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驱动配置指导

1.1 OPC DA

OPC DA协议驱动，用于连接基于 OPC DA协议通信的设备数据采集。OPC DA

是一种工业通信的标准协议，可以高效地实现异构系统的互联。

1.1.1 新增源点

1 点击源点管理信息界面的<+新增>按钮，展开源点信息配置；

图 1-2 新增按钮

2 输入源点名称、描述，驱动名称选择 OPC DA，系统会根据选择的驱动名

称展开该驱动需要输入的信息；

图 1-3 OPC源点信息配置

表 1-2 OPC源点参数说明

参数名 含义 说明

*OPC服务器 OPC服务器信息
点击<更改>按钮，展开OPC服务器需要输入的信息，

输入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服务器信息

*OPC服务地址
OPC服务器的IP地

址
服务器地址由服务器名/服务路径组成



OPC DA服务 DA服务
显示OPC服务器上所有的OPC 服务器列表，可从中选

择需要连接的OPC 服务器

*OPC服务器路径 服务路径 显示选定好的OPC服务器名称

协议版本
OPC服务器对应的

协议版本
可选V1.0或V2.0，默认为V2.0

断线重连

OPC Client和OPC

Server断线时的重

连模式

断线重连：只在OPC服务器异常断开连接时重连

始终不重连：OPC服务器断开连接后不重连

始终重连：在OPC服务器异常断开，或正常退出的情况

下都重连

重连间隔（s）
两次重连间的时间

间隔
可选择30、60、120、300、600，单位为秒

时钟源
数据更新使用的时

间戳

本地时间：实时数据的时间标签为采集器所在电脑的时

间

OPC服务时间：实时数据的时间标签为服务器所在电脑

的时间

延迟请求（s） 延迟请求时间
用于控制OPC服务器连接建立后，首次向设备发起请求

的延迟1-3600s

更新速率（ms） 位号值的更新速率 配置更新速率，范围100-5000ms

读写状态
设置设备位号的读

写模式

设为读写，supOS可通过采集器把数据下写到数据源，

设为只读则不能下写

DCOM用户名 配置DCOM的服务器登录用户名

DCOM密码 配置DCOM的服务器登录密码

主动读取
设置折否主动读取

数据

开启后，主动读取数据。设置后，设备会周期同步读取

所有订阅成功的位号

3 点击<更改>按钮，展开 OPC 服务器需要输入的信息；

4 输入需要连接的 OPC 服务器的 IP 地址，例如：10.13.156.21，点击后面的

<刷新>按钮；

5 刷新后自动显示对应的 DA服务，选择一行你想要的服务，点击蓝色 按

钮；

6 自动生成 OPC 服务器路径；

7 点击协议版本的单选按钮，选择 OPC 服务器对应的协议版本，例如选择

V2.0；

8 选择断线重连的模式，默认选择断线重连；

9 选择重连间隔为 30s；



10 时钟源选择“本地时间”；

11 设置延迟请求为 5s；

12 设置更新速率为 1000ms；

13 设置读写状态为只读；

14 输入 DCOM 用户名及密码；

15 点击<保存>按钮。

1.1.2 导入标签

OPC 驱动支持位号批量导入功能，用户将源点信息配置完成后，点击进入[位

号批量导入]页签，展开位号批量导入信息。

图 1-4 位号批量导入

表 1-3 OPC位号导入参数说明

参数名 含义 说明

同步 同步位号 同步位号信息

枚举位号 枚举当前位号 显示OPC DA数据源所有的位号信息

名称须加前缀 添加前缀 状态为开时，可为已选的位号添加前缀

字符串替换 批量替换 将指定的原字符批量替换为指定的替换字符

截取位号名称 截取位号名称

根据设置的指定截取字符作为分隔点，截取某一段字符

作为位号名。截取时按从右向左倒数截取。

举例：原位号名为"abc&qvs&wer"的位号，分隔字符串

设置为“&”，设置“截取倒数从第0段到第1段”，则

截取后的位号名称为“wer”；设置“截取倒数从第1

段到第2段”，则截取后的位号名称为“qvs”。



读写状态
设置设备位号的读

写模式

设为读写，supOS可通过采集器把数据下写到数据源，

设为只读则不能下写

详细配置 展开详细配置项

分组 位号分组
软件默认建立了0~127共计128个组，用户可根据位号

分类对位号进行分组管理

单位模式 设置单位模式

自定义：手动输入单位

根据OPC服务器：单位中自动填入OPC数据源单位字段

名称

单位 位号单位 应与OPC数据源单位字段名称一致

量程模式 设置量程模式

自定义：手动输入量程上限和量程下限

根据OPC服务器：量程上限和量程下限中自动填入OPC

数据源对应数据

量程上限 设置量程上限 根据位号数据要求设置，默认值为100

量程下限 设置量程下限 根据位号数据要求设置，默认值为0

描述模式 设置描述模式
自定义：手动输入描述

根据OPC服务器：描述中自动填入OPC数据源描述字段

描述 编辑位号描述信息 对位号进行描述信息编辑

全部导入 全部导入功能 导入全部位号信息

批量导入 批量导入功能 批量导入当前页面已选择的位号

1 点击<枚举位号>，系统会自动枚举该源点对应的位号信息；

2 用户选择位号可编辑选中位号的参数信息；

3 选择要导入的位号，点击<导入>；

4 “标签管理”页面将导入该源点的所有位号。

注意：当连接的 OPC Server与采集器不在同一台电脑上时，需要配置 DCOM，请

参考《DCOM配置手册》进行 DCOM配置再尝试连接。

1.1.3 新增标签

1 点击标签管理信息界面的<+新增>按钮，展开标签基础属性；



图 1-5 标签基础属性

2 基础属性内容输入完成后，系统自动增加相关配置属性，用于标签与底层

数据的连接点设置；

图 1-6 OPC相关配置

3 点击<选择>按钮，展开位号选择信息；

4 在“位号搜索”输入位号信息进行模糊查询或点击刷新按钮，可选位号会

根据所选源点自动显示位号查询相关项；

5 选择相应的位号后点击蓝色<√>按钮，系统自动显示 I/O 地址；

6 点击<保存>按钮，配置完成。

1.2 OPC UA

OPC UA 驱动，主要用于连接基于 OPC UA 协议的服务器进行数据采集。

1.2.1 新增源点

1 点击源点管理信息界面的<+新增>按钮，展开源点信息配置；

图 1-7 新增按钮



2 输入源点名称、描述，驱动名称选择 OPC UA，系统会根据选择的驱动名

称展开该驱动需要输入的信息；

图 1-8 OPC UA源点信息配置

表 1-4 OPC UA源点参数说明

参数名 含义 说明

*OPC服务器 OPC服务器信息
点击<更改>按钮，展开OPC服务器需要输入的信息，

输入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服务器信息

时钟源
数据更新使用的时

间戳

本地时间：实时数据的时间标签为采集器所在电脑的时

间

OPC服务时间：实时数据的时间标签为服务器所在电脑

的时间

断线重连

OPC Client和OPC

Server断线时的重

连模式

断线重连：只在OPC服务器异常断开连接时重连

始终不重连：OPC服务器断开连接后不重连

始终重连：在OPC服务器异常断开，或正常退出的情况

下都重连

重连间隔（s）
两次重连间的时间

间隔
可选择30、60、120、300、600，单位为秒

读写状态
设置设备位号的读

写模式

设为读写，supOS可通过采集器把数据下写到数据源，

设为只读则不能下写

授权设置
OPC UA服务器授

权

若OPC UA服务器未设置用户名及密码，选择匿名即可

连接；若OPC UA服务器设置了用户名及密码，需要输

入对应的用户名及密码方可连接成功

3 输入需要连接的 OPC 服务器的 IP 地址，例如：10.13.156.21；

4 选择断线重连的模式，默认选择断线重连；

5 选择重连间隔为 30s；

6 时钟源选择“本地时间”；

7 设置读写状态为读写；

8 根据 OPC UA 服务器设置选择授权方式；



9 点击<保存>按钮。

1.2.2 导入标签

OPC UA 驱动支持位号批量导入功能，用户将源点信息配置完成后，点击进入

[位号批量导入]页签，展开位号批量导入信息。

图 1-9 位号批量导入

表 1-5 OPC UA位号导入参数说明

参数名 含义 说明

同步 同步位号 同步位号信息

枚举位号 枚举当前位号 显示OPC UA数据源所有的位号信息

名称须加前缀 添加前缀 状态为开时，可为已选的位号添加前缀

字符串替换 批量替换 将指定的原字符批量替换为指定的替换字符

截取位号名称 截取位号名称

根据设置的指定截取字符作为分隔点，截取某一段字符

作为位号名。截取时按从右向左倒数截取。

举例：原位号名为"abc&qvs&wer"的位号，分隔字符串

设置为“&”，设置“截取倒数从第0段到第1段”，则

截取后的位号名称为“wer”；设置“截取倒数从第1

段到第2段”，则截取后的位号名称为“qvs”。

读写状态
设置设备位号的读

写模式

设为读写，supOS可通过采集器把数据下写到数据源，

设为只读则不能下写

详细配置 展开详细配置项

分组 位号分组
软件默认建立了0~127共计128个组，用户可根据位号

分类对位号进行分组管理



单位模式 设置单位模式

自定义：手动输入单位

根据OPC服务器：单位中自动填入OPC数据源单位字段

名称

单位 位号单位 应与OPC数据源单位字段名称一致

量程模式 设置量程模式

自定义：手动输入量程上限和量程下限

根据OPC服务器：量程上限和量程下限中自动填入OPC

数据源对应数据

量程上限 设置量程上限 根据位号数据要求设置，默认值为100

量程下限 设置量程下限 根据位号数据要求设置，默认值为0

描述模式 设置描述模式
自定义：手动输入描述

根据OPC服务器：描述中自动填入OPC数据源描述字段

描述 编辑位号描述信息 对位号进行描述信息编辑

全部导入 全部导入功能 导入全部位号信息

批量导入 批量导入功能 批量导入当前页面已选择的位号

图 1-10 位号批量导入示例

1 点击<枚举位号>，系统会自动枚举该源点对应的位号信息；

2 用户选择位号可编辑选中位号的参数信息；

3 点击<全部导入>将导入全部的位号；

4 “标签管理”页面将导入该源点的所有位号。

1.2.3 新增标签

1 点击标签管理信息界面的<+新增>按钮，展开标签基础属性；



图 1-11 标签基础属性

2 基础属性内容输入完成后，系统自动增加相关配置属性，用于标签与底层

数据的连接点设置；

图 1-12 OPC UA相关配置

3 点击<选择>按钮，展开位号选择信息；

4 在“位号搜索”输入位号信息进行模糊查询或点击刷新按钮，可选位号会

根据所选源点自动显示位号查询相关项；

5 选择相应的位号后点击蓝色<√>按钮，系统自动显示 I/O 地址；

6 点击<保存>按钮，配置完成。

1.3 SQL2DB

SQL to DB 驱动，主要用于关系数据库的数据采集。

1.3.1 新增源点

1 点击源点管理信息界面的<+新增>按钮，展开源点信息配置；



图 1-13 新增按钮

2 输入源点名称、描述，驱动名称选择 SQL2DB，系统会根据选择的驱动名

称展开该驱动需要输入的信息；

图 1-14 SQL2DB源点信息配置

表 1-6 SQL2DB源点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服务器地址 关系数据库服务器的IP地址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类型 系统支持mysql V5.6、sql server 2012和oracle 11g关系数据库

*通讯端口 数据库与采集器的通讯端口

*登录用户名 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

*登录密码 数据库登录的密码

*表名 想要连接的数据库表名

*采集周期（秒） 以秒为单位设置数据采集周期，默认为1秒

*连接测试 测试数据库是否连接成功

3 输入需要连接的关系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例如：10.13.156.21；

4 输入需要连接的关系数据库名称，与数据库名称一致；

5 选择对应的数据库类型，例如选择 oracle；

6 输入数据库通讯端口，例如：1521，与数据库通讯端口一致；

7 输入登录用户名、密码；

8 输入想要连接到系统的数据库表名，与数据库表名一致且数据库表字段需

严格按照 supOS 定制的规则设计，字段排序及数据类型如下表；



表 1-1 supOS表字段规则

名称
数据类型 备注

Mysql/SQL server ORACLE

id BIGINT NUMBER

TagName VARCHAR VARCHAR2 位号名称

T BIGINT NUMBER 时间戳（ms）

VString VARCHAR VARCHAR2

Q INT NUMBER 质量码

TagType INT NUMBER
位号类型，值的范围0-5，对应数据类型

为String/Integer/Long/Float/Double/Bool

VInt INT NUMBER

VLong BIGINT NUMBER

VFloat FLOAT FLOAT

VDouble DOUBLE FLOAT

VBool TINYINT NUMBER

time DATETIME DATE

9 设置采集周期为 1 秒；

10 信息输入完成后点击<连接测试>，它提示连接成功，配置完成。

提示：如果不确定数据库信息，请与数据库管理员确认。

1.3.2 导入标签

SQL2DB 驱动支持位号批量导入功能，用户将源点信息配置完成后，点击进入

[位号批量导入]页签



图 1-15 SQL2DB位号批量导入

1 点击<枚举位号>，系统会自动枚举该源点对应的位号信息；

2 点击<全部导入>将导入全部的位号；

3 “标签管理”页面将导入该源点的所有位号。

提示：SQL2DB标签类型与数据库字段数据类型对应关系请参考 A附录/表 A-2

SQL2DB类型建议对应关系描述。

1.3.3 新增标签

1 点击标签管理信息界面的<+新增>按钮，展开标签基础属性；

图 1-16 标签基础属性

2 基础属性内容输入完成后，系统自动增加相关配置属性，用于标签与底层

数据的连接点设置；



图 1-17 SQL2DB相关配置

3 点击<选择>按钮，展开位号选择信息；

4 在“位号搜索”输入位号信息进行模糊查询或点击刷新按钮，可选位号会

根据所选源点自动显示位号查询相关项；

5 选择相应的位号后点击蓝色<√>按钮，系统自动显示 I/O 地址；

6 点击<保存>按钮，配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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