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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说明

内容简介

本手册基于 supOS 版本 supOS-V2.70.01.06-C-R8 编写。主要描述 supOS 流程图绘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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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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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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APP 设计器

1.1 基本操作

1.1.1 新增 APP

如下图所示：

1.1.2 APP 备份迁移

安装已下载到本地的工业 APP，先在 A 平台将 APP 下载，再将已下载到本地的 APP 安装到 B 平

台。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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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安装 APP 无法安装全局或引用的其它 APP 下的元数据（对象模板、对象实例、功能集合、标签、

数据集合）和工厂模型。

1.1.3 APP 上架应用商店

将 APP上传到蓝卓应用商店，先将 APP下载到本址，然后上传到蓝卓应用商店，应用商店地

址： https://store.supos.com/ 操作如下图所示：

https://store.sup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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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更多关于 APP 上架应用商店相关操作详见蓝卓开发者社区帮助中心说明，开发者社区：

https://developer.supos.com/

1.1.4 APP 排序

平台有两种排序方式，分别为按「APP名称」或按「创建时间」进行升序降序。

操作如下图所示：

1.1.5 APP 删除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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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界面管理

1.2.1 界面介绍

点击页面设计进入页面设计界面，页面设计分成三部分：

 页面菜单（A区域）；

 页面设计操作栏（B区域）；

 页面（C区域）；

页面菜单显示该 APP下面的所有页面列表，双击页面（C区域）区域可进入画布设计页面，在

画布中进行 APP组态。

页面菜单（A区域）底部的工具栏，可创建文件夹，页面，调整页面位置级别，可创建页面树

状图。

用户可以页面菜单（A区域）修改页面设置、复制页面以及删除页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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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页面编辑

操作如下图所示：

1.2.3 流程图导入入口

页面设计操作栏，页面设计为“自由布局”或“网格布局”时，页面设计操作栏不同。

 自由布局

 网格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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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设计操作栏（B区域）点击导入，选择.zip文件可导入流程图：

1.2.4 页面设计

双击页面（C区域）可进入画布设计界面，APP组态需要在画布中进行设计，通过托、拉、拽

的方式完成页面组态。

画布界面包括如下区域：

 控件库（A区域）；

 画布工具栏（B区域）；

 画布（C区域）；

 操作（D区域）；

 属性栏（E区域）；

 多功能区（F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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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上图的 F 区域点击数据按钮，再点编辑按钮可复制页面 json 代码，将此 json 代码拷贝到另一

个空白页面中并点提交后，空白页面将与所复制 json 代码页面完全一样。此方法可实现流程图页

面的快速复制。

1.3 图元库

图元库中提供多种不同类型的基础图元，用户使用图元进行基础流程图的绘制，给图元配置动

态效果后可反应设备的实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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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图元库中图形，在画布中单击鼠标则在画布上显示该图形。不规则图形通过单击的点组成，

绘制完成双击最后一个点再双击画布，即可绘制出图形。

1.3.1 图元属性设置

E区域进行图元的属性设置，如下图所示：

选中图元控件鼠标右键菜单，可设置选中图元的放置位置例如：移至顶层、上移一层、下移一

层、移至底层还可以设置组合、解组、动态等，亦可将选中的组合控件存为模板。



10

supOS 工艺流程图绘制操作指南

1.3.2 常用图元控件

 「文字控件」：在画布中单击鼠标则会显示一个文本框；

 「连线控件」：用于将一个或多个图元进行连接；

 「管道控件」

 「图片控件」：用于上传 JPG、PNG 等格式的图片；

 「数据连接控件」：用于绑定对象属性的值则可显示位号的实时值，运行期可通过鼠标右键查

看位号的趋势图。

 「线段控件」：只能绘制横线，需要绘制竖线或斜线则将鼠标放在端点点击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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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动态配置

双击图形或右击鼠标选择动态可打开“动态配置”对话框，下面对不同的动态配置逐个说明。

1. 可视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图元是否可见。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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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平移动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图元的动态水平移动。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

而变化。

3. 垂直移动

垂直移动与水平移动配置类似，操作请参照水平移动。

4. 闪烁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图元的动态颜色闪烁。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

而变化。

5. 填充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图元的动态颜色填充。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

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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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缩放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图元的动态缩放比例。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

而变化。

7. 颜色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图元的动态颜色。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而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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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线条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线条的颜色或线条边框的颜色。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

数值变化而变化。

9. ToolTip

用 ToolTip 来显示指定信息，在运行期界面鼠标放在图元上显示 ToolTip。可选择动态数据或静态

数据，动态数据选择数据源，静态数据输入提示信息。

10. 转动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控制图元的转动情况，以图元的中心点为圆心进行转动。绑定数据源，动

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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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流动（管道特有动态）

用对象属性的信息来显示管道的流向，绑定数据源，动态属性根据数据源的数值变化而变化。

注意：

按 Ctrl 键拖动鼠标可以同时选中多个图元进行复制、删除或移动。

1.4 扩展库

包括「流程图系统模板」和「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库」：

 「系统模板」中包含了流程图中各类设备图元模板，用户也可以将组合控件添加到扩展库，在

组态中可以复用模板进行组态设计；

 「自定义模板」一般应用于常用控件的组合复用。

下图为系统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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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库可以增加多个目录且可以对自定义的模板进行导入、导出操作。如下图所

示：



17

supOS 工艺流程图绘制操作指南

1.4.1 自定义模板

 在画布中选择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控件，点击右件选择组合；

 将组合后的控件另存为模板；

 此模板添加到自定义模板，可以在其它 APP 中复用，用户可以编辑或删除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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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绘制流程图

2.1 基本介绍

「流程图」主要用于设备或工艺流程的图形化表达，实时数据展示、实时数据趋势图查看。

 常用控件：

 图元库中的图形、数据连接、文本。

 操作步骤：

 选中图元库中图形、数据链接、文本，在画布中按住鼠标进行单击，调整图形大小，在属

性栏（E 区域）配置图形参数，将图形按照设备工艺流程图进行排列；

 将所有的数据链接绑定数据源，点击检查位号查看数据源连接是否正常；

 设备图元的动态效果，例如根据值的变化从下往上动态填充；

 保存页面，预览效果；

2.2 案例实操

2.2.1 练习 1：工艺类流程图



19

supOS 工艺流程图绘制操作指南

2.2.2 练习 2：离散类流程图



20

supOS 工艺流程图绘制操作指南

2.2.3 练习 3：看板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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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录：相关说明

3.1 版本更新一览表

文档信息 适配 supOS 版本 更新说明 编著 授权用户

V1.0（20201113）supOS-V2.70.01.06-C 第一次正式发布蓝卓工程团队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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