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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说明文档旨在帮助管理员用户快速掌握 EMCP 物联网云平台 EG 设备管理中的组态编辑功能

的操作方法。【EG 设备管理】中的【组态编辑】里导出的组态页面文件，不能导入到【数据规则】中的【画

面组态】页面中，由于两者网关技术和平台功能设计上有所差异，所以两者不兼容。 

一. 功能介绍 

1.1 组态展示 

EMCP 物联网云平台通过设置，可以使用组态画面的形式来展示用户的设备运行情况。 

 

图 1 

1.2 组态功能管理 

管理员用户，通过【后台管理】→【EG 设备管理】→【组态编辑】→启用【组态方式】或编辑画面，

这几个步骤来选择使用组态展示形式来展示对应设备或者编辑对应的组态画面，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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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二. 画面组态编辑 

2.1 组态编辑页面介绍 

在【组态页面管理】处，可以增加新的子页面，也可以将任意子页面设置为组态首页面，如图 4。 

 

图 4 

点击对应页面的编辑按钮，进入组态编辑页，各功能区域注释如图 5 中的标识。 

 

图 5 

2.2 组态控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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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展示了所有组态编辑的控件，简要介绍各控件功能，着重展示各控件的使用注意。 

组态编辑控件展示 

控件名称 功能简介 使用注意 

基本形状类 

 
绘制直线 无 

 

绘制矩形 无 

 
绘制圆形 无 

 
绘制椭圆 无 

 

绘制三角 拖动三角形三个顶点可以改变形状 

 
绘制菱形 无 

 
绘制平行四边形 无 

 
绘制八边形 无 

 
绘制方向 无 

常用控件类 

 
实时显示数据 无 

 
多功能按钮控件 详见 2.3.16 章节内容 

 
文本展示控件 可展示多行文本，并可设置各种动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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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示控件 

可设置各种动画效果 

可在图库上传 GIF 动态图，效果更佳 

 
多功能动画展示控件 详见 2.3.17 章节内容 

 
以仪表盘图形方式展示数据 

刻度，标度字体均可更改颜色 

详见 2.3.18 章节内容 

 
变量触发流动效果 

依据判定逻辑来设置流动触发条件 

详见 2.3.21 章节内容 

 
容器类展示效果 

可设置横向或纵向展示 

详见 2.3.20 章节内容 

 
展示系统当前时间 此时间为本地时间，无法设置，以打开组态页面的设备而定 

高级控件类 

 
展示实时数据的变化趋势 

请酌情选择 Y 轴量程范围，建议使用自适应 

可绑定多个变量进行多曲线展示 

详见 2.3.19 章节内容 

 
展示历史数据的变化趋势 

请酌情选择时间轴跨度和 Y 轴量程范围，建议使用自适应 

可绑定多个变量进行多曲线展示 

详见 2.3.19 章节内容 

 
展示设备绑定的摄像头视频 

请参考《EMCP 物联网云平台视频使用说明》 

详见 2.3.22 章节内容 

2.3 组态操作与功能实现 

在组态编辑页面，管理员通过新增控件、个性化控件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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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属性设置 

如图 6 通过顶部菜单栏的“页面属性”功能进入设置页，可以重命名当前页面，设置页面分辨率和背

景颜色或背景图片，在“宽×高”选择自定义，就可以自己手动在“宽”和“高”输入想要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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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3.2 新增控件 

如图 7，当要在组态画面新增控件时，只需要在左侧的“基本形状”和“常用控件”控件窗单击鼠标左

键选中控件，然后在画布区选中的位置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向右拖动，松开鼠标左键完成新增控件操作。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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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调整控件大小 

如图 8，控件大小的调整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直接鼠标左键点击要调整的控件，在其周围会出现调整节点，鼠标放置到节点上，就

能显示出来这个节点能够调整哪个方向的大小，然后按住鼠标左键沿箭头方向拖动，就可以调整

对应方向的控件大小（与 Windows桌面调整窗口大小基本一样）； 

 第二种：所有控件的属性中都有宽、高或半径等调整选项，只要调整对应的大小数值，就能够调

整大小。 

           

图 8（左为第一种方法，右为第二种方法） 

2.3.4 旋转控件 

旋转控件有两种方式：如图 9 

 第一种：是直接鼠标左键点击要调整的控件，在其周围会出现旋转调整点，鼠标放置到节点上，

按住左键进行拖动，就可以任意调整控件的旋转角度。 

 第二种：控件属性中有【旋转】一栏，可以填入角度来实现控件的旋转。 

               

图 9（左为第一种方式，右为第二种方式） 

2.3.5 复选控件 

复选控件有两种方法来实现：如图 10 

 第一种：按住键盘 Ctrl 键，鼠标左键依次点击需要复选的控件，实现复选，与 Windows 桌面鼠

标复选多个图片操作一样。 

 第二种：使用鼠标左键在画布区空白位置按住不放，然后向多个控件方向拖动，会出现灰色的选

择框，将要选择的控件全部覆盖在选择框中后，松开鼠标左键，就能复选这些控件，可以对复选

的这些控件进行复制，删除和位移操作。（与 Windows 桌面鼠标框选多个图标操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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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左为第一种方法，右为第二种方法） 

2.3.6 复制、粘贴和删除控件 

复制、粘贴和删除控件的方法有两种，操作之前都需要单选或复选要操作的控件或控件组合： 

 第一种，使用顶部菜单的【复制】、【粘贴】、【删除】功能，如图 11； 

 第二种，使用键盘快捷键： 

 复制：Ctrl+C 

 粘贴：Ctrl+V 

 删除：Delete 

 

图 11 

2.3.7 控件对齐和图层设置 

控件对齐两种方法，如图 12，操作之前都需要单选或复选要操作的控件或控件组合： 

 第一种：使用顶部菜单的【对齐】按钮实现； 

 第二种：鼠标右键单击出现功能菜单，使用其中的上下左右对齐按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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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左为第一种方法，右为第二种方法） 

2.3.8 控件图层的设置 

控件图层设置，如图 13，操作之前都需要单选或复选要操作的控件或控件组合： 

注：顶层的控件会覆盖底层的控件，只有能选中的控件才可以进行图层设置。 

 使用顶部菜单的【移层】按钮实现； 

 

图 13 

2.3.9 撤销和恢复 

如图 14 用顶部菜单栏的【撤销】按钮，可以对之前进行的操作进行依次删除，使用【恢复】按钮，可

以对撤销的操作依次进行还原，用法与 Windows 里面的“Ctrl+Z”和“Ctrl+Y”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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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3.10 组态保存 

如图 15 通过顶部的菜单栏可以使用保存功能对当前的页面进行保存。  

 

图 15 

 注：在组态过程中请注意及时保存。 

2.3.11 组态页导入和导出 

导出：在组态编辑页面，点击页面顶部菜单栏的【导出】按钮，导出对应的 JSON 文件到 PC 本地，如

图 16； 

 

图 16 

 导入：在组态编辑页面，点击页面顶部菜单栏的【导入】按钮，将 PC 本地的 JSON 文件导入到此

组态编辑页面，如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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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3.12 控件样式设置 

组态编辑页提供的控件，均可以通过右侧属性窗口设置其自己的显示样式。样式的情况大同小异，下

面以文本显示控件为例进行说明，如图 19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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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设置控件的背景色。 

 圆角：设置控件的边框弧度。 

 边框：设置边框的颜色，边框的样式和边框的粗细。 

 文本：在右侧文本框输入要显示的文本内容，可以分行输入。输入完毕点击页面任意位置既完成

输入； 

 字体、字体大小、字体粗细和字体颜色：可以设置显示时的文本样式； 

 对齐：具备文本的控件，可以设置文本显示的左中右和上中下对齐方式； 

2.3.13 控件图片设置和图库管理 

在组态编辑页中，所有能够显示图片的控件，都可以在属性栏中进入图库进行图片的选择，上传和管

理。 

具备图片显示功能的控件有：【按钮】、【图片】和【动画】。 

如图 20，在这些控件的属性窗口中，当选择为图片形式展示时，会出现【选择图片】按钮，点击此按

钮，就可以进入组态图库，可以选择图库中各分类文件夹内的图片，也可以从电脑本地上传图片到“我的

图库”，并进行图片的管理。 

注：上传图片支持的格式为：jpg，png，svg ，gif  

 

图 20 

2.3.14 控件数据绑定 

组态编辑页展示数据的控件有两类： 

 数据展示控件：【数显框】、【动画】、【仪表盘】、【流动条】、【百分比填充】、【实时曲

线】和【历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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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操作控件：【按钮】 

数据展示控件在属性窗口的变量绑定项可以选择本设备下的变量进行展示。【按钮】控件是绑定可读

写的变量来进行远程操控，如图 21，选中控件后，在属性窗口之间点击【绑定变量】的【选择】按钮，出

现绑定列表选择窗口，选择要绑定的设备驱动名称，出现该驱动对应的所有变量，选择要绑定的变量后，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绑定。 

 

图 21（绑定变量功能） 

2.3.15 控件动画效果设置 

控件动画效果是控件对于一个或多个数据条件的动画响应功能。比如，当指定数据满足设置的指定条

件时，控件可见或不可见，用户可以利用这些功能，更好的进行组态展示。 

2.3.15.1 显隐设置 

功能描述：可设置指定的变量满足指定的条件后，控件可见或不可见。 

具备显隐设置的控件：除【实时曲线】、【历史曲线】和【视频】外，其余控件都具备【显隐】动画

功能。 

如图 22，在属性栏中，在【显隐】前点击【启用】按钮，使用【显隐】功能，然后点击【显隐】的设

置按钮进入设置进行指定变量的设置和判断条件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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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3.15.2 其他动画效果设置 

除【显隐】功能外，某些控件还具备【闪烁】、【旋转】、【填充】、【边框】和【文字】等一个或

多个功能。这些动画效果的使用方法与【显隐】基本类似，以下仅展示设置页面。 

 【闪烁】：如图 23，当指定变量满足指定条件时，控件可以出现显隐闪烁或控件的背景色、边框

和文字可以展示闪烁效果。 

 

图 23 

 【旋转】：如图 24，当指定变量满足指定条件时，控件可以进行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旋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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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填充】：如图 25，当指定变量满足指定不同的条件时，控件可以展示不同的填充颜色效果。 

 

图 25 

 【边框】：如图 26，当指定变量满足指定不同的条件时，控件可以展示不同的边框颜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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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文字】：如图 27，当指定变量满足指定不同的条件时，控件的文字可以展示不同颜色的效果。 

 

图 27 

2.3.16 按钮控件使用说明 

【按钮】控件是组态常用的一个控件，其可以实现如下几个功能： 

 操控变量：绑定可读写变量，【按钮】控件设置为固定值操控或可设值操控模式，如图 28。 

 

图 28 

 打开功能页面：设置【按钮】控件功能是打开【历史报表】或【报警记录】，功能页默认为弹出

小窗口打开，如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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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组态页面跳转：设置指定同设备的其他组态页面，实现页面跳转。跳转模式可设置为在当前页刷

新、新网页展示或子窗口展示。如图 30 

  

图 30 

 打开外部链接：设置【按钮】控件功能是打开外部链接网页，可以选择打开方式，如图 31 

  

图 31 

2.3.17 动画控件使用说明 

【动画】控件是组态中常用的一个控件，动画可以实现当指定的变量满足指定的条件时，展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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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容或图片内容。使用方法如下： 

第一步：通过【变量选择】设置按钮，绑定指定的变量； 

第二步：在【段点设置】中选择展示文本动画或图像动画，并进入设置页面进行条件与展示内容的设

定，如图 33 

 

图 33（左为文本展示设置，右为图像展示设置） 

第三步：在【显示实现】中选择动画执行方式，默认是按第二步中的各段点条件进行触发。可以选择

另一种模式，即，当一个总的判断条件成立时，【动画】控件依次显示各段点设置的文字或图片，以此可

以实现静态图变动态图的效果。如图 34 

 

图 34 

2.3.18 仪表盘控件使用说明 

【仪表盘】控件使用方法如下：如图 35 

第一步：通过【变量选择】设置按钮，绑定指定的变量； 

第二步：设置仪表盘整体的背景、表盘、指针、刻度的颜色； 

第三步：设置变量值、变量名和标注文字颜色，字体样式等，即可使用。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 

图 35 

2.3.19 曲线控件使用说明 

曲线控件包括【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 

【历史曲线】控件使用方法如下： 

第一步：通过【绑定变量】设置按钮，绑定要展示的变量，可以在一个曲线控件中绑定多个数据进行

多曲线的展示。同时可以设置，每个数据曲线的对应颜色，以及想要展示的时间范围，如图 36： 

 

图 36 

第二步：绑定完变量，设置曲线的各项显示样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图 37 

 

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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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曲线】控件使用方法如下： 

第一步：通过【选择变量】设置按钮，绑定要展示的变量，可以在一个曲线控件中绑定多个数据进行

多曲线的展示。同时可以设置，Y 轴自适应量程或自定义量程和每个数据曲线的对应颜色，如图 

 

第二步：绑定完数据，设置曲线的各项显示样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图 

 

2.3.20 百分比填充控件使用说明 

【百分比填充】控件使用方法如下：如图 38 

第一步：通过【变量选择】设置按钮， 绑定变量； 

第二步：绑定完变量，设置填充的百分比对应的数据范围，比如最小值设置为 0，最大值设置为 1000，

当实时数据为 300 时，填充控件的色块就按设置方向填充整个控件的 30%。 

第三步：设置填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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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设置颜色、字体样式等属性，即可正常使用。 

 

图 38 

2.3.21 流动条控件使用说明 

【流动条】控件使用方法如下：如图 39 

第一步：通过【变量选择】设置按钮， 绑定变量； 

第二步：绑定完变量，设置判断条件，当判断条件成立时，流动条开始流动；  

第三步：设置流动的方向和流动的速度，可以使用【动作预览】按钮体验流动的效果； 

第四步：设置流动条的样式，以及流动色块的大小，颜色，即可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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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2.3.22 视频控件使用说明 

【视频】控件使用方法如下：如图 40 

第一步：在合适位置放置【视频】控件，并调整大小； 

第二步：在视频流的【设置】页面，设置视频流。 

注：因视频涉及第三方服务，设置内容较多，请参考《EMCP 物联网云平台视频使用说明》  

 

图 40 

2.3.23 安全区功能使用说明 

当管理员账号在编辑组态时启用控件的【安全区】功能后，如果普通账号没有对应的安全区权限，在

使用此组态时，是无法看到和使用此控件的。 

具备【安全区】功能的控件有：【按钮】。 

下面以一个例子来演示安全区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在组态编辑页，将对应的控件的安全区勾选上，可以选择为 A、B、C 和 D，4 个区的一个或

多个。如图 32，蓝色的按钮控件的安全区被设置为 A+B+D。如图 41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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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平台【后台管理】→【账号管理】→【内部账号管理】设置普通账号的安全区权限。如图

42。 

 

图 42（左为安全区 A 的普通账号，右为安全区为 C的普通账号） 

第三步：在平台【后台管理】→【账号管理】→【内部账号管理】中找到该两个普通账号，分别点击

两个普通账号后面的【设备授权】，将刚才设置了安全区的组态设备授权给两个普通账号。 

第四步：展示两个不同账号使用此设备同一个画面的效果，如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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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因为控件的安全区是 A+B+D，而 C 安全区权限的普通账号的安全区是 C，所以其看不到也无法使用

A+B+D 安全区的任何控件。 

2.4 组态编辑技巧介绍 

2.4.1 数据监视和控制同框 

 

图 44（监视设置同框展示） 

如上图，组态应用中，很多数据都需要进行监视的同时还需要能够设置。在 EMCP 云平台的组态功能

中，数据监视使用的是“数显框”控件，数据设置使用的是“控制按钮”控件，下面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

这两个控件来实现数据的监视和控制同框功能。 

 ※第一步：  

在【变量管理】中添加该变量，【读写方式】设置为“读写”。如图 45。 

 

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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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在组态编辑页，添加一个数显框和一个控制按钮控件，分别绑定该变量： 

 

图 46 

※第三步： 

将控制按钮控件的“文本”内容删除并输入一个空格，将其“填充-颜色”设置为“隐藏”。此时，控

制按钮控件变成了一个“透明”的控件，将控制按钮覆盖在数显框控件上，这样就实现了，在同一个位置

既能显示数据又能进行设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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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最终效果如下： 

 

图 48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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