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置中心文档



第 1 章.  入门

“配置中心”框架简介

欢迎使用  Configuration Hub. Configuration Hub  允许您在同一位置中配置所有  Proficy 产品，并从任何位置

访问和配置这些产品。

下图显示了一个  Configuration Hub  示例，其中已选中  iFIX 和数据库面板：

下图显示了一个  Configuration Hub  示例，其中已从  Historian 系统面板中选择  Historian 和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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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一个  Configuration Hub  示例，其中已选中  Historian 和“采集器”面板：

可用的产品插件
Configuration Hub  是一个框架，可以在其中配置多个  Proficy 产品。现在，可以使用  Configuration Hub  同

时注册一个或多个  iFIX 和  Historian“插件”。注册之后，打开  Configuration Hub  的时候将可以选择要配

置哪个插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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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实例之后，将会要求您登录到该系统。

通用面板

通用面板

Configuration Hub  IDE 中有两个面板和一个工具栏，在所有产品和实例中均可通用。这两个面板为“导

航”面板和“详细信息”面板。这些面板可始终通过工具栏重新打开。更多信息,  请参阅下面主题:

• 应用程序栏  (on page 4)

• “导航”面板  (on page 5)

• 详细信息面板  (on page 6)

应用程序栏

Configuration Hub  具有始终位于  IDE 顶部的通用工具栏。在这个工具栏中，可以关闭和打开通用面板（导

航和详细信息），以及访问帮助和用户操作，例如注销。

在配置  iFIX 节点时，此工具栏中还会显示保存和发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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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描述

使用此按钮可以将任何本地保存的更改推送到  iFIX 服务器。此按钮不

适用于  Historian，并且不会显示在  Historian 工具栏上。

单击以在本地保存修改。在单击“发布”按钮之前，这些更改将不

会推送到  iFIX 服务器。此按钮不适用于  Historian，并且不会显示在 

Historian 工具栏上。

单击以访问在线帮助。

使用此按钮打开或关闭“导航”或“详细信息”面板。

单击以选择“注销”。这将结束当前用户会话并加载启动页面，以

选择另一个插件。在单次浏览器会话中，用户一次只能登录到一个插

件。例如，用户可以登录到  iFIX 节点或  Historian 节点。

“导航”面板

“导航”面板中包含您的当前登录名称的插件实例以及相关详细信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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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Historian 中，“导航”面板包括用户已配置的系统。系统将显示服务器详细信息。默认情况下，

将创建一个系统。

• 对于  iFIX，插件名称是  iFIX 节点的节点名称。在节点名称下，您将看到“连接”、“模型”和“数

据库”面板。

根据产品的不同，此实例将具有不同的子面板可供打开和配置。

详细信息面板

“详细信息”面板是响应和配合  IDE 中的当前活动面板的辅助面板。

例如，如果正在配置“iFIX  数据库”面板，“详细信息”面板将显示当前选择的标签的标签属性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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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Historian，“详细信息”面板将显示与当前的采集器和服务器有关的各种详细信息。您将能够在这个

窗格中执行一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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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管理

相对于基于浏览器的工具，此功能的一个优势在于可以让多个用户同时访问系统。  Configuration Hub  通常

支持此功能，但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常规

• 对于彼此将会互相覆盖其工作的不同用户来说，一个插件上的工作不会与另一个插件上的工作重

叠。

iFIX

• 一个  iFIX 节点只能具有一个活动的数据库，因此“发布”操作对正在运行的数据库造成的更改将反

应在所有浏览器会话中。

• 任何给定节点上未发布的更改将反映在访问该节点的所有浏览器会话中。因此在一个浏览器上添加

标签、导入标签、修改、添加到模型以及执行其他操作的用户将会影响在同一节点上的另一个浏览

器会话中工作的用户能够看到的内容。例如，如果一个用户将  1000 个标签导入到数据库，第二个查

看同一数据库面板的用户将会看到这些标签显示在其面板中，即使这些标签尚未发布到正在运行的 

iFIX SCADA 系统中。

• 如果正在  iFIX 中更改内容的用户需要执行“保存”操作，而数据库由于来自任何其他来源的数据而

发生了更改，将会提示他们保存并刷新。

• 总体而言，应该避免同时从多个会话中导入内容。虽然“数据”面板中支持此操作，但同时执行多

个导入会严重降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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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 “发布”操作造成的更改将会反映在所有浏览器会话中。

• 当用户正在需要执行“保存”操作的  Historian 中进行更改时，如果某个项由于来自任何其他来源的

数据而发生更改，将会提示用户保存并刷新。

配置  Hub 的服务器证书

服务器端证书允许在运行的  REST 服务和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之间建立安全的连

接。Configuration Hub  的  SSL 证书有效期为两年，到期后必须重新生成。如果需要重新生成证书，请按照

下面的步骤进行操作。

自签名证书  Configuration Hub
按照以下步骤来更新  Configuration Hub  的自签名证书：

1. 移除或备份此文件夹中的证书文件：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ConfigHubPki。

2.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并进入此目录：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3. 输入以下命令以创建新的自签名证书：

restart_confighub.bat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 5678 4890 htclab.ge.com

其中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是  Configuration Hub  的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 是  Configuration Hub  niginx 服务器所在的目录，5678  是 

Configuration Hub  身份验证服务端口（不再使用），而  4890 则是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端口。

4. 将  server_cert.crt 和  server_cert.key 文件从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ConfigHubPki 文件夹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conf 文件夹。

5. 重新启动计算机。

配备配置  Hub 的  iFIX 的自签名证书
按照以下步骤来更新  iFIX 的自签名证书：

1.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iFixConfigServiceCertTool.exe。此工具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 

文件夹中。iFIX  配置服务证书工具将会显示。

2. 单击“删除证书”，然后单击“删除证书绑定”。

3. 在  Windows 文件浏览器中，移除或备份此目录中的证书文件：C:\Program Files (x86)\GE\iFIX

\LOCAL\iFIX_OpcuaConfigService\pki。

4. 在  iFIX 配置服务证书工具中，通过单击“创建证书”按钮创建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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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创建新的证书集之后，确保证书缩略图在  iFIX 配置服务证书工具中不同。如果相同，将不会创建

新的证书。

6. 将  iFIX_OpcuaConfigServer.crt 和  iFIX_OpcuaConfigServer.key 文件从  C:\Program Files (x86)\GE

\iFIX\LOCAL\iFIX_OpcuaConfigService\pki 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web\conf 目

录。

7. 重新启动计算机。

配置中心和  iFIX 的外部证书

按照以下步骤，为  Configuration Hub  和  iFIX 配置外部颁发的服务器证书。

1. 获取私有密钥、服务器证书以及包含颁发者证书的  CA 捆绑包。通常情况下，私有密钥是由您或您组

织中的某个人生成的，证书供应商为您提供服务器证书和  CA 捆绑包。

2. 如果您以其他格式（例如  PFX）接收证书和私有密钥，请向您的供应商咨询如何获取  PEM 格式的证

书或如何将其转换成  PEM 文件。Configuration Hub  所使用的  Web 服务器  Nginx，为证书和密钥使

用基于  64 位编码的  PEM 文件。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下面连接：

http://nginx.org/en/docs/http/ngx_http_ssl_module.html#ssl_certificate

http://nginx.org/en/docs/http/ngx_http_ssl_module.html#ssl_certificate_key

3.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PEM 文件并找到提及证书的位置，每个证书都标有开头行：

-----BEGIN CERTIFICATE-----

和结束行：

-----END CERTIFICATE-----。

4. 确认服务器证书首先出现在此证书  PEM 文件中，后跟  CA 捆绑包中的  CA 证书。

5. 对于  Configuration Hub，请将根证书和服务器证书以及密钥文件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GE

\ConfigurationHub\ConfigHubPki 文件夹，将服务器证书和密钥文件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conf 文件夹。（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Nginx  服务器证书文

件的命名方式为：server.crt 和  server.key。）

注：

如果名称发生更改，则也必须使用正确的文件名来更新  C:\Program Files (x86)\GE

\ConfigurationHub\Web\conf\nginx.conf 文件夹中的  nginx.conf 文件。

6. 如果将  iFIX 与  Configuration Hub  搭配使用，请将根证书和服务器证书以及密钥文件复制到  C:

\Program Files (x86)\GE\iFIX\LOCAL\iFX_OpcuaConfigService\pki 文件夹，将服务器证书和密钥文

件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web\conf 文件夹。（在  iFIX 中，Nginx  服务器证书文件

的命名方式为：iFIX_OpcuaConfigServer.crt 和  iFIX_OpcuaConfigServer.key。）

http://nginx.org/en/docs/http/ngx_http_ssl_module.html#ssl_certificate
http://nginx.org/en/docs/http/ngx_http_ssl_module.html#ssl_certificate_key


配置中心文档  | 1 - 入门  | 11

注：

如果名称发生更改，则也必须使用正确的证书文件名来更新  C:\Program Files (x86)\GE

\ConfigurationHub\Web\conf\nginx.conf 文件夹中的  nginx.conf 文件。

7. 此外，对于  iFIX，请使用正确的证书文件名编辑  ifix_config_service.json 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LOCAL 文件夹中）。必须更新此文件夹中的以下字段：

"rootCertificateName": "iFIX_OpcuaConfigRoot", 

"serverCertificateName": "iFIX_OpcuaConfigServer", 

"serverCertificatePassPhrase": "75D43CAAC1E440F08080D7E4A58AE941", 

"generateSSLCerts": true 

重要：

如果使用外部证书，"generateSSLCerts"  字段必须设置为  false。

“配置中心”的客户端证书

要使浏览器与  Configuration Hub  建立安全连接，必须将  Configuration Hub  证书复制到远程计算机并添加

到受信任根文件夹中。客户端证书将向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验证客户端的身份。

“配置中心”根证书

要安装“配置中心”根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复制服务器计算机上的  ConfigHubRootCA.crt 文件。默认情况下，可以在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ConfigHubPki 文件夹中找到此文件。

2. 将  ConfigHubRootCA.crt 文件粘贴到目标计算机。

3. 双击  ConfigHubRootCA.crt 以安装证书。将出现“安装证书”屏幕。

4. 单击“安装证书”按钮。将出现“导入证书”屏幕。

5. 选择“本地计算机”，然后选择“下一步”。将出现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继续。

6. 单击YES。将出现“证书存储”屏幕。

7. 选择“将所有证书放入以下存储”。

8. 单击“浏览”，选择“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然后单击“确定”。

9. 单击“下一步”。将出现最终屏幕。

10. 单击“完成”。将出现一条消息，指示已导入成功。

11. 单击“确定”。

12. 重新启动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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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X OPC UA 客户端根证书

要安装  iFIX OPC UA 客户端根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复制服务器计算机上的  iFIX_OpcuaConfigRoot.crt 文件。默认情况下，可以在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LOCAL\iFIX_OpcuaConfigService\pki 文件夹中找到此文件。

2. 将  iFIX_OpcuaConfigRoot.crt 文件粘贴到目标计算机。

3. 双击  iFIX_OpcuaConfigRoot.crt 以安装证书。将出现“安装证书”屏幕。

4. 单击“安装证书”按钮。将出现“导入证书”屏幕。

5. 选择“本地计算机”，然后选择“下一步”。将出现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继续。

6. 单击YES。将出现“证书存储”屏幕。

7. 选择“将所有证书放入以下存储”。

8. 单击“浏览”，选择“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然后单击“确定”。

9. 单击“下一步”。将出现最终屏幕。

10. 单击“完成”。将出现一条消息，指示已导入成功。

11. 单击“确定”。

12. 重新启动浏览器。

在  Chrome 中使用自签名证书启用与  Historian 的信任关系

在  Historian 安装期间，会生成一个自签名证书以用于  Historian Web 应用程序。自签名证书是指由其自身

而非受信任机构签名的证书。因此，在连接到使用自签名证书的服务器时，浏览器中会出现警告消息，直

到该证书永久存储在您的证书存储中。这些步骤描述了如何确保  Google Chrome 信任自签名证书。

要在  Chrome 中使用自签名证书启用与  Historian 的信任关系，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  Google Chrome 访问您要连接的站点。将出现一条消息，告知您该证书不受计算机或浏览器信

任。

2. 在  URL 中选择不安全，然后选择证书。将出现“证书”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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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证书路径选项卡，然后选择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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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查看证书  将出现“证书”窗口，其中显示了“常规”、“详细信息”和“证书路径”部分。选

择“详细信息”，然后选择“复制到文件”。



配置中心文档  | 1 - 入门  | 15

5.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将证书保存到本地文件。使用默认格式：DER 编码二进制  X.509(.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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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右键单击已导出的  .CER 文件，然后选择安装证书。将出现“证书导入向导”窗口。

7. 选择本机，然后单击“下一步”：

8. 选择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然后选择“确定”。

注：

不要让向导为您选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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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出现“安全警告”窗口。如果是这样，请选择“是”忽略该消息。证书已安装。

9. 重启浏览器，连接服务器。

10. 打开已通过证书验证的  URL。如果未出现错误消息，则证书已成功导入。

在  Chrome 中为  Historian 导入颁发者证书

如果要使用外部  UAA，则必须导入颁发者证书。

1. 从已安装  UAA 的计算机复制颁发者证书。

2. 访问证书管理工具。将出现  GE 运营中心证书管理工具页面，其中显示了“服务器证书”部分。

3. 在“外部信任”子部分中的“证书文件”框旁，选择“选择”。

4. 导航到并选择证书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5. 选择“导入”。此时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需要导入证书。

6. 选择“是”。您现在可以使用“配置中心”了。

有关  Historian、安全性和证书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istorian 在线文档。

已知问题和限制条件

在使用  Configuration Hub  时存在以下限制条件：

• 多个用户可以登录到同一服务器并进行更改，但他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浏览器会话。

• 仅对与配置中心和  iFIX 一起使用的以下浏览器进行了测试：Google® Chrome、基于  Chromium 的 

Microsoft® Edge、Mozilla®  Firefox 或  Apple® Safari（仅限  MAC OS）。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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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时，MAC  OS 无法解析系统名称。在这种情况下，请更新主机文件。此外，在  MAC OS 

上，您将需要手动安装配置中心根证书。

• 在单个浏览器会话中，用户一次只能登录到一个插件。例如，一个  iFIX 节点或  Historian 节点。

• 对于  iFIX，您只能从正在运行的  SCADA 节点运行配置中心。视图节点/iClient 将无法登录到 

Configuration Hub。

• 对于  Historian，如果镜像组中只剩下一台计算机，则无法删除此计算机。

• 如果您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  Configuration Hub  和  Historian Web Admin 控制台，并为它们使用自

签名证书，则不会出现  Configuration Hub  的登录页面。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请禁用域安全策略：

1. 访问以下  URL：chrome://net-internals/#hsts

2. 在域安全策略部分的删除域安全策略字段中，输入配置中心的域名，然后选择删除。

• 配置中心不能安装在其名称中包含非英文字符的计算机上。

• 配置中心将显示  SCADA 或  Historian Server 节点上所显示的数字格式和字符串。更改浏览器语言不

会影响这些数据的外观。

• 在“连接”面板中，组参数不支持区域数字格式。

• 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码字段中仅支持英文字母数字字符值和以下符号："-&gt;&lt;~!@#$

%^&amp;*?|"



第 2 章.  iFIX Web 配置

概述

iFIX Web 配置介绍

对于  iFIX，可以从工作台中的应用程序功能区栏中启动  Configuration Hub。

此外，还可以从桌面上的图标启动  Configuration Hub；但是请注意，除非具有正在运行的  iFIX 项目，否则

将会收到错误消息。

使用导航面板打开任何一个配置面板。

导航面板可以关闭，以便在  IDE 中提供更多显示空间，也可以通过右上角的通用工具栏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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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开发环境

集成开发环境  (IDE) 是配置工具，可用于灵活地布置在构建系统时协同工作的多个面板和工具。主流开发工

具包括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和  Jupyter Notebook。

Configuration Hub  利用  Web 技术提供基于面板的  Proficy 产品配置体验，可移动、打开、关闭和调整面板

大小，以实现最便捷高效的配置操作。

要将“配置中心”与  iFIX 结合使用需满足的先决条件

要将  iFIX 与  Configuration Hub  一起使用，需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1. 必须首先启用安全性功能，然后才能通过浏览器登录  Configuration Hub。

2. 登录的用户应属于“应用程序设计者”组，或应具有“应用程序设计者”组的所有  iFIX 应用程序功

能。（“应用程序设计者”组包含以下  iFIX 应用程序功能：

• 数据库块添加/删除

• 数据库管理器

• 数据库重新载入

• 数据库保存

• 启用任务切换

• OPC UA 配置工具

• 运行时  Visual Basic 编辑器访问

• 工作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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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台运行

• 退出工作台运行

3. 您可以使用用户的登录名或全名来登录  Configuration Hub。

4. Configuration Hub  只能用于配置正在运行的并且已启用  SCADA 的  iFIX 项目。

5. 如果  Configuration Hub  未与  iFIX 一起安装，应使用注册工具（可从“工作台”的“应用程序”菜单

中访问）注册已配置为使用  Configuration Hub  的  iFIX 节点。请参阅“iFIX 插件注册工具  (on page 

26)”主题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6. 当有多个  iFIX 节点注册到  Configuration Hub  时，它们将列在用于登录  Configuration Hub  的下拉列

表中。请注意，一次只能登录一个。

7. 多个用户可以从不同的浏览器会话中登录到同一台服务器并进行更改。

8. 如果使用  iFIX 的增强型故障切换，您必须在登录  Configuration Hub  前处于维护模式。（进入维护模

式时，SCADA  同步操作将临时停止；SCADA 对之间的同步操作将暂停。）启用维护模式后，您可

以对主节点上的数据库进行更改。

9.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和  iFIX SCADA 节点上的时间应同步。

10.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只支持浏览  IGS。不支持在“数据库”面板中浏览  OUA 驱动程序。

11. 使用经测试可与“配置中心”一起使用的以下任一浏览器：Google® Chrome、基于  Chromium 的 

Microsoft® Edge、Mozilla®  Firefox 或  Apple® Safari（仅限  MAC OS）。

注：

有时，MAC  OS 无法解析系统名称。在这种情况下，请更新主机文件。此外，在  MAC OS 

上，您将需要手动安装配置中心根证书。

配置信息

本地和远程安装

Configuration Hub  支持在本地将产品注册到与  Configuration Hub  相同的计算机上，也可以作为远程插件

进行注册。

例如，在安装  Configuration Hub  支持的产品之一（例如  iFIX）时，可以选择在与第一个  iFIX 节点相同的计

算机上安装  Configuration Hub。同一网络中不同服务器上的后续  iFIX 和  Historian 安装可以通过最初安装

的  Configuration Hub  进行注册，而不必重新安装  Configuration Hub。这让您可以从浏览器中以集中方式

打开  Configuration Hub，并且能够查看和配置多个产品实例。

iFIX - 当您选择安装  iFIX 客户端并通过现有的  Configuration Hub  注册它时，应该在安装中选择“通过现有 

Configuration Hub  进行注册”选项。您需要在安装之后执行一些额外的步骤来完成该过程。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iFIX 插件注册工具  (on page 26)。

Historian – 要通过  Historian 安装中的现有配置  Hub 进行注册，请选中“通过现有配置  Hub 进行注册”复

选框，然后输入现有配置  Hub 的客户端  ID 和密钥。安装过程将继续进行安装（假设针对合适的端口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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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安装之后，需要按照  使用现有配置中心进行注册  (on page 22)  部分中的说明，使用合适的

证书交换措施来保护远程连接。

使用现有配置中心进行注册

下方信息描述了您使用现有  Configuration Hub  进行注册所需的先决条件，以及注册的相关步骤。同时也提

供了一些示例图来说明一些常见的配置。

在您使用现有进行注册之前  Configuration Hub

• 确保用户已添加到  Windows，且在所有  iFIX SCADA 上启用了安全性。

• 确保您可以从远程计算机查看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反之亦然。从命令行使用  ping 命

令：ping ip（将  ip 替换为实际  IP 地址）以确认您可以访问源计算机或目标计算机。

• 请注意，在安装过程中，防火墙例外规则中必须允许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和  iFIX 插件端

口。如果未安装过程中执行此操作，您需要手动将这些应用程序添加到防火墙规则中。

• 如果您在域上使用  Configuration Hub，可能需要使用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iFIX  SCADA 服务

器和  Historian 服务器（如果适用）的名称更新网络上的  HOSTS 文件。

提示：

• 您可以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文件夹中找到  HOSTS 文件。

• 根据您的权限，您可能需要将此文件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进行编辑，然后在编辑完成后将

其复制回到  etc 文件夹。

• 用记事本等文本编辑器编辑  HOSTS 文件。为了防止记事本在保存文件时自动添加  .TXT 文

件扩展名，请在“保存类型”字段中选择“所有文件”。

• HOSTS 文件中的输入示例如下：198.212.170.4 SCADA01。如果  iFIX SCADA 服务器节

点的名称为  SCADA1，但安装  iFIX SCADA 服务器的计算机名称为  AREA1，可能需要在 

HOSTS 文件中为  AREA1 添加另一行：198.212.170.4 AREA1。

• 如果您不知道计算机的  TCP/IP 地址，请在  SCADA 服务器上运行  IPCONFIG 命令来获取地

址。

• 在基于协议的网络上，每个节点的HOSTS文件的内容都应相同。

• 如果  iFIX SCADA 服务器的节点名称与  iFIX 所安装的计算机名称不同，您还需要将此名称添

加到每个  HOSTS 文件中。

• 对于  Historian，您可能需要在  Web 客户端计算机的  HOSTS 文件中使用完全限定域名 

(FQDN)，以便其可以正确连接到配置中心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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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步骤

要使用现有配置中心注册远程  SCADA 服务器：

1. 确保在  iFIX 中启用了安全性。

2. 安装  ConfigHubRootCA.crt 证书（来自配置中心计算机）。  (on page 11)

3. 重新启动浏览器。

4. 访问注册工具  (on page 26)（iFIX  工作台功能区  > “应用程序”选项卡），然后使用配置中心进

行注册（使用在原始配置中心安装期间提供的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码）。

要使用现有配置中心注册远程  Historian：

1. 安装  ConfigHubRootCA.crt 证书（来自配置中心计算机）。  (on page 11)

2. 使用  Historian 安装介质安装基于  Historian Web 的客户端，并在出现提示时使用现有配置中心进行

注册（使用原始配置中心安装期间提供的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码）。Historian  可以安装在  iFIX 节

点上，也可以单独安装。

为了保护客户端  Web 浏览器，请在浏览器计算机上：

1. 安装  ConfigHubRootCA.crt 证书（来自配置中心计算机）。  (on page 11)

2. 安装  OPCUAConfigRoot.crt（来自每个  SCADA）。  (on page 12)

3. 在  chrome 中启用对自签名证书的信任（对于  Historian）。  (on page 12)

4. 重新启动浏览器。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ifix/version65/index.html#configuring-security/proc_enable_disable_security.htm?Highlight=enable%20security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installing_webbased_cli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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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将其他  SCADA 连接到现有配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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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将  Historian 和其他  SCADA 连接到现有配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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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使用  Historian 将  iFIX SCADA 连接到现有配置中心

iFIX 插件注册工具

在  iFIX 安装过程中会安装一个注册工具。此工具允许您注册（在存在现有  Configuration Hub  的情况下），

或者在设置发生更改时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重新注册您的  iFIX 产品插件。

下列部分中描述了此注册工具的访问方式，以及可用的字段。

访问注册工具

可以从  iFIX 工作台的“应用程序”选项卡上的“配置中心”区域中访问  Configuration Hub  注册工具。单

击注册可打开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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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直接从  URL 访问它：

https://servername:port/confighub_register/index.html

例如：

https://w2019:9444/confighub_register/index.html

启动后，将出现以下登录屏幕。

输入  iFIX 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验证。此时将显示注册工具，如下图所示。

要向现有“配置中心”注册，请提供在本地“配置中心”安装期间输入的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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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工具中的字段的描述信息

Configuration Hub  注册工具中将显示以下字段：

字段 描述

服务器名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使

用网络域时，请提供完整的域名。

必须提供有效的当前凭据（客户端  ID 和密钥）才

能进行更改。

服务器端口 将显示与“配置中心”Web  服务器关联的端口。

您不可编辑此字段。如需更改，请参考“配置中

心端口更改  (on page 456)”一节中的步骤。

客户端  ID 将显示您的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的客

户端  ID。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是在您安装产

品时创建的。

客户端密钥 与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关联的客户端

密钥。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是在您安装产品时

创建的。

如果您想要更改服务器名称（更新）、取消注册

或注册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将需要

输入客户端密钥。

注：

如果忘记了客户端  ID 或密码，您将无

法向  Configuration Hub  执行注册/取消

注册。在此情况下，您需要重新安装 

Configuration Hub  并重新注册所有插件

才能更改它们。

显示身份验证服务详细信息 选中后将展开以显示关联的字段。

这些字段包括：身份验证服务主机名、身份验证

服务端口、使用  HTTPS 连接到验证服务领域、

身份验证服务客户端  ID、身份验证服务客户端

密钥、获得令牌  URL、用户登录  URL、用户授

权  URL、令牌公共密钥  URL、令牌  Introse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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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URL、撤消持有者令牌  URL 以及撤消刷新令牌 

URL。

无法编辑这些字段；它们仅供参考，可用于帮助

排除故障。

显示插件详细信息 选中后将展开以显示关联的字段。显示 

Configuration Hub  的  ID，以及  Configuration 

Hub  插件。

无法编辑这些字段；它们仅供参考，可用于帮助

排除故障。

“更新”按钮 单击此按钮可保存已在此向导中输入的更改。要

保存更改，必须输入在安装产品时输入的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信息。

“注册”按钮 单击可注册您的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

器。此按钮仅在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

处于未注册状态时可用。

要注册  Configuration Hub，您需要使用在安装产

品时输入的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信息。

“取消注册”按钮 单击可取消注册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

器。此按钮仅在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

处于注册状态时可用。

要取消注册  Configuration Hub，您需要使用在安

装产品时输入的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码信息。

在安装配置中心后更改  iFIX 端口

如果您需要在安装后更改  iFIX 使用的端口，请使用  iFIXConfighubSettingsUtility.exe 实用程序（位于  iFIX 

文件夹中，默认情况下此文件夹位于：C:\Program Files (x86)\GE\iFIX）来重置它们。必须在  iFIX 未运行

时进行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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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您计划更新  iFIX Web 配置端口，必须首先在配置中心上注销  iFIX 插件。如果任何其他服务端

口发生更改，则不需要注销/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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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FIX Web 配置端口发生更改，则您必须使用  iFIX 工作台中的“注册”按钮再次向  Configuration Hub 

注册  iFIX 插件。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FIX 插件注册工具  (on page 26)。

除  iFIX Web 配置端口和  OPCUA 服务端口外，如果任何其他服务端口发生更改，则必须运行 

iFixConfigServiceCertTool.exe 工具（如下图所示），以将证书绑定到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

请注意，此实用程序只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如果任何端口发生更改，iFIX  配置服务证书工具会将更新的端口显示为“不存在证书绑定”。例如下图中

的身份验证服务端口  2。单击“创建证书绑定”按钮可添加必要的端口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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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完成后，关闭实用程序并重新启动  iFIX。更改后的端口将由  iFIX 使用。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3

访问  iFIX Web 配置

1. 在  iFIX 工作台中，选择“应用程序”功能区并单击  Configuration Hub，或者在桌面上单击图标 

Configuration Hub  (
)。

注：

如果使用桌面图标，请确认  iFIX 正在运行并且您已登录  iFIX。

使用  iFIX 插件时，需在登录页面中输入已在您要连接的  iFIX SCADA 中配置的凭据。用户应

是“应用程序设计者”组的成员，才有权使用  Configuration Hub。

将出现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选择屏幕。

2. 选择一个服务器名称（如果列表中有多个），然后单击“继续”。

此时将显示  iFIX 身份验证界面。

3. 输入  iFIX 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认证成功后，将出现  Configuration Hub  屏幕。

连接

连接概述

通过连接，您可以连接要在  iFIX 中收集和引入的数据。当前可用的选项包括  OPC UA 和  IGS。

在“导航”面板中，选择“连接”，然后在主面板顶部选择“OPC  UA”或“IGS”。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 OPC UA 连接  (on page 33)

• IGS 连接  (on page 43)

OPC UA 连接

OPC UA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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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X 提供了  OPC UA 客户端驱动程序选项，允许连接到  OPC UA 服务器。要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使用此

功能，正在运行的  iFIX SCADA 节点必须已经获得此选项的许可。

注：

此时，Configuration Hub  不支持在数据库面板中浏览  OUA 驱动程序。

单击“新建”，创建新连接。键入  OPC UA 服务器的唯一服务器名称和端点  URL。要测试连接，请单

击“测试”按钮。单击“创建”按钮，创建要使用的连接。

连接创建之后，会显示在桌面上。单击条目右侧的省略号  (...) 以与服务器进行交互。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浏览”来浏览  OPC UA 服务器中可用的层级。

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标签来填充  iFIX 数据库，或者选择更高级别的对象并为  iFIX 模型创建新的对象类

型。例如，可以右击对象行以打开子菜单，然后选择“创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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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管理

可以使用“详细信息”面板编辑  OPC UA 服务器连接。在连接面板中选择服务器配置之后，详细信息面板

将填充服务器连接信息。

端点  URL 字段中包含用于连接到  OPC UA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和端口。例如：opc.tcp://

MyServer:51400/。此  URL 的格式（包含计算机名称、IP  地址或完全合格的域名）是在  OPC UA 服务器上

定义的。

身份验证类型可以设置为“匿名”或“用户名/密码”。建议选择“用户名/密码”来提供最高安全级

别。“匿名”无法为数据访问或登录提供任何保护。

如果选择“用户名/密码”，请输入用于连接到  OPC UA 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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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服务器详细信息之后，工具栏上的“保存”按钮将会启用，指明“连接”面板具有需要保存的更

改。在单击“保存”按钮之后，对服务器连接所做的更改将会保持不变，直到将更改发布到  iFIX 节点。

除了编辑服务器连接，连接面板还支持在服务器连接下创建组和删除这些组。创建  OPC UA 服务器连接

时，将会创建一个默认组。

服务器连接下的组允许配置发布间隔和抽样间隔。任何从  OPC UA 服务器请求数据的应用程序都使用组名

称访问该组中的项。组名称最多可以包含  19 个字母数字字符，包括下划线  ( _ ) 和连字符  ( - )。

测试连接

“测试连接”功能位于  OPC UA 服务器连接的“详细信息”面板上。可以通过工具栏按钮   启动“测

试连接”功能。

测试将会尝试连接“连接详细信息”面板中提供的端点  URL，连接成功之后将会返回测试状态，填充到端

点  URL 字段中并显示对勾；连接失败之后，同一个字段将突出显示为红色，并提供失败原因。

下图显示了成功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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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浏览

OPC UA 服务器是使用具体的安全模式和策略进行配置的。服务器连接的“详细信息”面板提供了一个工具

栏按钮来浏览策略  。

在执行此功能时，将会浏览服务器中配置的安全模式和策略，并填充到详细信息面板中的相应字段。

选择安全模型和安全策略以应用到此连接：

Basic128Rsa15，Basic256，Basic256Sha256，Aes128_Sha256_RsaOaep  或 

Aes256_Sha256_Rsa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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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为安全模式和安全策略进行选择，或者只需要测试连接，请选择“无”。请确保

在稍后返回并更改此设置，但是，应该保证已经为连接启用了充足的安全性。

注：

要使连接对于“无”之外的所有其他安全策略都可以工作，必须确保证书在  iFIX 客户端和您要进

行通信的  OPC UA 服务器之间彼此信任。有关在  iFIX 中使用  OPC UA 的方法，请参阅  iFIX 帮助。

冗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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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  OPC UA 服务器连接指定冗余设置（如果已在  OPC UA 服务器上启用了此功能）。通过在所选  OPC 

UA 服务器的“连接”选项卡上滚动，可查看“详细信息”面板上的冗余设置，如下图所示。您可以配

置“冷”“暖”或“热”冗余。

根据  OPC Foundation：“冷”冗余要求  OPC UA 客户端在初始服务器出现故障后重新连接到备份服务

器。“暖”冗余允许客户端连接到多个服务器，但只有一个服务器将提供数据值。在“热”冗余中，将在

多台服务器上创建订阅，但同一时间只有一台服务器处于活动状态并向客户端提供数据。

最多可以配置  3 个备份服务器（端点  URL）。

浏览和创建  OPC UA 的  iFIX 标签

可以浏览  OPC UA 服务器连接，以在地址空间中导航，以及选择内容以在活动  iFIX 数据库中创建标签。

可通过所选服务器连接行中的上下文菜单执行  OPC UA 服务器连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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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创建过程的第一步是浏览  OPC UA 服务器设备并从浏览内容中选择标签。可以使用父节点的右键菜单

来选择要创建的批量子标签。

下一步是暂存标签，并准备在  iFIX 数据库中创建标签。

暂存环境允许修改标签名称、选择  iFIX 块类型（暂存时进行的默认映射），以及为  Historian 收集程序选择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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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浏览  OPC UA 服务器设备来一次自动生成一个或多个标签。

浏览和创建  OPC UA 的类型

还可通过浏览操作创建模型类型定义，这与通过  OPC UA 服务器浏览操作创建标签的过程类似。从  OPC UA 

服务器浏览器中，可以选择对象定义以从其创建对象类型。

选择对象时，右键单击菜单将提供用于创建类型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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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此菜单项会显示一个弹出窗口，用于输入类型名称。“新对象类型”弹出窗口将显示已为  OPC UA 选

定的对象的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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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创建”后，将在模型中创建类型以及对象中的标签，因为变量和值将填充到类型的默认模板中。

IGS 连接

IGS 连接

概述

要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使用  IGS 功能，必须具有  IGS 许可证：工业网关服务器  - 基本版或  100 版此外，

对于  IGS 设置，请确保在配置  API 服务上同时将“启用”和“启用  HTTP”字段均设置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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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IGS 设置的步骤

1. 在  Windows 系统托盘中，选择  IGS 服务器图标。

2. 右击并选择“设置”。“工业网关  OPC 服务器设置”对话框将会显示。

3. 选择“配置  API 服务”选项卡。

4. 将“启用”和“启用  http”字段设置为“是”。

5. 重新启动  IGS 驱动程序。

6. 如果  IGS 配置了用户名和密码，请在  iFIX 安装文件夹中双击  iFIXConfighubSettingsUtility.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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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IGS  凭据”选项卡，然后输入  IGS 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如下图中的字段中所示）并点

击“应用”。

提示：

如果需要解决  IGS 问题，默认情况下可以在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 文件夹中找到  IGS 日

志文件  (igs-browse-config.log)。

现在可以在  IGS 中配置渠道/设备（必须添加设备以显示服务器详细信息），然后  Configuration Hub  应该

显示已配置的渠道/设备。

配置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访问  IGS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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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IGS 驱动程序的设置屏幕。

IGS 的必备组件

IGS 驱动程序的必备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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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支持  IGS 7.6 版和更高版本。

• 许可证必须适用于  IGS：工业网关服务器  - 基本版或  100 版
• 在配置  API 服务上的  IGS 管理器中，必须同时将“启用”和“启用  HTTP”设置为“是”。

• 如果  IGS 要求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请使用  iFIX 安装文件夹中的  iFIXConfighubSettingsUtility.exe 来

输入  IGS 凭据。

使用  IGS 浏览树开始操作

如果您具有一个活动  IGS 项目，它将出现在表格中。

选择“浏览”可浏览  IGS 服务器中的通道和设备的层次结构。

浏览  IGS 频道和设备

连接面板中的  IGS 选项卡将在表中显示已配置的通道。可展开通道，以访问在通道下配置的设备。在选择

设备时，菜单将提供一个浏览命令。

新面板中将填充设备的配置内容，并且面板会显示所选通道/设备，并显示该设备中配置的标签/标签组。

可展开标签组以导航到更深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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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和创建  IGS 的标签

IGS 浏览面板将显示  IGS 通道/设备的内容。可以选择单个标签或标签组来创建  iFIX 标签。标签组上的右键

菜单将提供一个批量选择选项，可用于选择标签组下的所有标签。选择标签并单击“暂存标签”选项后，

将暂存标签以用于标签创建过程中的下一步骤。

暂存环境将允许选择  iFIX 块类型（暂存时进行的默认映射）和为标签选择  Historian 收集选项。此外，还可

以添加前缀并减少标签名称的层次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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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和创建  IGS 的类型

还可通过浏览操作创建模型类型定义，这与通过  IGS 设备浏览操作创建标签的过程类似。可以选择一个标

签组以创建对象类型。

选择标签组时，右键单击菜单将提供用于创建类型的选项。选择此菜单项会显示一个弹出窗口，用于输入

类型名称。“新对象类型”弹出窗口中将显示选定的标签组名称。

单击“创建”后，将在模型中创建类型以及标签组中的标签，因为变量和值将填充到类型的默认模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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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型故障切换操作的特殊注意事项

如果使用增强型故障切换，您必须在登录  Configuration Hub  前处于维护模式。维护模式可临时暂停某个增

强型故障切换对中两个  SCADA 节点之间的同步。这样，您便可以在运行“扫描、报警和控制”(SAC)  程序

的同时在  iFIX 数据库中进行更改。进入维护模式时，SCADA  同步将临时停止；SCADA 对之间的同步将暂

停。启用维护模式后，您可以对主节点上的数据库进行更改。

Configuration Hub  将不允许进行更改，除非您正在配置的主要节点处于维护模式。并且不允许在次要节点

上进行任何配置（您无法登录）。只能在主要节点上对  Configuration Hub  中的故障切换对进行所有更改。

每次在配置中进行更改并发布更改时，都会在配置中重新加载数据并重新启动驱动程序。必须了解您是否

正在实时系统上进行更改。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做出任何更改后，您将无需重新启动  iFIX。但是，退出

维护模式后，您需要从次要节点上的“任务控制”中停止并重新启动驱动程序，以获取配置更改

删除服务器或组

请注意，在为  iFIX SCADA 增强型故障切换对配置  OPC UA 驱动程序后，在执行维护模式同步后，在主要节

点上的  Configuration Hub  UI 中执行的任何服务器或组删除操作都不会在次要节点上删除。次要  SCADA 将

继续检索数据，因为服务器和/或组仍然存在于次要节点上。一种解决方法是，从次要  SCADA 中手动删除

服务器和组文件，因为您无法在次要  SCADA 上运行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和组配置文件分别位于  PDB\iFixUaClient 文件夹、Servers  和  Groups 文件夹中。每个服务器和组都

具有自己的文件。在每个文件夹中，将主要节点上的内容与次要节点上的内容进行比较。如果文件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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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节点但不存在于主要节点上，则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该文件并验证它是否为已从主要节点中删除的服

务器或组。如果是，请从次要服务器中删除该文件。

对于诸如以下所述的所有其他操作，同步过程将正常工作：服务器创建、驱动程序标记删除或更新、组更

新等。

证书管理操作注意事项

当  iFIX SCADA 是增强型故障切换对的一部分并且我们已在  SCADA 上启用  OPC UA 驱动程序时，每个物理 

SCADA 都需要分别与已配置的  OPC UA 服务器建立信任关系。在两个  SCADA 都可以使用其证书单独与远

程  OPC UA 服务器通信后，您可以将  iFIX SCADA 作为故障切换对启动。务必先确认可以单独通信。

特殊  I/O 地址

iFIX 中的一些特殊  I/O 地址对  OPC UA 客户端的冗余配置非常有用。通过使用  ConnectionStatus 和 

EndpointUrl 地址，您可以查看（逻辑）服务器的整体连接状态，以及它当前正在用于数据的端点。

模型

模型概览

利用  iFIX 模型可以创建系统中资产的蓝图或模板，并快速轻松地维护根据类型定义生成的实例。

iFIX 中的模型由以下组件构成：

• 对象类型: 对象类型是蓝图。蓝图是您在工厂中需要复制的某些有形的东西，例如搅拌器、熔炉或

泵，其中具有所有搅拌器、熔炉和泵的通用结构（通用的变量和包含的类型）。对象类型将具有变

量、包含的类型和模板。

• 变量  -  某种特定类型的所有对象通用的不同标签或度量，例如温度、压力、流量等。变量表示包含

值的标签，是通过  iFIX 驱动程序（例如  IGS 和  OPC UA 客户端）从系统中的设备检索的。

• 模板: 模板提供的功能允许通过一种或多种方式将对象类型转换成对象实例。如果有两种类型的泵，

而这些泵具有一些通用的变量但其子集是唯一的，则需要为这两种泵类型创建两个模板。

• 替换  - 利用替换功能，可以实现类型定义的参数化，以便于修改根据类型创建的对象实例，从而使

模板具有唯一性。

• 包含的类型  - 利用包含的类型，可以创建将一起实例化的资产分层蓝图。

• 对象实例  -  根据对象类型创建的实例。实例表示应用程序中的资产，而变量作为  iFIX 标签（直接变

量）进行创建，或指向现有  iFIX 标签（间接变量），或者相对于类型保持不变（静态变量）。

模型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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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模型”面板中导航至并启动针对您模型的操作。要配置模型，请单击导航面板中  iFIX 节点下

的“模型”条目。将在主面板中显示类型和实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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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请注意，面板不应浮动，其必须在执行任何操作前固定。

“详细信息”面板将提供有关您在“模型”面板中执行的选择的更多信息。“对象”类型在展开时会显示

变量和包含类型。可以进一步展开包含类型以在包含层次结构中进行导航。您还可以查看将为给定父模板

创建的模板的层次结构。类似地，在对象实例树中，可导航到实例包含层次结构。

在“模型”面板中可通过以下方式配置模型。

• 创建类型

• 编辑类型（在一个单独的面板中）

• 从类型中创建对象实例

警告：

在“模型”面板中，当对象实例或对象实例下的变量被选中时，将在“详细信息”面板中填充属

性。对实例或变量的属性进行更改时，这些更改将在模型树中发生选择变更时保存。

创建类型

“对象类型”提供了用于为  iFIX SCADA 创建和管理对象实例和变量的强大机制。结合“类型模板”，您可

以从一个位置生成和更新多个对象实例。

要创建类型，请单击“模型”面板右上角的“新建”按钮。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类型名称和描述。

创建或编辑一个类型时，将在一个单独  IDE 面板中打开该类型。当前只有一个类型编辑面板，因此当您编

辑多个类型时，“类型编辑”面板将替换为当前选中进行编辑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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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保存类型之后，模型面板将为您提供用于管理该类型的各种功能，包括编辑、删除、复制、导出或

创建该类型的实例。

可从网格中“类型”行的上下文菜单中，或从右键单击菜单中进行访问。双击“类型”行将打开“类型编

辑”面板。

注：

保存类型时，会自动将任何更新推送到类型的现有对象实例。更新操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

成，具体取决于类型的关联实例的数量。这可能导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保存。

类型变量

类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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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类型时，最重要的组件是用于定义资产类型特性或度量的变量列表。

在类型编辑面板中，可以使用“新建”按钮添加新变量。可以在“类型”模式中配置一些简单的标签详细

信息，包括标签类型。切换到模板模式之后，可以配置大部分的变量详细信息。

iFIX 模型支持使用以下标签类型进行变量配置：

• 直接变量  (on page 55)  - 实例化时的直接变量将变成  iFIX 数据库的标签。

• 间接变量  (on page 55)  - 利用间接变量可以引用标签数据库中的现有  iFIX 标签。这对于在现有的

平面标签数据库之上创建模型结构非常有用。

• 静态变量  (on page 56)  - 静态变量可以存储变量的静态值，这些变量不会创建为  iFIX 标签，而是

通过对象实例来获取值，不会在运行时期间更改值。

详细信息面板

“详细信息”面板显示类型变量的属性。如果在模板模式下设置或更改类型变量的属性值，那么在保存这

些更改时将会转换成根据此类型的模板创建的对象实例。

直接变量

直接变量是直接与  iFIX 驱动程序进行通信的变量。创建对象实例时，直接变量将在  iFIX 数据库中以  iFIX 标

签形式创建。您可以在“对象模板”模式下配置变量属性。

目前，模型变量支持  iFIX 系统中标签类型的一个子集。该子集包括：

• 支持的数值类型：AI、AA、AR、AO、DA、DT、DC、TM

• 支持的布尔值类型：DI、DA、DR、DO、BL

• 支持的文本类型：TX

间接变量

间接变量使您能够基于现有平面标签数据库构建模型。在“类型”中创建间接变量时，对于每个模板，您

可以使用“详细信息”面板指定标签或替代项以在创建对象实例时生成标签引用。

通过在“模板标签名称”属性中使用替代值，您可以动态地更改每个对象实例的变量名称。

详细信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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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变量

静态变量是用于在您的对象类型和实例中保存静态数据的变量。它们是只读变量，仅可在模型实例级别进

行设置，并且不会创建  iFIX 标签。可以在  iFIX 图片中浏览和使用静态变量。例如，资产序列号就是静态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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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概览

模板描述了如何从“对象类型”创建对象实例。所有类型都是使用默认模板创建的，并且至少需要一个模

板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您有许多相似的“资产”定义，并且大多数变量重叠（但有一些例外），则有必要

创建多个模板。

在类型和模板配置之间切换

编辑对象类型时，在配置面板中有两种模式。默认情况下，将在“对象类型”模式下打开一个类型。在此

模式下，可以添加变量并修改其变量和数据类型。也可以在此模式下配置任何“包含类型”子别名。

在类型级别配置的变量和“包含类型”会传播到所有类型的已配置模板。为了配置类型变量和“包含类

型”的属性，您需要切换到“对象模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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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对象模板”模式下，且只能在创建该类型实例和发布模型之前指定直接变量的标签块类型。在发

布后且存在类型/模板的实例时，无法更改变量的“标签块”类型。

默认模板

类型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模板。默认情况下，当创建类型时，会为您创建一个默认模板。如果无需考虑将通

过您的类型创建的各对象实例的细微变化，则不需要使用模板进一步配置任何内容。

模板管理

概述

您可以通过“类型编辑”面板中的“模板”下拉菜单来管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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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中存储的内容

每个模板都存储与类型相关的大量详细信息，这些详细信息正是此模板与该类型其他模板的不同之处。具

体来说，模板中存储：

• 替换  - 特定于每个模板。

• 包括/排除变量  - 在模板级别，可以在根据该模板创建实例时选择包括或排除哪些变量。

• 变量属性更改  - 您在模板模式下做出的所有属性更改都存储在模板中，例如  IO 地址或报警限制。如

果创建新模板，这些属性可能有所不同。

• 包含的类型模板规格  - 对于每个模板，您可以指定在为每个包含的类型别名创建实例时要作为依据的

模板。

变量

您在模板模式下做出的所有属性更改都存储在模板中，例如  IO 地址或报警限制。如果创建新模板，这些属

性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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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

替换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通过模板在变量属性定义中创建别名。当变量属性值需要在对象实例之间有所

不同时，替换有助于定义别名并为每个实例提供唯一的值。例如，如果在变量模板中定义了变量的  I/O 地

址，则提供特定标签的  I/O 地址将会在所有实例中应用相同的值。但是，如果在部分或全部  I/O 地址值中使

用替换，可以分别为不同的实例替换此值。

可以在模板定义中定义和管理替换。要在模板变量属性中使用替换，请在属性中使用替换名称并用花括号

括住。数字类型的属性需要替换整个值，而字符串值可以替换部分值或允许使用多个替换。目前不能对枚

举的属性使用替换。

例如，可以使用替换将变量的描述属性定义为  "这是此  \{Asset_Name} 的序列号  \{Asset_Number}"，其中 

Asset_Number 和  Asset_Name 是替换，其值根据每个对象实例进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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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模型中使用的替换字段中目前不支持公式。

包含的类型

包含的类型有助于定义资产包含关系，提供的层次关系可以用于构建多层实例以及在  iFIX 画面定义中使用

模型期间利用此层次。

包含的类型指的是其他现有的类型定义，共同组织整理到一个父类型之下。例如，泵的资产类型定义可以

包含传动轴类型，通过在泵类型定义中分别为泵和传动轴创建类型定义可以实现这种包含关系，“包含的

类型”选项卡提供了多个选项，通过提供别名和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传动轴类型来添加新的包含关系。

设置别名

在父类型下包括包含的类型时，必须为该包含的类型指定别名。在对父类型进行实例化时，设置了别名的

包含的类型将使用父实例下的别名自动创建为实例。设置别名可以区分相同类型的多个包含关系。您可

以在一个父类型下包含多个别名，包含的类型也可以包含用于构成层次的其他类型。例如，泵可能包含

两个轴承单元，一个用于内部，一个用于外部。轴承类型可以作为包含的类型添加到泵，分别使用别名 

Bearing_Inboard 和  Bearing_Outboard。

对象创建

在创建新对象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提供名称、描述、类型和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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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值

通过在模型面板中选择对象实例，即可在详细信息面板中编辑作为对象实例创建依据的模板中的任何替换

值。

模型导入和导出

概述

模型可以导出或导入，以便在  Configuration Hub  外部工作。模型导出是兼容的，可以导入操作中心。

要导出或导出模型，需要使用模型工具栏上的前两个按钮：

导入模型

要导入模型，请单击导入按钮  ( )。“导入模型”对话框将会出现，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文件并要导入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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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模型

要导出模型，请单击导出按钮  ( )。“导出模型”对话框将会显示，您可以在其中指定

iFIX 中的模型标签

概述

在  iFIX 工作台中也可以查看由模型定义的标签。这包括模型中定义的间接和静态变量，以及可以显示模型

相关信息的预定义标签。在  iFIX 表达式编辑器中查看标签时，可以查看随着  iFIX 标签列出的间接和静态变

量，以及预定义的模型信息标签。它们的值可以在工作台中的动画中使用（例如在数据链接中），就像任

何其他  iFIX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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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描述

MODEL>INFO>FILENAME 完整的文件名称，包含可以从中加载模型的模型

文件路径。

MODEL>INFO>MODEL_VERSION 所发布的模型的版本。

MODEL>INFO>PUBLISH_TIME 上次发布时间。

MODEL>INFO>PUBLISH_USER 执行上次发布的  iFIX 用户。

显示模型标签的表达式编辑器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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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示例的说明

对于预定义的模型信息标签，上一个图中显示的  A_OBJECTNAME 和  A_FULL_OBJECTNAME 将不会具有

值。如果  iFIX 标签未与模型中的变量关联，它们将不会显示这些字段的值。

在浏览  iFIX 数据库中存在的标签时，表达式编辑器不会显示  A_OBJECTNAME 和  A_FULL_OBJECTNAME 

字段；只有在浏览间接或静态变量时，这些字段才会显示。但是，可以为任何  iFIX 数据库标签手动输入此

字段，并且如果该字段与当前发布的模型中的变量关联，将会显示其所属对象的名称。

数据库

数据库概述

数据库概述

数据库面板提供与  iFIX 数据库管理器类似的功能，但在完全不同的界面（Web  界面）中提供。对于熟悉 

Web 式网格对象的人来说，该界面十分直观。Configuration Hub  中的数据库具有离线存储，您可以在其中

进行工作。

单击“数据库”面板可连接到在  iFIX SCADA 节点上运行的数据库。所有标签都将出现在离线数据库中。可

在  Web 容器中处理  iFIX 标签，您可以在其中轻松对  iFIX 标签进行排序、过滤和交互。

完成处理后，您可以将变更发布到正在运行的  iFIX 节点。数据库中的一个可过滤状态列将显示每个标签的

发布状态。在每次发布时都会生成一个日志文件，提供有关操作的信息。

当前的活动  iFIX 数据库将显示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并且该数据库将接收所有已完成的操作。无论有多

少个用户连接到并配置同一个数据库，都是如此。将在用户和浏览器会话之间共享对数据库的更改（无论

是否已发布）。

• 网格功能  (on page 65)

• 搜索、筛选、排序和列重新排序  (on page 66)

• 数据库工具栏  (on page 68)

• 数据库列选择  (on page 69)

• 数据库详细信息面板  (on page 70)

网格功能

数据库网格提供了很多强大的功能，让您可以轻松高效地处理  iFIX 数据。网格始终显示和配置您所连接到

的节点的当前活动  iFIX 数据库。下图中显示了网格的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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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从任何位置对活动数据库进行更改时，网格都会通知您并提示刷新。如果您感觉网格由于其他位置的并

发更改而未能保持最新状态，随时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刷新图标来重新获取最新的更改。数据库网格面板

与详细信息面板紧密配合。

在此面板中工作时，请确保详细信息面板打开并可见。在网格中选择标签行时，标签详细信息都会显示在

详细信息面板中并且可以编辑。

搜索、筛选、排序和列重新排序

下面几个部分提供了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

正在搜索

在使用数据库网格时，有两个主要的搜索选项。全局搜索可以在整个网格中搜索键入的文本，列搜索可以

搜索特定的列并提供多个搜索参数。尤其是对于大型数据集，使用这些搜索选项有助于快速查找您要处理

的标签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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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每个列都可以按照网格的当前内容进行筛选。例如，您可以快速轻松地搜索特定标签类型、状态或  IO 驱动

程序的所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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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排序

通过单击任何列的标题以在升序和降序方式之间进行切换，可以轻松地进行排序。如果要进行更高级的排

序，可以按住  Shift 键来选择多个要排序的列。

列重新排序和调整大小
标签名称锁定在左侧位置，但数据库网格中的其余列可以通过使用鼠标拖放列标题来重新排序。任何列都

可以调整大小，从而适应您要处理的数据。

数据库工具栏

“数据库详细信息”屏幕的工具栏中包含以下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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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图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下表。

项 描述

单击下拉列表可切换到另一个数据库。

使用此按钮可打开一个菜单，用于创建新数据

库、将数据库另存为其他名称、导入或导出数据

库。

可使用它刷新您的网格视图。

单击此处可清除当前应用于网格的所有过滤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标签并单击此按钮可删除相应标

签。

选择一个标签并单击此按钮可复制当前选定的现

有标签。系统将提示您输入新名称。

单击“新建”按钮可向数据库添加新标签。

可使用设置图标选择要在数据库视图中显示的

列。

数据库列选择

数据库面板默认显示以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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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名称（固定并始终可见）

• 状态  - 此列显示标签的发布状态（已发布、未发布、已修改）

• 类型  - 显示块类型缩写（例如  AI、AA、MDI  等）

• 描述  - 标签描述

• I/O 驱动程序  - 为标签配置的驱动程序

• I/O 地址  - 标签的  IO 地址。

单击数据库工具栏最右侧的齿轮设置图标时，使用可用的列选择器可以在网格中显示其他列。

数据库详细信息面板

在数据库面板中选择特定标签之后，可以通过详细信息面板编辑数据库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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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详细信息面板由属性行组成，其中的名称和值按照区域进行分组。这些区域可以展开和折叠。

网格顶部是能够轻松查看的标签名称，以及用于过滤和查找要查看或配置的标签属性的搜索框。“字

段”和“视图”列可以调整大小。

根据要显示或编辑的值的类型，“详细信息”面板中具有不同类型的属性。一些属性是具有下拉列表的枚

举值，还有一些是文本编辑框，其他则是数字编辑框。根据网格中其他属性的值，一些属性是只读的。

在对标签进行更改时，标签的发布状态将会更改为“已修改”，并将在发布之后应用于活动的数据库。

Database Management

Database Management

可以从“数据库”面板中管理您的数据库操作。这包括添加、复制、导入和导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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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数据库

创建新数据库时，系统会提示您输入新数据库名称（最多  8 个字符）。选择创建新数据库后，当前活动数

据库将切换到此新的空数据库。

切换数据库

工具栏中的下拉菜单可用于快速切换当前的活动  iFIX 数据库。

另存为数据库

“另存为”命令可用于获取现有活动数据库并将其另存为新命名的数据库。此操作还会将活动数据库切换

到新复制的数据库。

导出和导入数据库

请参见“导入数据库  (on page 74)”或“导出数据库  (on page 72)”。

导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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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省略号  (...) 图标并使用工具栏中数据库选择器旁的下拉菜单，可以从“数据库”面板中以  CSV 格

式导入和导出数据库。

当选择“导出”选项时，将出现“导出  iFIX 数据库”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所需选项，然后单击“导

出”。

导出的文件将自动下载到您的浏览器中指定的下载文件夹，文件名为“export.csv”。

进度条可帮助您了解导出操作的进度，这对于较大文件的导出操作尤其有用。

导出后，可以通过单击日志文件链接下载日志文件来查看导出结果。

包含/排除模型

通过导出当前的活动数据库，可以选择导出与数据库中标签相关联的任何关联模型工件。例如，如果数据

库中的许多标签是通过模型对象实例创建程序生成的，则选中“模型”框将导出与它们关联的类型和模板

详细信息。在导出数据库以将其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或项目时，这最有用。

如果清除“模型”复选框，将只导出标签及其详细信息，与以前版本中的情形一样。

向后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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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前版本的  iFIX 数据库导出的内容将导入新数据库管理器中。也可以从数据库面板中导出和导入旧版本

的  iFIX，但是如果您选择导出模型关联，这些部分将不会导入并会产生错误。

导入数据库

请注意，配置中心仅支持  UTF-8 编码的文件。iFIX  数据库管理器使用  ANSI 编码。在将文件导入配置中心

的模型或数据库面板之前，请确保  CSV 文件采用  UTF-8 编码。为此，请在  Windows 记事本编辑器中打开 

CSV 文件，并在选中  UTF-8 编码的情况下执行“另存为”操作，然后将文件另存为  CSV。同样，如果要将

文件从配置中心导入  iFIX 数据库管理器，请先将文件另存为  ANSI 编码，然后再将其导入数据库管理器。

1. Configuration Hub，在“数据库”面板上单击省略号  (...) 图标以打开快捷菜单。

2. 单击导入。

将显示“导入  iFIX 数据库”对话框。

3. 单击“选择文件”以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4. 单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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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管理

添加标签

工具栏中的主要操作是“新建”按钮。此“新建”按钮将允许您在  iFIX 数据库中创建新标签。创建新标签

时，需要选择标签类型。如果使用被禁止的字符或过长的标签长度  (256)，对话框将显示错误。

编辑标签

要编辑某标签，请在数据库网格中选中它，您将看到“详细信息”面板属性网格。通过滚动到属性或者搜

索属性来找到要更改的属性（例如，I/O 地址）。对属性进行更改将使“数据库”面板进入未保存状态。对

一个标签或多个标签进行所需的更改后，请务必通过单击“保存”按钮来保存您的更改。在未保存更改的

情况下退出面板时，系统将提示您保存。关闭浏览器而不使用“保存”按钮保存所做更改，将导致更改被

丢弃。

删除或批量删除标签
可以通过下列几种不同方式从数据库面板中删除标签：

• 选择一行并按删除键。

• 按下工具栏中的删除图标。

• 右键单击一行并选择“删除”将从列表中删除标签，并将面板置于未保存状态。

• 通过使用第一列中的复选框对多个标签进行多重选择，可以执行批量删除操作。

如果不希望保存已删除的内容，请关闭面板并选择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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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标签

数据库面板允许您选择并复制标签，方法是使用工具栏或通过右键单击行。一次只能复制一个标签。系统

将提示您为复制的标签输入新名称:

验证

不同标签类型的某些属性可能会要求采用特定类型的格式进行输入。如果错误地输入了对于给定的属性不

可接受的值，“详细信息”面板将突出显示。某些属性可能会因其它属性而变得无效。这会通过带有红色

阴影和下划线的单元格颜色来指示，并且在将鼠标悬浮在无效的属性上时将会显示工具提示。

通常来说，在离开“详细信息”面板以选择其他标签时，不能让属性处于无效状态。系统将提示您返回面

板或停留在面板中并解决属性状态无效的问题。下面的图形中展示了一条示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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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编辑器

当在“详细信息”面板中被展平为字段/值对属性时，某些标签类型上的一些属性区域难以理解和编辑。在

这些情况下，“数据库详细信息”面板通常会提供自定义编辑器，以便您有更多空间来编辑字段。例如：

• AA 块中的警报选项。

• PA 块中的输入定义。

• SQD 块中的数据定义。

• PG 块中的编程语句。

将在组/区域标题中指示自定义编辑器，并提供一个启动按钮以打开编辑器以下示例显示了“警报选项”标

题中的启动按钮。

以下是一个用于打开  AA 标签的“警报选项”的对话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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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详细信息窗格中的内容相同，但显示在更大的查看区域中。关闭时，在自定义对话框中执行的更改会

反映到“详细信息”面板属性中。

标记属性

标记属性

下表描述了  Configuration Hub  应用程序中可用的所有标签类型（块类型）。

注：

iFIX 在其数据库中具有一些块类型，例如  AA（模拟报警）、AI（模拟输入）等。在本帮助文档

中，当我们使用术语“标签”指代任何块类型。

标签类型 描述

AA 标签  (on page 83) 模拟报警  (AA) 标签发送和接收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的模拟数据，

以提供报警控制。可使用该标签暂停报警并为每

一个报警定义限制和优先级。该标签也可在发出

报警之前等待指定的间隔时间，在发生报警时关

闭触点，并自动重发和确认报警。

AI 标签  (on page 103) 每次当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扫描标签

时，模拟输入  (AI) 标签将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发送和接收模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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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类型 描述

AO 标签  (on page 119) 模拟输出  (AO) 标签每次从上游标签、操作员、程

序块、脚本或“初始值”字段接收值时，将向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发送模

拟信号。

AR 标签  (on page 132) 模拟寄存器  (AR) 标签在过程硬件中读取和写入模

拟数据。它使用少量的内存在单个标签中提供输

入和输出容量，因为  iFIX 只在引用该标签的画面

打开时才处理该标签。

BB 标签  (on page 144) 开关控制  (BB) 标签可根据输入模拟值或操作员输

入打开和关闭最多两个数字输出。

BL 标签  (on page 155) 布尔  (BL) 标签从多个输入计算单个真/假输出。

CA 标签  (on page 165) 计算  (CA) 标签可对由上游标签传递的值以及最多 

7 个其他常量或标签值执行简单的数学计算。

注：

计算精度  15 位。舍入误差可达到第16

位。

DA 标签  (on page 179) 数字报警  (DA) 标签发送和接收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的数字数据

（1  或  0）以提供报警控制。可使用该标签暂停

报警和定义报警条件和优先级。该标签也可在发

出报警之前等待指定的间隔时间，在发生报警时

关闭触点，并自动重发和确认报警。

DC 标签  (on page 192) 设备控制  (DC) 标签根据用户定义的特定条件，协

调厂内数字设备的开关。该标签可通过使用反馈

信号确认其状态，实现设备的定时运行。

DI 标签  (on page 202) 每次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扫描标签

时，数字输入  (DI) 标签发送和接收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的数字数据

（1  或  0）。

DO 标签  (on page 212) 数字输出  (DO) 标签每次向/从上游标签、操作

员、程序块、脚本或初始值字段接收一个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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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

发送数字值（1  或  0）。

因为只要新值发送给硬件  iFIX 就会处理数字输出

标签，因此通常这些标签的工作方式类似于被闭

锁状态。如果将一个数字输出标签配置为独立标

签，它可在每次值变化时输出一个数字值。

DR 标签  (on page 220) 数字寄存器  (DR) 标签在过程硬件中读写数字数

据。它使用少量的内存在单个标签中提供输入和

输出容量，因为  iFIX 只在引用该标签的画面打开

时才处理该标签。

DT 标签  (on page 228) 延时  (DT) 标签延迟输入值向链中下一个标签的传

输。

ETR 标签  (on page 235) 扩展趋势  (ETR) 标签最多可从上游标签采集  600 

个值。通过使用该标签，在一个标签中即可显

示长达  10 分钟的数据趋势（假设扫描时间为  1 

秒），无需链接多个趋势标签。此外，还可通过

将不同的扫描速度与“平均压缩”一栏配合使用

以存储数小时甚至数天的实时数据。

链中的上游主要标签确定了扩展趋势标签的扫描

时间。在该标签收到一个值时，它存储数据并立

即将其传递到下一个下游标签。可通过使用  iFIX 

工作台中的图表显示该标签采集的数据。

注：

过程数据库还提供一个“趋势”标签。该

标签最多可显示  80 个值的趋势。如果需

要趋势化  80 个以上的值，请使用扩展趋

势标签。

EV 标签  (on page 243) 事件操作  (EV) 标签使用  IF-THEN-ELSE 逻辑测试

前一个标签的值或报警条件。根据测试表达式的

结果，标签可打开或关闭一个数字点，或使一个

标签开始或停止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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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标签  (on page 251) 扇出  (FN) 标签将接收的值发送给下一个标签以及

最多四个其他标签。作为下一个标签列出的标签

可立即接收到值。附加目标标签在下一次  iFIX 扫

描那些标签时接收值。如果目标标签是在手动模

式中，则立即更新。

HS 标签  (on page 257) 直方图  (HS) 标签记录某个值在指定期间出现的频

率。

LL 标签  (on page 265) 超前滞后  (LL) 标签可通过结合超前和滞后补偿策

略的优点，对过程动态进行仿真。

提示：

我们建议您只有在非常熟悉超前滞后理论

时才使用该标签。如果您只需要延时，可

考虑使用死区时间标签。

超前滞后的公式为：

输出=C3[C1(输入-先前输出)+(输入*扫描时

间)+C2(先前输出)]

C1、C2  和扫描时间（针对主要标签）以秒为单

位。K  是在标签的“常量”字段中定义的常量。

MDI 标签  (on page 273) 多态数字输入  (MDI) 标签可提供一种用于监控一

个、两个或三个相关数字输入状态的方法。每次

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扫描标签时，该标

签根据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接收的数字值产生一个原始输入值  (0-7)。

PA 标签  (on page 282) 帕雷托  (PA) 标签最多可接受八个输入，并为其计

算百分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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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 标签  (on page 290) 程序  (PG) 标签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运行小程序

以提高过程的自动化程度，或在批处理控制中提

供帮助。有关可在编程语句中使用的受支持命令

的列表，请参阅  iFIX 数据库参考。

PID 标签  (on page 297) PID 标签通过更改受控变量（模拟输出）在闭环

中保持平衡，以响应用户定义的设置点的偏差。

实际值（模拟输入）与设置点值之间的差值为误

差或偏差。

PID 标签可针对误差计算适当的控制输出信号，

以尝试将误差降低至  0。PID  标签进行的调整取

决于设置点和测量值之间的差值，以及比例范

围、重置和速率的值。

RB 标签  (on page 309) 比例偏差  (RB) 标签可用于通过加上一个常量  (偏

差）和/或乘以一个常量（比率）来改变输入信

号。该标签在计算常量时将信号值减去一个偏移

值。

下面的等式说明了这种方法：

输出  = 比例（输入  - 偏移）  + 偏差

注：

这是  y = mx + b 的一种变化。

RM 标签  (on page 318) 梯度变化  (RM) 标签减少或增加目标输出值。该

标签最多可提供三级梯度变化值。每个梯度变化

等级都可用于指定目标值和梯度变化率。前两级

还提供保持时间。在每个扫描周期上，梯度变化

标签将其输出值发送到“下一个块”一栏中指定

的标签。

SC 标签  (on page 329) 统计控制  (SC) 标签可通过计算偏差平均值和与

平均值  XBARBAR 的偏差率来调整另一个标签的

值。

SD 标签  (on page 336) 统计数据  (SD) 标签针对数据采集并执行统计计

算。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ifix/version65/Subsystems/DBMAN/content/dbmanprogram_block_comman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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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D 标签  (on page 348) SQL 数据  (SQD) 标签可在  SQL 触发标签执行时识

别要读写的数据。SQL  数据标签在  iFIX 过程数据

库和关系型数据库之间传输数据。

SQT 标签  (on page 355) SQL 触发  (SQT) 标签可让  iFIX 执行  SQL 命令。

SS 标签  (on page 367) 信号选择  (SS) 标签最多可采样六个输入，根据用

户选择的模式对输入进行操作，并向下一标签发

送结果。

TM 标签  (on page 378) 计时器  (TM) 标签可通过增、减值用作时间计数

器。

TR 标签  (on page 388) 趋势  (TR) 标签最多可在一段时间内采集  80 个

值。可通过在  iFIX 工作台中连接标签和图表显示

这些值的趋势。

链中的上游主要标签确定了趋势标签的扫描时

间。在该标签收到一个值时，存储数据并立即将

其传递到下一个下游标签，延时（传输延迟）极

短。

TT 标签  (on page 395) 累加器  (TT) 标签保存从上游标签传来的浮点数值

的总和。

TX 标签  (on page 402) 文本  (TX) 标签从过程硬件或  OPC 服务器读写文

本。在该标签接收文本时，它把数据发送到所有

启用并指派给该标签报警区的报警目标。

AA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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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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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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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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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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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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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启用缩放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缩放。

启用缩放可以使系统将从输入传感器接收的数据

转换为指定的数据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线性缩放和信号条件。如

果选择“线性缩放”，请验证“信号条

件”设置为“无”。

示例

缩放允许将接收的以华氏度为单位的温度数据转

换为使用摄氏度值的输出。

缩放箝位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箝位。

启用箝位后，将标签接收的任何值都限于原始范

围。将标签发送的任何值都限于缩放范围。

注：

除非必要，请勿启用箝位。由于箝位可限

制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因此标签可能会丢

失一些数据。

原始低 让您为标签接收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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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原始高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使用下限/上限 启用标签以将“工程单位”字段中指定的范围用

作输出值。

通常，EGU  值正常反映预期的操作范围，或标签

的“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不过，EGU 

值还指示其它区域（如报警）中的行为。通过允

许将“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设置为  EGU 

值以外的值，可以在生成报警时进一步管理条

件。

注：

如果您将此标签用于图表，请确保选

择“使用  EGU”。选择此选项可以更轻

松地查看图表预期范围内的更改，因为图

表轴将对应预期的范围而不是传感器的整

个范围。较小的图表范围使得值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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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下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比例上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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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报警设置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远程确认标签 让您指定用于报警确认的标签和字段名称对。如

果将标签和字段名称对的值从零更改为大于零的

值，则块会确认报警。

有效登陆

采用  tag.field 格式的任何浮点标签和字段名称对 

(F_CV)。

您不能把  A_CV 字段用作远程确认输入。当模拟

报警标签基于例外时，确认来自  iFIX 工作台的报

警会立即触发处理标签。使用“远程确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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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报警不会触发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

处理模拟报警标签。

报警暂停标签 通过定义标签和字段名称对来控制报警处理以提

供智能报警。当标签和字段名称对的值为零时，

模拟报警块会处理报警。当标签和字段名称对的

值不为零时，无论是正数还是负数，标签都会暂

停报警并生成暂停报警消息。

有效登陆

采用  block.field 格式的任何浮点标签和字段名称

对  (F_CV)。

注：

如果您为多个模拟报警块指定相同的标签

和字段名称对，则可以暂停一个或多个报

警区域中的报警。这是个可选特性。

目标值 让您指定标签的最佳值。当标签的当前值与目标

值的偏差大于偏差报警值时，将会生成偏差报

警。

有效登陆

采用  tag.field 格式的任何浮点标签和字段名称对 

(F_CV) 或上下限  (EGU) 内的数值。默认情况下，

此字段为空白。

注：

目标值是可选择字段，只能与偏差报警一

起使用。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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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极高过程值。 让您输入报警类型的阈值。如果块的值超过此阈

值，则块产生报警。

HIHI 报警优先级 让您输入 

INFO、LOLO、LOW、MEDIUM、HIGH、HIHI 

或  CRITICAL 以定义报警类型的优先级。

HIHI cc 标签 让您输入在发生报警时关闭的数字标签的名称。

HIHI cc 模式 让您输入“确认”“返回”“全部清除”或“从

不”以定义打开数字触点的时间。

HIHI 延迟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当

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HIHI 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重新发出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

当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高值 让您输入报警类型的阈值。如果块的值超过此阈

值，则块产生报警。

HI 报警优先级 让您输入 

INFO、LOLO、LOW、MEDIUM、HIGH、HIHI 

或  CRITICAL 以定义报警类型的优先级。

HI cc 标签 让您输入在发生报警时关闭的数字标签的名称。

HI cc 模式 让您输入“确认”“返回”“全部清除”或“从

不”以定义打开数字触点的时间。

HI 延迟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当

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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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HI 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重新发出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

当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低值 让您输入报警类型的阈值。如果块的值超过此阈

值，则块产生报警。

LO 报警优先级 让您输入 

INFO、LOLO、LOW、MEDIUM、HIGH、HIHI 

或  CRITICAL 以定义报警类型的优先级。

LO cc 标签 让您输入在发生报警时关闭的数字标签的名称。

LO cc 模式 让您输入“确认”“返回”“全部清除”或“从

不”以定义打开数字触点的时间。

LO 延迟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当

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LO 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重新发出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

当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极低过程值。 让您输入报警类型的阈值。如果块的值超过此阈

值，则块产生报警。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96

字段 描述

LOLO 报警优先级 让您输入 

INFO、LOLO、LOW、MEDIUM、HIGH、HIHI 

或  CRITICAL 以定义报警类型的优先级。

LOLO cc 标签 让您输入在发生报警时关闭的数字标签的名称。

LOLO cc 模式 让您输入“确认”“返回”“全部清除”或“从

不”以定义打开数字触点的时间。

LOLO 延迟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当

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LOLO 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重新发出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

当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变化过快的过程值。 让您输入报警类型的阈值。如果块的值超过此阈

值，则块产生报警。

ROC 报警优先级 让您输入 

INFO、LOLO、LOW、MEDIUM、HIGH、HIHI 

或  CRITICAL 以定义报警类型的优先级。

ROC cc 标签 让您输入在发生报警时关闭的数字标签的名称。

ROC cc 模式 让您输入“确认”“返回”“全部清除”或“从

不”以定义打开数字触点的时间。

ROC 延迟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当

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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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重新发出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

当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DEV 报警限值 让您输入报警类型的阈值。如果块的值超过此阈

值，则块产生报警。

DEV 报警优先级 让您输入 

INFO、LOLO、LOW、MEDIUM、HIGH、HIHI 

或  CRITICAL 以定义报警类型的优先级。

DEV cc 标签 让您输入在发生报警时关闭的数字标签的名称。

DEV 延迟时间 让您输入“确认”“返回”“全部清除”或“从

不”以定义打开数字触点的时间。

DEV 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当

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其他报警优先级 让您输入报警类型的阈值。如果块的值超过此阈

值，则块产生报警。

其他  cc 标签 让您输入 

INFO、LOLO、LOW、MEDIUM、HIGH、HIHI 

或  CRITICAL 以定义报警类型的优先级。

其他  cc 模式 让您输入在发生报警时关闭的数字标签的名称。

其他延迟时间 让您输入“确认”“返回”“全部清除”或“从

不”以定义打开数字触点的时间。

其他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输入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间。当

块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时，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输入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对于基于异常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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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禁用此字

段。

死区 让您输入标签在不会重新发出报警的情况下能接

受的最大波动。只要波动在死区范围内，块只发

出报警一次，避免讨厌的报警。一旦报警小于死

区然后超出报警限值，块则生成另一个报警。

有效登陆

在EGU范围内的数字值。

示例

如果报警上限为  80 且死区为  5，则标签在当前值

在  75 和  85 之间波动时不会在此之后重新发出报

警。

常量触点输出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标签以尝试在每次扫描时写入

触点，即使正在写入的值未更改。否则，在值更

改且需要写入  PLC 时，AA  标签仅尝试写入已定

义的触点标签。写入为一次性尝试，因此如果写

入失败，在标签需要写入新值之前不会再次尝试

写入。

注：

有四种模式控制触点的清除  -“确

认”、“返回”、“全部清除”和“从

不”。由于触点模式“从不”不会重置

触点，该触点模式不支持“连续输出”选

项。

阻止  COMM 报警 选择此选项可将原报警条件从  COMM 报警分开，

并将  AA 标签恢复至与  COMM 报警之前相同的状

态。例如，如果在  COMM 报警之前，AA  标签为

活动报警但已经确认，即在通信恢复后应恢复的

状态。

否则，AA  标签每次仅处理一个报警。这样可能

导致  COMM 报警的确认可能在将要写入的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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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  ACK 位，且如果原报警状态已确认，可能

会再次报警。

作为暂停中的事件 选择此选项可以启用事件消息（暂停模式），将

应用抑制行为以禁用报警过程。当标签处于暂停

模式时，报警状态设置为  OK，且报警仅为报警

消息，因为不会显示在报警一览中。报警过程

继续，且每个报警状态转换记录在报警记录程序

中，但不会显示在报警一览中。不会处理报警状

态触点（标签）。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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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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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允许输出 让您配置标签以将输出发送到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标签在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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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自动模式时发送其输出，并根据下限  (EGU)、上

限  (EGU) 和信号调节字段中的输入转换其数据。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平滑 启用标签的第一个顺序数字过滤器以减少来自

传入信号的干扰。标签通过添加来自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的部分之前输

出和部分新输入来过滤传入信号，公式如下：

输出  = (S/16)X1 + ((16-S)/16)X2

其中：

• S是在值一栏中输入的平滑值。

• X1是初始值或之前的输出。

• X2 是来自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的新输

入。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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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AI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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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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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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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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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108

字段 描述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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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启用缩放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缩放。

启用缩放可以使系统将从输入传感器接收的数据

转换为指定的数据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线性缩放和信号条件。如

果选择“线性缩放”，请验证“信号条

件”设置为“无”。

示例

缩放允许将接收的以华氏度为单位的温度数据转

换为使用摄氏度值的输出。

缩放箝位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箝位。

启用箝位后，将标签接收的任何值都限于原始范

围。将标签发送的任何值都限于缩放范围。

注：

除非必要，请勿启用箝位。由于箝位可限

制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因此标签可能会丢

失一些数据。

原始低 让您为标签接收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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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原始高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使用下限/上限 启用标签以将“工程单位”字段中指定的范围用

作输出值。

通常，EGU  值正常反映预期的操作范围，或标签

的“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不过，EGU 

值还指示其它区域（如报警）中的行为。通过允

许将“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设置为  EGU 

值以外的值，可以在生成报警时进一步管理条

件。

注：

如果您将此标签用于图表，请确保选

择“使用  EGU”。选择此选项可以更轻

松地查看图表预期范围内的更改，因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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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表轴将对应预期的范围而不是传感器的整

个范围。较小的图表范围使得值更明显。

比例下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比例上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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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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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报警限值

字段 描述

极低过程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极低值。当标签的值低于此限值

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极低值。

示例

如果25度的温度表示冷水流在冻结，您可以为低

低报警输入30度的值。

低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低过程值。当标签的值低于此限

值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低值。如果您想提供值

接近关键低值的警告，则输入一个稍微高于低低

报警的值。

示例

如果35度的温度表示冰晶体在冷水流中形成，您

可以为低报警输入40度的值。

高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高过程值。当标签的值超过此限

值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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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高值。如果您想提供值

接近关键高值的警告，则输入一个稍微低于高高

报警的值。

示例

如果80度的承受温度表示机器磨损，您可以为高

报警输入75度的值。

极高过程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极高值。当标签的值超过此限值

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极高值。

示例

如果90度的承受温度表示即将抓住，您可以为高

高报警输入85度的值。

变化过快的过程值。 让您输入可接受标签值的最大变化。如果标签的

当前值变化超过一个扫描周期内的指定值，则标

签会生成变化率报警。

有效登陆

每个扫描期间都会检查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

值。输入0以禁用此报警。

示例

若要自上次扫描期间起因为速度驱动器上的波动

超过20 RPM而生成报警，您应当在此字段中输入

20。

死区 让您输入标签在不会重新发出报警的情况下能接

受的最大波动。只要波动在死区范围内，标签就

会发出报警一次，消除滋扰报警。一旦报警小于

死区，然后超出报警限值，标签就会生成另一个

报警。

有效登陆

在EGU范围内的数字值。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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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报警上限为  80 且死区为  5，则标签在当前值

在  75 和  85 之间波动时不会在此之后重新发出报

警。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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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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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允许输出 让您配置标签以将输出发送到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标签在处于

自动模式时发送其输出，并根据下限  (EGU)、上

限  (EGU) 和信号调节字段中的输入转换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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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平滑 启用标签的第一个顺序数字过滤器以减少来自

传入信号的干扰。标签通过添加来自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的部分之前输

出和部分新输入来过滤传入信号，公式如下：

输出  = (S/16)X1 + ((16-S)/16)X2

其中：

• S是在值一栏中输入的平滑值。

• X1是初始值或之前的输出。

• X2 是来自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的新输

入。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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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AO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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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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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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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123

字段 描述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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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启用缩放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缩放。

启用缩放可以使系统将从输入传感器接收的数据

转换为指定的数据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线性缩放和信号条件。如

果选择“线性缩放”，请验证“信号条

件”设置为“无”。

示例

缩放允许将接收的以华氏度为单位的温度数据转

换为使用摄氏度值的输出。

缩放箝位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箝位。

启用箝位后，将标签接收的任何值都限于原始范

围。将标签发送的任何值都限于缩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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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除非必要，请勿启用箝位。由于箝位可限

制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因此标签可能会丢

失一些数据。

原始低 让您为标签接收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原始高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使用下限/上限 启用标签以将“工程单位”字段中指定的范围用

作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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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通常，EGU  值正常反映预期的操作范围，或标签

的“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不过，EGU 

值还指示其它区域（如报警）中的行为。通过允

许将“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设置为  EGU 

值以外的值，可以在生成报警时进一步管理条

件。

注：

如果您将此标签用于图表，请确保选

择“使用  EGU”。选择此选项可以更轻

松地查看图表预期范围内的更改，因为图

表轴将对应预期的范围而不是传感器的整

个范围。较小的图表范围使得值更明显。

比例下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比例上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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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事件 让您为标签启用或禁用事件消息。事件消息与报

警类似，但它无需确认。将事件消息发送到与给

定标签相同的报警目标，但不会在报警一览对象

中出现。

模拟输出、模拟寄存器、数字输出、数字寄存

器、数字输入和文本标签有事件消息功能。

注：

在带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的链中，使用

事件消息要小心。如果扫描时间短，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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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报警文件（磁盘上的或打印出来的）会变

得非常大。我们推荐为基于例外的链、一

次性链和独立的输出块启用事件消息。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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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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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反向输出 让您指定在两次连续输出之间的允许的最大变化

率。

有效登陆

介于下限和上限（EGU）字段之间的值，或使用0

以允许任何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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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初始值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SAC）程序发送给

过程硬件的值。SAC发送它首次读取块的数据。

如果没有定义初始值，SAC在初始化过程中不会

输出值。

有效登陆

介于下限和上限（EGU）字段之间的值。

操作员下限 让您指定标签从其他标签或操作员接受的最低

值。

有效登陆

介于下限和上限（EGU）字段之间的值。如果合

适，您可以为此值使用低限值（EGU）。

操作员上限 让您指定标签从其他标签或操作员接受的最高

值。

有效登陆

介于下限和上限（EGU）字段之间的值。如果合

适，您可以为此值使用高限值（EGU）。

变化率限值 让您指定在两次连续输出之间的允许的最大变化

率。

有效登陆

介于下限和上限（EGU）字段之间的值，或使用0

以允许任何变化量。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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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AR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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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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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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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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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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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启用缩放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缩放。

启用缩放可以使系统将从输入传感器接收的数据

转换为指定的数据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线性缩放和信号条件。如

果选择“线性缩放”，请验证“信号条

件”设置为“无”。

示例

缩放允许将接收的以华氏度为单位的温度数据转

换为使用摄氏度值的输出。

缩放箝位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箝位。

启用箝位后，将标签接收的任何值都限于原始范

围。将标签发送的任何值都限于缩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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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除非必要，请勿启用箝位。由于箝位可限

制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因此标签可能会丢

失一些数据。

原始低 让您为标签接收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原始高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使用下限/上限 启用标签以将“工程单位”字段中指定的范围用

作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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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通常，EGU  值正常反映预期的操作范围，或标签

的“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不过，EGU 

值还指示其它区域（如报警）中的行为。通过允

许将“比例下限”和“比例上限”值设置为  EGU 

值以外的值，可以在生成报警时进一步管理条

件。

注：

如果您将此标签用于图表，请确保选

择“使用  EGU”。选择此选项可以更轻

松地查看图表预期范围内的更改，因为图

表轴将对应预期的范围而不是传感器的整

个范围。较小的图表范围使得值更明显。

比例下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下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比例上限 让您为标签发送的值指定上限。通常，此值对应

接收数据的硬件的规格。此字段仅当未启用“使

用  EGU”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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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对该字段所作的更改直到下一次标签扫描

后才会反映在数据中。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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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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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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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用输出 让您配置标签以将输出发送到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标签在处于

自动模式时发送其输出，并根据下限  (EGU)、上

限  (EGU) 和信号调节字段中的输入转换其数据。

启用事件 让您为标签启用或禁用事件消息。事件消息与报

警类似，但它无需确认。事件消息被发送到与给

定块报警相同的报警目标，但不会在报警一览对

象中出现。

模拟输出、模拟寄存器、数字输出、数字寄存

器、数字输入和文本块有事件消息功能。

注：

在带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的链中，使用

事件消息要小心。如果扫描时间短，您的

报警文件（磁盘上的或打印出来的）会变

得非常大。我们推荐为基于例外的链、一

次性链和独立的输出块启用事件消息。

I/O 地址类型 让您指定块开始地址的数字格式。

有效登陆

十六进制、八进制或十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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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BB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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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I/O 寻址

字段 描述

激活高接触 启用或禁用高触点数据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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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接触驱动程序 让您为块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的驱动器或服务器使块与工厂底

层上的过程硬件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中。

高触点驱动程序  I/O 地址 输入过程硬件中的位置，该位置用于保存此块

的数据和发送输出。在开关控制块中，指定您

想基于“超过以下值时打开”和“低于以下值关

闭”值打开和关闭的数字点的地址。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参考I/O驱动器手册了解关于正常

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详细信息。

警告：

当使用基于例外处理和基于时间处理时，

不要为块指派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的做

法有时候将会导致基于例外处理的块丢失

值。

高接触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任何具体的设备控制寻址格式，块用该

格式与工厂底层上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有效登陆

对于多数过程硬件，这一栏通常保留空白。如果

有需要，请查看I/O驱动器手册以了解适用的硬件

代码。

高接触  - 在此以上打开 让您为高触点值指定最高可接受的模拟值。当模

拟输入超过此值时，高触点I/O地址关闭。

有效登陆

输入根据模拟输入的下限和上限（EGU）代表此

值的数字。

高触点  — 低于以下值时打开 让您为高触点值指定最低可接受的模拟值。当模

拟输入低于此值时，高触点I/O地址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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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根据模拟输入的下限和上限（EGU）代表此值的

数字。

激活低接触 启用或禁用低触点数据字段。

有效登陆

选择复选框以使用低触点数据字段并为第二数字

I/O提供输出。清除此复选框以禁止它们并把您的

模拟输入用作单个数字输出的基础。

低接触驱动程序 让您为块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的驱动器或服务器使块与工厂底

层上的过程硬件通信。

在您可以选择I/O驱动器或OPC服务器之前，您必

须安装它并把它添加到SCU中可用的驱动器。

低接触  I/O 地址 输入过程硬件中的位置，该位置用于保存此块的

数据和发送输出。在开关控制标签中，指定您

想基于“低于以下值时打开”和“超过以下值关

闭”值打开和关闭的数字点的地址。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参考I/O驱动器手册了解关于正常

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详细信息。

警告：

当使用基于例外处理和基于时间处理时，

不要为块指派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的做

法有时候将会导致基于例外处理的块丢失

值。

低接触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任何具体的设备控制寻址格式，块用该

格式与工厂底层上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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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过程硬件，这一栏通常保留空白。如果

有需要，请查看I/O驱动器手册以了解适用的硬件

代码。

低接触  - 在此以上打开 让您为低触点值指定最高可接受的模拟值。当模

拟输入超过此值时，低触点I/O地址打开。

有效登陆

输入根据模拟输入的下限和上限（EGU）代表此

值的数字。

低触点  — 低于以下值时打开 让您为低触点值指定最低可接受的模拟值。当模

拟输入低于此值时，低触点I/O地址关闭。

有效登陆

输入根据模拟输入的下限和上限（EGU）代表此

值的数字。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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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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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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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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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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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触发一次 让您指定激活四个触点数据字段的频率。如果选

择此选项，则开关控制标签仅当状态发生改变时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154

字段 描述

才将开或关命令发送到高和低触点，而非每次执

行标签时发送。如果被清除，复选框则在每个扫

描期间发送命令。

反向输出 反向输出标签的输出值。例如，如果想让I/O驱动

器返回关闭的触点作为逻辑0，打开的触点作为逻

辑1，则单击此复选框。

或者，要将关闭的触点返回为逻辑  1（正常状

况），并将打开的触点返回为逻辑  0，则清除此

复选框。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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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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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字段 描述

输入  A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输入  B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输入  C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输入  D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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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输入  E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输入  F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输入  G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输入  H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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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输出计算 让您指定布尔块等式。如果等式为真，值1被传送

到下一个块。如果等式为假，值  0 被传送到下一

个标签。

有效登陆

使用对应于定义的输入字段的输入字符（A  - H）

编写等式。计算可以多次使用输入的值。

示例

(C+(A+B))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打开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1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关闭，打开。

关闭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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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报警限值

字段 描述

极低过程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极低值。当标签的值低于此限值

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极低值。

示例

如果25度的温度表示冷水流在冻结，您可以为低

低报警输入30度的值。

低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低过程值。当标签的值低于此限

值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低值。如果您想提供值

接近关键低值的警告，则输入一个稍微高于低低

报警的值。

示例

如果35度的温度表示冰晶体在冷水流中形成，您

可以为低报警输入40度的值。

高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高过程值。当标签的值超过此限

值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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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高值。如果您想提供值

接近关键高值的警告，则输入一个稍微低于高高

报警的值。

示例

如果80度的承受温度表示机器磨损，您可以为高

报警输入75度的值。

极高过程值。 让您输入标签的极高值。当标签的值超过此限值

时，标签会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在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极高值。

示例

如果90度的承受温度表示即将抓住，您可以为高

高报警输入85度的值。

变化过快的过程值。 让您输入可接受标签值的最大变化。如果标签的

当前值变化超过一个扫描周期内的指定值，则标

签会生成变化率报警。

有效登陆

每个扫描期间都会检查标签工程单位范围内的

值。输入0以禁用此报警。

示例

若要自上次扫描期间起因为速度驱动器上的波动

超过20 RPM而生成报警，您应当在此字段中输入

20。

死区 让您输入标签在不会重新发出报警的情况下能接

受的最大波动。只要波动在死区范围内，标签就

会发出报警一次，消除滋扰报警。一旦报警小于

死区，然后超出报警限值，标签就会生成另一个

报警。

有效登陆

在EGU范围内的数字值。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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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报警上限为  80 且死区为  5，则标签在当前值

在  75 和  85 之间波动时不会在此之后重新发出报

警。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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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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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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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例外处理 为块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块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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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CA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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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输入

字段 描述

输入  A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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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入  B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有效登陆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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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入  C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有效登陆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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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入  D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有效登陆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入  E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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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入  F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有效登陆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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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入  G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有效登陆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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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入  H 让您指定计算标签的输入。

有效登陆

以下是有效的输入，用于定义含输入条目的等

式：

• 常量（浮点数）。

• 标签名称（表示标签的当前标签值），

包括计算块自身。例如，AI1代表

AI1.F_CV。

注：

如果输入标签名称而不输入字段名称，

则  iFIX 会自动输入  F_CV 作为默认字段名

称。

标签和字段对表示指定字段的值。例

如，PID1.F_TV1  用于访问标签的设置点。

注：

输入字段  A 始终代表上游块的输出（之

前的块）。

示例

要输入统计数据块XBARBAR的值，您需要输入

SD1.F_XBB。注意块和字段名称之间的句号。

输出计算 让您指定计算块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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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使用对应于定义的“输入”一栏的输入字符（A  - 

H）的等式。输入字符可被多次使用。

注：

数学上限溢值（值大于  1038）、下限溢

值（低于  10-37）或除以零会在上游块

中造成计算错误状态。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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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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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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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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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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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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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DA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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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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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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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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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打开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关闭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1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关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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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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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报警类型 让您指定从标签生成报警的条件类型。当报警发

生时，它被发送到“报警区域”一栏中指定的所

有位置。

有效登陆

打开、关闭、状态改变、无

触点标签 让您指定当报警类型区域中指定的报警出现时数

字报警块关闭的数字块的名称。

有效登陆

数字输出或数字输入块，处于手动模式。

触点模式 让您指定何时打开在“触点名称”字段中输入的

数字标签。

有效登陆

确认、返回、全部清除和从不

常量触点输出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标签以尝试在每次扫描时写入

触点，即使正在写入的值未更改。否则，在值更

改且需要写入  PLC 时，DA  标签仅尝试写入已定

义的触点标签。写入为一次性尝试，因此如果写

入失败，在标签需要写入新值之前不会再次尝试

写入。

注：

有四种模式控制触点的清除  -“确

认”、“返回”、“全部清除”和“从

不”。由于触点模式“从不”不会重置

触点，该触点模式不支持“连续输出”选

项。

远程确认标签 让您指定标签和字段名称对以用于从远程站点进

行报警确认。当标签和字段名称对的值从零变为

大于零的值时，数字报警标签确认报警。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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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使用  tag.field 格式的任何浮点块和字段名称对。

注：

当数字报警标签使用基于例外的处理时，

从操作员显示屏确认报警将立即触发处理

块。使用“确认标签”字段确认报警不会

触发  SAC 处理数字报警标签。

报警暂停标签 通过定义标签和字段名称对来控制此标签的报警

处理以提供智能报警。当标签和字段名称对的值

为零时，数字报警标签处理报警。当标签和字段

名称对的值不为零时，无论是正数还是负数，数

字报警标签都会暂停报警并为启用的报警目标生

成暂停消息。

有效登陆

采用  tag.field 格式的任何浮点标签和字段名称对 

(F_CV)。

注：

如果您为多个数字报警块指定相同的块和

字段名称对，则您可以暂缓一个或多个报

警区域中的报警。这是个可选特性。

延迟时间 让您指定数字报警标签在生成报警之前等待的时

间。如果报警状况持续时间超过指定的延迟时

间，则标签生成报警。

有效登陆

对于基于时间处理，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使用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

对于基于异常的处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样将禁用任何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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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在“延迟时间”一栏中的值不会应用

到“状态改变  (COS)”报警。

重复报警时间 让您指定数字报警标签在重新发出报警之前等待

的时间间隔。如果在指定的时间报警状况仍然存

在，则标签重新发出报警。与此报警类型相关的

任何触点都被关闭。

有效登陆

对于基于时间处理，在  00:00:00:00 到 

03:00:00:00 范围内以  dd:hh:mm:ss 格式使用

天、小时、分钟和秒时间。

对于基于异常的处理，请保留默认条目 

00:00:00:00。这样将禁用任何延迟。

阻止  COMM 报警 选择此选项可将原报警条件从  COMM 报警分开，

并将  DA 标签恢复至与  COMM 报警之前相同的状

态。例如，如果在  COMM 报警之前，DA  标签为

活动报警但已经确认，即在通信恢复后应恢复的

状态。

否则，DA  标签每次仅处理一个报警。这样可能

导致  COMM 报警的确认可能在将要写入的  PLC 

中产生  ACK 位，且如果原报警状态已确认，可能

会再次报警。

作为暂停中的事件 选择此选项可以启用事件消息（暂停模式），将

应用抑制行为以禁用报警过程。当标签处于暂停

模式时，报警状态设置为  OK，且报警仅为报警

消息，因为不会显示在报警一览中。报警过程

继续，且每个报警状态转换记录在报警记录程序

中，但不会显示在报警一览中。不会处理报警状

态触点（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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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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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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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允许输出 让您配置标签以将输出发送到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标签在处于

自动模式时发送其输出，并根据下限  (EGU)、上

限  (EGU) 和信号调节字段中的输入转换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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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输出 反向输出标签的输出值，以便如果标签的值为 

0，则输出  1。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并发送  0 以关闭

联系和发送  1 打开联系。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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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DC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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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编程语句

字段 描述

步骤  0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1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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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步骤  2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3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4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5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6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7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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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9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步骤  10 命令 显示每个设备控制块的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12个编程语句，每个语句最多

包含34个字母数字字符。

IO 寻址

字段 描述

输入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您可以选择I/O驱动器或OPC服务器之前，您必

须安装它并把它添加到SCU中可用的驱动器。

输入地址  1 到  16 让您指定设备控制块监视的数字输入点的地址。

有效登陆

最多  16 个硬件输入位用于输入地址。如有必要，

请参阅  OPC 服务器、OPC  UA 服务器或  I/O 驱动

程序手册以了解有关指定  I/O 地址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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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所有输入地址必须有相同的硬件选项，

所有输出地址必须有相同的硬件选项。

但是，输入和输出硬件选项不需要是相同

的。

输入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任何具体的设备控制寻址格式，块用该

格式与工厂底层上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有效登陆

对于多数过程硬件，这一栏通常保留空白。如有

必要，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手册以了解适用的硬件代码。

输出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

或  OPC 服务器。选定的驱动器或服务器使块与工

厂底层上的过程硬件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或  OPC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中。

输出地址  1 至  8 让您指定设备控制块监视的数字输出点的地址。

有效登陆

最多  8 个硬件输出位用于输出地址。如有必要，

请参阅  OPC 服务器、OPC  UA 服务器或  I/O 驱动

程序手册以了解有关指定  I/O 地址的更多信息。

注：

所有输入地址必须有相同的硬件选项，

所有输出地址必须有相同的硬件选项。

但是，输入和输出硬件选项不需要是相同

的。

输出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标签用于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

信的任何特定设备控制寻址格式。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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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对于多数过程硬件，这一栏通常保留空白。如有

必要，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手册以了解适用的硬件代码。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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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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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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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初始值 当首先启动扫描、报警和控制（SAC）程序时，

控制硬件上数字点的状态。

有效登陆

有效的联系人式样。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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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在初始值字段中典型的联系人式样输入如下例：

OOCCXXXX

此输入将在07和06输出地址字段中编址的数字点

指向输出，05和04字段指向关闭，03和00字段保

留在它们的当前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块以

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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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DI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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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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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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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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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打开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关闭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1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关闭，打开。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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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启用事件 让您为标签启用或禁用事件消息。事件消息与报

警类似，但它无需确认。将事件消息发送到与给

定标签相同的报警目标，但不会在报警一览对象

中出现。

模拟输出、模拟寄存器、数字输出、数字寄存

器、数字输入和文本块有事件消息功能。

注：

在带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的链中，使用

事件消息要小心。如果扫描时间短，您的

报警文件（磁盘上的或打印出来的）会变

得非常大。我们推荐为基于例外的链、一

次性链和独立的输出块启用事件消息。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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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报警类型 让您指定从标签生成报警的条件类型。当报警发

生时，它被发送到“报警区域”一栏中指定的所

有位置。

有效登陆

打开、关闭、状态改变、无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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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210

字段 描述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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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允许输出 让您配置标签以将输出发送到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标签在处于

自动模式时发送其输出，并根据下限  (EGU)、上

限  (EGU) 和信号调节字段中的输入转换其数据。

反向输出 反向输出标签的输出值，以便如果标签的值为 

0，则输出  1。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并发送  0 以关闭

联系和发送  1 打开联系。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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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DO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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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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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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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打开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关闭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1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关闭，打开。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事件 让您为标签启用或禁用事件消息。事件消息与报

警类似，但它无需确认。将事件消息发送到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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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定标签相同的报警目标，但不会在报警一览对象

中出现。

模拟输出、模拟寄存器、数字输出、数字寄存

器、数字输入和文本标签有事件消息功能。

注：

在带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的链中，使用

事件消息要小心。如果扫描时间短，您的

报警文件（磁盘上的或打印出来的）会变

得非常大。我们推荐为基于例外的链、一

次性链和独立的输出块启用事件消息。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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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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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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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反向输出 反向输出标签的输出值，以便如果标签的值为 

0，则输出  1。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并发送  0 以关闭

联系和发送  1 打开联系。

差异写入 仅当值与当前值不同时才写入值。

初始值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第一次处

理标签时发送到过程硬件的值。如果没有定义初

始值，SAC在初始化过程中不会输出值。

有效登陆

介于下限和上限（EGU）字段之间的值。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220

字段 描述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DR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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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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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打开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0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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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打开，关闭

关闭标签 让您为由标签收到的逻辑  1 值输入描述性标签。

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  iFIX工作台中输入此标

签，以帮助操作员向联系人解释值。

有效登陆

最多为16个字符的标签。

示例

关闭，打开。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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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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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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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允许输出 让您配置标签以将输出发送到  I/O 驱动程

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标签在处于

自动模式时发送其输出，并根据下限  (EGU)、上

限  (EGU) 和信号调节字段中的输入转换其数据。

反向输出 反向输出标签的输出值，以便如果标签的值为 

0，则输出  1。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并发送  0 以关闭

联系和发送  1 打开联系。

启用事件 让您为标签启用或禁用事件消息。事件消息与报

警类似，但它无需确认。将事件消息发送到与给

定标签相同的报警目标，但不会在报警一览对象

中出现。

模拟输出、模拟寄存器、数字输出、数字寄存

器、数字输入和文本块有事件消息功能。

注：

在带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的链中，使用

事件消息要小心。如果扫描时间短，您的

报警文件（磁盘上的或打印出来的）会变

得非常大。我们推荐为基于例外的链、一

次性链和独立的输出标签启用事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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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I/O 地址类型 让您输入I/O地址字段使用的基础数字系统。

有效登陆

十进制、十六进制或八进制。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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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DT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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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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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231

字段 描述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232

字段 描述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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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延时 让您以秒为单位指定在将上游标签的值传送到链

中下一个标签之前的延迟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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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有效值为从  1 至  59 * scan_time，最长可达  255 

秒，其中  scan_time 为上游块的扫描时间。

示例

假设有链接到死区时间标签的模拟输入标签。如

果模拟输入的扫描时间是2秒，您可以输入1到

118秒之间的延时。

您可通过更改上游块的扫描时间或将多个延时块

串联在一起来延长延时。例如，使用上例，如果

您把模拟量输入块的扫描时间更改为10秒，您可

以输入1到255秒之间的延时。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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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ETR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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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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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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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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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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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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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缓冲区清除状态 让您在每次块启动扫描时清除块的数据缓冲。

有效登陆

选择此复选框清除数据缓冲。清除它以禁止这个

特性。

输入标记 让您指定扩展趋势标签存储的标签和字段的名

称。如果这个块保留空白，扩展趋势块保存上游

块传递的值。

有效登陆

使用  tag.field (F_CV) 格式的块和字段名称对。

注：

要链接扩展趋势块，请输入扩展趋势标签

的名称和字段  F_INP。

平均压缩 让您指定通过采集输入字段的样本数量、取平均

值、在趋势历史中保存多达600个平均值而存储

在趋势历史中的数据数量。

有效登陆

从1到255的值，代表要采集的样本数量。

示例

如果扫描时间为  10 秒且输入  5 作为平均压缩，

则扩展趋势标签创建  5 个样本的  600 个平均值的

趋势历史。实际上，标签现在代表  3000 个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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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5  x 600）或  500 分钟（30,000  秒）的趋

势历史。

注：

使用此字段不影响或延迟“下一标签”字

段传递到下游标签的值。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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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EV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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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事件定义

字段 描述

如果条件  1 让您基于上一个标签上测试表达式控制  THEN 

或  ELSE 操作的执行。如果上一个标签满足逻辑 

TRUE 的条件，则执行  THEN 操作；否则，执行 

ELSE 操作。

注：

命令已锁存。这意味着标签会记住上次操

作，并且仅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才执行新操

作。

有效登陆

使用以下格式的表达式：

值或报警运算符条件

示例

值  =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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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每个  IF 字段，您可以使用一个值或一

个报警。当输入IF语句时，在值/报警、

运算符和条件输入之间保留一个空格。

然后 让您指定当IF字段中的测试表达式为真时发生的

操作。此操作只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执行。

有效登陆

使用以下格式的表达式：

命令标签

示例

RUN PROG1

注：

您必须输入现有标签的名称。iFIX  不会通

知您指定标签不存在，直到事件操作块启

动扫描。如果您指定一个不存在的标签，

则会向节点的所有活动报警目标发送报

警。

Else 让您指定当IF字段中的测试表达式为假时发生的

操作。此操作只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执行。

有效登陆

使用以下格式的表达式：

命令标签

示例

CLOSE DO3

注：

您必须输入现有标签的名称。iFIX  不会通

知您指定标签不存在，直到事件操作块启

动扫描。如果您指定一个不存在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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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向节点的所有活动报警目标发送报

警。

如果条件  2 让您基于上一个标签上测试表达式控制  THEN 或 

ELSE 操作的执行。如果之前的块满足逻辑假的

条件，则执行THEN操作；否则，则执行ELSE操

作。

注：

命令已锁存。这意味着标签会记住上次操

作，并且仅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才执行新操

作。

有效登陆

使用以下格式的表达式：

值或报警运算符条件

示例

值  = 83.2

注：

在每个  IF 字段，您可以使用一个值或一

个报警。当输入IF语句时，在值/报警、

运算符和条件输入之间保留一个空格。

然后 让您指定当IF字段中的测试表达式为真时发生的

操作。此操作只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执行。

有效登陆

使用以下格式的表达式：

命令标签

示例

RUN PRO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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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您必须输入现有标签的名称。iFIX  不会通

知您指定块不存在，直到事件操作块启动

扫描。如果您指定不存在的块，一个报警

将被发送到节点的所有激活的报警目标。

Else 让您指定当IF字段中的测试表达式为假时发生的

操作。此操作只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执行。

有效登陆

使用以下格式的表达式：

命令标签

示例

CLOSE DO3

注：

您必须输入现有标签的名称。iFIX  不会通

知您指定标签不存在，直到事件操作块启

动扫描。如果您指定一个不存在的标签，

则会向节点的所有活动报警目标发送报

警。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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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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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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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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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FN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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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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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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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255

字段 描述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输出区域  A、B、C、D 让您指定扇出标签的目标。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自动附加  F_CV）或使用  tag.field 格式

的特定标签和字段名称对。

示例

要将扇出标签的值发送到  PID 标签的设置点值

字段和梯度变化标签的目标字段，您需要在“目

标”字段中键入  PID1.F_TV1 和  RM1.F_T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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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提示：

已发送到次要标签的值不会使该标签启动

扫描。确保目标标签的上游主要标签启动

扫描。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257

字段 描述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HS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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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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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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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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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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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自动清除状态 让您指定直方图标签清除直方图图表的时间。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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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启用此复选框，则每次上游标签启动扫描时

标签会清除显示。如果链停止扫描后有恢复启动

扫描，直方图则不会显示，直至块根据组字段值

生成新的值。

如果禁用此复选框，则将保留旧值，即使上游标

签停止扫描。如果链停止扫描后又启动扫描，旧

的值会被显示。但是，仅达到当组值时才发生这

个情况。

间隔 让您指定棒状图表中每个列代表的值的范围。

有效登陆

在EGU范围内的数字。

提示：

在输入间隔值之前输入下限和上限 

(EGU)。如果您先输入间隔值，则标签会

在您输入下限和上限时自动重新调整间隔

值。

组大小 让您指定：

• 直方图  更新相关联图表的频率。标签将组

值乘以链的扫描时间来计算更新周期。例

如，如果输入组值  10 且每隔  5 秒扫描一

次模拟输入标签，则直方图每隔  50 秒更新

一次。

• 直方图上显示的发生次数和显示栏的最大

高度。

注：

一些输入读数可能超出直方图标签的工程

单位范围。当出现这个情况时，直方图寄

存这些读数但不显示它们。在指定组限值

期间，直方图只显示在指定工程单位范围

内的那些入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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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从1到1000之间的秒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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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LL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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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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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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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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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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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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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刻度因子 让您指定修改超前滞后曲线的缩放因子。常量可

在执行计算之前应用到输入。

有效登陆

从-100.00到+100.00之间的值。输入1以禁用此

功能。

提前时间常量 让您指定提前时间常量。

有效登陆

从0.00到+100.00分钟之间的值。输入0以禁用此

功能。

在计算中，iFIX  负责链的扫描时间。此扫描时间

控制输入改变引起的偏移大小。偏移根据滞后常

量延迟。

滞后时间常量 让您指定控制标签输出接近输入的速率的滞后时

间常量。大的滞后时间改变输出会非常缓慢，提

前时间除外，小的滞后时间跟踪输入更紧密些。

有效登陆

从0.00到+100.00分钟之间的值。如果不想使用任

何滞后时间，则输入0。

注：

如果滞后时间和提前时间相等，它们可以

互相取消，因为提前时间的计算与滞后相

反。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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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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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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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寻址

字段 描述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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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启用驱动程序  1 至  2 让您启用或禁用第二个或第三个数字输入值。

注：

如果选择了复选框，则为相应字段中的该

特定驱动器输入驱动器名称、I/O 地址和

任何选项。

驱动程序  1 至  2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

或  OPC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签

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或  OPC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中。

I/O 地址  1 至  2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

送输出的位置。在开关控制标签中，指定您想

基于“超过以下值时打开”和“低于以下值关

闭”值打开和关闭的数字点的地址。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参考I/O驱动器手册了解关于正常

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详细信息。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

要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的做

法有时候将会导致基于例外处理的块丢失

值。

H/W 选项  1 至  2 让您选择标签用于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

信的任何特定设备控制寻址格式。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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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对于多数过程硬件，这一栏通常保留空白。如果

有需要，请查看I/O驱动器手册以了解适用的硬件

代码。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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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状态

字段 描述

启用报警  0 至  7 为8个可能的原始值分别启用或禁用报警。如果

标签进入勾选报警列的任一状态，则标签会生成 

CFN（从正常状态改变）报警。

注：

仅在报警状态和无报警状态之间转变时，

多状态数字输入标签才会生成报警。在

不同报警状态之间的转变不会生成新的报

警。

值  0 (000)

值  1 (001)

值  2 (010)

值  3 (011)

值  4 (100)

值  5 (101)

值  6 (110)

值  7 (111)

让您为8个可能的原始值各输入一个描述性标签。

有效登陆

最多可以用9个字母数字字符。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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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重复报警 启用或禁用标签的重复报警状态。

有效登陆

选择重新报警复选框以在报警状态发生改变时生

成新的报警消息。如果您不想在报警状态发生改

变时生成新的报警消息，则清除此复选框。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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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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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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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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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PA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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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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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定义

字段 描述

输入  1 至  8 标识符 识别对应输入的任何两个字符的字母数字ID。用

于输入的从1到8的默认ID是A到H。

输入  1 至  8 标签 输入可以是任何接受模拟值的主要或次要标签

（例如，模拟输入或累加器标签）或该字段中的

操作员输入。

要配置帕雷托标签以从其他标签接受值，请

在输入列中输入标签和字段名称对（例如 

AI1.F_CV）。如果输入停止扫描，帕雷托块把输

入的值处理为零。

您也可以配置帕雷托块以使用大于或等于零的数

字常量。帕雷托块把负数处理为零。

输入  1 至  8 描述符 每个帕雷托块输入最多可以用30个字母数字字

符。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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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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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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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Display Format 让您指定操作员显示屏中小数点右边的小数点位

数。

有效登陆

从0到6之间的任何数字。

注：

在  iFIX 工作台中，“显示”字段最多可

以包含  15 个字符，包括小数点左右两边

的数字

。

排序顺序 让您指定输入值在操作员显示屏上的出现顺序。

操作员可通过显示A_Sort字段的数据链接来更改

排列顺序。

有效登陆

降序、升序或无排序。默认情况下是降序。数据

库管理器按如下方式对数据进行排序：

• 1 特殊字符（如标点符号）按  ASCII 值。

• 2 数字按数值大小。

• 3 字母按字母顺序。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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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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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290

PG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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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语句

字段 描述

PGM 声明  0 至  19 让您为程序标签输入命令和参数。使用浏览

（...）按钮从有效的命令列表中选择。

有效登陆

列表框可包含最多20个编程语句，在长度上，每

个语句最多包含44个字母数字字符。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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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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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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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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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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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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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PID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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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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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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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EGU 标签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输出下限 显示  PID 块的输出下限。

有效登陆

受控变量（模拟输出或另一个  PID 块）可以拥有

的最低值应在下限字段中指定。

此输入可能与  PID 块的下限不同。此外，您的  I/

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或  OPC 服务器可能

会对工程单位范围施加某些限制。如有必要，请

参阅  I/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或  OPC 服务

器手册以了解更多信息。

输出上限 显示  PID 块的输出上限。

有效登陆

受控变量（模拟输出或另一个  PID 块）可以拥有

的最高值应在上限字段中指定。

此输入可能与  PID 块的上限不同。此外，您的  I/

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或  OPC 服务器可能

会对工程单位范围施加某些限制。如有必要，请

参阅  I/O 驱动程序、OPC  UA 服务器或  OPC 服务

器手册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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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输出  EGU 标签 在“单位”字段中为这些限值输入标签，如  PCT 

或  DEG。

调整常量和算法

字段 描述

比例范围 让您输入调整常量，等于比例增益乘以100%的相

反值。

有效登陆

从1.00到10,000.00%的值。此值是在整个范围驱

动控制器的输出的输入偏差范围。控制器输出的

改变与比例范围成反比。

整数时间 让您输入一个整数时间常量。

有效登陆

从每重复一次0.000到+99.000分钟之间的值。

对于大容量控制系统，重置调整参数在PID输出中

提供临时改变，即使偏差小而偏差率快。当变化

率测量变得稳定时，在PID算法中，重置在内部被

调整为零（0）。减少重置时间趋向于最小化设定

点超过目标的几率，但它将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

到设定点。

注：

如果您将重置调整参数应用到小容量过程

循环，PID  输出中的振动会出现，对过程

控制设备造成损害。

偏差时间 让您输入偏差时间常量，以分钟/重复为测量单

位。

有效登陆

从0到20分钟之间的值。以小数输入小于分钟的

值。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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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输入值0.25（分钟）代表15秒的速度。标签内部

自动调节以说明循环的扫描周期。

提示：

速度值提供后推以快速更改控制器输出。

通常此值介于  0 到  1 之间。这可帮助最

小化过冲和稳定循环。较高的值会造成循

环不稳定。

Alpha 比率因数 让您为算法调节指定偏差模式过滤器。此值指定

应用到运算法则的偏差过滤量。Alpha值执行输

出信号偏差部分的过滤，是第一顺序之后项目。

有效登陆

值的范围为  0.0 到  0.125。默认值  0.0 禁用此功

能。

Beta 比率因数 让您为算法调节指定比例操作常量。此值用作比

例项目的乘数。

有效登陆

值的范围为  0.0 到  1.0。默认值  1.0 提供正常比例

操作。值0.0则禁用此功能。

Gamma 重置因素 让您为算法调节指定偏差操作常量。此值指定算

法的偏差元素的操作。因此，在这一栏中的值可

以限制算法中执行的偏差操作量。

有效登陆

值的范围为  0.0 到  1.0。默认值  1.0 提供正常导数

操作。值0.0则禁用此功能。

设定点限制和选项

字段 描述

死区值 让您输入标签在不会重新发出报警的情况下能接

受的最大波动。只要波动在死区范围内，标签就

会发出报警一次，消除滋扰报警。一旦报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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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死区，然后超出报警限值，标签就会生成另一个

报警。

有效登陆

在EGU范围内的数字值。

示例

如果报警上限为  80 且死区为  5，则标签在当前值

在  75 和  85 之间波动时不会在此之后重新发出报

警。

偏差值 如果设定点值和测量值（模拟输入标签）之间的

差别大于此字段中的输入，则生成报警。偏差是

设定点值和过程变量之间的差别：

偏差  = 设定点值  - 过程变量

有效登陆

合适的数值，使用工程单位。使用0以禁用偏差报

警。

间隔动作 通过在PID算法的更新中提供死区来补偿控制器错

误。如果与设定点值的偏差在此死区内，则间隙

操作值可阻止  PID 标签向过程发送调整。

有效登陆

输入代表死区范围的值。如果更改在此范围内，

偏差则被设为0（零）。

低设定点梯度 让您为PID设定点指定最低可接受值。设定点的任

何更改必须在下限和上限以内。除了由操作员输

入的设定点的值，此限制还适用于从层叠、梯度

和其它控制循环策略衍生的设定点。

有效登陆

设定点的最小值。

高设定点梯度 让您为PID设定点指定最高可接受值。设定点的任

何更改必须在高和低限值以内。除了由操作员输

入的设定点的值，此限制还适用于从层叠、梯度

和其它控制循环策略衍生的设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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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设定点的最大值。

设定点标签 让您指定受控变量的理想值。

有效登陆

空白（让操作员从数据链接输入固定值，此设定

点是本地设定点）或使用  tag.field 格式的模拟输

入标签。(F_CV).通过从模拟输入标签控制设定

点，PID  块通过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检

索当前值。此设定点称为远程设定点。

当设定点通过数据链接显示时（使用  TV1 字

段），它在设定点值右边显示  L 或  R 以指示本地

或远程设定点。

此外，设定点值一栏中的条目在保存和重新载入

时生效，即使操作员手动更改值。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05

字段 描述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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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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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反向输出 反向输出标签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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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转换状态 让您控制  PID 标签在自动和手动模式之间转换期

间的反应方式。

有效登陆

• 跟踪  – 当标签处于手动模式时，跟踪输出

的位置。当转换回自动模式时，PID  标签

使用当前和之前的错误项计算输出。

• 平衡  – 当  PID 标签从手动模式转变为自动

模式时，启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

序提供顺利的转换。通过平衡设定点使之

等于过程测量值，将错误从过程中移除。

• 无  – 禁用转换选项，此为默认选择。

反馈标签名 让您控制  PID 标签在自动和手动模式之间转换期

间的反应方式。

有效登陆

• 跟踪  – 当标签处于手动模式时，跟踪输出

的位置。当转换回自动模式时，PID  标签

使用当前和之前的错误项计算输出。

• 平衡  – 当  PID 标签从手动模式转变为自动

模式时，启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

序提供顺利的转换。通过平衡设定点使之

等于过程测量值，将错误从过程中移除。

• 无  – 禁用转换选项，此为默认选择。

偏差时间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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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RB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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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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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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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比率值 将上游块的值乘以一个常量。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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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您想乘以入站信号的常量。默认值是  1。

偏差值 让您为比例偏差等式指定偏差常量。偏差使值可

以被调节+/-工程单位跨度的一半。

有效登陆

数字常量或使用  tag.field 格式的标签和字段名称

对代表您要添加到入站信号的值。

注：

偏差常量的范围是工程单位范围的函数。

因此，如果您想让偏差使用与入站信号相

同的  EGU 范围，请将上游块的EGU 范围

输入比率偏差的  EGU 字段中。

偏移值 让您指定要从上游标签的入站信号减去的值。

有效登陆

数字常量或使用  tag.field 格式的标签和字段名称

对。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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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15

字段 描述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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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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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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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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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20

字段 描述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操作员下限 让您指定从程序标签中的  SETTARG 命令或从操

作员输入到数据链接中接受的最低操作目标值。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21

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介于低和高EGU字段之间的值。如果合适，您可

以为此值使用低EGU。

操作员上限 让您指定从程序标签中的  SETTARG 命令或从操

作员输入到数据链接中接受的最高操作目标值。

有效登陆

介于低和高EGU字段之间的值。如果合适，您可

以为此值使用高EGU。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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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坡度定义

字段 描述

目标值  1 让您指定标签要达到的值。

有效登陆

值或标签和字段名称（使用另一个块的当前

值）。

注：

您可以使用程序标签来设定梯度标签

的目标值。SETTARG设定首个目标值

的值，SETTARG2设定第二个目标值的

值，SETTARG3设定第三个目标值的值。

如果目标值超出梯度标签的  EGU 范围，

则  iFIX 将值限制在块的操作员下限和上

限。

梯度变化速率  1 让您指定修改当前值直至到达每个阶段的目标值

的增量。

有效登陆

基于小时的值。使用0.00以避免执行梯度阶段。

示例

要使用每秒1度的速率，请输入3600，每小时

3600度。梯度速率的精确度或小数点位数与低和

高EGU范围相同。

保持时间  1 让您指定梯度标签在达到目标值后和继续到下一

个阶段之前等待的时间。

有效登陆

基于小时的值。默认保持时间为  0.000。最大保

持时间为  1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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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示例

要等待一小时，请输入1.000。

注：

您可以使用程序标签来设定梯度块的保

持时间。SETTIME设定第一阶段的梯度

时间，SETTIME2设定第二阶段的梯度时

间。

目标值  2 让您指定标签要达到的值。

有效登陆

值或标签和字段名称（使用另一个块的当前

值）。

注：

您可以使用程序标签来设定梯度标签

的目标值。SETTARG设定首个目标值

的值，SETTARG2设定第二个目标值的

值，SETTARG3设定第三个目标值的值。

如果目标值超出梯度标签的  EGU 范围，

则  iFIX 将值限制在块的操作员下限和上

限。

梯度变化速率  2 让您指定修改当前值直至到达每个阶段的目标值

的增量。

有效登陆

基于小时的值。使用0.00以避免执行梯度阶段。

示例

要使用每秒1度的速率，请输入3600，每小时

3600度。梯度速率的精确度或小数点位数与低和

高EGU范围相同。

保持时间  2 让您指定梯度标签在达到目标值后和继续到下一

个阶段之前等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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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基于小时的值。默认保持时间为  0.000。最大保

持时间为  1000 小时。

示例

要等待一小时，请输入1.000。

注：

您可以使用程序标签来设定梯度块的保

持时间。SETTIME设定第一阶段的梯度

时间，SETTIME2设定第二阶段的梯度时

间。

目标值  3 让您指定标签要达到的值。

有效登陆

值或块和字段名称（使用另一个标签的当前

值）。

注：

您可以使用程序标签来设定梯度标签

的目标值。SETTARG设定首个目标值

的值，SETTARG2设定第二个目标值的

值，SETTARG3设定第三个目标值的值。

如果目标值超出梯度标签的  EGU 范围，

则  iFIX 将值限制在块的操作员下限和上

限。

梯度变化速率  3 让您指定修改当前值直至到达每个阶段的目标值

的增量。

有效登陆

基于小时的值。使用0.00以避免执行梯度阶段。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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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要使用每秒1度的速率，请输入3600，每小时

3600度。梯度速率的精确度或小数点位数与低和

高EGU范围相同。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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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27

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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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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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SC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30

字段 描述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SC 规格和常量

字段 描述

添加到块 让您将统计控制块的调整值传递到指定标签。标

签可以将此调整值添加到：

• 模拟输出块的当前值。

• PID块的目标值。

• 梯度块的目标值。

有效登陆

使用  tag.field 格式的标签和字段名称对。

重新计算状态 在调整值且延迟时间到期后重新计算上游统计数

据标签的控制上限和下限值。

有效登陆

选择复选框以重新计算限值。清除复选框以维持

之前设置的控制限值。

报警抑制 抑制生成报警，直到统计数据标签处理一组新

组。

有效登陆

选择复选框以禁止报警。清除复选框以生成报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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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跟踪消息 每次标签调整值时将消息发送到统计控制块的活

动报警目标。

有效登陆

选择复选框以发送消息。清除复选框以禁止消

息。

显示计算调整值 让您在  iFIX工作台中显示最新计算的调整值。

有效登陆

选择此复选框以显示通过数据链接的调整值，

使用块.A_CV作为输入。清除复选框以阻止此显

示。

注：

启用“显示计算”选项可让您在画面中

显示计算的调整值。您可以使用这些值来

更精确地调整常量。如果您只想看到块发

送到它下游块的值，则在数据链接中使用

A_SENT。

斜率常数 将在上游统计数据标签中找到的绘制的  XBAR 值

的斜率乘以指定的值。斜率常数是浮点缩放因

子。

有效登陆

介于-99,999.0和900,000.0之间的数值。

偏差常量 将XBARBAR的XBAR值的平均偏差乘以指定值。

偏差常量是浮点缩放因子。

有效登陆

合适的浮点值。

延迟时间 让您指定统计控制标签睡眠状态的时间长度。此

期间使过程在接收到调节值后安定。在此期间，

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禁止上游统计数据

标签中的报警，统计控制标签不做进一步调整。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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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介于1和32767秒之间的时间。

提示：

让上游块读取至少一整套数据组的时间。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33

字段 描述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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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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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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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SD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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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限制和缩放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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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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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扫描限定符 让您指定控制统计数据块何时对“输入标签”段

中指定的块进行采样的数字标签。当数字标签从

打开转变为关闭时，统计数据标签对输入标签进

行采样。

有效登陆

带有返回1或0的F_CV字段的块的名称。

输入源 让您指定统计数据标签的输入源。

有效登陆

• 模拟报警、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或计算标

签的名称。

• 空白，表示操作员的输入或来自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的输入。

组 让您指定统计数据标签的输入源。

有效登陆

模拟报警、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或计算标签的名

称。

空白，表示操作员的输入或来自简单数据库访问

程序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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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观察/组 让您指定统计数据标签对每组进行观察的次数。

有效登陆

从1到25之间的值。

注：

您可以通过  iFIX 工作台中的数据链接更

改“观察数/组”一栏。进行更改后，关

闭统计数据标签扫描，然后打开扫描以使

用新值重新启动。

等待时间 让您指定统计数据标签在一组的最后一次观察和

下一组的第一次观察之间暂停的时间（以秒为单

位）。

有效登陆

从0到32767秒之间的数值。

注：

等待时间仅适用于标签处于自动模式。

CTL 限值计算模式 让您指定控制、警告的计算模式和XBAR、S和R

图表的规格限值。

有效登陆

• 启动  – 指示标签在启动后不要重新计算 

XBAR、R  和  S 图表的限值。此选项为默认

选择。操作员可以通过工作台中的数据链

接随时更改这些限值。

• 始终  – 让标签基于移动平均值更新限值。

一旦组被更新，块取代操作员的输入。

• 从不  – 让标签基于默认值计算  XBAR、R 

和  S 图表的限值。操作员可以在启动前或

启动后随时输入值。块不会取代这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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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如果您选择手动输入限值，请检验值是否

非常接近块将计算的那些值。否则，统计

报警和控制图表的有效性会有问题。

XBB 计算模式 指定XBARBAR、SBAR和RBAR值的计算模式。

有效登陆

• 启动  – 指示标签在启动后不要重新计算报

警限值、XBARBAR、RBAR  和  SBAR 值。

此选项为默认选择。操作员可以通过工作

台中的数据链接随时更改这些限值。

• 始终  – 让标签基于移动平均值更新报警限

值。一旦组被更新，标签取代操作员的输

入。

• 从不  – 让标签基于默认值计算报警限

值、XBAR、R  和  S 值。操作员可以在启动

前或启动后随时输入值。标签不会取代这

些值。

注：

如果您选择手动输入限值，请检验值是否

非常接近块将计算的那些值。否则，统计

报警和控制图表的有效性会有问题。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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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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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XBAR 上的  N 点控制限值报警 当指定组数的  XBAR 值超出控制限值（+  3 西格

玛）时生成报警。

控制限值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XBAR 上的  N 点警告限值报警 当指定连续组数的  XBAR 值超出控制警告限值

（控制警告限值是高或低控制限值的  2/3，为  + 2 

西格玛）时生成报警。

警告限值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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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XBAR 上  N 点规格限值 当指定的组数超出控制限值时生成报警。当指定

的组数超出控制限值时生成报警。

规格限值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RBAR 上  N 点报警 当指定组数的范围超出标准偏差控制限值时生成

报警。

RBAR 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SBAR 上  N 点报警 当指定组数超出标准偏差控制限值时生成报警。

SBAR 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运行趋势报警 当指定组数超出标准偏差控制限值时生成报警。

趋势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运行长度报警 当指定数量的连续组高于或低于  XBARBAR 时生

成报警。

长度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XBAR 上运行的  N 关键点 当统计数据块观察到小于一系列观察平均取得的

交叉指定数量时生成报警。

临界状态运行报警组数 在启用组列中输入适当的组数，以便标签可以向

其报警区域发送报警。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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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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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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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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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SQD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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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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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定义

字段 描述

标签  1 至  20 最多输入  20 个标签和字段名称对，用于存储来

自关系数据库或  iFIX 过程数据库的数据。根据 

Tag.Field 方向（输入或输出），SQL  系统任务读

取标签和字段的值并将其写入关系数据库，或从

关系数据库读取选定值并将其写入指定的标签和

字段。

字段输入可以是任何  ASCII (A_) 或可用于标签的

浮点  (F_) 字段。此外，您也可以使用SQL关键

字。

方向  1 至  20 最多为  20 个标签和字段名称对确定过程数据库

和关系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传输方向。有效的输入

是：

• SQL关键字、In（从关系型数据库接收数

据）或Out（将数据发送到关系型数据

库）。

• 一个SQL命令可以使用两个方向。

注：

多数  SQL 命令删除、选择、更新或插入

关系型数据库中的值。当从关系数据库选

择值时，标签将每个数据点的“方向”字

段的值设置为“输入”。插入或更新行

时，或在带有“where”子句的  SELECT 

命令中，标签将过程数据值发送到关系数

据库。在这些情况下，标签将每个数据点

的“方向”字段的值设置为“输出”。

重置状态标签  1 至  20 让您在每次执行  SQL 触发器和数据标签链时清除

过程数据库中的数字或文本数据。每次执行  SQL 

触发器标签时，此字段提供对监视  SQL 数据标签

检索的实际数据的更好控制。有效的输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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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阻止标签重置字段。

• 空白  – 删除字段中的所有文本数据。此设

置一般在从标签“描述”字段检索文本时

使用。

• 零–  将数字零写入指定的标签和字段。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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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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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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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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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SQT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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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SQL 定义和日期过滤器

字段 描述

SQL 命令名称 让您指定  SQL 系统任务在  SQL 触发器标签运行

时使用的  SQL 命令别名。SQL命令存储在SQL库

表中。表中的每一行包括一个SQL命令和一个别

名。如果指定“数据库  ID”字段，该数据库  ID 

将用于查找  SQL 命令的  SQL LIB 和  SQL 名称，

该块内配置的数据库  ID 将仅用于  SQL 数据库的 

DATA 部分，不用于  SQL LIB 部分。

有效登陆

最多为八个字符的别名。小写字母被自动变成大

写。

数据库名 让您指定当前块使用的关系型数据库（数据

源）。如果在此处指定数据库  ID，将用于寻找 

SQL 命令的  SQL LIB 和  SQL 名称，并覆盖与  SQL 

LIB 的位置相关的块配置。

事件开始日期 让您指定  SQL 触发器标签的执行时间。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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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至  31 – 指定每月触发标签的日期。

•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周六  – 指定每周触发标签的时间。

• 全部  – 根据“事件时间”或“事件标

签”字段运行块。

• 无  – 禁用所有基于时间和标签的事件。

注：

如果开始日期小于结束日期，则块在一周

或一月的剩余时间内运行，直至下一周或

月。如果您为开始日期指定全部或无，则

结束日期应当总是为无。

事件结束日期 让您指定  SQL 触发器标签的停止时间。指定结束

日期时，请使用以下指南：

• 如果开始日期晚于结束日期，则标签会一

直运行到一周或一个月的末尾，直至下一

周或一个月。

• 如果未定义结束时间或期间，则标签在开

始时间执行一次。

• 如果未定义结束时间，但已定义期间，则

标签使用隐含的结束时间  24:00:00（午

夜）。

有效登陆

• 1 至  31 – 指定每月停止标签的日期。

•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周六  – 指定每周停止标签的时间。

• 无  – 指定标签在启动的同一天或同一日期

停止。

按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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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时间和块事件

字段 描述

事件开始时间 让您指定介于  00:00:00 到  23:59:59 之间的时

间，以指示  SQL 触发器标签的执行时间。当指

定“开始时间”一栏时，请使用以下指南：

• 如果将“开始时间”一栏保留空白，则

SQL触发块不按时间来运行。

• 如果指定开始时间而没有指定结束时间，

则块在“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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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定的时间范围内的每天的指定时间触

发一次。

• 如果定义了开始和结束时间但没有定义事

件期间，则块基于它的扫描时间触发。

事件结束时间 让您指定介于  00:00:00 到  23:59:59 之间的时

间，以指示  SQL 触发器标签的停止时间。当指

定“开始时间”一栏时，请使用以下指南：

• 如果未输入结束时间，则标签会在午夜自

动停止。

• 如果您已定义开始时间和事件期间但

未定义结束时间，则标签在“开始日

期”和“结束日期”字段的日期范围内每

天执行一次。标签认为结束时间是一日的

结束。

事件期间 让您指定介于  00:00:00 到  23:59:59 之间的时

间，以指示  SQL 触发器标签达到开始时间后的触

发频率。当定义期间时，请使用以下指南：

• 如果您输入的时间短于标签的扫描时间，

则标签在每次扫描时触发；否则，标签根

据期间时间触发。

• 如果您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则标签

在开始时间以及那之后的每个事件期间触

发，直至到达结束时间。然后，标签停止

直到再次到达开始时间，只要时间或日期

仍在“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字段中

指定的范围内。

• 一旦期间开始，它总是结束，即使指定

时间延伸到不在“开始日期”和“结束日

期”一栏指定的范围内。

事件标签 让您指定激活  SQL 触发器标签的标签和字段名称

对。您可以配置标签在以下情况触发：指定的事

件标签的值从零变为非零值、从非零值变为零、

或只是值改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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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登陆

• 如果您指定  ASCII 字段  (A_)，则只能通过

值改变事件类型触发标签。

• 如果您指定浮点字段  (F_)，则可以通过值

改变、高到低或低到到事件类型触发标

签。将低定义为  0，将高定义为非零，因

此可以使用模拟标签。

• 要通过事件标签和类型触发标签，当前时

间或日期必须在“开始日期”和“结束日

期”字段指定的日期范围内。

确认标签 让您输入模拟或数字标签（其中低为  0，高为非

零），以允许过程硬件确认  SQL 触发器标签的

执行。过程硬件通过检查输入此字段的标签和字

段的值来进行确认。当值是非零时，过程硬件认

为执行完成。此外，您可以将此字段与“事件标

签”和“事件类型”字段配合使用，以在设备和 

SQL 触发器标签之间建立同步。

重要：

此字段需要浮点  (F_) 字段。此外，标签

仅在选择低到高或高到低事件类型时使用

指定的标签。

示例

假设过程硬件设定一个值，保存过程数据库的所

有值，然后等待确认标签的值发生改变。通过设

置值，过程硬件触发  SQL 触发器标签。这使SQL

系统任务处理下游SQL数据块并在确认标签中写

入非零值。作为响应，过程硬件清除它设置的值

并恢复处理。

如果未将硬件配置为重置“确认”标签，

当“EVENT”标签触发  SQT 时，将重置为  0，使

其返回默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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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 让您结合“事件标签”字段指定启动  SQL 触发器

标签的事件类型。选择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 值改变  – 当“事件标签”字段的值发生变

化时启动标签。要使用此事件类型，把任

何ASCII（A_）或浮点（F_）字段输入为

事件标签。例如，A_CUALM。

• 低到高  – 在“事件标签”字段的值从零变

为非零的任何时间启动标签。要使用此事

件类型，把浮点（F_）字段输入为事件标

签。例如：F_CV.

• 高到低  – 在“事件标签”字段的值从非零

变为零的任何时间启动标签。要使用此事

件类型，把浮点（F_）字段输入为事件标

签。例如，F_CV。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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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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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64

字段 描述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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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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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表格模式 让您指定  SQL 数据标签的  SELECT 模式。选择下

列选项中的一项：

• 单行  – SQL 数据块从  SELECT 命令接受一

行。

• 多行  – SQL 数据块从  SELECT 命令接受多

行并将值写入各个块。

• 数组模式  – SQL 数据块从  SELECT 命令

接受多行并将值写入寄存器块。务必为从

SELECT命令返回的每个列指定一个寄存器

块。

命令类型 从下列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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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命令  – 让您选择  SQL 命令作为命令类

型。一旦选定，在“基本”标签上“SQL

名称”一栏中输入SQL命令的名称。

• 过程  – 让您选择  SQL 命令作为命令类型。

一旦选定，在“基本”标签上“SQL名

称”一栏中输入SQL命令的名称。

备份数据 让您启用  SQL 触发器标签以在检测到关系数据库

有问题时备份过程数据。

注：

SQL 软件选项不备份  SELECT 命令的请

求，因为当与服务器的连接可以重新建立

时，就没有可以精确确定的方法了。由于

SELECT命令将值插入过程数据库，所以

插入过程必须在一个可控制的且可预测的

基础上执行，而不是重新建立连接的任何

时候。

Rows 让您指定开始行，这取决于选择参数模式：

• 单行  – 如果返回多行，请输入结果数据的

开始行。

• 多行  – 输入结果数据的开始行。

• 数组模式  – 输入返回的行数。

Cols 让您指定在SELECT命令中配置的列数。

SS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68

字段 描述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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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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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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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限制和输入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

入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下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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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标签将值限制为  100。

您必须输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要从计算标签显示值  1.236，则必须在“上

限”字段中输入三个或更多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73

字段 描述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启用缩放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缩放。

启用缩放可以使系统将从输入传感器接收的数据

转换为指定的数据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线性缩放和信号条件。如

果选择“线性缩放”，请验证“信号条

件”设置为“无”。

示例

缩放允许将接收的以华氏度为单位的温度数据转

换为使用摄氏度值的输出。

输入  1 至  6 让您指定信号选择标签接收输入数据的位置。您

可以为信号选择标签的输入指定任何  EGU 范围。

但是，如果输入的值超出指定的  EGU 范围，则标

签会将其限制为可接受的最高或最低值。

有效登陆

使用  tag.field 格式的标签和字段名称对或数字常

量。命名的块必须与信号选择标签存在于同一数

据库中。输入也可以包括零（0）。如果在“选

定模式”字段中选择“低”，则信号选择标签处

理零输入（如果该输入是所有输入字段中的最低

值）。

注：

输入  1 始终为上游标签，通过上游块

的“下一块”字段绑定到信号选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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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式 让您指定信号选择标签如何使用其输入值来计算

输出值。您可以通过  iFIX工作台中的可修改数据

链接、从程序块的SETSEL命令或简单数据库访问

程序来更改选定的模式字段。选择下列选项中的

一项：

• 输入  1 至  6 – 输出相应的输入数字。

• 平均  – 输出所有分配输入的平均值。

• 正确  – 输出第一个正确输入。正确值是指

在标签的  EGU 范围内的值。

• 高  – 输出最高输入。

• 低  – 输出最低输入。

• 总和  – 输出所有输入的总和。

说明

• 输入数字（例如，输入  5）通常在加载配

方时指定，并希望在加载配方时将特定输

入的值传递到下一个标签。

• 如果一个或多个输入错误或停止扫描且选

定模式为平均值或总和，则信号选择标签

将忽略这些输入，并继续基于其余输入进

行计算。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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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76

字段 描述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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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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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TM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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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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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器和设置选项

字段 描述

定时方向 让您增加或减少计时器标签值。默认正向计时。

目标值 让您指定当启用报警时触发以下事件的值：

• 生成报警。

• 关闭指定的数字块，如果报警标签包含输

入。

• 继续计算。

注：

如果报警被禁用，块在达到此值时继续计

算。

有效登陆

使用标签.字段格式的标签和字段对，或使

用  ddd:hh:mm:ss 格式的数字值，最高为 

365:23:59:59。默认的目标值为  365:00:00:00。

当您以  ddd:hh:mm:ss 格式输入数值时，标签会

把时间转换为秒以在显示您所输入的值时进行内

部使用。同样，计时器标签会把标签和字段对的

值转换为秒进行内部使用。此特性使计时器标签

能够使用其它标签的值，而不论其如何存储值。

预设值 让您指定标签的初始值。在重置时，该字段也控

制标签的值。

有效登陆

使用标签.字段格式的标签和字段对，或使

用  ddd:hh:mm:ss 格式的数字值，最高为 

365:23:59:59。默认的目标值为  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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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如果您在预设值字段中使用标签名（标

签.字段），您必须勾选“启动时清

除”复选框。

启动时清除 指定计时器标签在您保存数据库时保留最后保存

的值或在载入数据库时将值重置为零（在系统启

动或使用数据库重新载入命令）。

• 如果要保留最后保存的值，请取消勾

选“启动时清除”复选框。

• 如果要将计数器重置为特定值，请选

中“启动时清除”复选框并在“预设

值”字段中指定一个值。

• 如果要将计数器重置为零，请选中“启动

时清除”复选框并将“预设值”字段留

空。

• 如果要在“预设值”字段中使用标签，请

在“预设值”字段中指定标签名称，并选

中“启动时清除”复选框。

重置标签 让您指定控制何时重置计时器块的标签。当指定

块的值从  0 变为  1 时，计时器标签将重置为“预

设值”字段中的值并清除所有报警。

有效登陆

以下任意标签类型：

• 数字量报警块

• 数字量输入块

• 数字量输出块

• 布尔值

注：

把上游块置于停止扫描状态会停止计时

器标签。当上游块再次置于启动扫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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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时，计时器标签会按“启动时清除”字段

中定义的那样重启。

保持标签 让您指定当保持标签的值从  0 变为  1 时，临时暂

停计时器标签计算的可选数字标签。当值从  1 变

为  0 时，标签恢复计算。

有效登陆

带有  F_CV 字段的标签名称。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Priority 让您指定标签的报警优先级。如果优先级等于或

大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  iFIX 将报警

发送到为此节点启用的所有报警目标。但是，如

果优先级小于  SCADA 节点的报警优先级，则报

警自动被确认并过滤掉，那样它就不会在您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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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警目标中显示。不过，报警不会在被配置为显示

当前和锁存报警的数据链接中显示。

有效登陆

信息、低低、低、中、高、高高或关键。

注：

要报告标签报警，必须将相应的报警区域

分配给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SCU) 中启用

的每个报警服务。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报警触点模式 让您指定何时打开“报警触点”字段中指定的数

字标签。选择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 确认  – 当操作员确认报警时打开数字标

签。此模式是默认的。

• 返回  – 清除警报时打开数字标签。

• 全部清除– 当报警被确认并清除时打开数

字标签。

• 从不  – 不打开数字标签。

报警触点标签 让您指定当计时器标签达到“目标值”字段中指

定的值时关闭的数字标签。如果数字标签控制报

警，则标签关闭时外部喇叭会发出喇叭声。如果

数字标签控制数字触点，则触点关闭。

有效登陆

以下各项的名称：

• 数字输出标签

• 数字输入标签

• 数字报警标签（处于手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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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禁止报警会阻止此字段生成报警。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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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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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87

字段 描述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下一块处理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链中

下一个标签的时间。选择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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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始终  – 指示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

处理标签而不等待计时器块达到它的目标

值。默认条件是始终。

• 定时  – 指示  SAC 在计时器块达到它的目标

值时处理标签。

TR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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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限制和选项

字段 描述

下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小值。

有效登陆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标签的输出为  10 

且下限为  15，则块将值限制为  15。您必须输入

小于或等于  10 的下限才能输出值  10。

如果想要显示来自计算块的值1.236，您必须在低

限值一栏中输入三个或三个以上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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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上限 让您输入标签的最大值。

有效登陆

您可以用以下三个格式之一输入高限值：

• 标准整型.

• 扩展的十进制计数法，范围是-9999999到

9999999。

• 科学计数法，范围是+/-3.4E-38到+/-3.4E

+38。

• 标准整型到范围是从-32768到32767（有

符号的整数）、0到65535（无符号的整

数）、0到999（3BCD）或0到4095（12

二进制）。

注：

I/O 驱动器可以对工程单位范围设置某些

限制。参考您的I/O驱动手册以获取更多

信息。

在计算或信号选择标签中，如果块的输出为  150 

且上限为  100，则块将值限制为  100。您必须输

入大于或等于  150 的上限才能输出值  150。

如果想要显示来自计算块的值1.236，您必须在高

限值一栏中输入三个或三个以上小数位。

如果您使用科学计数法，可以配置最多六位数，

范围可以是整数或负数。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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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缓冲区清除状态 让您在每次块启动扫描时清除块的数据缓冲。

输入 让您指定趋势块存储的标签和字段的名称。如果

这个块是空白的，趋势块保存上游块传递的值。

有效登陆

使用  tag.field (F_CV) 格式的标签和字段名称对。

注：

要串联趋势标签，请输入后面跟有  F_INP 

字段的趋势块的名称。

压缩因数 让您增加通过采集输入字段的样本数量、取平均

值、在趋势历史中保存多达80个平均值而存储在

趋势历史中的数据数量。

有效登陆

从1到255之间的值。

示例

如果扫描时间为  10 秒并在“平均压缩”字段中输

入  5，则趋势标签创建  5 个样本的  80 个平均值的

趋势历史。实际上，块现在代表400个扫描周期

（5x80）或66.66分钟（4000秒）的趋势历史。

注：

使用此字段不影响或延迟“下一个块”一

栏传递到下游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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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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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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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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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TT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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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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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配置中心文档  | 2 - iFIX Web 配置  | 398

字段 描述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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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Display Format 让您指定在操作员显示屏中小数点右边的小数点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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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从0到15之间的值，用于指示精确的位数。

注：

从画面中，“显示”一栏一共可包含15

个字符，包括小数点左右两边的数字。

单位 让您输入描述工程单位范围的文本。

有效登陆

最多  33 个字符。

示例

每平方米千克数、每分钟升数、摄氏温度。

注：

此输入不影响  iFIX 中任何变量的计算或

功能。它被严格用作标识工程单位的显示

标签。

周期 让标签计算校正因子以说明链的扫描时间和所测

量数量之间的时差。如果在这一栏中输入时间，

累加块计算输入的数量，然后把原值总计除以这

个数字。

有效登陆

使用HH:MM:SS格式的时间。

示例

假设您使用累加标签来计算箱中的总加仑数，您

有测量流入箱（以加仑/分钟为单位）的模拟量

块。

如果模拟标签扫描时间为五秒，读数是每分钟 

50 加仑的流速，在一分钟时间里，它将每分钟

向累加块发送  12 个  50 加仑/分钟的值。如果累

加块只是把这12个值相加，结果将是错误的原值

总计：一分钟时间600加仑。“每”一栏让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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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块计算输入的数量，然后把原值总计除以该数字

（即，除以12）：

• 输入数量/周期  = 时期/扫描时间

• 校正的总值/周期  = 原值总计/输入数量

因此，如果您在“每”一栏中输入00:01:00（一

分钟），累加块自动把原值总计（600加仑）除

以每期间的输入数量（12）。这得出正确值：一

分钟有50加仑流入箱。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上一块 显示上一个（上游）标签的名称。

有效登陆

无。这是只读字段。

下一块 显示数据库链中下一个标签的名称。您可以通过

单击浏览按钮为该字段选择一个标签。

注：

在统计数据标签中，“下一块”字段指定

下游统计控制标签的标签名称。其他标签

类型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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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TX 标签

此标签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常规

字段 描述

标签名 让您输入标签的名称。标签名称被其他标签、显

示链接和其他程序引用。

每个标签的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唯一。如果需要

更改标签的名称，请复制标签并重命名。

有效登陆

标签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包括一些特殊字符。标签名称还至

少必须包含一个非数字字符。对于iFIX内部数据

库，标签名中不支持单引号。

标签名称还可以包含破折号  (-)、下划线  (_)、正

斜杠  (/)、感叹号  (!)、管道  (|)、数字符号  (#)、

开括弧  ([)、闭括弧  (])、百分号  (%) 和美元符号 

($)。

无效的输入

在标签名称中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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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 + ^ : ? " * = { } ., ; ? @

示例

AI1, CA_10, DI#, 4PID, 'TEST'

描述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可选描述性文本。

有效登陆

多达  256 个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可以描述块及其功

能。此字符串附加到每个报警消息，也可以在操

作员显示屏上显示。

类型 标签类型。仅显示字段。

当前值 数据库中标签的当前值。仅显示字段。单击更新

按钮以更新显示的值（如果存在）。

I/O 寻址

字段 描述

I/O 驱动程序 让您为标签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器。选定驱动程序或服务器启用标

签与工厂车间的过程硬件进行通信。

在选择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

务器之前，您必须先安装它并将其添加到  SCU 的

可用驱动程序或服务器中。

I/O地址 让您输入过程硬件中保存此标签的数据和发送输

出的位置。

有效登陆

取决于驱动器。有关正确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I/O 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警告：

使用基于例外和基于时间的处理时，不要

为标签分配相同的  I/O 地址。这样做会导

致基于例外的标签偶尔会丢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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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警告：

Configuration Hub  目前，在发布之前不

会进行  I/O 地址验证。如果铴在标签中输

入无效的  I/O 地址或通过模型和替换生成

无效的  I/O 地址，则发布可能无法将  I/O 

地址设置到活动数据库中，并且将会删除

无效  I/O 地址。

信号调节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硬件选项 让您选择如何将来自过程硬件的值范围映射到标

签的  EGU 范围。

注：

不能同时应用信号条件和线性缩放。如果

选择了“信号条件”的值，请验证没有选

择“线性缩放”。

有效登陆

具体取决于您的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驱动程序或服务器手册。

例外处理 为标签启用基于例外的处理。

扫描时间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处理标签

以及链接到它的任何标签（块）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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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登陆

• 0（一次性处理）

• 0.05到0.95，以0.05增加（次秒级扫描时

间）

• 1到60，以1秒递增

• 1M到60M，以1分组递增

• 1H到24H，以1小时递增

示例

0.15，指定15次秒的扫描时间。5指定5秒的扫描

时间，10M指定10分钟的扫描时间，16H指定16

小时的扫描时间。

相位 让您指定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延迟扫描

标签的时间。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秒或次秒，

则  SAC 会在  iFIX 启动或重新加载数据库时根据相

位时间偏移初始扫描。如果标签的扫描时间为  1 

分钟或更长时间，则  SAC 会偏移从午夜开始的初

始扫描。

有效登陆

取决于扫描时间。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小时，则

相位单位必须是小时:分钟。如果扫描时间单位为

分钟，则相位单位必须是分钟: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秒。如果扫描时间

单位为次秒，则相位单位必须是次秒。

报警选项

字段 描述

报警区域 显示接收此标签生成的报警和消息的报警区域。

双击列表框中的项目，通过浏览按钮选择一个报

警区域，或者在字段中输入报警区域名称。

有效登陆

全部或最多15个报警区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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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启用报警 让您为此标签启用或禁用报警。

启用报警后，标签会生成报警，允许操作员显示

屏中的对象显示报警条件，并启用其他标签检测

来自标签的报警。

注：

为标签禁用报警后，整个链可能会受到

影响。此外，对于数字和模拟报警标签，

启用“报警暂停”字段后，将会忽略该字

段。

启用事件 让您为标签启用或禁用事件消息。事件消息与报

警类似，但它无需确认。事件消息被发送到与给

定块报警相同的报警目标，但不会在报警一览对

象中出现。

模拟输出、模拟寄存器、数字输出、数字寄存

器、数字输入和文本标签有事件消息功能。

注：

在带有基于时间的扫描时间的链中，使用

事件消息要小心。如果扫描时间短，您的

报警文件（磁盘上的或打印出来的）会变

得非常大。我们推荐为基于例外的链、一

次性链和独立的输出块启用事件消息。

搁置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标签启用报警搁置。

搁置策略 从下拉列表选择报警搁置策略。

Historian

字段 描述

标签描述 可以输入采集标签时  Historian 使用的标签描述。

托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器进

行采集而设置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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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选择“启用”以允许通过采集器采集标签。

采集间隔 可以设置采集间隔，或由  Proficy Historian 采集

器读取此标签数据之间的时间量。

有效登陆

必须以  100 ms 为时间间隔输入。默认值为 

5000ms。

示例

1500 是有效输入，因为它在  100ms 的时间间

隔中。不过，1545  不是有效输入，因为它不在 

100ms 的时间间隔中。

采集偏移 使用采集时间间隔可以安排从标签采集数据的时

间。

有效登陆

不超过采集时间间隔的任何数值。该值以秒为单

位。

示例

如果想在每小时过半的时间（12:30、1:30、2:30 

等等）采集标签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隔为  1 

小时而偏移量为  30 分钟。

如果要在每天  8 点采集值，可以输入采集时间间

隔为  1 天而偏移量为  8 小时。

时间分辨率 可以用于为  GE Historian 采集器选择“时间分辨

率”，或时间戳的精度级别。

选择毫秒或秒。

采集器压缩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采集器死区 可以选择标签是否设置为压缩。压缩通过忽略落

入以上次报告的值为中心的死区中的值的增量变

化对传入数据进行平滑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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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选择“禁用”以避免压缩标签。

压缩类型 让您选择在“采集器死区”字段中输入的死区值

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

选择“绝对值”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绝

对值。

选择“百分比”可将“采集器死区”值设置为工

程单位（在“基本”选项卡中指定）的百分比。

压缩超时（毫秒） 表示两次发送标签样本到存档器之间采集器将等

待的最大时间量。

超过超时值后，标签将在下一个安排的采集时间

间隔存储值，而不是在超时发生时存储。

“采集器压缩超时”值应以采集时间间隔增加，

不能少于该时间。

有效登陆

任意数值。

电子签名

字段 描述

类型 电子签名的类型：

• 选择“无”表示此标签无需“电子签

名”。

• 选择“仅执行”表示此标签的任何数据输

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需要“执行者”签名。

• 选择“执行和验证”表示此标签的任何

数据输入更改或报警确认都需要“执行

者”和“校验者”签名。

记住用户 选择以允许操作者只提供一个密码就可以重复为

连续的操作签名。连续使用只应用到执行操作的

人员，而不影响验证操作的人员。

免除报警确认 选择以让操作员为此标签确认报警并不用输入签

名，即使此标签需要电子签名以便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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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未签名的写入 选择以让此标签接受或拒绝未签名的写入。

未签名的写入可来自脚本、配方下载和其它数据

源。

当未签名的写入被拒绝时，会发送一条消息，说

明标签拒绝未签名的写入。这是默认的选择。

必要注释 选择此选项可在“操作注释”部分启用注释

强制。这表示在运行模式期间，操作者必须

在“电子签名”部分中的“注释”方框中输入注

释。“验证注释”部分中的注释是选用的。

“通过所需的注释执行”复选框会显示在电子签

名设置可用的每个标签配置中。默认情况下，该

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高级选项

字段 描述

启动模式 让您选择启动时的标签模式。在自动模式下，标

签从  I/O 驱动程序、OPC  服务器或  OPC UA 服务

器接收数据。在手动模式下，标签从操作员、脚

本、配方或程序块接收数据。

初始扫描 让您选择标签最初是处于启动扫描还是处于关闭

扫描状态。

单击“启动扫描”以在扫描、报警和控制  (SAC) 

程序启动或加载数据库时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单击“关闭扫描”以通过程序块、事件操作标

签、脚本、数据链接中的操作员输入或简单数据

库访问程序将标签置于扫描状态。

安全区域 让您最多指定三个安全区域以限制操作对标签的

访问。要在数据库管理器或  iFIX 工作台中更改写

保护标签的值，操作员必须有权访问该标签的安

全区域。

有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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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安全区域名称、“全

部”或“无”（禁用标签安全）。默认情况

下，iFIX  将安全区域命名为  A-P。

注：

无论安全区域如何，所有用户都可以读取

数据库标签。这使用户能从特定的安全区

域检索数据，即使它们无法写入该区域。

消息长度 让您指定标签读写的文本长度。

有效登陆

1到80个字符。

报警域  1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文本。通常，这些报警字段

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更多

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报警域  2 让您输入有关标签的更多文本。通常，这些报警

字段之一包含到要与标签相关联的画面的路径。

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实施报警和消息电子书。

有效登陆

文本，最多为80个字符。

保存并发布

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配置  iFIX 节点时，常用工具栏将在左上角包含“发布”和“保存”按钮。

“保存”按钮用于响应某些可排队的面板操作。在单击“保存”之前，不会应用到未发布的列表。例如，

必须首先在“数据库”面板中保存任何更改，然后才能应用这些更改。如果不希望保存所做的更改，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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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面板并选择不保存。存在未保存的更改时，面板选项卡中会显示星号  (*)。编辑类型时也使用“保存”操

作，但“模型”选项卡中的大多数操作都无需保存即可应用。

发布更改前，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对  iFIX 节点所做的更改不会更新正在运行的系统。在此之前，任何

更改都将保存到正在配置的节点上的一个单独目录中。当您准备好将更改应用到正在运行的系统时，单

击“发布”按钮将更改推送到服务器。

注：

在进行发布时，进度条不会快速更新，并且此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发布操作可能需要

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发布到活动  iFIX 节点的标签的数量。请等待完成指示。

可以通过面板相应网格中的状态列了解每个面板中未发布的更改。已配置的项目处于“已发布”、“未发

布”或“已修改”状态。

在发布时，系统会提示您继续操作，并会显示发布进度。当从一个浏览器会话中发布时，不允许在其他浏

览器会话中进行发布。发布完成后，您将能够下载日志文件并在日志文件中查看发布结果。

注：

建议您一次只执行一项发布操作。

发布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于您可以从“导航”面板中打开的三个面板。首先将发布“连接”更改，

然后发布“模型”更改，最后发布“数据库”更改。日志文件将按此顺序报告结果，并包含对应于未发布

更新、已修改更新和已删除更新结果的部分。

在发布期间，根据您的系统和其他因素，您的发布可能“完全失败”（例如，如果与  SCADA 的连接丢

失）、“成功”或“完成但出错”。当部分成功时，可查看日志文件以确定哪些内容未完全发布。



第 3 章.  Historian Web 配置

概述

配置  Hub 和  Historian 简介
Historian 系统是用于收集、存储和检索与标签、报警和事件相关数据的  Historian 服务器网络。

利用  配置中心  应用程序可以管理  Historian 系统及其组件。

使用  配置中心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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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单个应用程序即可管理多个  Historian 系统：可以使用  配置中心  来创建和管理  Historian 系统。

此外，还可以管理采集器、数据存储区和标签。

• 水平可扩展性：可以通过连接多个软件实体并使其以单个逻辑单元的方式进行工作，以此来增

加  Historian 系统的存储容量。这将提升  Historian 系统的性能。存储容量取决于您已经购买的 

Historian 许可证数量。

• 高可用性：可以在  Historian 系统中创建镜像位置来实现服务器的高可用性。如果某个服务器不可

用，可以从镜像位置中的剩余服务器检索数据。

• 易于设置：在清晰明了的界面中提供所需的详细信息，安装  Historian 系统中使用的所有采集器。

Historian 系统的类型

• 独立:  在独立的  Historian 系统中，只有一个  Historian 服务器。此类型的系统适用于小规模 

Historian 设置。

• 可水平扩展：在可以水平扩展的  Historian 系统中，有多个  Historian 服务器，所有这些服务器都是

彼此相连的。这种类型的系统用于水平地扩展系统。例如，如果  Historian 系统中有  5,00,000 个标

签，那么可以将其分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中以提升性能。

Historian 系统的组件：在  Historian 系统中，使用了以下组件。此列表并非包含全部内容。如需获得完整

列表，请参阅  Historian 文档。

• 服务器:  服务器是安装  Historian 的计算机。它包含一个位置以及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区。独立 

Historian 系统仅包含一个服务器，其中具有一个可以水平扩展的服务器，它包含多个服务器。

• 数据存储区:  这些存储区是标签集合，用于根据您的需求来存储、组织和管理标签。数据存储区的主

要用途是按照数据收集间隔来隔离标签。例如，可以在一个数据存储区中放置标牌或静态标签（其

中的值很少发生更改），但在另一个数据存储区中放置过程标签。这可以提升查询性能。

• 位置:  位置是虚拟实体，可以在其中创建数据存储区。位置用于存储。可以水平扩展的  Historian 系

统使用以下类型的位置：

◦ 分布式位置：此位置是在安装  Historian 镜像主服务器时自动创建的，或者在安装  Historian 

分布式/镜像节点并将其添加到主服务器时创建。您不能修改或删除此位置，也不能创建另一

个主位置。

◦ 镜像位置：此位置用于复制数据存储区中收集的数据。在创建镜像位置时，将一个或多个服

务器添加到组，然后创建您要复制其数据的数据存储区。例如，假设您希望创建一个数据存

储区以便为  100 个标签收集数据，并希望该数据存储区具有高可用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

创建一个镜像位置，将两个或更多的服务器添加到该镜像位置，然后创建数据存储区。在执

行此操作的过程中，数据存储区中检索的数据存储在镜像位置的所有服务器中。如果某个服

务器不可用，可以从组中的其他服务器检索数据。

• 标记:  标签是要为其存储数据的参数（例如温度、压力、扭矩）。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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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程序:  采集器是用于从数据源收集数据并将其发送到  Historian 或另一个目标（例如  Predix Time 

Series 或  Azure IoT hub）的应用程序。

• 数据存档程序：这是一个服务，用于按照标签名称和时间戳编制所有数据的索引并将结果存储

在  .iha 文件中。

• 客户端:  这是用于使用  Historian API 从存档文件中检索数据的应用程序。

限制

• 如果只有一台计算机位于镜像位置，则无法将其移除。

• 无法添加注释、启用调试模式、暂停数据收集、恢复数据收集以及修改或删除脱机采集器的实例。

此外，无法压缩网络消息。但是，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中使用采集器管理器工具来添加或删除采集器

实例。

• 如果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  配置中心  和  Web 管理控制台  并同时为它们使用自签名证书，那么配置 

Hub 的登录页不会显示。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请禁用域安全策略：

1. 访问以下  URL：chrome://net-internals/#hsts

2. 在域安全策略部分的删除域安全策略字段中，输入配置中心的域名，然后选择删除。

• 配置中心  在集群的  Historian 环境中不受支持。

访问  Historian 的  配置中心

安装  Historian 基于  Web 的客户端。

1.
双击桌面上的 

 配置中心  
图标 

 (
)。

将出现  配置中心  登录页面。

2. 选择要访问的  配置中心  节点，然后选择继续。

将出现  UAA 登录页面。

3. 使用您的凭据进行登录。

注：

默认情况下，用户名是  <主机名>.admin，密码是您在安装  基于  Web 的客户端  时在用户帐

户和授权服务页面上的管理客户端密码字段中输入的值。

将出现  配置中心  应用程序，其中显示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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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部分：包含您已添加的系统的列表，以及每个系统的主机名。此外，还会出现在安装 

Enterprise Historian 期间添加的默认系统。在导航部分中：

◦ 独立的系统由   表示。

◦ 可水平扩展的系统由   表示。

◦ 默认系统由   表示。

• 主要部分：包含所选系统中的属性和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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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部分：包含在主要部分中选中的项目的详细信息。如果选择一个系统，则可以查看

该系统的描述信息，并使用详细信息部分添加数据存储和镜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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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中心  和  Historian 概述
本主题介绍关于使用  配置中心  设置和使用  Historian 系统的概要步骤。

要设置独立  Historian 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安装单服务器  Historian。

2. 添加  Historian 系统  (on page 424)。

3. 添加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  (on page 430)。

4. 添加要使用的采集器实例  (on page 433)。

5. 启动采集器  (on page 444)。

6. 指定您希望采集器收集其数据的标签。可以使用  Historian 管理员或离线配置来执行此操作。

要设置可水平扩展的  Historian 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安装  Historian 主服务器。执行此操作时，将为主服务器创建分布式位置。

2. 添加  Historian 系统  (on page 424)。

3. 在要添加到系统的每台计算机上安装  Historian 分布式服务器。

4. 向系统中添加分布式服务器  (on page 425)。执行此操作时，会自动创建分布式位置。

5. 如果您需要高可用性，请在系统中添加镜像位置  (on page 426)。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installing_single_server_historian.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hgs_offline_configuration_for_collectors.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installing_historian_mirror_primary_server.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installing_historian_mirror_no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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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系统中的每个位置添加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  (on page 430)。如果您希望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具

有高可用性，请将它们添加到镜像位置  (on page 427)。

7. 添加要使用的采集器实例  (on page 433)。

8. 启动采集器  (on page 444)。

9. 指定您希望采集器收集其数据的标签。可以使用  Historian 管理员或离线配置来执行此操作。

执行这些初始步骤后，数据将收集并存储在  Historian 服务器中。然后就可以检索和分析数据了。

具有  Historian 的配置  Hub 的通用任务

任务 程序

显示或隐藏导航或详细信息部分。 1.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  。

2. 选中您要显示的部分的复选框。

在主要部分的表中搜索一个项。 1. 在主要部分中，选择  。

2. 在包含您要搜索的项的列中，输入搜索条

件。

在主要部分的表中过滤项。 1. 在主要部分中，选择  。

2. 在包含您要过滤的项的列中，选中项的复

选框，然后选择确定。

在主要部分中显示或隐藏列。

注：

您无法隐藏某些列（例如采集器名

称列）。

1. 在主要部分的右上角，选择  。

这将显示表设置窗口。

2. 选中显示列列中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应

用。

重新排序栏.

注：

您无法对某些列重新排序。

1. 在主要部分的右上角，选择  。

这将显示表设置窗口。

2. 使用重新排序列中的箭头按钮，然后选

择应用。

刷新页面。 1. 要手动刷新，请在主要部分的右上角，选

择  。

2. 要自动刷新，请在   旁边的下拉列表框

中，选择页面必须自动刷新的时间间隔。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hgs_offline_configuration_for_colle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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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镜像

Historian 支持对多个节点上存储的数据进行镜像，以提高数据可靠性。数据镜像流程还包括在任何节点上

同时执行的每次插入、更新和删除操作。数据镜像将提供连续的数据读写功能。

在典型数据镜像场景中，有一台服务器将充当客户端连接的主服务器。所有通信都通过  客户端管理器  进

行，并且所有  客户端管理器  都彼此告知。必须在单个域中设置镜像。

镜像节点设置
下图可帮助您了解典型的单镜像节点设置。

管理  Historian 系统

访问系统

1. 访问  Historian 的  配置中心  (on page 414)。

2. 在导航部分中，选择您要访问的系统。

这将显示系统属性部分，其中显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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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采集器总量和利用率

字段 描述

采集器总量 这是一个绘制处于每种状态（例如正在运行、

已停止）的采集器总量的图表。

写入缓存访问率 写入缓存的访问率，以占总写入次数的百分比

来表示。在系统层，此值的计算方法为系统中

单个服务器的相应值平均数。

它可以衡量系统在收集数据时的效率。通常来

说，此值应该在  95 到  99.99% 之间。如果数

据在广泛的范围内快速更改，但是由于当前值

与最近缓存的值不同而出现命中百分比严重下

降。更多的常规采样可以提升命中百分比。混

乱的数据也会降低命中率。

存档压缩 存档数据压缩的当前结果。在系统层，此值的

计算方法为系统中单个服务器的相应值平均

数。

如果此值为零，则表示存档压缩无效或已关

闭。要提升数据压缩的结果，应该提升标签部

分中单个标签上的存档压缩死区的值以激活压

缩。

在计算存档压缩的结果时，Historian  将会计

算内部系统标签的数量和数据源标签的数量。

因此，在处理非常少数量的标签并在数据源

标签上禁用了压缩时，此字段可能指示非零的

值。如果使用真实的标签数量，但系统标签在

总标签数量中占比非常小，那么在计算整个系

统上的存档压缩效果时不会引起严重错误。

写入线程使用率 系统当前正在使用的写入线程所占的百分比。

在系统层，此值的计算方法为系统中单个服务

器的相应值平均数。

读取线程使用率 系统当前正在使用的读取线程所占的百分比。

在系统层，此值的计算方法为系统中单个服务

器的相应值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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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无序写入率 每分钟的无序事件数量。在系统层，此值的计

算方法为系统中单个服务器的相应值总和。

使用率 使用的存档磁盘空间所占的比率。在系统层，

此值的计算方法为系统中单个服务器的相应值

总和。

如果此值过高，可以通过降低选定标签或数据

点上的轮询速度来减少，或者通过增加对数

据的过滤来减少（扩大压缩死区以提高压缩

比）。

失败写入比率 每分钟写入失败的样本量数量。在系统层，此

值的计算方法为系统中单个服务器的相应值总

和。

由于失败的样本是系统故障的衡量指标，或者

是脱机存档问题的指标，因此该值应为零。如

果发现非零值，请调查问题原因并采取纠正措

施。

如果写入样本失败，Historian  还会生成消

息。请注意，对于与标签关联的失败写入的

后续操作，每个标签仅显示一次消息。例如，

如果此字段中显示的数字是  20，但所有这些

失败都与一个  Historian 标签相关，那么在该 

Historian 标签恢复正常之前，您只会收到一

条消息。

表  2. 报警和事件

字段 描述

报警速率 Historian 接收报警和事件数据的速率。仅当

您同时存档报警和事件数据时，才会显示此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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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许可证

字段 描述

Historian 标签 软件密钥和许可证授权给此  Historian 安装的

标签数量。

注：

如果此字段显示  100 个标签而获得许

可的用户数量是  1，那么您可能是在

演示模式下运行并且可能错误地安装

了许可证密钥。

用户 当前已登录并访问了系统的用户数量。

数据存储区 系统中数据存储区的数量。

表  4. 关系图

名称 描述

读取样本率 每分钟每个样本在系统中所有服务器上的平均

读取采样率趋势。通过在图形右上角选择下拉

列表框，可以更改持续时间。

接收速率 最近一段时间内，每分钟接收样本的速率的趋

势。通过在图形右上角选择下拉列表框，可以

更改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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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子部分包含系统中分布式/镜像服务器的列表，以及状态、每个服务器中的位置数和一些其他

详细信息。

提示：

如果在位置列中选择值，将会显示位置数、服务器中的分布式和镜像位置列表。如果选择一

个行，
详细信息

部分中将会显示相同的信息。通过选择  ，可以在表中添加、移除或冻结

列。

位置子部分包含系统中的分布式位置和镜像位置的列表。此子部分仅对可以水平扩展的系统显示。

对于每个位置，您可以访问服务器计算机名称和数据存储区列表。同样，对于每个镜像位置，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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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访问组中的服务器计算机和数据存储区的编号。此外，还会显示系统中的默认位置和数据存储

区。您可以更改这些默认设置。

提示：

如果选择这些编号，将会分别显示组中的服务器计算机和数据存储区列表。如果选择一个

行，详细信息部分中将会显示相同的信息。

添加系统

在您要添加的计算机上安装  Historian。如果要创建独立的系统，请安装单服务器  Historian。如果要创建

可以水平扩展的系统，请安装  Historian 主服务器。

如果要使用  配置中心  来管理  Historian 系统，必须将其添加到  配置中心。

在首次访问  配置中心  时，有默认的  Historian 系统可用。在分布式环境中，此系统的主服务器是在安装  基

于  Web 的客户端  时输入其  配置中心  详细信息的计算机。此主题描述如何安装另一个系统。

注：

添加  Historian 系统的操作根据登录的用户而有所不同。

1. 访问  配置中心。

2.
在

导航
部分中，选择 

 
。

这将显示添加系统窗口。

3. 按照下表中的规定来提供值。

字段 描述

系统名称 输入  Historian 系统的名称。此名称对于用户

必须唯一。

Historian 服务器 输入您要添加的系统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名

称对于用户必须唯一。

描述 输入系统的描述。

设置为默认系统 如果要将此系统设置为默认系统，则需要选中

此复选框。如果这样做，那么在访问  配置中

心  时，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此系统（即选择此

系统，并在主部分中显示所有相关信息）。默

认系统根据用户而有所不同。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installing_single_server_historian.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installing_historian_mirror_primary_serv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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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添加。

Historian 系统已添加，并显示在导航部分中。

• 根据需要，添加另一个数据存储区  (on page 430)。

• 如果要创建可以水平扩展的系统，您添加的计算机将作为主服务器。在您要用作分布式服务器的计

算机上，必须安装  Historian 分布式节点，并在随后将其添加到系统  (on page 425)。

添加分布式/镜像计算机

1. 在要添加为分布式服务器的计算机上安装  Historian 分布式服务器。

2. 添加系统  (on page 424)。在添加系统时指定的服务器将作为系统的主服务器。

如果希望创建可水平扩展的  Historian 系统，您必须先添加一个主服务器，然后添加一个或多个分布式/镜

像计算机来水平扩展主服务器，从而提高性能。

1. 访问您要向其添加分布式计算机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

服务器
子部分中，选择 

 
。

将出现添加服务器计算机窗口。

3. 输入要添加的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然后选择添加。

分布式服务器将添加到系统中。将在服务器中添加一个分布式位置。无法修改或删除此位置。

如果您希望服务器上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具有高可用性，请创建一个镜像位置  (on page 426)，然后添

加数据存储  (on page 430)。否则，请将数据存储添加  (on page 430)到分布式位置。

删除分布式计算机

• 删除计算机中的数据存储（使用  Web 管理控制台执行此过程）。

• 如果计算机已添加到镜像位置，请将其从该位置移除  (on page 428)。

1. 访问您要从中删除分布式计算机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服务器子部分中，选择要删除的计算机。

计算机详细信息将显示在详细信息部分中。

3.

在

详细信息

部分中，选择 

 

，然后选择

删除

。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要从系统中删除分布式计算机。

4. 选择删除。

计算机将从系统中删除。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installing_historian_mirror_node.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installing_historian_mirror_node.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wac_datastoreDele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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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位置

设置默认位置时，如果在添加数据存储  (on page 430)时未指定位置，则会将其添加到默认位置。默认情

况下，主服务器中的分布式位置是默认位置。但是，您可以设置不同的默认位置。在设置默认位置时需满

足以下条件：

• 一个系统中只能有一个默认位置。

• 不得删除默认位置。

• 可以将任何分布式位置或镜像位置设置为默认位置。

1. 访问您要在其中设置默认位置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位置。

当前默认位置将显示在默认位置下方。

3.
在

默认位置
旁，选择 

 
。将显示默认位置窗口。位置框包含系统中的所有分布式位置和镜像位置的列表。

4. 选择要设置为默认位置的位置，然后选择设置为默认。

该位置将设置为默认位置。

创建镜像位置

将一个或多个分布式服务器添加到  (on page 425)您要在其中创建镜像组的系统。

如果您希望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区具有高可用性，那么必须创建镜像组（也称为镜像位置）然后将服务器

添加到其中。如果这样做，将会复制镜像位置的数据存储区中的数据。因此，即使其中一个服务器停机，

也可以从镜像位置的其他服务器检索数据，从而实现高可用性。

在创建镜像位置时，以下条件适用：

• 必须将至少两个服务器添加到镜像位置。可以添加的最大服务器数量取决于  Historian 许可证。

• 只能在可以水平扩展的  Historian 系统中添加镜像位置。

• 即使在创建镜像位置之后，仍然可以重命名镜像位置，从镜像位置移除计算机，或添加额外的计算

机。但是，如果组中只有一台计算机，则无法将其移除。

1. 访问您要在其中添加镜像位置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

位置
子部分中，在

镜像位置
下，选择 

 
。

这将显示添加镜像位置窗口。

3. 根据下表中的描述来提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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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镜像位置名称 输入镜像位置的名称。名称在系统中必须唯

一。

服务器计算机 选择您希望添加到镜像组中的服务器。此框中

包含系统中所有服务器的列表。可以将至少两

个服务器添加到镜像位置。

4. 选择添加。

镜像位置已创建。

将数据存储区添加到镜像位置  (on page 430)。

重命名镜像位置

1. 访问其中包含您要重命名的镜像位置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位置子部分中的镜像位置下，选择要重命名的位置。

镜像位置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详细信息部分中。

3.
在镜像位置的当前名称旁，选择 

 
。

4. 输入镜像位置的新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

镜像位置将重命名。

向镜像位置添加计算机

如果要将计算机添加到一个已经包含计算机的镜像位置，并且如果要将存档和配置信息从现有计算机复制

到新计算机，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存档文件和配置文件从镜像位置中的现有计算机复制到您已添加的计算机。

2. 重命名配置文件  <计算机名称>_Config.ihc。

1. 访问其中包含您要向其添加计算机的镜像位置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位置子部分中的镜像位置下，选择您要向其中添加计算机的镜像位置。

镜像位置中的计算机和数据存储列表将显示在详细信息部分中。

3.
在

详细信息
部分中的

服务器计算机
旁，选择 

 
。

将出现添加计算机：<镜像位置>  窗口。服务器计算机框包含系统中尚未添加到镜像位置的计算机的

列表。

4. 在服务器计算机框中，选择要添加到镜像位置的计算机，然后选择添加。

计算机将添加到镜像位置。



配置中心文档  | 3 - Historian Web 配置  | 428

从镜像位置移除计算机

如果镜像位置中仅包含一台计算机，则无法将其移除。

1. 访问其中包含您要从中移除计算机的镜像位置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位置子部分中的镜像位置下，选择您要从中移除计算机的镜像位置。

镜像位置中的计算机和数据存储列表将显示在详细信息部分中。

3.
在

详细信息
部分的

服务器计算机
下，在要移除的计算机旁，选择 

 
。

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从镜像位置移除计算机。

4. 选择移除。

计算机将从镜像位置移除。

删除镜像位置

删除镜像位置中的所有数据存储。如果镜像位置包含数据存储，则无法删除该镜像位置。

1. 访问其中包含您要删除的镜像位置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位置子部分中的镜像位置下，选择其中包含您要删除的镜像组的行。

在详细信息部分中，会显示镜像组的详细信息。

3.

在

详细信息

部分中，选择 

 

，然后选择

删除

。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删除该镜像位置。

4. 选择删除。

镜像位置将删除。

修改  Historian 系统

可以更改系统的以下详细信息：

• 名称

• 描述

1. 访问  配置中心。

2. 在导航部分中，选择要修改的  Historian 系统。

3.

在主要部分的右上角，选择 

 

，然后选择

编辑

。将出现编辑系统窗口。

4. 修改下表中指定的值。HISTORIAN 服务器框已填充和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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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系统名称 输入  Historian 系统的名称。该值对于用户必

须唯一。

描述 输入系统的描述。

5. 选择保存。

Historian 系统的名称和描述信息已更改。

设置默认系统

如果将某个系统设置为默认系统，则当您登录  配置中心  时，默认将出现该系统。在将系统设置为默认系统

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 配置中心  中只能有一个默认系统。

• 不得删除默认系统。

1. 访问您要设置为默认系统的系统。

2.

在主要部分的右上角，选择 

 

，然后选择

设置默认系统

。系统将设置为默认系统，由   表示。

删除  Historian 系统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  配置中心  来管理  Historian 系统，那么可以将其删除。但是，如果该系统设置为默认系

统，将无法删除。

1. 访问  配置中心。

2. 在导航部分中，选择您要删除的  Historian 系统。

3.

在主要部分的右上角，选择 

 

，然后选择

删除

。此时将出现一则消息，要求您确认希望删除  Historian 系统。

注：

删除按钮对于默认  Historian 系统被禁用。

4. 选择删除。

Historian 系统已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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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数据存储

添加数据存储

如果要将数据存储添加到分布式服务器，请将分布式服务器添加到系统  (on page 425)。如果您希望数据

存储具有高可用性，请向系统添加镜像位置  (on page 430)。

1. 访问其中包含您要向其添加数据存储的位置的系统。  (on page 419)

2. 在主要部分的位置子部分中，在包含要向其添加数据存储的位置的行中，选择添加数据存储。可以

选择分布式位置或镜像位置。

将出现添加数据存储：<位置名称>  窗口。

注：

或者，在选择行后，可以在详细信息部分中的数据存储旁边选择  。

3. 在数据存储名称中输入数据存储的名称。该名称在系统中必须唯一。

4. 在描述框中，输入数据存储的描述信息。

5. 如果要将数据存储设置为默认存储，请选中设置为系统的默认数据存储复选框。

6. 选择添加。

数据存储将添加到该位置。

指定您要将其数据存储在数据存储中的标签。

设置默认数据存储

设置默认数据存储时，如果在添加标签时未指定数据存储，则会将标签添加到默认数据存储中。

1. 访问您要在其中设置默认数据存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位置。

当前默认数据存储将出现在默认数据存储下方。

3.
在

默认数据存储
旁，选择 

 
。将出现默认数据存储窗口，其中显示了系统中的数据存储的列表。

4. 选择要设置为默认数据存储的数据存储，然后选择设置为默认。

数据存储将设置为默认数据存储。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configuring_collector_and_tag_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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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采集器实例

关于使用配置  Hub 来管理采集器实例
采集器用于从各种来源收集数据并将其发送到  Historian。如需采集器列表及其使用方法，请参阅 

Historian 文档。

在安装采集器和  远程管理代理  之后，以下工件将可用：

• 可执行文件:  在添加采集器实例时需要提供这些文件。

• 远程采集器管理  代理：具有远程管理采集器  (on page 443)的功能。

然后就可以添加采集器实例。此部分介绍如何使用  配置中心  添加采集器实例  (on page 433)。此外，还

可以使用  RemoteCollectorConfigurator 实用工具添加采集器实例，此工具不要求安装  基于  Web 的客户

端。

注：

在使用配置  Hub 的时候，无法添加注释、启用调试模式、暂停数据收集、恢复数据收集以及修改

或删除脱机采集器的实例。此外，无法压缩网络消息。但是，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中使用采集器管理

器工具来添加或删除采集器实例。

关于向  Azure IoT 中心发送数据
向  Azure IoT Hub  发送数据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 Azure IoT Hub  中的数据最多存储  7 天，之后将从中心删除。因此，您必须在  7 天内使用数据。根据

您自己的要求，您可以将其存储在相关的  Azure 存储中。然后可以使用  Azure 函数或流分析程序来

分析数据。

• 发送到  Azure IoT Hub  的数据具有  JSON 格式，采用  UTF-8 编码。为了减少

消息大小并避免标签属性重复，标签值采用  KairosDB 数据点的格式：[{"<tag 

name>":"Cloud_GCYSS3X2E.Simulation00001","<time stamp, tag value, and quality>":

[[1586260104000,132560.203125000,3]]}

在添加采集器实例以向  Azure IoT Hub  发送数据前，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about_historian_data_collectors.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install_collector_instance.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add_offline_collector.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delete_offline_collec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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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  Azure IoT Hub  帐户。

注：

要根据您的要求选择正确的  Azure IoT Hub，请参阅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azure/iot-hub/iot-hub-devguide-quotas-throttling

2. 在  Azure IoT Hub  中创建设备。这些设备将存储从采集器接收的数据。建议您为每个采集器实例创

建一个设备。

访问采集器实例详细信息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查看其详细信息的采集器实例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其中会显示以下列：

列 描述

采集器名称 采集器实例的名称。如果选择此列中的链接，

会显示采集器实例详细信息。

压缩 采集器压缩有效性。如果该值较低，您可以增

加压缩死区以传递更少的值，从而增加压缩效

果。

配置 采集器标签配置来源。选择下列值之一：

• HISTORIAN：表示通过使用  Historian 

管理员角色配置标签。

• 离线：表示将通过使用离线配置文件配

置标签。

计算机 已安装采集器的计算机的名称。

乱序 采集器的乱序样本总数。

超限 未收集的数据事件总数。在正常操作和正常条

件下，该值应始终为零。如果该值不为零，则

表明数据将丢失，您必须采取措施以通过增大

收集间隔来减少系统峰值负载。

冗余 指示是否启用采集器冗余，这会降低由于软件

或硬件故障而丢失数据的可能性。有关信息，

请参阅  Historian 文档中的采集器冗余。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iot-hub/iot-hub-devguide-quotas-throttl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iot-hub/iot-hub-devguide-quotas-throttling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hgs_offline_configuration_for_collectors.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collectorRedundan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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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描述

报告率 采集器发送数据的平均速率。这是关于采集器

负载的一个常规指标。

状态 采集器的状态。选择下列值之一：

• 已启动

• 已停止

• 运行

• 已暂停

标签计数 采集器要为其收集数据的标签数。

版本 采集器版本号。

注：

可以在表中添加、重新排序和删除列。有关说明信息，请参阅“具有  Historian 的配置  Hub 

的通用任务  (on page 418)”。

3. 选择包含您要访问其详细信息的采集器的行。

采集器详细信息将显示在主要部分中，摘要信息将显示在详细信息部分中。

注：

如果详细信息部分未显示，请在页面右上角选择  ，然后选择详细信息。

添加采集器实例

• 安装采集器。

• 对于  iFIX 采集器，确保  iFIX 在  Windows 服务模式下运行。

• 如果采集器的目标是  Azure IoT Hub 设备，请确保设备正在运行。

在开始使用采集器之前，必须添加采集器的实例。您可以添加同一采集器的多个实例或添加已经安装了采

集器的多个采集器实例。要添加采集器的多个实例，请再次执行此主题中提供的步骤。

此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配置中心  添加采集器实例。此外，还可以使用  RemoteCollectorConfigurator 工具添

加采集器，此工具需要安装  基于  Web 的客户端。

1. 访问您要在其中添加采集器实例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这将显示系统中的采集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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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

这将显示添加采集器实例：<系统名称>  窗口，其中显示采集器选择部分。计算机名称字段包含您已

经安装了采集器的计算机的列表。

4. 在计算机名称字段中，选择您要添加采集器实例的计算机。

5. 在采集器类型字段中，选择您要添加其实例的采集器类型，然后选择获取详细信息。

安装驱动器和数据目录字段已禁用并填充。

6. 选择下一步。

这将显示来源配置部分。对于  OPC 采集器，来源配置是自动填充的。并且，如果您选择了文件收

集，将会显示目标配置部分。如果显示此部分，请跳至步骤  8。

7. 在  HISTORIAN 来源服务器字段中，输入您希望采集器从中收集数据的来源服务器的计算机名称。根

据需要，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以连接到服务器。

对于云采集器，将显示另外一组字段。如果是这样，请在可用的字段中输入值。

8. 选择下一步。

这将显示目标配置部分。

9. 在选择目标字段中，选择您希望采集器将数据发送到的目标。默认情况下，Historian 服务器已选

中。

10. 根据您选择的目标，在可用的字段  (on page 436)中提供值，然后选择下一步。

这将显示采集器初始化部分。采集器名称将会禁用并填充。

11. 在运行模式字段宏，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服务  - 本地系统帐户：如果您要使用本地用户（即当前登录的用户）的凭据将采集器作为 

Windows 服务来运行，请选择此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用户名和密码字段将被禁用。

• 特定用户帐户的服务：如果您希望使用特定用户帐户来将采集器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请

选择此选项。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必须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

如果选择前两个选项，还可以将采集器配置为在启动计算机时自动启动，或者如果使用的是  iFIX 采

集器，则配置为在启动  iFIX 时启动。

12. 选择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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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实例将会添加，并显示在采集器列表中。将会为以下采集器的每个实例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以便于在命令提示符中打开它们：

• 您的  iFIX 采集器

• 您的  iFIX 警报和事件采集器

• 您的  OPC Classic 警报和事件采集器

• 您的  OPC Classic DA 采集器

• 您的  OPC Classic HDA 采集器

指定您要使用采集器收集其数据的标签。在目标配置字段的选择配置字段中，

• 如果选择  Historian 配置，请访问  Historian 管理界面，然后管理标签配置。如需获得更多信息，请

参阅配置标签。

• 如果选择脱机配置，请修改采集器的脱机配置文件。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以下位

置：<Historian 的安装文件夹>\GE Digital\<采集器名称>。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脱机

配置  XML 文件。

修改采集器实例

停止您要修改其实例的采集器  (on page 445)。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配置中心  修改采集器实例。还可以使用  RemoteCollectorConfigurator 实用程序修改

采集器实例，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安装  基于  Web 的客户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istorian 文档。

1. 访问其中包含您要修改的采集器实例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这将显示系统中的采集器列表。

3. 在采集器名称列中，选择与要修改的采集器实例对应的链接。

将显示采集器详细信息。

4.

选择 

 

，然后选择

编辑

。5. 根据采集器的目标，在可用字段  (on page 436)中提供值。

6. 选择保存。或者，如果您执行的更改需要重新启动采集器，请选择保存并重新启动。通常，当您更

改实例配置部分中的值时，需要执行此操作。

注：

对于  9.0 版本之前的采集器：

• 不能修改实例配置部分中的详细信息。

• 一些详细信息（例如采集器类型）不会显示。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configuring_collector_and_tag_properties.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hgs_configuring_collector_and_tag_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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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istorian 管理界面  重新配置采集器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istorian 文档。

向采集器实例添加注释

本主题介绍如何向采集器实例添加注释。

注：

• 无法修改或删除注释。

• 无法向离线采集器添加注释。

1. 访问您要向其添加注释的采集器实例  (on page 432)。

采集器的详细信息以及注释列表将显示在详细信息部分中。

2. 在详细信息部分的注释下方的文本框中，输入您的注释，然后选择添加注释。

注释将添加到采集器实例。

访问关于采集器实例的注释

1. 访问您需要其注释的访问权限的采集器实例  (on page 432)。

采集器的详细信息以及注释列表将显示在详细信息部分中。

2. 如果要搜索注释，请在搜索框中输入搜索条件。还可以通过在发件人和收件人框中选择值，来根据

日期和时间范围过滤注释。

将根据搜索条件过滤注释。

采集器实例字段

此主题提供有关采集器实例字段的信息。已根据采集器的目标对这些字段进行分类。

目标网络:  Historian 服务器

字段 描述

目标服务器 您希望采集器向其发送数据的  Historian 服务器的

计算机名称。

用户名 用于访问  Historian 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 用于访问  Historian 服务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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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网络:  Predix Time Series

字段 描述

云目标地址 您要向其发送数据的  Predix Time Series 实

例所公开的数据流端点的  URL。通常，它

以“wss://”开头。此值用作采集器的接口名

称和默认标签前缀的一部分。您的  Predix Time 

Series 管理员可以提供此  URL。

身份颁发者 采集器将验证自身身份并获取必要凭据以流

式传输到  Predix Time Series 的身份验证端点

的  URL。换句话说，这是您要用于连接  Predix 

Time Series 的  UAA 实例的颁发者  ID。通常，它

以“https://”开头，以“/oauth/token”结尾。

客户端  ID 在与  Predix Time Series 交互时标识采集器。这

相当于许多身份验证方案中的用户名。客户端必

须存在于身份颁发者所标识的  UAA 实例中，并且

系统要求授予  timeseries.zones.{ZoneId}.ingest 

和  timeseries.zones.{ZoneId}.query  权限，以

访问指定  Predix 区域  ID 的客户端。Predix  Time 

Series 管理员可以提供此信息。

客户端密钥 用于验证采集器的密钥。这相当于许多身份验证

方案中的密码。

区域  ID 采集器将向其发送数据的实例的唯一标识符。

代理 标识要用于身份验证过程和发送数据的代理服务

器的  URL。如果采集器在其中使用代理服务器

访问网络以外的  Web 资源的网络上运行，则您

必须提供代理服务器设置。但是，这不会影响 

Windows 在建立安全连接时所使用的代理服务

器。因此，仍必须为运行采集器服务的  Windows 

用户帐户配置代理设置。

代理用户名 用于连接到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代理密码 用于连接到代理服务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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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数据点属性 与您希望采集器收集的数据点相关的属性或参

数。选择添加属性可指定属性。最多可以为每个

采集器实例添加五个属性。

选择配置 用于指定要收集其数据的标签的配置类型。选择

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 Historian配置: 如果要使用  Historian 管理

员手动添加标签，请选择此选项。如果选

择此选项，将出现配置  HISTORIAN 服务

器字段。

• 离线配置：如果要使用离线配置文件提供

标签名称而不是手动添加标签，请选择

此选项。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以下

位置：<Historian 安装文件夹>\GE 

Digital\<采集器名称>

配置  HISTORIAN 服务器 要从中访问  Historian 管理界面  以便手动为采集

器添加标签的计算机的主机名。仅当在选择配

置字段中选择  Historian 配置后，此字段才会出

现。

目标:  Azure IoT Hub

字段 描述

设备连接字符串 标识您要向其发送数据的  Azure IoT 设备。按如

下格式输入数据：HostName=<值>;DeviceId=<值

>;SharedAccessKey=<值>

传输协议 要用于将数据发送到  Azure IoT Hub  的协议。选

择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 HTTP

• MQTT

• AMQP

• MQTT_OVER_WEBSOCKETS

• AMQP_OVER_WEBSOCKETS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hgs_offline_configuration_for_colle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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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关要使用的协议的信息，请参阅  协议和端口号 

(on page 441)。

代理 标识要用于身份验证过程和发送数据的代理服务

器的  URL。如果采集器在其中使用代理服务器

访问网络以外的  Web 资源的网络上运行，则您

必须提供代理服务器设置。但是，这不会影响 

Windows 在建立安全连接时所使用的代理服务

器。因此，仍必须为运行采集器服务的  Windows 

用户帐户配置代理设置。

代理用户名 用于连接到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代理密码 用于连接到代理服务器的密码。

选择配置 用于指定要收集其数据的标签的配置类型。选择

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 Historian配置: 如果要使用  Historian 管理

员手动添加标签，请选择此选项。如果选

择此选项，将出现配置  HISTORIAN 服务

器字段。

• 离线配置：如果要使用离线配置文件提供

标签名称而不是手动添加标签，请选择

此选项。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以下

位置：<Historian 安装文件夹>\GE 

Digital\<采集器名称>

配置  HISTORIAN 服务器 要从中访问  Historian 管理界面  以便手动为采集

器添加标签的计算机的主机名。仅当在选择配

置字段中选择  Historian 配置后，此字段才会出

现。

目标网络:  MQTT

字段 描述

主机地址 您希望采集器向其发送数据的  MQTT 代理的主机

名。必须输入值。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hgs_offline_configuration_for_colle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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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端口 MQTT 代理的端口号。

客户端  ID MQTT 客户端的名称。值是必填项，并且对于 

MQTT 代理必须唯一。

主题 您希望采集器向其发布数据的  MQTT 主题。必须

输入值。

自动刷新 指示您是否要在身份验证令牌到期时自动刷新

它。

• 如果关闭开关，将必须在令牌过期后立即

手动提供令牌。

• 如果打开开关，则必须提供所需证书的详

细信息。

用户名 输入用户名以连接到  MQTT 代理。

密码 输入密码以连接到  MQTT 代理。

CA 服务器根文件 输入要用于连接到  MQTT 代理的  CA 服务器根文

件的路径。

客户端证书 输入要用于连接到  MQTT 代理的客户端证书的路

径。

私钥文件 输入要用于连接到  MQTT 代理的私钥文件的路

径。

公钥文件 输入要用于连接到  MQTT 代理的公钥文件的路

径。

选择配置 用于指定要收集其数据的标签的配置类型。选择

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 Historian配置: https://www.ge.com/

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

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如果要

使用  Historian Administrator 手动添加标

签，请选择此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将

出现配置  HISTORIAN 服务器字段。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tagsConfigur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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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 离线配置：如果要使用离线配置文件提供

标签名称而不是手动添加标签，请选择

此选项。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以下

位置：<Historian 安装文件夹>\GE 

Digital\<采集器名称>

配置  HISTORIAN 服务器 要从中访问  Historian 管理界面  以便手动为采集

器添加标签的计算机的主机名。仅当在选择配

置字段中选择  Historian 配置后，此字段才会出

现。

协议和端口号

下表提供了可用于向  Azure IoT Hub  发送数据的协议的列表、协议选择指南，以及每种协议所使用的端口

号。

协议 使用时间 端口号

HTTP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量不大，且/

或其他协议的默认端口不可用，

请使用此协议。

90

MQTT 与  AMQP 相比，MQTT  是轻量

级协议，并且被广泛使用。如果

您想使用低带宽发送数据和/或

不需要使用同一连接来连接到多

个设备，请使用此协议。

8883

AMQP 与其他协议相比，AMQP  更可

靠。该协议会批量发送数据，因

此与  MQTT 相比，其网络流量

更少。如果您想频繁地从多个采

集器发送大量数据，请使用此协

议。

5763

基于  Web 套接字的  MQTT 与  AMQP 相比，MQTT  是轻量

级协议，并且被广泛使用。此

外，使用  Web 套接字进行的通

信更加可靠和安全。如果您想使

443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hgs_offline_configuration_for_colle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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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使用时间 端口号

用低带宽且安全地发送数据，请

使用此协议。

基于  Web 套接字的  AMQP 与其他协议相比，AMQP  更可

靠。该协议会批量发送数据，因

此与  MQTT 相比，其网络流量更

少。此外，使用  Web 套接字进

行的通信更加可靠和安全。如果

您想频繁且安全地从多个采集器

发送大量数据，请使用此协议。

443

删除采集器实例

停止您要删除其实例的采集器  (on page 445)。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采集器实例来收集数据，可以将其删除。删除采集器实例时，该采集器的  Windows 服

务、注册表文件夹和缓冲文件也将被删除。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配置中心  删除采集器实例。还可以使用  RemoteCollectorConfigurator 实用程序删除

采集器实例，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安装  基于  Web 的客户端。

1. 访问其中包含您要删除的采集器实例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这将显示系统中的采集器列表。

3. 在采集器名称列中，选择与要删除的采集器实例对应的链接。

将显示采集器详细信息。

4.

选择 

 

，然后选择

删除

。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删除采集器实例。

5. 如果您还需要删除标签，请选中同时删除相关标签复选框。

6. 选择删除。

采集器实例将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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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采集器

关于远程安装和管理采集器
很多  Historian 用户都使用采集器从数据源或服务器收集数据。通常来说，这些采集器在地理位置上是分散

的，因此，访问这些采集器可能会比较困难，而且比较耗费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istorian  提供了 

远程采集器管理  代理，通过此代理可以远程管理采集器。

使用  远程采集器管理  代理的优势：

• 不再需要通过物理方式访问采集器计算机来管理采集器。

• 安全性得到保证。即，只有  iH 安全管理员、iH  标签管理员和  iH 采集器管理员安全组可以远程管理

采集器。

• 此外，还可以使用较旧版本的采集器（V5.5  和更高版本）。

功能

• 添加、修改或删除采集器实例。

• 启动  (on page 444)、停止  (on page 445)或重启  (on page 446)采集器。

• 暂停  (on page 446)或恢复  (on page 447)采集器的数据收集。

• 删除  (on page 447)或移动  (on page 447)采集器的缓冲区文件。

• 更改采集器的目标服务器  (on page 448)。

工作流

下图展示了  远程采集器管理  在创建采集器实例时的工作流。创建采集器实例之后，采集器将会把数据发送

到已配置的目标。绿线表示初始的一次性步骤。红线表示每次远程管理采集器时需要执行的步骤。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modify_collector_instance_rcm.html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t_delete_collector_instance_rc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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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 在安装  远程管理代理  之后，如果安装新的采集器，第一次启动时必须手动操作。这将在采集器和  远

程采集器管理  代理之间建立连接。从下次开始，就可以远程管理采集器。

启动采集器

可以使用以下选项之一来运行采集器：

• 服务  - 本地系统帐户：如果要使用本地用户（即当前登录的用户）的凭据将采集器作为  Windows 服

务来启动，请选择此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用户名和密码字段将被禁用。

• 特定用户帐户的服务：如果您希望使用特定用户帐户来将采集器作为  Windows 服务来启动，请选择

此选项。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必须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启动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包含您要启动的采集器的行。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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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显示启动：<采集器名称>  窗口。

5. 根据下表中的描述来提供值。

字段 描述

运行模式 选择下列选项中的一项：

• 服务  - 本地系统帐户：如果要使用本地

用户（即当前登录的用户）的凭据将

采集器作为  Windows 服务来启动，请

选择此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用户

名和密码字段将被禁用。

• 特定用户帐户的服务：如果您希望

使用特定用户帐户来将采集器作为 

Windows 服务来启动，请选择此选

项。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必须在用户

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

用户名 输入可以运行采集器的  Windows 用户的用户

名。如果已经为运行模式选择了特定用户帐户

的服务，那么需要输入值。

密码 输入可以运行采集器的  Windows 用户的密

码。如果已经为运行模式选择了特定用户帐户

的服务，那么需要输入值。

6. 选择启动。

采集器将会启动，数据收集将会开始。采集器部分中的采集器状态更改为“正在启动”，然后更改

为“正在运行”。但是，如果连接失败，状态将更改为“未知”。

注：

如果未启用自动刷新，请手动刷新采集器。

停止采集器

当您停止采集器时，采集器将停止收集数据，并与目标断开连接。如果您希望采集器与目标保持连接，也

可以暂停数据收集  (on page 446)。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停止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其中包含您要停止的采集器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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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操作，然后停止。

将出现停止：<采集器名称>  窗口。将填充并禁用采集器计算机和当前运行模式字段。

5. 如果采集器在  Windows 服务模式下运行，请选择停止。如果采集器在命令行模式下运行，请在用户

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然后选择停止。

采集器将停止，数据收集操作将暂停。采集器部分中的采集器的状态将更改为“已停止”。

重新启动采集器

可重新启动采集器以停止并再次启动采集器。只能重新启动正在运行的采集器。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重新启动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其中包含您要重新启动的采集器的行。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重新启动。

将出现重新启动：<采集器名称>  窗口。

5. 如果采集器在  Windows 服务模式下运行，请选择重新启动。如果采集器在命令行模式下运行，请

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然后选择重新启动。

采集器将重新启动，数据收集操作将恢复。

暂停数据收集

当暂停数据收集时，采集器将停止收集数据。但是，采集器仍保持连接到目标。如果要使采集器与目标断

开连接，请停止采集器  (on page 445)。

注：

无法暂停离线采集器的数据收集操作。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暂停其数据收集操作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其中包含您要暂停其数据收集操作的采集器的行。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暂停数据收集。

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要暂停数据收集操作。

5. 选择暂停。

数据收集将暂停，并且采集器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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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采集器的数据收集操作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恢复其数据收集操作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其中包含您要恢复其数据收集操作的采集器的行。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恢复数据收集。

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要恢复数据收集操作。

5. 选择继续。

采集器将启动，数据收集操作将恢复。

删除采集器的缓冲文件

删除缓冲文件时，采集器将停止。在缓冲文件删除后，采集器将重新启动。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清除其缓冲文件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其中包含您要清除其缓冲文件的采集器的行。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清除缓冲。

将出现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清除缓冲文件。

5. 选择清除。

将出现清除缓冲：<采集器名称>  窗口。

6. 如果采集器在  Windows 服务模式下运行，请选择清除。如果采集器使用特定用户帐户在命令行模式

下运行，请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然后选择清除。

采集器缓冲文件将被删除。

移动采集器的缓冲文件

建议您将缓冲文件移动到同一驱动器内的一个新文件夹中。无法将文件移动到网络共享驱动器上的文件

夹。

移动缓冲文件时，采集器将停止。在移动缓冲文件后，采集器将重新启动。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将其缓存文件移动到其他文件夹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其中包含您要移动其缓存文件的采集器的行。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移动缓冲。

将出现移动缓冲：<采集器名称>  窗口。将填充并禁用当前位置、采集器计算机和运行模式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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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目标位置框中，输入要将缓冲文件移动到的文件夹的路径。

6. 如果采集器在命令行模式下运行，请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然后选择移动缓冲。

将移动缓冲文件，并启动采集器。

更改采集器的目标服务器

1. 确保将  Historian 安装在您希望采集器向其发送数据的新目标服务器上。

2. 确保您要更改其目标服务器的采集器正在运行。

1. 访问已链接到您要停止的采集器的系统  (on page 419)。

2. 选择采集器。

将出现已链接到系统的采集器的列表。

3. 选择其中包含您要更改其目标服务器的采集器的行。

4. 选择操作，然后更改目标服务器。

将出现更改目标服务器：<采集器名称>  窗口。将填充并禁用采集器计算机、当前运行模式和当前目

标服务器字段。

5. 在新运行模式字段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本地系统帐户下的服务：如果要使用本地用户（即当前登录的用户）的凭据将采集器作为 

Windows 服务来启动，请选择此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用户名和密码字段将被禁用。

• 特定用户帐户下的服务  如果要使用特定用户帐户将采集器作为一个  Windows 服务启动，请

选择此选项。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必须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值。

6. 在新目标服务器字段中，输入您希望采集器向其发送数据的新目标服务器的计算机名称。

7. 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用于访问新的目标服务器的凭据。

8. 选择更改服务器。

采集器的目标服务器将更改，并且采集器会停止。

1. 通过使用  配置中心  修改采集器实例来更新采集器的网络消息压缩。

2. 使用  Historian 管理界面  重新配置采集器属性。

3. 重新启动采集器  (on page 446)。

https://www.ge.com/digital/documentation/historian/version90/c_collectorsConfigureCollectors.html


第 4 章.  设置

切换用户

1.
找到工具栏右上角的用户按钮 

 
。

2. 选择“注销”。

3. 使用新用户名重新登录。

修改布局

可通过以下方式修改  Configuration Hub  中的布局：

• 使用拆分条调整面板大小。

• 打开或关闭标签。

• 打开或关闭面板。

• 调整浏览器窗口大小以调整所有已打开的面板的大小。

主机名称更改

如果需要更改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或  iFIX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在  Configuration Hub  位于  iFIX 服务

器本地时更改两者的主机名），此部分介绍需要遵循的步骤。请注意，如果证书有效，iFIX  插件将只能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访问。如果主机名已更改（在  Configuration Hub  或  iFIX 中）但您未更新证书，则 

iFIX 插件可能无法在  Configuration Hub  中访问，因为证书不再有效。按照以下步骤来更新您的证书。

在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主机名发生更改之后创建自签名证书的步骤

在  Configuration Hub  安装期间，将会创建自签名证书并将其存储在  C:\Program Files (x86)\GE

\ConfigurationHub\ConfigHubPki 文件夹中。Configuration Hub  Nginx 服务器证书存储在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conf 目录中。如果您在  Configuration Hub  安装之后更改  Web 服务器名

称，则需要更新自签名证书。

按照以下步骤来更新  Configuration Hub  的自签名证书：

1. 移除或备份此文件夹中的证书文件：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ConfigHubPki。

2.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并进入此目录：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ConfigHubPki。

3. 输入以下命令以创建新的自签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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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_confighub.bat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 5678 4890 htclab.ge.com

其中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是  Configuration Hub  的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 是  Configuration Hub  niginx 服务器所在的目录，5678  是 

Configuration Hub  身份验证服务端口（不再使用），而  4890 则是  Configuration Hub  服务器端口。

4. 将  server_cert.crt 和  server_cert.key 文件从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ConfigHubPki 文件夹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Web\conf 文件夹。

5. 重新启动计算机。

在  iFIX 服务器主机名发生更改之后创建自签名证书的步骤

在  iFIX 端上，在安装期间，将会创建自签名证书并将其存储在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LOCAL

\iFIX_OpcuaConfigService\pki 文件夹中。iFIX  Nginx 服务器证书存储在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

\web\conf 目录中。当主机名称发生更改时，还需要更新  iFIX 证书。

按照以下步骤来更新  iFIX 的自签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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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iFixConfigServiceCertTool.exe。此工具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 

文件夹中。iFIX  配置服务证书工具将显示，类似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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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删除证书”，然后单击“删除证书绑定”。证书工具的外观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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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Windows 文件浏览器中，移除或备份此目录中的证书文件：C:\Program Files (x86)\GE\iFIX

\LOCAL\iFIX_OpcuaConfigService\pki。

4. 在  iFIX 配置服务证书工具中，通过单击“创建证书”按钮创建新证书。工具的外观将如下图所示：



配置中心文档  | 4 - 设置  | 455



配置中心文档  | 4 - 设置  | 456

5. 在创建新的证书集之后，确保证书缩略图在  iFIX 配置服务证书工具中不同。如果相同，将不会创建

新的证书。下图是显示主机名更改之前和之后的示例：

在主机名发生更改之前，工具中的证书缩略图为：

在创建新证书之后，缩略图为：

6. 将  iFIX_OpcuaConfigServer.crt 和  iFIX_OpcuaConfigServer.key 文件从  C:\Program Files (x86)\GE

\iFIX\LOCAL\iFIX_OpcuaConfigService\pki 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web\conf 目

录。

7. 重新启动计算机。

配置中心端口更改

如果您需要在安装后更改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请使用  Configuration Hub 

文件夹（默认情况下，此文件夹位于：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中的 

ConfigHubSettingsUtility.exe 实用程序来重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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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要计划更新作为  Configuration Hub  Web 服务器的配置中心服务器的端口号，则必须更新所有

插件以更新配置中心服务器端口更改。否则，插件无法与  Configuration Hub  通信。要在安装后更

新  iFIX 插件，请使用  iFIX 工作台中提供的注册工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FIX 插件注册工具 

(on page 26)”。要在安装后更新  Historian 插件，请使用  C:\Program Files\GE Digital\Historian 

Config 文件夹中的  Web_Clients_Configuration_Tool.exe 工具。



第 5 章.  排错

日志文件

安装日志文件

随  iFIX 一起安装时，安装程序的“配置中心”部分的日志将命名为  iFIX 6.5_ConfigHubMSI.log。此日志

显示在  Windows 文件夹中，可用于排除在安装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问题。

“配置中心”日志文件

默认情况下，Configuration Hub  的日志保存在以下位置：C:\Program Files (x86)\GE\ConfigurationHub

\Logs。

Historian 日志文件

对于  Historian，日志默认存储在以下文件夹中：C:\Proficy Historian Data。

iFIX 日志文件

对于  iFIX，默认情况下，关联的日志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LOCAL\Logs 文件夹中。这些文

件的名称如下：

日志名称 描述

ifix_auth_service.log iFIX 身份验证服务日志文件。

ifix_config_service.log iFIX OPCUA 配置服务日志文件。

ifix_config_service_cert.log 自签名证书创建实用程序日志文件。每次启动 

iFIX 时都会自动覆盖此日志文件。

ifix_confighub_facade_service.log iFIX ConfigHub Facade 服务日志文件。

ifix_model_editor_service.log 模型编辑器服务日志文件。

ifix_model_service.log iFIX 模型服务（用于将模型信息发布到  iFIX）。

ifix_tag_service.log iFIX 标签服务日志文件。

IGS 日志文件

对于  IGS，名为  igs-browse-config.log 的日志文件默认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GE\iFIX\LOCAL 文件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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