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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说明 

内容简介 

本手册主要描述 supOS 工厂建模管理软件的使用说明。 

阅读对象 

本手册的使用人员主要包括： 

 工程人员 

 客户 

阅读手册所需基本知识： 

 本手册假定您了解工业互联网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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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入门 
通过 supOS 平台提供的对象模型管理，实现工厂的车间、人员、设备、产品和物料等生产单

元的数字化建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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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设备的静态属性、运行状

态、维护记录、保养记录和故障记录等业务信息的统一管理和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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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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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界面认识 

1.2.1 界面 

点击左下角 图标进入组态期界面，组态期工厂建模界面分成三部分，包括功能区（A 区域）、

工厂建模菜单（B 区域）、对象模型二级菜单（C 区域）、页签（D 区域）和显示信息（E 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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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对象模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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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页签快速切换页面，最多可同时显示 10 个页签； 

1.2.2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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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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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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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模型管理 

2.1 对象模型介绍 

系统的对象模型有对象模板、对象实例和功能集合，对象模型内部包含基础信息、属性、服

务、事件和订阅的基本功能。 

2.1.1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主要是描述对象模型的名称、别名、继承的模板（功能集合不继承模板）、功能集

合以及详细描述等。对象和属性的操作可以基于别名，对象的名称和别名是全局唯一的，属

性的别名是在对象下是唯一的。 

2.1.2 对象属性 

对象属性用于描述与对象实例相关的数据标签。通过对象属性可以了解对象实例当前的状态，

属性可以是静态的（例如设备名称、设备编号等），也可以是动态的（例如温度值、压力值、

速度值等）。每个对象属性都有名称、描述和数据类型。 

对象属性中可以定义系统报警，系统警报是特殊类型的事件。系统提供报警定义触发事件的

规则管理。当属性有数据更新时，系统会判断警报规则。如果警报规则适用，则系统会产生

警报。 

目前，平台支持的对象属性的数据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2-1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描述 数据类型 描述 

Boolean 布尔型 DECIMAL 小数数值型 

String 字符串型 FILE 文件类型 

Integer 整型 DATE 日期类型 

Long 长整型 Datetime 时间类型 

Float 单精度浮点型 Object 对象实例类型 

Double 双精度浮点型   

2.1.3 对象服务 

对象服务是指对象实例可执行的功能定义，每个对象实例都可以定义一个或多个服务。用户

定义服务的具体实现是通过脚本完成。通过对象服务的定义，平台中的其它服务可以调用该

服务。 

在创建新服务时，需要先定义输入和输出参数，然后编写脚本函数。完成脚本函数编写后，

可以通过单击该服务的“调试”按钮来进行测试服务执行的正确性。系统提供了调试窗口，

通过按要求输入参数即可进行调试。 

系统提供实体模板，所有的实体对象模型均继承于它。实体模板内置的服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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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PropertyValue：设置属性值服务 

 setPropertyDefaultValue：设置默认值 

 setPropertyValues：设置属性值服务 

 getPropertyValue：获取属性值服务 

 getPropertyVQTValue：获取属值服务,以 VQT 模式返回 

 getPropertiesHistory：获取属性历史值服务 

 getCertainHistory：根据给定时刻和处理策略获取最近一条历史值服务 

 getPropertyValues：获取多个属性值服务 

 getPropertyVQTValues：获取多个属性值服务 

系统提供表单模板，用于定义关系型数据的对象模型。表单模板内置的服务如下： 

 AddDataTableEntry：新增一条数据 

 AddDataTableEntries：新增多条数据 

 GetDataTableEntries：查询数据 

 UpdateDataTableEntry：更新数据 

 DeleteDataTableEntries：删除数据 

 getDataTableScript：查询数据脚本 

 getDatatableDetails：查询表结构 

2.1.4 对象事件 

对象事件是对象实例发出供外部订阅者订阅的消息。系统事件可以触发对应订阅对象的订阅

脚本逻辑。事件可以是来自于数据源的值变化，也可以是来自多个属性及其依赖项中的较复

杂计算逻辑。建模过程中应建立监听该事件的订阅者，对象事件负责向订阅者发送触发消息。 

系统内置的事件如下： 

 AlertStartEvent：报警发生时触发的事件 

 ValueChangeEvent：属性值发生变化时触发的事件 

 AlertDisappearEvent：报警消失时触发的事件 

 AlertAckEvent：报警确认时触发的事件 

2.1.5 订阅 

对象订阅是用于接收事件，并对事件进行响应的功能。对象订阅需要定义数据来源，通常为

对象实例产生的事件。对象实例可订阅事件，且可以执行订阅逻辑脚本。对象订阅将自动接

收由事件关联的数据集合，作为订阅脚本的输入信息，可实现自定义业务逻辑来对事件作出

反应。任意数量的订阅都可以订阅相同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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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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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操作流程图 

2.3 对象模板 
对象模板提供了对象实例所使用到的的属性、服务、事件和订阅的基本功能。每个对象实例都是

根据对象模板创建的。一个对象模板可以继承自另外一个对象模板，此模型配置提供了多个级别

的继承。对象模板可通过实现功能集合来派生一个或多个附加截面特征。当对象模板进行新增属

性或服务时，变更会同步到继承该对象模板的对象实例；因此，可方便、快捷地维护建模。对象

模板可用于对对象实例的类别进行分类。通过对同类设备和人员的共性和抽象分析，可分级建立

对象模板，从而提升建模效率。如果有两个以上对象实例，它们具有相同的属性、服务和事件，

则可以将它们建模为一个对象模板。 

2.3.1 内置模板 

系统默认内置模板，用户仅可创建内置模板分类下的模板。 

 实体模板：平台实体与工厂内实际物品相匹配的对象模板，例如工厂的车间、人员、设

备、产品和物料等。 

 采集器模板：supOS 连接的采集器 mirror 对象自动继承采集器模板； 

 链接模板：连接的第三方数据模板自动继承链接模板； 

 视频模板：采集器连接的视频设备自动继承视频模板； 

 历史视频模板：采集器连接的 SDK 视频驱动自动继承历史视频模板； 

 表单模板：supOS 平台内置的表单模板，用户可以在表单模板下手动创建关系数据的表

单结构，每个属性即为一列表头字段，每个对象实例即为一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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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创建对象模板 

2.3.2.1 配置基础信息 

1 在[对象模型管理/对象模板]菜单下，选择一个模板作为父模板，点击 ，在该模板下创

建一个新的对象模板，自动继承父模板。 

 
图2-2 新增 

2 输入对象模板基础信息，点击<保存>即创建模板完成； 

 
图2-3 基础信息 

 *对象名称：对象模板名称，用户可自定义修改； 

 *父模板：自动显示创建模板时选中的父模板，不可手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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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用于对象模板唯一标识，别名自动生成，可根据对象模板信息自行修改定义其含

义； 

 标签：从对象类别的标签中给对象实例添加多个标签，用于标记对象模板方便归类查询，

也可在编辑对象模板时添加标签； 

 主显示字段：设置该模板的主显示字段，在对象选择器下选中模板时根据主显示字段搜

索实例； 

 
图2-4 主显示字段 

 唯一标识符：仅用于表单模板。表单模板创建后，通过编辑表单模板详情选择一个属性

作为该表单的唯一标识符； 

 APP：用于对象模板的分类，如果通过某个 APP 创建的对象模板，该对象模板会关联相

应的工业 APP 标签。在平台端新建对象模板，该对象模板默认为 system；在 APP 设计

器内新建对象模板，该对象模板默认属于该 APP；勾选是否对其它 APP 可见； 

 图标：上传图片作为对象实例的图标； 

 功能集合：调用系统已增加的功能集合，继承该功能集合的所有属性、服务、事件、订

阅等功能； 

 描述：用于记录对象的版本更新时修改信息的详细记录，也可用于对象实例的详情描述； 

2.3.2.2 配置属性 

1 选择“属性”菜单，显示已有“我的属性”以及继承的“其他属性”； 



 

8 

supOS 工厂建模管理软件用户手册 

 
图2-5 属性 

 搜索：根据属性名称或别名搜索对象属性； 

 我的属性：当前对象模板创建的属性，可进行新建、迁移、复制以及删除操作； 

 其他属性：父模板或功能集合继承的属性，信息不可编辑； 

 绑定关系：将属性字段与其他属性字段进行绑定； 

2 在“我的属性”下点击<新建>创建新属性，配置属性信息； 

 
图2-6 新建 

属性信息： 

 *名称：对象模板属性名称，用户可自定义修改。例如：“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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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用于对象模板属性唯一标识，别名自动生成，可根据对象模板属性信息自行修改

定义其含义； 

 *类型：对象模板属性值所属数据类型，应与源数据类型一致；类型选择 Integer、Long、
Float、Double 型等数值型，页面显示量程属性；选择非数值类型无量程属性； 

 
图2-7 量程属性 

 描述：对象模板属性的详情描述； 

 标签：从标签中给对象属性添加多个标签，用于标记属性方便归类查询； 

 数据来源：将模板属性字段与其他属性字段进行关系绑定； 

 默认值：设置对象属性默认值； 

 读写状态：配置对象值的读写状态。选择“只读”，则属性值是静态的，无法写入值。

若需要对值进行修改，唯一方式就是更改默认值；选择“读写”，该属性值可在脚本逻

辑中被重写； 

 持久化：如果勾选该选项，则当这个属性值发生变化后会将最新值保存到 supOS 系统中。 

 历史：如果勾选该选项，则将这个属性值发生变化记录到 supOS 系统中，以供查询或分

析； 

 量程上限：输入量程上限，即数据限制最大值； 

 量程下限：输入量程上限，即数据限制最小值； 

 单位：属性数据对应单位，点击<配置>可以自定义单位； 

 小数：小数位数定义，对 Double 和 Float 类型设置小数点位数； 

3 点击“报警”页签设置报警信息，点击报警页签下的<+新增>按钮，输入报警信息，只有

数值和 bool 类型的属性可设置报警条件，一个对象属性可配置多条报警信息。通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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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来配置是否启用该报警，报警信息支持用户自定义报警的优先级，优先级支持从 1-
10 级； 

 
图2-8 报警 

 
图2-9 新增报警 

 使能：勾选使能，启用报警功能；若不勾选该属性报警功能不启用； 

 *名称：报警名称，用户可自定义修改； 

 条件：报警条件设置，例如“>”，“<”等，若属性为 bool 类型，条件默认为“=”； 

 限值：报警限制值，即报警临界值，若属性为 bool 类型，限制可选“true”或“flase”； 

 死区类型：死区可以设置为数值或百分比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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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区值：当报警在死区的范围内不会产生重复报警记录，当条件设置为非等于时生效（条

件为“=”或类型为 bool 时，死区值设置无效）。例如设置条件属性值大于 20 时产生报

警，死区值设置为 5，那么报警触发后，当属性值大于 15 时不会重复产生报警记录； 

 优先级：报警优先级设置，在触发报警时显示该报警的优先级及对应颜色； 

 视频源：此功能暂时保留； 

 是否语音播报：此功能暂时保留； 

 描述：报警内容的详情描述； 

4 点击<确定>按钮，属性配置完成。 

2.3.2.3 配置服务 

对象服务用于表征工厂、设备和人员等对象模型的行为能力，如电机的润滑保养、调节阀门

开度、水泵的维修、泵组的主备切换、装置开车/停车、执行设备巡检、生产效率统计等行为

能力。 

1 选择“服务”菜单，展开对应信息。 

 
图2-10 服务管理 

 我的服务：当前对象模板创建的服务，可进行新建、删除操作； 

 其他服务：父模板或功能集合继承的服务；系统模板默认提供了获取历史属性值的服务、

获取属性值服务、获取多个属性值服务等； 

 删除：删除该对象模板的服务； 

2 点击“我的服务”下的<+新建>按钮，弹出服务信息，一个对象模板可配置多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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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创建按钮 

3 输入服务信息，例如配置一个获取电机持续运行时长的服务； 

 
图2-12 服务信息 

 *名称：服务名称，用户可自定义修改。 

 *别名：服务别名，系统默认生成，用户可自定义修改，在调用服务时使用该名称调用； 

 标签：从标签中给对象服务添加多个标签，用于标记服务方便归类查询； 

 描述：服务内容的详情描述； 

 信息输入：定义脚本的输入参数。点击右侧<+新增>新增输入参数，可根据业务场景定

义多个输入参数，设置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设否为必填项以及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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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输出：输出值的名称默认为 result，不可更改，设置脚本输出值的数据类型以及描述

信息，根据设置的类型输入对应的结果，例如类型为 JSON 时需要设置返回格式等； 

 脚本：脚本编辑器。提供基本类型的服务函数，通过服务器端脚本（目前支持 JavaScript
语言）完成用户定义服务的具体实现，方便脚本方便快速的创建； 

表2-1 脚本工具栏说明列表 

图标 
        

说明 撤销 恢复 左缩进 右缩进 注释 取消注释 缩放编辑器 搜索 

 对象选择器：脚本中可调用系统的对象属性数据进行脚本编程； 

 调试：执行脚本测试。点击<调试>按钮，弹出执行测试对话框，模拟输入参数后点击<
执行测试>，显示执行结果，即脚本运行正常； 

 
图2-13 执行测试 

4 点击<确定>按钮，服务创建完成。在数据源或其他属性中调用该服务可获取该服务的输

出结果。 

提示：调用系统服务操作步骤与用户创建服务一致，部分功能已经封装实现，用户可通过脚本编

辑器直接调用即可。 

2.3.2.4 配置事件 

对象事件与对象订阅功能用于描述对象模型之间的消息传递过程，对象事件是消息产生的源，

对象订阅在接收事件消息后，完成后续的执行动作。通过配置可实现指定对象事件的订阅功

能，从而完成不同业务需求的对象模型之间的消息传递。 

1 选择“事件”菜单，配置该对象模板的相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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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事件管理 

 我的事件：当前对象模板创建的事件，可进行创建、删除操作； 

 其他事件：父模板或功能集合继承的事件；系统模板默认提供了对象属性发生变化时的

触发事件、报警发生时触发的事件、报警确认时触发的事件等。 

2 点击“我的事件”下的<+新建>按钮，展开事件信息，单个模板可配置多个事件； 

 
图2-15 创建按钮 

3 输入事件信息，在创建事件前先创建一个数据集合，包含了事件触发的字段，该数据集

合的字段名应与该对象实例的属性别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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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事件信息 

 *名称：事件名称，用户可自定义修改。 

 *别名：事件别名，系统默认生成，用户可自定义修改，在调用事件时使用该名称调用； 

 描述：事件内容的详情描述； 

 标签：从标签中给对象事件添加多个标签，用于标记事件方便归类查询； 

 数据集合：事件发生的过程数据绑定的数据集合； 

4 点击<确定>按钮，事件创建完成。 

提示：对象事件是消息产生的源，对象订阅在接收事件消息后，完成后续的执行动作。 

2.3.2.5 配置订阅 

对象事件与对象订阅功能用于描述对象模型之间的消息传递过程，在配置对象订阅之前请先

完成配置事件操作。 

1 选择“订阅”菜单，配置该对象模板的相应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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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订阅管理 

 我的订阅：当前对象实例创建的订阅，可进行创建、删除操作； 

 其他订阅：父模板或功能集合继承的订阅； 

2 点击“我的订阅”下的<+新建>按钮，展开订阅信息，单个事件可配置多个订阅； 

 
图2-18 创建按钮 

 *名称：订阅名称，用户可自定义修改，只允许输入以字母开头，字母数字和_的组合名

称； 

 *别名：订阅别名，系统默认生成，用户可自定义修改，在调用订阅时使用该名称调用； 

 标签：从标签中给对象订阅添加多个标签，用于标记订阅方便归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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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订阅内容的详情描述； 

 *订阅来源：可选择“事件触发”或“定时触发”，单个订阅可选择多个事件来源； 

 事件触发：选择订阅事件的“*来源”、“*事件”、“*属性”，该订阅来源的事件

发生时将触发该订阅脚本的执行； 

 定时触发：选择订阅事件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时间间隔”，用于描

述对象的订阅消息按照配置好的时间内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接收订阅信息； 

 脚本：脚本编辑器。提供基本类型的服务函数，通过服务器端脚本（目前支持 JavaScript
语言）完成用户定义服务的具体实现，方便脚本方便快速的创建； 

表2-2 脚本工具栏说明列表 

图标 
        

说明 撤销 恢复 左缩进 右缩进 注释 取消注释 缩放编辑器 搜索 

 对象选择器：脚本中可调用系统的对象属性数据进行脚本编程； 

3 点击<确定>按钮，订阅创建完成。也可在数据源或其他属性中调用该订阅。 

2.3.3 对象模板列表 

对象模板信息页面显示对象模板树，选中想要查看/编辑的模板，点击右下角<详情>，切换到

详细信息界面，内置模板部分信息不可编辑，用户创建信息可编辑，编辑后点击<保存>即可。 

 
图2-19 详情 

2.3.4 分类/筛选 

2.3.4.1 模板分类/筛选 

在对象模板下，根据系统默认类型、标签或所属 APP 进行查询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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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分类/筛选 

2.3.4.2 属性分类/筛选 

在对象模板/属性下，根据系统默认类型、标签、所属 APP 或功能集合进行查询和筛选。 

 
图2-21 属性分类/筛选 

2.3.4.3 服务分类/筛选 

在对象模板/服务下，根据系统默认类型、标签、所属 APP 或功能集合进行查询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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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服务分类/筛选 

2.3.4.4 事件分类/筛选 

在对象模板/事件下，根据系统默认类型、标签、所属 APP 或功能集合进行查询和筛选。 

 
图2-23 事件分类/筛选 

2.3.4.5 订阅分类/筛选 

在对象模板/订阅下，根据系统默认类型、标签、所属 APP 或功能集合进行查询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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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订阅分类/筛选 

2.3.5 基础操作 

2.3.5.1 搜索 

在搜索文本框输入模板名称、别名、描述等信息进行对象模板模糊查询； 

 
图2-25 搜索 

2.3.5.2 导入 

导入已备份的对象模板列表；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 按钮图标下的<导入>，选择导入的

文件，导入对象模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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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导入 

 
图2-27 提示 

提示：先导出系统对象作为导入模板，导入规则说明详见导入模板首页。 

2.3.5.3 导出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 按钮图标下的<导出>，系统默认导出所有模板； 

 
图2-28 导出 

2.3.5.4 删除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对象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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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对象模板删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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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删除图标 

 
图2-30 提示 

注意：被继承的模板需先解除关联关系方可删除，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2.4 对象实例 

对象实例是对物理设备、资产、产品、系统、人员或具有属性和业务特性的实体表示。所有

对象实例均继承于某个对象模板，并且可以关联一个或多个功能集合。建模时的建议做法是

创建用于描述对象实例的对象模板，然后创建继承该对象模板的对象实例。这种做法充分利

用模型中的继承，并减少了维护和更新模型所花费的时间。对象实例可以有属于自身的属性、

服务、事件和订阅，同时可以从其继承的对象模板和功能集合继承和实现其他属性、服务、

事件和订阅。如何合理的使用对相互关联的对象实例、对象模板和功能集合进行建模是易于

开发和维护的关键。 

2.4.1 创建对象实例 

当用户要连接采集器软件源点或标签获取智能设备的数据时可以创建一个设备的对象实例

继承设备父模板，通过计算的方式获取对应的数据也可以创建虚拟的对象实例，通过对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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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属性绑定数据源或服务返回获取数据。新建的对象实例会继承父模板的属性、服务、事

件以及订阅功能，对象实例只要在其继承的属性、服务、事件以及订阅绑定数据源即可。在

此基础上，对象实例也可创建属于实例本身的属性、服务、事件以及订阅。 

1 选择一个实体模板或表单模板，点击对象实例信息界面的<+新建>按钮，展开对象实例

基础信息； 

 
图2-31 创建按钮 

2 输入对象实例的基础信息； 

 
图2-32 基础信息 

 *对象名称：对象实例名称，用户可自定义修改； 

 *父模板：在创建实例时选择的模板作为该实例的父母版，在此处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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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用于对象实例唯一标识，别名自动生成，可根据对象实例信息自行修改定义其含

义，在工厂中一般可与位号一致。例如“DJ_01”； 

 标签：从对象类别的标签中给对象实例添加多个标签，用于标记对象实例方便归类查询，

也可在编辑对象实例时添加标签； 

 APP：用于对象实例的分类，如果通过某个 APP 创建的对象实例，该对象实例会关联相

应的工业 APP 标签。在平台端新建对象实例，该对象实例默认为 system；在 APP 设计

器内新建对象实例，该对象实例默认属于该 APP； 

 图标：上传图片作为对象实例的图标； 

 功能集合：调用系统已增加的功能集合，继承该功能集合的所有属性、服务、事件、订

阅等功能； 

 编码：输入该对象的编码，一般与工程现场设备编码一致； 

 描述：用于记录对象的版本更新时修改信息的详细记录，也可用于对象实例的详情描述； 

3 点击<保存>按钮，对象实例创建完成。对象实例创建后自动继承了模板及功能集合的属

性、服务、事件以及订阅，用户仅需要在对象属性中关联数据源即可； 

提示：对象实例创建属性、服务、事件以及订阅请参考 2.3.2 创建对象模板。 

2.4.2 绑定数据源 

2.4.2.1 单个绑定 

1 选择“属性”菜单，在继承的“其他属性”中，点击属性名称展开属性信息，点击<绑定

关系>绑定属性的数据源； 

 
图2-33 配置属性 

2 在绑定对象对话框中可以通过选择属性、绑定内置属性生成表达式方式来绑定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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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 绑定对象 

 选择属性：通过选择系统内对象属性进行数据源绑定，用户可以绑定采集器标签、其它

对象实例下的属性等； 

 内置属性：系统内置的属性，包括圆周率 PI、随机数 RANDOM、当前时间、当前日期、

当前年份、时间 TIME 等； 

 表达式：用户通过将外部属性、内置属性通过计算的方式获取数据结果。表达式的最终

结果即为属性值。表达式编辑器支持对源数据或对象属性进行逻辑运算、算术运算、函

数运算、关系运算及混合运算等运算模式，表达式必须符合一定的语法规则；表达式编

辑 器 支 持 比 较 符 （ == 、 < 、 > 、 <= 、 >= 、 <> ） 运 算 ； 例 如 ，

PROP("system.Template_3623.Instance_429.system.Property_3941") 返回值为模拟量，

PROP("system.Template_3623.Instance_429.system.Property_3941") < 5 返回值为开关量； 

 

2.4.2.2 批量绑定 

1 用户也可以点击属性界面的<绑定关系>按钮批量绑定属性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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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5 绑定关系 

2 点击<请选择实例>按钮，弹出对象选择器； 

 
图2-36 选择实例 

3 在对应的模板下，选择数据源实例，此处可根据标签、APP 进行筛选，也可以通过关键

字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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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7 选择实例 

4 系统自动显示该对象实例下的所有属性信息，用户可以通过拖拽将数据源属性绑定对象

实例属性； 

 
图2-38 绑定关系 

5 用户可以点击属性操作栏<高级绑定>，关联属性数据源、内置属性或表达式数据源，此

步骤与单个数据源绑定操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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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9 高级绑定 

 
图2-40 绑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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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对象实例列表 

对象实例信息页面根据模板树分类显示模板下的对象实例，用户可以自行配置显示对象实例

的字段，点击对象实例名称或别名可进入对象实例详情页面。 

 
图2-41 对象实例列表 

2.4.4 属性列表 

在我的属性或其他属性列表下，各属性字段的含义及操作说明，基本字段与创建实例时字段

一致。 

 
图2-42 对象实例列表 

 名称：对象属性名称，点击名称跳转到查看/编辑属性详情页； 

 别名：对象属性别名； 

 命名空间：系统自动生成，系统全局对象实例命名空间默认为“system”，APP 下的对

象实例命名控件为“APP 名称_开发者”； 

 值：显示该属性对应的实时数据，鼠标在数据上悬停可以查看属性值、状态码以及数据

产生时间； 

 状态码：supOS 使用状态码来查看数据状态。 

表2-3 状态码说明 

序号 状态码 说明 

1 0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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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000000000000000 数据连接异常（supOS与数据源通讯异常） 

3 4000000000000000 表达式计算状态异常 

4 2000000000000000 数据质量异常 

5 1000000000000000 数据无权限 

6 800000000000000 数据正在保活
① 

注①：在需要长连接的网络通信程序中，经常需要心跳检测机制，来实现检测对方是否在线

或者维持网络连接的需要。这一机制是在应用层实现的，对应的，在 TCP 协议中，也有类似

的机制，就是 TCP 保活机制。 

 刷新 ：刷新当前属性信息； 

 设置值 ：设置对象属性值； 

 操作：点击<查看>，跳转到查看/编辑属性详情页； 

2.4.5 基础操作 

2.4.5.1 搜索 

在搜索文本框输入名称、别名、描述等信息进行对象实例的相关查询； 

 
图2-43 搜索 

2.4.5.2 导入 

导入已备份的对象实例列表；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信息页面右上角<导入>按钮图标，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导入的文件，对象实例完成，导入时系统对导入的数据源不做合法性校验。 

 
图2-44 导入 

提示：先导出系统对象作为导入模板，导入规则说明详见导入模板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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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3 导出 

导出选择的对象实例列表，未选择任何对象实例默认导出当前模板下所有对象实例。在显示

信息页面，点击信息页面右上角<导出>按钮图标。导出数据包含多个 sheet 页，包含对象实

例的基本信息、属性及报警信息、服务信息、事件信息、订阅信息等等。 

 
图2-45 导出 

2.4.5.4 删除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对象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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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选择的对象实例进行批量删除。 

 
图2-46 删除按钮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对象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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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实例删除完成。 

 
图2-47 删除图标 

 
图2-48 提示 

注意：被绑定的实例需先解除关联关系方可删除，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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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功能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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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属性、服务、事件、订阅的基本功能，用于实现功能集的批量创建和视角查看，利用功能集

合可以实现对属性、服务、事件和订阅的重用，且可以被一个或多个对象模板来实现。在

supOS 中建模可以通过对象模板或者对象实例实现一个或多个功能集合，类似于面向对象编

程语言中的多态扩展。当对功能集合进行更改时，更改会同步到实现该功能集合的对象模板

和对象实例中。 

功能集合的操作流程可参考 2.3 对象模板。 

2.5.1 调用方法 

在创建对象模板或对象实例时进行调用，继承该对象模板的对象实例也会继承该功能集合。 

 
图2-49 对象模板调用功能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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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0 对象实例调用功能集合 

2.6 标签管理 

针对平台定义的对象实例、对象模板和功能集合均提供标签功能，平台提供系统标签的统一

管理功能。通过不同的标签可过滤和查询对应的对象模型，从而提升对象模型的定位效率。

同时，对象模型的属性、服务和事件功能都可以通过系统标签进行标识和过滤查询。 

2.6.1 创建标签 

1 点击[对象模型管理/标签管理]，在显示信息页面查看标签信息分类列表，点击分类名称

显示所属这个分类的标签。系统默认提供对象类目、属性类目、事件类目、服务类目等

标签分类，调用标签需在其所属分类中选择，例如，属性定义标签需要在属性分类下选

择。系统默认标签分类不允许修改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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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1 标签管理 

2 增加标签分类。点击标签管理信息界面的<+>按钮，弹出创建标签类目基础信息； 

 
图2-52 创建标签分类 

3 输入标签类目的名称、别名以及描述信息，点击<确认>按钮，创建标签类目完成； 

 
图2-53 输入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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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标签类目名称，页面右侧显示所属该类目下的标签； 

 
图2-54 创建标签 

5 点击<+新建>按钮，添加该类目下的标签。 

 
图2-55 新建标签 

2.6.2 删除标签 

用户自行添加的标签类目可以删除。点击标签类目树中右侧删除标志进行单个标签类目删除；

选中标签，点击顶端 或在标签行右侧点击<删除>按钮进行标签删除。弹出提示对话

框是否确认删除，点击<确认>，删除标签/标签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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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6 删除 

2.6.3 过滤/筛选 

 在对象模板、对象实例、功能集合通过标签筛选过滤进行归类查询； 

 
图2-57 标签过滤 

 在对象属性、服务、事件、订阅页面，均可以通过标签筛选过滤进行归类查询； 

 
图2-58 标签过滤 

 在对象选择器中通过标签过滤筛选进行归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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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9 标签过滤 

2.7 数据集合 

数据集合是平台用于描述用户自定义的复杂数据结构。通过用户自定义的一组不同数据类型

的字段组合（相当于数据库表中的列或对象的属性）来描述对象模型之间传递的消息体内容。

在对象模型的事件功能中需绑定唯一的数据集合，在对象模型的订阅功能中接收指定事件后，

可在脚本中获取关联的数据集合的所有字段内容，从而实现不同对象模型之间的信息流转。 

2.7.1 创建数据集合 

下面详细介绍创建数据集合的操作步骤： 

1 点击数据集合信息界面的<+新建>按钮，展开数据集合基础信息； 

 
图2-60 创建按钮 

2 输入数据集合的名称、描述信息，点击<确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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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 基础信息 

3 选择想要配置的数据集合，展开对应信息，选择“字段定义”配置该数据集合的相应字

段。 

 
图2-62 字段定义 

4 点击字段定义下的<+新建>按钮，输入名称、别名、描述、类型以及默认值，点击<确认>
按钮；继续增加字段重复执行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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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3 字段信息 

5 数据集合配置完成。 

2.7.2 编辑数据集合 

数据集合创建成功后，基本信息别名无法编辑，用户可以编辑名称、描述以及数据集合下的

字段定义。 

2.7.2.1 新增字段 

1 点击字段定义下的<+新建>按钮，输入名称、别名、描述、类型以及默认值，点击<确认>
按钮；继续增加字段重复执行此步骤； 

 
图2-64 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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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数据集合已被引用并生成数据，新增的字段下对应数据为空。 

2.7.2.2 修改字段 

点击数据集合的字段操作栏<编辑>按钮，用户可以对名称、描述以及默认值等字段信息进行

编辑，编辑完成点击<确认>即可。 

 
图2-65 修改字段 

2.7.2.3 删除字段 

在字段定义页面，点击字段信息行右侧的删除链接（下图红色区域），或选择字段后，点击

右侧的<删除>图标，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点击<确定>，数据集合删除完成。删除后不

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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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6 删除字段 

2.7.3 基础操作 

2.7.3.1 搜索 

在搜索文本框输入名称、别名、描述等信息进行数据集合查询； 

 
图2-67 搜索 

2.7.3.2 删除 

在显示信息页面，点击数据集合信息行左侧的复选框（下图红色区域），点击信息页面上方

<删除>按钮图标将选择的数据集合进行批量删除。也可点击数据集合信息行右侧的删除链接

（下图红色区域），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点击<确认>，数据集合删除完成。删除后不

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图2-68 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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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9 提示 

提示：若数据集合已经被调用，需要先解除调用关系，才能删除数据集合。 

2.7.4 事件调用 

在创建对象模板或对象实例的事件中进行调用，调用后通过服务或订阅编辑脚本输出执行动

作。 

 
图2-70 调用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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