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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态介绍 

1.1  组态展示 

分布式设备数据云平台通过设置，可以使用组态画面的形式来展示用户的设备运行情况，

在当前组态展示画面集成了动态的实时数据画面和数据曲线、数据读写、历史记录、报警记录

及设备控制等功能，可以方便用户更直观生动的监控整个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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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组态控件介绍 

下表展示了所有组态编辑的控件，简要介绍各功能着重使用注意。 

组态编辑控件展示 

控件名称 功能简介 使用注意 

 

背景（画布） 

 

组态画面的背景 

根据实际使用屏幕的分辨率进行设置画

布的大小，可定义背景色也可以上传背景

图（支持上传 GIF 的图片）做背景，背景

图上面绘制绑定数据的控件即可 。 

静态标签 放置文本 —— 

数据监测 显示实时数据 设置报警信息 

开关按钮 开-关量按钮 状态样式可图片，也可文本 

指示灯 开关量指示灯 状态样式可图片，也可文本 

多值状态 显示不同值的不同状态 状态样式可图片，也可文本 

控制按钮 进行数据读写操作 状态样式可图片，也可文本 

仪表盘  以仪表盘图形方式展示数据 刻度量程，告警信息均可更改颜色 

刻度表 以刻度表图形方式展示数据 刻度量程，告警信息均可更改颜色 

历史曲线 
通过曲线图、折线图、柱状图展示

实时数据的变化趋势 

请酌情选择时间轴跨度和 Y 轴量程范

围，建议使用默认设置 

图片组件 放置图片 组件自带图片库，也可上传图片 

进度控件 
以填充状态图形方式展示数据 可以设置为横向和纵向，不显示单位，

自行添加 

页面跳转 跳转到指定的组态页面 可设置为图片或者文本样式 

弹窗控件 弹窗显示指定的组态页面 可设置为图片或者文本样式 

内嵌视频 展示设备绑定的单个摄像头视频 仅支持海康威视-萤石云系列摄像头 

弹窗视频 展示设备绑定的多个摄像头视频 仅支持海康威视-萤石云系列摄像头 

表格控件 以表格的形式展示数据 支持历史数据、实时数据、报警数据的

展示 

系统时间 
展示系统当前时间 此时间为本地，无法设置，以打开组态

页面的设备而定 

基本图形 绘制基本图形 可绘制 直线、矩形、圆形、三角、 

超级链接 
添加超链接网址，可以增加个

性化跳转功能  

跳转的网页新增展示；域名前需要加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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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组态控件--通用属性介绍 

1.3.1 定义画布 

 

 

新建画布：新建另外一个画布。 

删除画布：删除当前画布。 

导出：导出当前画布用于备份，或者复制该画布到其他机型。 

导入：导入原先导出备份的画布，用于快速布置画布组态。注意：需要定义的机型和变量一致，

方可导入备份的画布。 

画布名称：自定义当前画布的名称。 

画布概述：自定义对当前画布的描述。。 

画布列表：默认显示当前画布的名称，下拉选择可切换至其他画布界面。 

主画布：电脑端或者手机端，各可设置一个主画布。 

尺寸：电脑 or 手机，两者不通用；必须有手机尺寸的组态画面，手机端方可查看。 

P. s. 画布=背景 

 

1.3.2 控件管理 

 

下拉框：显示当前选中的控件的类型。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控件。 

保存：即保存当前控件，也是保存整个组态画布。 

复制：在当前画布中复制，选中的控件。 

 

1.3.3 控件的位置及大小 

 

 

X 轴、Y 轴：以画布左上角为原点，横向为 X 轴，纵向为 Y 轴。 

宽度、高度：控件在画布中的宽、高；P.s. 可手动输入，也可以鼠标拖动控件边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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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控件的边框 

 

边框宽度：控件边框的大小；宽度 0，则表示没有边框。 

边框样式：下拉可选择 点状、虚线、实线、双线等样式。 

边距：边框与控件文本的距离。 

边框颜色：下拉选择颜色更改边框颜色。 

 

1.3.4 控件属性的含义 

属性 含义 

绑定数据 控件绑定变量 

字体颜色 控件数据的字体颜色 

字体大小 控件数据的字体大小 

字体 控件数据的字体 

字体粗细 控件数据的粗细 

形状 控件的形状：矩形 or 圆形 

文本位置 控件数据在控件中的位置 

背景色（颜色） 控件的颜色 

是否锁定 锁定 or 不锁定，锁定的控件无法操作 

R 角 控件的倒圆角，设置控件 4 个角的角度 

告警上限 控件的告警上限值 

告警下限 控件的告警下限值 

低报颜色 控件低报告警时的背景颜色 

高报颜色 控件低报告警时的背景颜色 

二、 画面组态编辑 

2.1、组态前期准备 

在做画面监控之前，要先定义机型，以及设备变量，以便组态画面编辑时可关联变量，以免无法

保存，造成重复工作。 

2.2、进入组态编辑画面 

单组态：通过 “菜单栏”---“设备管理”-“机型管理”-“组态定义”，进入组态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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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界面绘画。“我的设备”目录树中“设备名称”信息框中的“画面监控”进行组态监控。 

  
 

多组态：通过 “菜单栏”---“我的设备”的目录树中“站点名称”，进入多组态画面编

辑界面绘画。“我的设备”目录树中“站点名称”信息框中的“画面监控”进行组态监控。 

 

 

组态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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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组态操作及功能实现 

在组态编辑页面，管理员通过新增控件、控件属性设置、绑定数据等一系列操作进行组态，

最终实现适用于展示的组态页面，下面对每一种操作和功能实现进行详细说明。 

2.3.1 定义画布 

画布分为两种，背景颜色和背景图片（建议导入背景图片，在背景图片上添加控件）。可

通过拖动画布红色边框及更改属性栏宽、高属性来改变画布大小。 

2.3.2 新增控件 

   当要在画布中新增控件时，移动鼠标至左侧的控件栏中需要新增的控件上，按住鼠标

左键不放向右拖动至画布相应位置后松开鼠标左键，即完成新增控件操作。控件属性设置完成

后，点击”保存“，方可使控件生效。 

2.3.3 控件数据绑定 

 组态画布中展示数据的控件有两类：（控件必须绑定变量方可保存并生效） 

   实时数据展示控件：”数据监测”、”指示灯“、”多值状态“、”仪表盘“、”刻度

表“、”历史曲线“、”进度控制“、”表格控件“。 

   读写操作控件：”控制按钮“、”开关按钮“。 

   实时数据展示控件在属性窗口的绑定数据项可以选择需要展示的变量。控制按钮与开关按

钮都是绑定变量属性为读写或者自写的变量来进行远程操控。多值状态可展示一个变量不通数

值时的不同状态。 

单组态控件：只需直接绑定对应变量即可。 

多组态控件：需先绑定对应设备，才能选择该设备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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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绑定数据 

2.3.4 控件图片的设置 

  组态画布编辑页面可以显示为图片的控件有：“开关按钮”、“指示灯”、“多值状态”、

“控制按钮”、“图片组件”、“超级链接”。如下图，在控件属性栏中，样式选择“图片”，

然后点击图片设置栏目，进入组件库，选择组件库中各目录下的图片或者上传本地电脑中的图

片。（建议使用 SVG 格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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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图片 

2.3.5 视频控件的使用 

首先在云平台---系统管理---系统配置中，添加摄像头萤石云接入参数（该参数在萤石

云平台注册后，从该平台获取。），然后在组态编辑画布中，通过“内嵌视频”、“弹窗视频”

控件来绑定海康威视旗下--萤石云系列的摄像头来进行监控画面展示。 

 内嵌视频 控件：每个控件仅能绑定一个摄像头 。 

 弹窗视频 控件：每个控件可以绑定多个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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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远程读写操控的组态 

 控制按钮或开关绑定数据变量后，可以在画面监视页面实现对下位设备的远程读写操控，

读写的使用有两种方式，分别如下： 

 开关按钮：在画布监控点击此控件时，每次向下位设备写入固定的值，0 or 1，效果如下

图。组态画面编辑时，选择开关按钮，可在开关按钮属性栏中设置样式为：文本或图片，

同时设置值为 0 或 1 时的状态。 

 

 控制按钮：在画布监控点击此控件时，弹出一个读写设置窗口，用来向下位设备写入值，

效果如下图。组态画面编辑时，选择控制按钮，绑定的变量属性一定要“读写”或“只写”

另，可在属性栏中设置样式为：文本或图片。 

 

2.3.7 页面跳转与超链接 

当需要在同一个机型规则组态多个页面时，需要使用”页面跳转“控件，”页面跳转“控

件的属性中有目标页面功能项，在该项下拉菜单选择此控件跳转的目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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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跳转 

2.3.8 画中画效果 

利用弹窗控件，点击后可弹窗一个新窗口，实现画中画的效果。新窗口显示的内容，需

新建一个画布，该画布的小大建议和弹窗的大小一致。通过弹窗控件的属性栏可设置：弹窗画

布、“弹窗名称、颜色”、“透明度”“大小”及弹窗在控件周边显示的位置等样式。 

 

2.3.9 动态的实现 

 动画效果：背景图或组态图片可采用 GIF 格式图片。 

 动态控件：控件的样式修改为图片，根据不同的变量值设置不同的图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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