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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在使用前，请您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非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
以任何形式传播。
由于不断更新，本公司不能承诺该资料与实际产品一致， 同时也不承担由于实际技术参数
与本资料不符所导致的任何争议，任何改动恕不提前通知。本公司保留最终更改权和解释权。
版权所有©2019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本手册图形界面约定
格 式
>
“”

>>

意 义
“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带双引号“”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
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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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InOpcUa 是一款由我司开发，配合我司 IG900 系列网关使用，用于 PLC 数据采
集的 APP。InOpcUa APP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网关上传到设备远程监控云平台，再由
云平台对现场设备进行维修管理、能耗监控、资产管理和变量监控管理等。
本文描述 InOpcUa APP 基于 IG900 系列网关 WEB 使用时所需的系统环境、流
程等。

2 名词解释



GW（IG900 系列网关设备）
SDK（Python 软件开发工具包）

3 环境搭建
3.1 准备项
环境所需项，请联系销售或技术支持提供。




系统固件（版本 1.0.0.r10856 及以上）
Python SDK（版本 V1.1.4 及以上）
InOpcUa APP（版本 V0.1.3 及以上）

3.2 系统固件升级
登陆 GW 的 WEB 页面（默认 IP：192.168.2.1 | 用户名：adm | 密码：123456），
点击“管理>>系统升级”进行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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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DK安装升级
点击“APP >> APP >>运行状态>>升级”进行 SDK 安装/升级，完成后重启系统
(管理>>重启系统)。

3.4 使能Python APP管理
根据使用需求可选择是否使用 Python APP 的运行环境，如关闭将不能使用
Python APP 的所有功能。
点击“APP >> APP >>APP 管理”开启 Python APP 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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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OpcUa使用及调试
4.1 上传InOpcUa安装包和配置
第一步：点击“APP >> APP >> APP 管理>>浏览”选择打包好的 tar.gz 格式
APP，然后点击上传。（以 irMiniExample APP 为例）。

第二步：导入“irMiniExample APP”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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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启用 APP。

第四步：点击“运行状态”查看 InOpcUa 运行情况，Running 表示正常运行；另
外，可点击动作中查看日志按钮，查看 irMiniExample 的运行日志。

4.2 连接云平台
第一步：提前注册云平台账号 http://www.shebeiyun.net，然后使用该账号添加
GW 到云平台。
第二步：点击“管理 >> 设备远程监控平台”启用设备远程监控平台，输入服务
器地址：www.shebeiyun.net，注册账户：注册邮箱(如 xxx@inhand.com.cn)，点
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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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状态”，状态为 Connected 表示连接正常。

如需将数据上传至 www.shebeiyun.net 以外的平台，可忽略此章节。但
仍需使用 APP 已支持的平台，并且在配置文件中设置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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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OpcUa配置文件详解
InOpcUa 配置文件采用 YAML 格式，编写更改都需遵循其基本的格式要求。配置文件不仅
能完成基本的寄存器 IO 读写操作，而且能根据用户个性化的需求编写相应的计算表达式，达到
原始代码没有的功能。

5.1 配置文件示例
OpcUa-tcp 协议示例配置文件申明版本号为 2，通过 OpcUa-tcp 方式实时采集 PLC 寄
存器（节点）"ns=6;s=DataItem_0000"，"ns=6;s=DataItem_0001"的值解析并上传。
config:
version: 2
desc: InOpcUa configuration
id: GATEWAY-1519462860
controllers:
id: EWSenseGateOne
name: EWSenseGateOne
protocol: uatcp
address: 10.5.16.194
param: /OPCUA/SimulationServer
port: 53530
machine_address: '1'
byte_order: abcd
io:
address: "ns=6;s=DataItem_0000"
type: float
address: "ns=6;s=DataItem_0001"
type: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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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 group:
name: EWSenseGateOne
polling_interval: 20
uploading_interval: 20
vars:
- id: EWSENSEERROR
level: 2
type: float
calc_mode: instant
unit: ''
expression: values['EWSenseGateOne.ns=6;s=DataItem_0000']
desc: some description
- id: EWSENSEERROR1
level: 2
type: float
calc_mode: instant
unit: ''
expression: values['EWSenseGateOne.ns=6;s=DataItem_0001']
desc: other description

5.2 配置文件详解
5.2.1 文件信息
配置文件信息有版本号、文件 id 和描述。其版本号作用是指定 InOpcUa APP 配置文件
的解析方式，文件 id 是远端更新配置文件的依据。具体格式如下：
config:
version: 2

# 配置文件版本，默认

desc: inopcua configuration

# 配置文件表述

id: GATEWAY_1519462860

# 配置文件 Id

5.2.2 控制器
控制器描述了使用 Opcua 协议连接信息、id 和 Opcua 采集的 IO 寄存器（节点）地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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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控制器可选择 Opcua 的两种模式（详见如下说明， 其中 uahttps 待开发，暂时不支持），
具体使用格式如下：
controllers:

# 配置控制器

- controller:
id: Demo

# 控制器 Id（不能重复）
# 控制器名称

name: Demo

protocol: uatcp

# uatcp(opcua tcp)| uahttps(opcua https)

address: 192.168.2.5 # opcua IP 地址
port:53530

#

opcua IP 端口

machine_address: '1'

# opcua 从站地址

param: /OPCUA/SimulationServer #地址参数
# 字节序, 保留字段

byte_order: cdab
io:

# 采集寄存器地址集合

- address: "ns=6;s=DataItem_0001"

# opcua 寄存器(节点)

# 数据类型，保留字段

type: float

5.2.3 采集策略组
策略组主要实现对采集的 IO 值进行策略计算，将每个 IO 以采集轮询间隔分组，在组中根
据计算模式进行数据的分析，以下是采集策略组的基本结构(instant 计算模式，实时上传数
据)。
# 采集策略组

groups:
- group:

# 策略组 1

name: 现场状态

# 组名称

polling_interval: 5
uploading_interval: 5

# 本组采集间隔
# 本组上传间隔

vars:
- id: SDGJ
level: 2
type: float

# Id(全局唯一，不可重复，纯数字时加’’)
# 寄存器等级
# 解析成的类型， 保留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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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_mode: instant

# 计算方式(instant->瞬时 |complex->平均值

|accumulator->累加 |timer->计时 |counter->计数)
# 单位(配合平台显示)

unit: ''

expression: values['EWSenseGateOne.ns=6;s=DataItem_0001']
# opcua 运算公式(values[*]固定)
desc: 手动告警

# IO 寄存器描述(配合平台显示)

5.2.4 写IO寄存器(待优化)
策略组支持平台和 SMS 对 IO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需在对应 - id: 添加如下格式的字段：
# 添加写功能

writeable:

address: Demo.ns=6;s=DataItem_0001
expression: float($var)

# 写地址(控制 Id+“.”+寄存器地址)

# 写前转换公式($var 固定)

5.2.5 实时告警(待优化)
策略组支持 IO 的实时告警，需在对应 - id: 添加如下格式的字段：
warnings:

# 添加告警功能

- expression: values['Demo.ns=6;s=DataItem_0001']/10 > 30.0
# 告警触发条件
code: 101

# 错误代码

level: 2

# 告警等级(报警等级，1-提醒，2-警告，3-次要警告，4-重

要警告，5-严重警告)
desc: The temperature is above the setting（>30.0) # 告警描
述
duration: 0

# 死区持续时间（可删字段）

interval: 0

# 间隔（可删字段）

- expression: values['Demo.ns=6;s=DataItem_0001']/10 <10.0
code: 102
level: 2
desc: The temperature is below the settin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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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阀值次数统计
策略组支持阀值次数统计，实现此功能需配合 instant 计算模式使用，并在 vars: 添加如
下格式的字段：
- id: counter1

# Id(全局唯一，不可重复，纯数字时加’’)

level: 2

# 寄存器等级

type: int

# 解析成的类型

calc_mode: counter
unit: '次'

# 计数模式

# 单位

desc: 超位次数 1

# IO 寄存器描述

trigger: 'values["SDGJ"]>=1'

# SDGJ 为 instant 模式中 id

5.2.7 计时器
策略组支持计时器，实现此功能需配合 instant 计算模式使用，并在 vars: 添加如下格式
的字段：
-

id: working timer

# Id(全局唯一，不可重复，纯数字时加’’)

level: 2
calc_mode: timer

#计时

type: int
desc: 工作时长
unit: 's'
trigger: 'values["SDGJ"]>=3.0'

5.2.8 累加器
策略组支持累加器，实现此功能需配合 instant 计算模式使用，并在 vars: 添加如下格式
的字段：
-

id: working accumulator

# Id(全局唯一，不可重复，纯数字时加’’)

level: 2
calc_mode: accumulator # 累加
type: int
desc: 累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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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s'
trigger: 'values["SDGJ"]>=3.0'

5.2.9 复合数据
策略组支持复合数据，此功能是对以上计算模式的一种综合使用，使用时在 vars: 添加如
下格式的字段：
- id: working complex
level: 2
calc_mode: complex

# 复合型数据

type: int
desc: 总计
unit: 's'
expression: values['Demo.ns=6;s=DataItem_0001'] +
values["working timer"] + values["coun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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