置系统访问的黑/白名单并对其进行管理； 

 操作记录：提供用户操作记录查询； 

1.6.3.8 通知中心 

 类型配置：设置通知的发送类型，以站内信、邮件、钉钉等形式发送通知； 

 日志管理：对系统发送通知的记录进行管理。 

1.6.3.9 菜单配置 

通过菜单配置模块修改运行期工业 APP 目录、页面的层级、排列顺序和显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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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0 个人信息管理 

 个人信息：显示当前用户个人信息； 

 密码修改：当前用户密码修改； 

1.7 系统配置 

1.7.1 版本信息 

点击系统配置区域 图标，对应信息界面显示系统版本信息。 

 
图1-5 关于 

1.7.2 系统设置 

点击系统配置区域 图标，对应信息界面显示系统信息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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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系统设置 

1.7.2.1 基本设置 

默认首页：设置登录系统后的首页显示页，若选择系统自带桌面系统，用户在运行期可以根

据各自需求自定义默认桌面，自定义过程请参考《supOS 运行监控管理软件用户手册》。 

显示导航：默认不勾选，勾选此选项后，登录 supOS 后的首页左侧将显示菜单列表； 

 
图1-7 默认首页 

LOGO：设置系统显示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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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LOGO 

1.7.2.2 系统桌面配置 

配置桌面系统的背景。 

 
图1-9 桌面背景 

1.7.2.3 登录页设置 

 
图1-10 登录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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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登录页 

1.7.2.4 邮件服务器配置 

配置 supOS 发送系统邮件的服务器信息。配置默认的发送邮箱信息，当系统服务或订阅将信

息以邮件形式通知用户时，系统会自动使用该邮箱进行信息发送。 

 
图1-12 邮件服务器配置 

提示：如您不知道邮件服务器信息请联系您的网络管理员。 

1.7.2.5 全局函数配置 

系统提供的全局范围的函数执行功能，通过 window.SUPOS.registerSuposFn 方法获取全局配

置中的方法，当 supOS 后台服务启动时，全局函数将自动执行。 

 window.SUPOS.registerSuposFn 方法，可以获取到全局配置函数定义的方法； 

 supOS 后台服务启动完成后，会主动调用全局函数中的 onReady 方法；用户可以在这个

方法中定义自己的功能； 

 全局函数代码示例： 

var f1 = function() {}; 

var onReady = function() {console.log(‘supOS 启动后，会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return {f1,on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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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全局函数配置 

1.7.2.6 配置报警颜色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提供 10 级的报警定义能力，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报警等级，定义报警

颜色。默认 1 级为最低级别报警，10 级为最高级别报警，用户可自行配置报警颜色。 

 
图1-14 配置报警颜色 

1.7.2.7 密码规则设置 

设置系统用户密码执行规则。 

 
图1-15 密码设置 

 密码复杂度： 

 组合规则：密码组合规则，包含大小写、数字、特殊字符以及密码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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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输入正则表达式，系统根据输入的正则表达式进行密码规则校验； 

 密码提示语：输入密码提示语，用户密码输入不符合正则表达式时，提示密码

提示语； 

 密码使用期限：设置密码使用期限，单位：天，密码到期前系统提示更换密码，到期后

用户无法登录； 

 密码重试次数：设置输入错误密码的重试次数，大于次数账户被锁定，需管理员解锁或

锁定时间到期后自动解锁； 

 重试锁定时间：设置重试锁定时间，账户锁定后的锁定时间设置，超出锁定时间账户自

动解锁； 

 强制密码历史：设置历史密码可否重用，若设置“不可重用”，历史使用过的密码将不

可再用； 

1.7.3 退出 

点击系统配置区域 图标，退出当前系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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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pOS 操作流程 

 
图2-1 supOS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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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部署 
在使用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前需要购买 supOS 云服务 ESS，部署数据采集软件服务器，通

过防火墙实现数据的有效隔离，确保系统的运行和信息安全。 

部署采集器软件，配置防火墙操作说明详见《supOS 工业操作系统安装手册》。 

4 采集器软件配置 
通过对采集源点和标签的配置，将多元、异构数据进行采集并传输至 supOS 平台。 

采集器软件配置说明详见《supOS 数据采集软件用户手册》。 

5 采集鉴权 
supOS 平台用于管理采集器身份合法性，一套 supOS 系统可配置多个采集器采集数据，一个

采集器只能连接一套 supOS 进行数据传输。 

采集器状态管理：当 supOS 连接得采集器状态为“在线”时，可查看采集器信息及源点状态；

当采集器状态为“离线”时，仅可查看采集器信息。 

 
图5-1 源点状态 

采集鉴权使用说明详见《supOS 数据采集软件用户手册》的“采集器接入 supOS 平台”。 

6 数字工厂建模 
通过 supOS 平台提供的对象模型管理，将企业的车间、设备、产品、人员、物料等生产单元

进行对象化建模，根据工厂中的动设备（如泵、电机、风机、压缩机和搅拌机等）和静设备

（如反应器、换热器、储罐和精馏塔等）不同特性进行建模，配置对象模型的属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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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以及订阅功能，将企业的运行状态、生产数据、风险报警等业务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和融

合应用。 

对象模型使用说明详见《supOS 工厂建模管理软件用户手册》。 

7 工业 APP 组态 
工业 APP 组态开发平台（APP 设计器）提供工业 APP 软件的组态式开发环境，通过图形化、

组件化、模块化的向导式应用构建，利用平台提供的表单设计和工作流设计工具，实现应用

场景和业务流程的分析和设计，满足企业流程监控、在线报表、趋势分析、工作流管理、数

据报警、大屏画面等应用为一体的混合业务编排和场景设计要求，从而实现多业务系统的有

效信息融合。 

工业 APP 组态使用说明详见《supOS 工业 APP 组态开发软件用户手册》。 

8 APP 商店/APP 管理 

8.1 APP 商店 

APP商店菜单未绑定Bluetron ID时，界面下显示当前 supOS已安装的APP列表；绑定Bluetron 
ID 后，显示当前 Bluetron ID 用户在该 supOS 下已安装及可安装的 APP 列表。用户可以点击

右上角<应用商店>快速跳转到蓝卓应用商店购买及下载 APP。 

 
图8-1 APP 商店 

8.1.1 绑定 Bluetron ID 
1 点击页面右上角<绑定 Bluetro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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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绑定 Bluetron ID 

2 输入 Bluetron ID 及密码，点击确认； 

 
图8-3 绑定 

3 绑定成功后，显示该账户下已安装及可安装的 APP 列表。 

 
图8-4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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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安装 APP 
1 绑定 Bluetron ID 后，在 APP 商店页面，点击要安装的 APP 行对应的<安装>按钮； 

 
图8-5 安装 

2 确认要安装的 APP 信息点击<确认>； 

 
图8-6 选择安装 

3 跳转到安装页面，根据 APP 运行时所需要求设置配置信息，无配置信息可直接点击<下
一步>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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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安装进度 

配置信息示例：config.ini 

[global] 

SUPOS_TOP_LEVEL_DOMAIL=一级域名 

[app] 

ACCESS_KEY=IAM 账号 

SECRET_KEY=IAM 账套 

INSTANCE_NAME=实例名称 

INSTANCE_ID=实例 ID 

DB_ORACLE_ADDRESS=ORACLE 数据库地址 

DB_ORACLE_USERNAME=ORACLE 数据库用户名 

DB_ORACLE_PASSWORD=ORACLE 数据库密码 

 

4 执行安装，用户可以查看安装日志，安装完成进度条后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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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安装完成 

5 已安装的 APP 在 APP 商店页面状态显示已安装，点击展开 APP 相关信息可以查看该

APP 的基本信息以及授权时间，并可以在 APP 管理中进行管理。 

 
图8-9 已安装 

提示：每次购买的 APP 仅可安装在一个系统中，被安装后无法在其他系统再次安装。若在 APP 管

理或 APP 设计器中已存在相同名称的 APP 无法安装。 

8.1.3 搜索 
用户可以通过 APP 名称、排序依据及 APP 类型对列表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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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搜索 

8.2 APP 管理 

提供对于蓝卓 APP 应用商店安装的 APP 管理页面，控制 APP 启动或停止、卸载，用户可以

查看关于 APP 的相关信息，但无法对应用商店安装的 APP 进行二次编辑，APP 启动后用户

的配置页面权限和使用与本地 APP 设计器中设计的 APP 使用方式一致。 

 
图8-11 APP 管理 

8.2.1 启动/停止 
点击<开启>，启动 APP 包括 APP 内部的 jar 包等，开启后，用户可以通过用户权限配置设

置该 APP 的页面权限，APP 启动后，用户可以点击<停止>关闭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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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 开启/停止 

8.2.2 卸载 
APP 管理中可以对已安装的 APP 进行卸载，卸载前必须先停止运行中的 APP，卸载后该 APP
从系统中删除，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中再次安装该 APP。 

 
图8-13 卸载 

8.2.3 搜索 
用户可以通过 APP 名称、排序依据对列表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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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搜索 

9 全局配置 

9.1 数据源管理 

构建 supOS 的元数据中心，目前该版本支持关系数据源（mysql、SQL Server、Oracle）接入。 

9.1.1 新增数据源 
1 点击[数据源管理/数据源]，在数据源管理页面，查看已接入数据源列表信息。 

 
图9-1 数据源列表 

2 点击<新增>按钮，选择要增加的数据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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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新增 

3 根据不同数据源类型，输入相应字段，下图以 MySQL 为例； 

 
图9-3 MySQL 配置 

 数据源名称：对数据源进行命名，长度最多 20 个字符； 

 数据源描述：对数据源的描述，便于使用者记住数据源的特性，长度最多 10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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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地址：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 

 服务器端口：数据库的通讯端口； 

 数据库名称：数据库名称； 

 用户名：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 

 密码：数据库登录的密码； 

4 点击<连接测试>，窗口顶端提示“连接成功”； 

 
图9-4 连接测试 

5 点击<确认>，新增数据源完成。 

9.1.2 数据源列表 
数据源信息页面显示的数据源列表。 

 
图9-1 数据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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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源类型：左侧菜单可根据数据源类型进行数据筛选； 

 数据源名称：显示数据源名称； 

 类型：数据源类型； 

 描述：数据源的描述信息； 

 更新时间：数据源信息最后更新时间； 

 连通状态：数据源连通状态，“已联通”表示连接正常； 

 操作：对数据源信息进行修改或删除数据源； 

 筛选字段：页面右上角可筛选数据源列表显示字段 ； 

 单页条数：页面右下角可选择单页显示数据源条数 ； 

9.1.3 测试连通性 
选择多个数据源，点击<测试连通性>，对数据源进行批量连通测试，更新连通状态。 

 
图9-2 测试连通性 

9.1.4 删除 
选择多个数据源，点击<删除>，对数据源进行批量删除。 

 
图9-3 删除 

提示：被使用的数据源需要先解除调用才能被删除。 

 

10 用户安全管理 
用户安全管理提供企业不同岗位人员的权限管理，包括不同用户和角色进行功能权限、菜单

权限、数据权限等控制。根据企业人员岗位职能对用户进行分组管理以及分配不同的权限，

对系统用户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提高平台的安全性。 

系统管理员 admin 拥有系统全部权限，由系统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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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配置[系统菜单]权限分配给用户，指定该用户为系统子管理员，该用户获取其可

见的系统菜单模块相应权限。系统子管理员可以对其管理范围内的模块进行配置。 

10.1 用户管理 

点击[用户安全管理/用户管理]，查看用户列表信息， 

 
图10-1 用户列表 

10.1.1 新增用户 
1 点击用户管理信息界面右上角的的<+新增>按钮； 

 
图10-2 新增按钮 

2 在弹出“新增用户”窗口中输入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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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用户信息配置 

 *用户名称：登录用户名； 

 *密码：默认生成登录密码，用户首次登录提示更改密码； 

 邮箱地址：填写正确的邮箱地址； 

提示：管理员点击 可以查看默认生成的密码，用户登录系统修改后管理员无权查看。 

 角色：选择用户对应的角色，例如管理员、普通用户，一个用户可选择多个角色，用户

自动继承角色的所有权限且不可更改； 

 *时区：选择用户所在时区，默认为（UTC+08:00）北京，重庆，香港，乌鲁木齐，台北； 

 用户描述：编辑用户描述信息； 

3 点击<确定>按钮，新增用户完成。 

10.1.2 编辑用户 
在用户管理显示信息页面，点击想要编辑的用户名称，弹出修改用户信息页面，灰色文本框

为不可编辑项，白色文本框为可编辑项。可重置密码、修改角色、时区及对用户描述进行编

辑，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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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编辑用户 

10.1.3 删除用户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用户信息行左侧的复选框（下图红色区域），信息页面右上角<删除>
按钮图标点亮，点击<删除>将选择的用户进行批量删除。 

 
图10-5 删除按钮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用户信息行右侧的删除图标按钮（下图红色区域），在弹出的“提示”

对话框中点击<确定>，用户删除完成。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图10-6 删除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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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提示 

提示：管理员手动删除用户时，不能删除当前登录用户以及 admin 用户。 

10.1.4 配置权限 
用户继承了所关联的角色的所有权限，用户的权限可通过设置用户权限来单独配置。 

1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用户信息行右侧的权限图标按钮（下图红色区域），弹出权限配

置窗口； 

 
图10-8 权限 

2 设置“页面权限分配”，对该用户系统显示的菜单项进行设置，用户继承角色的权限默

认勾选且无法编辑。 

 
图10-9 页面权限分配 

 系统菜单：用户可查看的系统菜单界面； 

 业务目录菜单：用户可查看的业务设计器内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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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应用菜单：用户可查看的 APP 应用界面 

10.1.5 锁定 
1 若密码规则设置“密码重试次数”，在输入错误密码超过设置次数时用户被锁定； 

 
图10-10 用户锁定 

2 登录管理员账户，进入[用户安全管理/用户管理]界面，点击解锁按钮图标解除用户锁定。 

 
图10-11 解除锁定 

提示：管理员手动锁定用户时，不能锁定当前登录用户以及 admin 用户。 

10.2 角色管理 

对用户角色进行定义，根据不同的角色分配相应权限； 

10.2.1 新增角色 
1 点击角色管理信息界面右上角的<+新增>按钮；； 

 
图10-12 新增按钮 

2 在弹出“新增角色”窗口中输入角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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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3 角色信息配置 

 角色名称：定义角色名称，输入中文、字母、数字的组合名称； 

 角色编号：定义角色编号，输入以字母开头，字母数字和_的组合编号； 

 角色描述：编辑角色描述信息； 

3 点击<确定>按钮，新增角色完成。 

10.2.2 删除角色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角色信息行左侧的复选框（下图红色区域），信息页面右上角<删除>
按钮图标点亮，点击<删除>将选择的角色进行批量删除。 

 
图10-14 删除按钮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角色信息行右侧的删除图标按钮（下图红色区域），在弹出的“提示”

对话框中点击<确定>，角色删除完成。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图10-15 删除图标 

 
图10-16 提示 

提示：已绑定用户的角色，需要先解除绑定用户再删除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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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关联用户 
根据角色，批量选择用户与该角色进行关联，也可批量取消用户关联。 

1 在角色管理信息界面，选择某个角色点击<关联用户>； 

 
图10-17 关联用户 

2 在弹出的用户选择器中，在左侧批量选择所要关联的用户后，点击 将用户放到右侧。 

 
图10-18 用户选择 

提示：用户选择器中左侧为待选用户，右侧为已关联用户，也可将右侧的用户迁移到左侧取消关联。 

3 点击<保存>，角色与用户关联完成。 

10.2.4 配置权限 
对该角色进行权限配置与用户权限配置大致相同，流程参考 10.1.4 配置权限。 

10.3 在线用户管理 

系统管理员需要对在线用户进行管理，查看用户登录列表、访问 IP 以及登录时间，管理员

可以对在线用户进行管理注销在线用户。 

10.3.1 在线用户列表 
在线用户管理页面显示当前在线的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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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在线用户 

 用户名：在线用户的相关信息； 

 访问 IP：在线用户访问 supOS 的 IP 地址； 

 登录时间：在线用户最近一次登录系统的时间； 

 操作： 

 注销：注销在线用户，注销后该用户自动登出； 

10.3.2 搜索 
可按照用户名对在线用户进行查询； 

 
图10-2 搜索 

10.4 IP 黑白名单管理 

设置系统访问 IP 的黑名单或白名单控制访问的 IP。 

10.4.1 新增 IP 
选择管控模式，输入 IP，点击<新增>即可新增一条 IP。管控模式选择“白名单”时，若首

次添加的 IP 非当前用户 IP 地址，系统提示“当前 IP 地址不在白名单中，是否添加？”，点

击<确认>即可同时增加当前 IP 地址到白名单。 

 
图10-3 新增 

 管控模式：选择“黑名单”或“白名单”，系统根据用户设置的管控模式进行控制，同

一个系统只能选择一种管控模式； 

 IP：输入新增的 IP，IP 支持*?通配符，例如 192.168.1.*。 

10.4.2 黑/白名单列表 
IP 黑白名单管理页面显示管控模式下的 IP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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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黑白名单列表 

 访问 IP：根据选择的管控模式，显示在该模式下控制的 IP 地址，若要切换管控模式，

需要清除系统当前所有 IP 黑/白名单配置后再切换； 

 加入时间：加入黑/白名单的时间； 

 操作： 

 删除：删除该 IP 的限制； 

10.4.3 搜索 
搜索 IP，查看是否在限制范围，IP 支持*?通配符搜索，例如 192.168.1.*。 

 
图10-5 搜索 

10.5 操作记录 

查看系统用户操作记录，操作记录不可编辑； 

 
图10-6 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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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客户端监控 
supOS 运行监控管理软件提供了一个可视化、集成化的数据平台，方便用户对工艺流程图、

设备运行情况、数据趋势分析、报警提醒、大屏画面应用等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对于工作流

程、在线报表、数据统计分析提供业务平台，便于用户操作及管理。 

客户端监控使用说明详见《supOS 运行监控管理软件用户手册》。 

12 通知中心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提供以通知中心的形式对通知消息的统一管理，可对工业 APP 中产生

的报警、待办消息等通过通知中心推送到邮件、站内信中，通知中心最终会根据不同的消息

类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发送。 

12.1 类型配置 

12.1.1 站内信 
1 进入[通知中心/类型配置]页面，点击<新建/站内信>按钮。 

 
图12-1 站内信 

2 在弹出的“站内信”对话框选择站内信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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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站内信配置 

 展示模式：警铃消息、气泡消息、模态窗口，可选择一个或多个展示模式，消息同步。 

 警铃消息：在用户界面新增警铃图标，当消息发送时警铃显示未读消息数字； 

 
图12-3 警铃消息 

 气泡消息：在页面右下角弹出消息对话框； 

 展示条数：气泡消息的展示条数，默认为 100 条，最大为 500 条； 

 模态窗口：通过弹出窗口显示链接页面； 

 窗口配置：设置模态窗口的宽度、高度、窗口标题以及链接的页面； 

 选择界面：设置点击警铃图标链接到的默认界面； 

 显示导航：显示链接界面时是否显示系统导航菜单； 

3 点击<确认>按钮，站内信新增完成； 

12.1.2 邮件 
1 进入[通知中心/类型配置]页面，点击<新建/邮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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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邮件 

2 在弹出的“邮件”对话框输入邮件配置信息； 

 
图12-5 邮件配置 

 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的服务器地址； 

 端口：邮件服务器端口号； 

 账号：发送邮件的邮箱账号； 

 密码：邮箱登录密码； 

3 点击<确认>按钮，邮件新增完成； 

12.2 接口说明 

通知需通过接口进行发送。 

url: http://{ip}:{port}/api/notification/sendNotice 

method: pos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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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er":"test",  
"source": "system",  

"channel": "",  

"multipleType":[["email",""], ["stationLetter",""]],  
"receivers":["username01","username02"],  
"title":"title",  
"text":"text"  

} 

 

12.3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是对系统发送通知的记录进行管理，可通过接收人、发送类型、状态及发送时间范

围进行筛选，便于用户对数据的查询。 

 
图12-1 日志管理 

13 菜单配置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配置模块修改运行期工业 APP 目录、页面的层级、排列顺序和显示名称，

菜单配置仅对运行期生效，组态期页面名称不会因菜单配置而修改。 

菜单资源为默认生成的目录，显示的是接入 BAP 的页面，与其它 APP 目录操作相同。 

1 点击[菜单配置]，查看当前所有菜单资源，选择菜单的名称，在右侧显示对应的菜单详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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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菜单配置 

图标说明： 

 ：工业 APP 或菜单资源（BAP 接入的菜单）； 

 / ：文件夹/文件夹展开； 

 ：工业 APP 页面； 

2 双击菜单名称，弹出“菜单名称修改”对话框，输入新的名称点击<确定>； 

 
图13-2 菜单名称修改 

3 在运行期查看已显示新的菜单名称； 

 
图13-3 显示名称 

4 可以通过拖动调整目录、页面的层级和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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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调整目录 

 
图13-5 调整排序 

14 个人信息管理 

14.1 个人信息 

点击[个人信息管理/个人信息]，查看个人信息，可编辑头像、邮箱地址，用户名不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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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个人信息 

14.2 密码修改 

点击[个人信息管理/密码修改]，在信息显示页面输入现用密码、新密码、确认密码后点击<
保存>，密码修改完成。 

 
图14-2 密码修改 

提示：密码应该为 8-32 个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与数字混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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