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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手册属于北京旋思科技有限公司及授权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

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手册内容有可能变更。旋思科技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

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旋思科技尽全

力在本手册中提供准确的信息，但是旋思科技并不确保手册内容完全没有错误，本手册中的

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也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symid.com.cn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91-9036 

技术支持论坛：http://support.sym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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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及其获取方式 

相关资料 

手册名称 用途 

《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快速指南》 帮助用户快速掌握 SymLink 产品的基本使用 

《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安装手册》 帮助用户掌握 SymLink 产品的安装上架 

《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使用说明》 提供 SymLink 产品细节参数的详细说明 

《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开发指南》 为二次开发用户提供 SymLink 的 SDK 帮助 

 

 

 

资料获取方式 

您可以通过旋思科技网站（www.symid.com）获取最新的产品资料： 

与产品资料相关的主要栏目介绍如下： 

[解决方案]：可以获取解决方案类资料。 

[产品]：可以获取产品介绍和技术介绍的文档。 

[支持下载]：可以获取产品使用手册。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product@symid.com.cn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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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介绍 

《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使用说明》主要介绍 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的软件系统

特性及 SymLink 的操作配置和维护管理。本手册包含如下章节： 

第 1 章  总述 

第 2 章  相关软件安装 

第 3 章  工程配置 

第 4 章  远程维护 

第 5 章  网管系统 

第 6 章  附录 1—使用 OPC Server 发布数据 

第 7 章 附录 2—使用 SDS 无缝连接 SymLink 和上层系统 

第 8 章  附录 3—使用 SymEnergy 级联 SymLink 获取数据 

第 9 章  附录 4—脚本系统函数手册 

 

 

本书约定 

本书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警告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造成人身安全。 

注意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提示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信息。 

说明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窍门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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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SymLink系统功能架构图： 

 

下表是对上图中的术语解释： 

术语 解释 

应用工程 

(Project) 

是对 SymLink 的功能配置集合。用过工程组态软件 IDE 来完成，表

现为多个配置文件构成的文件夹。 

通道 

(Chanel) 

属于 SymLink 固有概念，分为：采集、转发、级联、虚拟通道等等。 

传送信息和数据的通路，协助控制、管理外部设备。有特定的协议，

有具体的参数。 

设备 

(IED) 

属于 SymLink 固有概念。这里指带通讯接口的设备、模块或系统。 

IED 数据字典 设备与 SymLink 之间互联互通的业务数据点表。 

级联 SymLink 可以将其他 SymLink 作为 IED 设备进行互联互通。 



 

 

IOOPCClient 

SymLink 可以将第三方系统 OPCServer 作为 IED 设备进行互联互

通。 

协议转发 

把 SymLink 内部数据通过指定的规约协议与第三方系统建立互联互

通互操作。 

系统变量 系统内部提供的一种变量对象。分为内置变量和用户自定义变量。 

脚本引擎 

SymLink 内置的类 C++语法的脚本系统。用户可通过其进行二次开

发。 

触发器 

(Trigger) 

SymLink 内置的任务启动机制，用户配置条件满足时，可触发

SymLink 执行预设的任务。 

断线缓存 

上层系统与 SymLink 发生通讯故障，SymLink 为上层系统缓存过程

数据。 

远程维护 

用户通过网络连接 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对 SymLink 进行管理、

配置、维护等。 

网管系统 监测 SymLink 的实时运行状况的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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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述 

1.1. 概述 

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是一款全新的工业数据采集转发设备，集通讯接口服务器、工控

机、工控软件于一体的智能设备。她具有以下的基本功能： 

 支持多种通讯链路，如： RS-232/422/485 、 CAN 、以太网、 wifi 、 zigbee 、

Gprs/WCDMA/CDMA2000 等 

 支持采集工业现场的多种工业设备协议，并以多种工业设备协议向其他系统或设备提供

数据分发服务.如：OPC、Modbus、IEC61850、IEC60870、DNP3、BACnet、PLC。 

 支持众多高级的功能特性，如：脚本系统，数据存储，设备报警，触发器，远程同步更

新，网管系统等。 

 基于互联网的应用开发，交流互动，在线调试，技术支持。 

 图形化的操作配置，带给用户极致的用户体验。 

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以满足物联网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为设计目标。致力于构

建工业互联网的神经网络系统。 

 

SymLink 核心设计理念： 

 平台化设计思想 

SymLink 核心平台是一套针对业务数据处理的“操作系统”，类似于智能手机领域

里的 Android 平台。 

SymLink 将设备通讯封装成了驱动程序，将报警、存储、触发器、用户权限体系等

封装成了各种“操作系统”服务。我们提供了配套的开发系统以及内置类 C++的脚

本引擎，供用户定制开发各种工程应用。 

 

 网络化应用模式 

我们为 SymLink 部署了基于互联网的软件更新同步系统、虚拟技术社区、应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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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社区等，用户可通过互联网实现 SymLink 最新应用组件驱动的下载、与更多的

专业工程师在线商讨技术难题等。 

 

 标准化兼容能力 

SymLink 作为第三方上层软件系统的业务数据支撑平台，我们持续为 SymLink 开

发了多种标准化数据服务协议，比如 OPCServer 、 BACNet 、 DNP3.0 、

IEC101/102/103/104 等等，以及大多数实时数据库系统的专用对接模块。 

 

 开放式技术体系 

SymLink 向用户提供了驱动开发 SDK、应用开发 SDK 等等，供用户在 SymLink 平台

上深度定制自己个性化的应用模块。 

 

1.2. 功能特性明晰 

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支持的功能块可以划分为：工程配置，远程维护，网管系统。

各部分包含的特性功能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 

功能模块 业务特性 

工程配置 

采集服务 

数据服务 

系统变量 

用户管理 

远程维护 

设备维护 

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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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其他配置 

网管系统 

设备数据 

通讯报文 

设备状态 

日志信息 

应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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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相关软件安装 

运行 SymLink 开发环境及网管系统的安装程序 SymLinkV2_Setup.exe。安装初始界面如

下图 2-1 所示： 

 

图 2-1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安装路径设置界面，如下图 2-2 所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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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桌面图标选择设置界面，如下图 2-3 所示： 

 

图 2-3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安装确认界面，如下图 2-4 所示： 

 

图 2-4 

点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如下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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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点击“完成”按钮，SymLink 开发环境安装完成。如下图 2-6 所示：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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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工程配置 

SymLink 的工程配置主要通过可视化的开发环境（IDE）来完成，结合工程现场的实际需

求，对功能进行配置组态，如定义对底层设备的通讯参数，对上层业务系统的数据传输协议

定义等。 

本章对工程的配置，主要围绕可视化的开发环境（IDE）进行叙述说明。 

3.1. 运行 IDE 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IDE）安装后，会在用户桌面及系统开始菜单中创建程序的快捷方式，因此

通过桌面的快捷方式“SymLink 开发系统”或开始菜单→程序→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

SymLink 开发环境来运行 IDE 开发环境。 

  

IDE 开发环境运行后，整体界面如下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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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整个界面由 6 个区域组成，各个区域的功能描述如下表 3-1： 

表 3-1 

序号 名称 描述 

1 标题栏 运行程序的名称 

2 菜单栏 功能菜单， 

3 工具栏 快捷功能导航 

4 导航区 
项目/工程/主要功能的快速导航，选择相应项目，可快速将信息展

示到右侧的主视图区域 

5 主视图 当前选中功能块的信息展现 

6 状态栏 状态栏 

3.2. 工程管理 

3.2.1. 相关概念 

SymLink 以树状结构管理项目，严格的按照项目/装置工程/应用三级进行分类管理，

实际上 SymLink 在磁盘上保存工程配置文件的目录也是按树型结构自动生成。新建一个工

程后 SymLink 会自动生成一个和工程名同名的目录；以后每添加一个新装置工程，就会在

这个目录下自动生成一个与工程相同名称的子目录；给每个装置添加应用，又会在每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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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目录下生成和应用相关的一系列配置文件。 

为避免工程配置带来的版本混乱问题，SymLink 的工程管理引入了装置工程 ID，装

置工程版本等信息。 

装置工程 ID 是工程被创建时生成唯一的 ID， 

装置工程版本，由 IDE 自动管理，每当工程的配置信息发生增添修改并保存时，版

本号会自动增加。 

如想快速查看项目/装置工程/应用的信息，展开导航区的项目工程列表，在列表树

中选择相应的节点，右侧主视图区将出现此节点功能的主要信息。 

如查看项目信息的效果如下图 3-2 所示： 

 
图 3-2 

如查看工程信息的效果如下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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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如查看应用信息的效果如下图 3-4 所示： 

 
图 3-4 

3.2.2. 项目的增删修改 

3.2.2.1. 项目的添加 

通过文件菜单栏中的“新建项目”或工具栏上的“新建项目”图标，可创建新的项目。 

在弹出的新建项目界面，系统会预置一个项目的名称，用户可自行修改。如下图 3-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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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点击更多参数后，新建项目的界面会展开，用于输入更多的项目信息。如下图 3-6 所示： 

 

图 3-6 

有关新建项目界面的有关参数说明如下表 3-2 描述： 

表 3-2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项目的名称。编号自动增加。 √ 项目 1 

描述 与名称对应的描述信息。   

目录 项目都会存储在默认路径下。   

项目地点 辅助信息，项目发生的地点。   

项目人员 辅助信息，项目参与的人员。   

项目时间 辅助信息，项目发生的时间。   

点击确认按钮后，项目会被创建到默认的项目路径下，并自动加入到左侧的导航区。 

3.2.2.2. 项目的修改 

在导航区选中项目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项目属性”。即可在

弹出的界面这修改项目属性。如下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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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3.2.2.3. 项目的删除 

在导航区选中项目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移除项目”。即可将

此项目从导航区中移除。如下图 3-8 所示： 

 

图 3-8 

 

说明： 
此处的移除项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删除，后期还可通过导入项目来恢复，

如要从磁盘中删除此项目，需要进入项目路径，通过系统删除功能进行删除。 

3.2.2.4. 项目的导出 

在导航区选中项目或工程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项目路径”，

将此项目的目录拷贝到备份路径下，即完成此项目的导出备份。如下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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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3.2.2.5. 备份项目的导入 

通过文件菜单栏中的“搜索”或工具栏上的“搜索”图标，可将项目导入到工程列表中。 

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3-10 

3.2.3. 装置工程的增删修改 

3.2.3.1. 装置工程的添加 

项目创建后，选中 IDE 界面上的项目名称，通过文件菜单栏中的“新建工程”或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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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新建工程”图标，可创建新的工程。工程创建时，生成全新的唯一的装置工程 ID。 

创建新的工程界面如下图 3-10 所示： 

 

图 3-10 

界面中的参数说明如下表 3-3 所示： 

表 3-3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工程的名称。编号自动增加。 √ 工程 1 

描述 与名称对应的描述信息。   

ID 工程的唯一 ID，程序自动创建。   

路径 工程的存放路径，存放在默认路径下的父项目中。   

3.2.3.2. 装置工程的修改 

在导航区选中工程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路径。如下图 3-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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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3.2.3.3. 装置工程的删除 

在导航区选中工程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路径。如下图 3-12 所

示： 

 

图 3-12 

 

说明： 

此处的移除工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删除，后期还可通过导入工程来恢复，

如要从磁盘中删除此工程，需要进入项目路径下通过系统删除功能进行删

除。 

3.2.3.4. 装置工程的导出 

在导航区选中工程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工程路径。进入工程路

径，将此工程目录拷贝到指定的备份路径，即完成此工程的导出备份。如下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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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3.2.3.5. 备份装置工程的导入 

在导航区选中项目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导入工程。在弹出的路

径选择框中找到备份的工程，即可将备份工程导入到指定的项目中。如下图 3-14 所示： 

 

图 3-14 

3.2.4. 快捷进入项目或工程的存储路径 

在导航区选中项目或工程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路径。即可快速进入

项目或工程的存储路径。如下 

          图 3-15                                图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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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5                                图 3-16 

 

窍门： 选择节点后点击鼠标右键，可获得快捷功能菜单，可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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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采集服务 

采集服务为 SymLink 中一个基础的、重要的功能。通过采集服务可以获取所有连接的底

层设备的数据。SymLink 支持通过多种接口（串口（RS232/RS485），以太网（TCP/IP，UDP/IP），

CAN，GPRS 等）、多种通讯协议（OPC、Modbus、IEC61850、IEC60870、DNP3、BACnet、PLC

等）与底层设备通讯，获取需要的任何数据。 

SymLink 的采集服务按照建通道，连设备的自然思维方式进行设计，是真实现场进行数

据采集的模型映射。因此 SymLink 的采集服务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接收的。在 SymLink 中进行

底层设备数据的采集，简单来说，主要分为 3 个步骤： 

1） 建通道（映射实际通讯连接的各种通讯链路和通讯协议） 

2） 连设备（定义与设备通讯的相关参数） 

3） 定义 IO 点（按需定义采集的信号在设备中） 

3.3.1. IO 采集通道 

有关通道的相关概念请参阅本手册术语表部分的概念解释。 

IO 采集通道为 SymLink 中一种基本的通道类型，主要描述为 SymLink 通过各种接口（串

口（RS232/RS485），以太网（TCP/IP，UDP/IP），CAN，GPRS 等）与生产现场底层设备进行连

接的一组定义。 

3.3.1.1. 创建 IO 采集通道 

1. 新建 IO 通道 

在左侧导航区中选择目标项目下的目标工程中的采集服务，通过工具栏图标或点右键选

择右键菜单中的“新建通道”。如下图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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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弹出通道的配置界面，如下图 3-18 所示 

 

图 3-18 

界面中的基本信息说明如下表 3-4： 

表 3-4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通道的名称，默认值是“C1”。编号自动增加。 

支持 64 个字符。只能包括 0~9，a~z 等字符。 
√ C1 

描述 通道的描述信息。   

端口 选择与底层设备通讯使用的通讯端口 √ 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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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 协议厂家，通过规约列表选择后自动填入 √  

规约 协议名称，通过规约列表选择后自动填入 √  

点击通道配置下最右侧的浏览按钮选择此通道上运行的规约。如下图 3-19 所示： 

 

图 3-19 

在弹出的规约管理界面，通过左侧的树选择相应的规约即可，右侧显示此规约的详细信

息。选择完成，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 3-20 所示： 

 

图 3-20 

规约选择完成后，自动切换到通道配置窗口。端口参数配置随规约类型自动切换成默认

的类型，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如下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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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下拉列表中的各通讯接口说明如下表 3-5： 

表 3-5 

界面项目 描述 

串口 

串行接口 Serial Interface是指数据一位位地顺序传送，其特点是通信线路简单，

只要一对传输线就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并可以利用电话线，从而大大降低了

成本，特别适用于远距离通信，但传送速度较慢。 

TCP 客户端 

作为 TCP 连接的发起者，主动与提供数据服务的服务器进行连接。有两种模

式：TCP 客户端（一个通道接一个设备），TCP 客户端多设备（一个通道接多

个设备） 

TCP 服务器 作为 TCP 连接的监听者，监听端口等待客户端的连接。 

UDP 采用 UDP/IP 协议方式与对端进行通讯。 

并口/CAN 一种现场总线接口。供高达 1Mbit/s 的数据传输速。 

虚拟通道 为 SymLink 程序内部使用的一种通道。无需配置。 

端口选择为串口时的界面如下图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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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串口说明如下表 3-6： 

表 3-6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串口 定义 SymLink 连接设备的串口编号 √ COM1 

波特率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Baud rate）即调制速率，指的是

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

数变化的次数。 

√ 9600 

数据位 

这是衡量通信中实际数据位的参数。当计算机发送一个信息

包，实际的数据不会是 8 位的，标准的值是 5、7 和 8 位。

如何设置取决于你想传送的信息。比如，标准的 ASCII 码是

0～127（7 位）。扩展的 ASCII 码是 0～255（8 位）。如果数

据使用简单的文本（标准 ASCII 码），那么每个数据包使用 7

位数据。每个包是指一个字节，包括开始/停止位，数据位

和奇偶校验位。由于实际数据位取决于通信协议的选取，术

语“包”指任何通信的情况。 

√ 8 

检验位 

在串口通信中一种简单的检错方式。有四种检错方式：偶、

奇、高和低。当然没有校验位也是可以的。对于偶和奇校验

的情况，串口会设置校验位（数据位后面的一位），用一个

值确保传输的数据有偶个或者奇个逻辑高位。例如，如果数

据是 011，那么对于偶校验，校验位为 0，保证逻辑高的位

数是偶数个。如果是奇校验，校验位位 1，这样就有 3 个逻

辑高位。高位和低位不真正的检查数据，简单置位逻辑高或

者逻辑低校验。这样使得接收设备能够知道一个位的状态，

有机会判断是否有噪声干扰了通信或者是否传输和接收数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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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否不同步。 

停止位 

用于表示单个包的最后一位。典型的值为 1，1.5 和 2 位。

由于数据是在传输线上定时的，并且每一个设备有其自己的

时钟，很可能在通信中两台设备间出现了小小的不同步。因

此停止位不仅仅是表示传输的结束，并且提供计算机校正时

钟同步的机会。适用于停止位的位数越多，不同时钟同步的

容忍程度越大，但是数据传输率同时也越慢。 

√ 1 

选中 TCP 客户端（单设备、多设备）后的界面如下图 3-24 图 3-24 所示： 

 

图 3-23 

 

图 3-24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TCP 客户端说明如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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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远程 IP 设备的 IP 地址 √  

设备端口 设备监听的 TCP 端口 √  

本地 IP 从指定的 SymLink 中的 IP 地址发起向远程 IP 的连接   

选中 TCP 服务器后的界面如下图 3-25 所示： 

 

图 3-25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TCP 服务器说明如下表 3-8： 

表 3-8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本地 IP SymLink 监听的 IP 地址 √  

监听端口 SymLink 监听的 TCP 端口 √  

选中 UDP 后的界面如下图 3-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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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UDP 说明如下表 3-9： 

表 3-9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设备模式 
单设备模式是指一个通道下只接一个设备，多设备模式是一

个通道下接多个设备。 
√ 单设备 

远程 IP 设备的 IP 地址 √  

远程端口 设备的 UDP 端口 √  

本地 IP SymLink 的 IP 地址 √  

本地端口 SymLink 的 UDP 端口 √  

组播地址 
组播报文的目的地址使用 D 类 IP 地址，范围是从 224.0.0.0

到 239.255.255.255。 
  

通道配置完成后的界面如下图 3-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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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点击界面左下角的高级参数旁边的+号按钮，将列出设备的高级参数。如下图 3-28 所示： 

 

图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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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中的高级参数说明如下表 3-10： 

表 3-10 

界面条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链路接收超时 

主要用于以太网通讯使用，在链接已建立的前提下，在

此周期内没有接收到设备数据，SymLink 会去重置以太

网参数。 

√ 180 秒 

扫描间隔周期 

用来设置通道命令之间的最小间隔时间，有一些低速设

备，两个命令之间速度不能太高，否则无法工作。就需

要设置该参数。 

 0 毫秒 

设备优先扫描模

式 

一个通道上存在多台设备时，按照通道上的设备顺序，

将一个设备中的数据全部扫描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设

备的扫描 

  

故障检测 是否启动故障检测   

超时周期 
在该时间内通道一直没收到数据，就判定为通道故障，

转给通道故障处理程序。 
  

通讯包参数 与规约相关的参数，不同规约参数不同。   

规约参数 与规约相关的参数，不同规约参数不同。   

初始禁止 选择此选项，运行态下，该通道不工作。   

选中具体的通道，右侧主视图区将显示此通道的详细配置信息。如下图 3-29 所示： 

 
图 3-29 

2. 备用端口参数配置 

备用端口是 SymLink 给通信设备提供的一项双通道冗余的通信保障策略。当 SymLink 检

测到主端口通信故障时，能立即切换到备用端口继续与设备进行通信。只对串口、TCP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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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模式起作用。 

选中需要配置备用端口的通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通道属性”，然后

勾选通道配置窗口中的“备用端口参数配置”。如图 3-30 所示： 

 

图 3-30 

更据设备所连接 SymLink 的端口实际情况对端口属性进行设置，设置完后，点击高级参

数旁的“+”按钮，打开高级参数设置，如图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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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勾选“故障检测”，根据通讯质量、速率设置合理的判断超时时间后，点击确定按钮并

保存，备用端口就设置完成了。 

或者选中左侧需要配置备用端口的通道，在右侧主视图中勾选“备用端口参数配置”。

如图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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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然后更据设备所连接 SymLink 的端口实际情况对端口属性进行设置，设置完后，点击高

级参数旁的“+”按钮，然后对“故障检测”进行勾选和设置。如图 3-33 所示： 

 

图 3-33 

然后点击主视图右上方的应用按钮，再进行保存，备用端口就配置完成了。 

3. 修改 IO 通道 

选中通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通道属性”。如下图 3-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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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或者选中左侧的通道，在右侧主视图中直接修改通道参数，点应用后保存即可。如下图

3-35 所示： 

 
图 3-35 

4. 删除 IO 通道 

选中通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删除通道”。如下图 3-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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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3.3.1.2. 创建 IED 

1. 新建 IED 

选中通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新建设备”。如下图 3-37 所示： 

 

图 3-37 

在弹出的设备参数配置界面中进行配置，如下图 3-38 所示： 

 

图 3-38 

界面中的设备基本信息说明如下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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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界面条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IED 名称 √ B1 

描述 对 IED 的描述   

设备地址 设备的地址，对某些规约适用。   

设备型号 
与规约对应的厂家设备的型号。根据规约的不同而型号也不

一样 
  

点击界面左下角的高级参数旁边的+号按钮，将列出设备的高级参数。如下图 3-39 所示： 

 

图 3-39 

界面中的高级参数说明如下表 3-12： 

表 3-12 

界面条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扫描周期 针对此设备的一个问讯发包的时间间隔。  0 秒 

包超时 也就是每个报文请求等待的最大时间，单位为毫秒。  3000 毫秒 

单包重试 
指某一发送帧下发无应答后，SymLink继续发送同一帧命

令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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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检测 启用设备故障检测功能   

采集故障 
对于 Polling 通讯模式，查询失败的连续次数，也就是连

续无应答的次数（帧数）。超过该次数，则设备转为故障。 
 5 次 

故障数据 

出现设备通讯故障时，对数据的处理方式。有四种处理方

式： 

1) 空：不处理。 

2) 设备全部数据归零：对通讯故障后的设备实时数据做

零处理。 

3) 设备全部数据归零，标记为坏数据：对通讯故障后的

设备实时数据做零处理，并进行质量戳标记，标记为

坏数据。 

4) 数据保持最后采集值，标记为坏数据：对通讯故障后

的设备实时数据做一直保持在最后一次采集值上，并

进行质量戳标记，标记为坏数据。 

 空 

故障处理 

出现故障时，采集命令扫描的执行方式。有两种处理方式： 

1） 继续正常扫描：不进入故障查询，只故障通知； 

2） 停止扫描，启动周期故障查询扫描：故障通知，同时

扫描停止，并按指定的查询时间，周期查询设备是否

正常。 

  

通讯包参数 
用来发送设备级命令或者周期查询设备级数据，不同规约

的设置各不相同。 
  

规约参数 属于设备级参数，不同规约的设置各不相同。   

初始禁止 选择此选项，运行态下，该设备不工作。   

配置完成后，点确定按钮完成，完成后界面如下 

图 3-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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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0 

2. 修改 IED 

选中设备，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设备属性”。如下图 3-41 所示： 

 

图 3-41 

3. 删除 IED 

选中设备，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删除设备”。如下图 3-42 所示： 

 

图 3-42 

3.3.1.3. IO 采集点 

一些基本概念： 

1. IO 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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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Link 中的 IO 点是对所采集的底层设备（如 PLC，智能设备，仪表等）中的信号的映

射。通过 IO 点的名称、描述等属性，可以准确的表达所采集的底层设备（如 PLC，智能设

备，仪表等）中的信号（如温度，压力等）。 

2. IO 采集点树结构： 

SymLink 中的 IO 点是完全安装树状结构进行管理及展现的。 

3. 组的概念： 

SymLink IO 点中的组概念是为了更好对 IO 采集点作分类管理而设计。在 SymLink 中，可

以在通道下的设备中对采集点进行分组管理，方便使用者简单快捷的对同一设备下的 IO 点

进行有序的管理。 

4. IO 点名结构： 

SymLink 中的 IO 点完整的点名由 5 个部分组成，db 前缀+.+通道名+.+设备名+.+组名+.+

短点名。 

举例来说： 

1） 如在通道 chn1 下面的设备 ied1 中有一个短点名 tag1，那么它的完整名称就为

db.chn1.ied1.tag1。如下图 3-43 所示： 

 

图 3-43 

2） 如在通道 chn2下面的设备 ied2中有一个一级组名Group1, Group1下有二级组名Group1，

二级组名 Group1，二级组名下有一个短点名 tag1，那么它的完整点名就为

db.chn2.ied2.group1.group1.tag1。如下图 3-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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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 

5. IO 点类型 

IO 点的点类型说明如下表 3-13： 

表 3-13 

点类型 描述 

模拟量 
模拟量是指变量在一定范围连续变化的量；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定义域）内

可以取任意值。 

数字量 
数字量是分立量不是连续变化量只能取几个分立值二进制数字变量只能取两

个值。 

信号量 

信号量是一个非负整数（车位数），所有通过它的线程/进程（车辆）都会将

该整数减一（通过它当然是为了使用资源），当该整数值为零时，所有试图通

过它的线程都将处于等待状态。 

电能量 累积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字符量 用来存储字符的一种变量 

遥控量 数据下置的一种点类型 

数据块 
是一组按顺序连续排列在一起的几组记录。数据块的大小可以是固定的或是

可变的，块与块之间有间隙。 

事件点 存储设备事件信息的一种点类型 

设备点 存储设备状态信息的一种点类型 

3.3.1.4. 新建 IO 采集点 

在左侧导航区选中设备，在右侧主视图区点击“IO 点配置”Tab 页。切换到 IO 点创建

界面。IO 点创建界面包含 IO 点树形结构区和点信息列表区。如下图 3-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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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在主视图中的 IO 点树形结构区选中数据点或空白区域，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

中选择“新建组”。便可创建组名，如下图 3-46 所示： 

 

图 3-46 

在弹出的组名创建属性界面中，填入组名和组描述，点确定即可。默认预置了组名。如

下图 3-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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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组名创建完成后的界面如下图 3-48 所示： 

 

图 3-48 

组可以创建多个或多层。效果如下图 3-49 所示： 

 
图 3-49 

创建 IO 点时，选中相应的组节点，然后在右侧的点列表区域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

菜单中选择“新建 IO 点”。如下图 3-50 所示： 

 

图 3-50 

1. 创建模拟量 

模拟量的参数面板如下图 3-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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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界面中的参数说明如下表 3-14： 

表 3-14 

点参数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IO 采集点的名称，唯一标识一个工程数据库中点的名

字，同一节点下的点名不能重名，最长不能超过 64

个字符。支持 0~9，a~z，A~Z 几种字符的组合。 

√  

点类型 IO 采集点的类型 √  

描述 
IO 采集点的描述，可以是任何字母、数字、汉 

字及标点符号。 
  

连接项 定义 IO 点从底层设备中读取信息 √  

加载存储值 
初始运行时，自动填入历史数据中最后一次记录的该

IO 点的值 
  

初始值 此 IO 采集点的初始值  0 

额定值   0 

取绝对值 对 IO 点的数值进行取绝对值处理   

系数 

启用采集值乘系数的功能。启用此功能后，按照以下

公式计算，将计算的结果返回给 IO 采集点。 

工程值=基数+倍率*测量值 

  

基数 工程值需要加上的一个基本数值。  0 

倍率 测量值的乘法系数  1 

量程变换 

启用量程变换功能。数据库将对测量值（PV）进行量

程变换运算，可以完成一些线形化的转换，运算公式

为：PV = EULO + （PVRAW - PVRAWLO）  *（EU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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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LO）/（PVRAWHI - PVRAWLO） 

量程上限 对应采集量范围的最大值  1000 

量程下限 对应采集量范围的最小值  0 

裸数据上限 计算机采集数据转换的上限  100 

裸数据下限 计算机采集数据转换的下限  0 

2. 创建数字量 

数字量的参数面板如下图 3-52 所示： 

 

图 3-52 

界面中的参数说明如下表 3-15： 

表 3-15 

点参数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IO 采集点的名称 √  

点类型 IO 采集点的类型 √  

描述 IO 采集点的描述   

连接项 定义 IO 点从底层设备中读取信息 √  

加载存储值 
初始运行时，自动填入历史数据中最后一次记录的该

IO 点的值 
  

初始值 此 IO 采集点的初始值  0 

采集取反 对数值进行取反操作   

真值描述 当值为真时对应的描述信息  合 

假值描述 当值为假时对应的描述信息  分 

3. 创建信号量 

信号量的参数面板如下图 3-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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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界面中的参数说明如下表 3-16： 

表 3-16 

点参数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IO 采集点的名称 √  

点类型 IO 采集点的类型 √  

描述 IO 采集点的描述   

连接项 定义 IO 点从底层设备中读取信息 √  

加载存储值 
初始运行时，自动填入历史数据中最后一次记录的

该 IO 点的值 
  

4. 其他点类型 

其他的点类型（电能量、字符量、遥控量、数据块、事件点、设备点）与信号量的参数

一样，此处就不再一一描述了。 

3.3.1.5. IO 采集点连接项 

IO 采集点与 SymLink 所连接的底层设备中的信号地址关联的信息，在 SymLink 中称为 IO

采集点连接项。 

在 IO 采集点列表中，选中具体的一个 IO 点，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连接

项或者双击 IO 点名前面的序号。便可调出 IO 采集点连接项的配置窗口。如下图 3-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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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4 

IO 采集点连接项的配置窗口与通道关联的规约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规约不同，IO 采

集点连接项的配置窗口也是不一样的。下图为 Modbus TCP 规约的 IO 采集点连接项的配置窗

口。如下图 3-55 所示： 

 

图 3-55 

IO 采集点连接项相关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如下图中的 Modbus TCP 通

道下的 IO 点列表中，配置了 IO 采集点连接项的 IO 点的一些附加属性（如功能码，数据地

址等）将被修改。如下图 3-56 所示： 

 
图 3-56 

说明： 
每个 IO 驱动的帮助在《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_驱动帮助手册》文档中

有详细说明，此文档位于光盘的 DOC 目录中。 

3.3.1.6. 修改 IO 采集点 

如要对已经创建的的 IO 点进行修改，在 IO 点列表中选中具体的 IO 点，点右键，在弹

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IO 点属性”或者在 IO 列表中双击点名即可。效果如下图 3-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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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7 

3.3.1.7. 修改 IO 采集点连接项 

如要对已经创建的的 IO 点的连接项进行修改，在 IO 点列表中选中具体的 IO 点，点右

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连接项”或者在双击点名前面的序号即可。效果如下图 3-58

所示： 

 

图 3-58 

3.3.1.8. 删除 IO 采集点 

如要对已经创建的的 IO 点进行删除，在 IO 点列表中选中具体的 IO 点，点右键，在弹

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IO 点”或使用键盘上的“DEL”键。如下图 3-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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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9 

3.3.1.9. IO 采集点快捷操作功能 

SymLink 的开发环境 IDE 提供了快捷创建 IO 采集点，批量操作测点属性等功能。用户可

以使用这些便捷的功能快速完成 IO 采集点组态。 

1. 使用快捷键 Ctrl +C，Ctrl+V 快速建点。 

当在设备的某个组下创建了一种类型的点后，我们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 +C，Ctrl+V 来实

现 IO 点的快速创建。操作方式为选中 IO 采集点列表中的某个点，然后使用键盘的 Ctrl +C

进行复制，使用键盘的 Ctrl +V 进行粘贴，一次 Ctrl +V 将自动创建一个新的 IO 采集点，n 次

Ctrl +V 将自动创建 n 个新的 IO 采集点。Ctrl +C，Ctrl+V 快速建点仅能实现点名的后缀编号自

动递增，不能按照某种规则实现描述信息的变化,IO 连接项信息的变化。如下图 3-60 所示： 

 

图 3-60 

2. 选择整列进行批量修改 

通过快捷键 Ctrl +C，Ctrl+V 可实现快速建点，只能对测点名实现自动编号递增。不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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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某种规则实现描述信息的变化，IO 连接项信息的变化。因此，如要对 IO 连接项进行快速

修改，可采用 SymLink 提供的整列或连续单元格批量操作功能。选中单列或多个连续单元格，

点 击 右 键 ， 在 弹 出 的 右 键 菜 单 中 选 择 “ 批 量 修 改 ” 如 下 图 3-61~

图3-62所

示： 

 

图 3-61 

 

图 3-62 

在弹出的修改窗口中列出了目前批量修改的几种处理方式，如下图 3-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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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 

处理方式具体的描述如下表 3-17 所示： 

表 3-17 

处理方式 描述 

相同 以选中单元格（从上向下）中的第一个单元格为参照，所有单元格的内容相同 

递增 
以选中单元格（从上向下）中的第一个单元格为参照，向下的单元格按照设定

间隔逐个递增。 

递减 
以选中单元格（从上向下）中的第一个单元格为参照，向下的单元格按照设定

间隔逐个递减。 

3.3.1.10. IO 采集点模版 

SymLink 的开发环境 IDE 提供了 IO 采集点模板文件的功能，帮助用户实现一次组态，多

次复用的便捷功能。 

1. 保存为模板文件 

在 IO 采集列表区域内，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保存为模板文件”，如下

图 3-64 所示： 

 

图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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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窗口中确定好模板的保存路径，如下图 3-65 所示： 

 

图 3-65 

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模板文件的导出保存。 

2. 加载模板文件 

在 IO 采集列表区域内，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加载模板文件”，如下图

3-66 所示： 

 

图 3-66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磁盘上存储的模板文件，如下图 3-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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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7 

点击打开按钮，即可完成模板文件的加载。 

注意： 
加载模板文件将会删除当前设备下的所有测点。 

3.3.2. OPC 通道 

3.3.2.1. SymLink 的 OPC 通讯原理 

SymLink 中的 OPC 通道是针对标准协议 OPC 1.0/2.0 专门开发的一种数据通讯方式。究

其原因，是因为 OPC 1.0/2.0 协议是基于微软公司的 OLE、DCOM 技术制定的一种工业标准

协议，由于 OPC 1.0/2.0 协议受到微软公司的 DCOM 技术框架限制，主要运行在微软公司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而 SymLink 的软件主要是基于 ARM 架构上的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进

行开发的一套软件，无法直接使用 OPC 协议栈。因此，旋思科技针对标准协议 OPC 1.0/2.0

开发了一套透传程序，工作原理为在 SymLink 外的一台计算机上（一般为欲采集的 OPC Server

所在的计算机）运行此程序，将 OPC Server 通过标准 OPC 协议采集后通过 SymLink 内部协

议传输给 SymLink 设备。部署结构图如下图 3-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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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8 

上图中的 SymLink OPCClient BRG 为 OPC 数据采集和数据转发二合一的程序，一般运行

在欲采集的 OPC Server 所在的计算机上，无须配置！ 

提示： 

在 Linux 的社区中，有爱好者将微软的 DCOM 框架移植到了 Linux 环境中，

但由于微软的 DCOM 框架移植工作后期发展停止，因此在 Linux 环境下支持

OPC 协议栈仍然不太理想。 

3.3.2.2. OPC 通讯配置 

有关 OPC 协议数据的采集，请参阅《SymLink 系列工业通信网关_驱动帮助手册》。 

 

提示： 

SymLink 支持多种协议和设备的数据采集，每一个具体的驱动的配置与操作

都不完全一样，需要了解每个具体驱动的使用操作，请参阅《SymLink 系列

工业通信网关_驱动帮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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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与采集服务一样，也为 SymLink 中一个最基础的、重要的功能。通过数据服务

可以将 SymLink 中所有采集到的数据以及自身设备的状态数据通过多种接口（串口

（RS232/RS485），以太网（TCP/IP，UDP/IP））、多种标准通讯协议（OPC、Modbus、IEC61850、

IEC60870、DNP3、BACnet）对外发布，允许第三方系统按照标准协议来获取数据，另外还

提供对主流实时/历史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的对接组件，如 SymLink for PI，SymLink for IH，

SymLink for Insql，SymLink for Oracle 等；同时提供 SymLink 的 SDK，允许第三方开发者基于

SymLink 开发相应的协议插件或应用程序。 

SymLink 的数据服务的协议转发按照建通道，映射点的自然思维方式进行设计。在

SymLink 中进行数据的协议转发，简单来说，主要分为 2 个步骤： 

1） 建通道（定义对外提供数据服务的通讯链路和通讯协议参数） 

2） 映射 IO 点（从 IO 采集点中选择需要映射的点并发布） 

3.4.1. 转发通道 

转发通道与采集通道相对应的一种通道类型。 

3.4.1.1. 新建转发通道 

在左侧导航区中选择目标项目下的目标工程中的数据服务，通过工具栏图标或点右键选

择右键菜单中的“新建通道”。如下图 3-69 所示： 

 

图 3-69 

将弹出通道的配置界面，如下图 3-70 所示： 



 第 3 章工程配置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三条 9 号 宜品上层 3-201                                   3-46 

电话：010-62976127  传真：010-62974243 网址：www.symid.com 

 
图 3-70 

界面中的基本信息说明如下表 3-18： 

表 3-18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通道的名称，编号自动增加。 

支持 64 个字符。只能包括 0~9，a~z 等字符。 

√ 

 
DC1 

描述 通道的描述信息。   

地址 设备的地址，对某些规约适用。 √ 1 

端口 
选择与底层设备通讯使用的通讯端口，通过规约列表选择后

自动填入 
√ 串口 

厂家 协议厂家，通过规约列表选择后自动填入 √  

规约 协议名称，通过规约列表选择后自动填入 √  

鼠标点击通道配置中的端口下拉列表，可选择需要的通讯接口，如下图 3-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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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下拉列表中的各通讯接口说明如下表 3-19： 

表 3-19 

界面项目 描述 

串口 

串行接口 Serial Interface是指数据一位位地顺序传送，其特点是通信线路简单，

只要一对传输线就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并可以利用电话线，从而大大降低了

成本，特别适用于远距离通信，但传送速度较慢。 

TCP 客户端 作为 TCP 连接的发起者，主动与提供数据服务的服务器进行连接。 

TCP 服务器 作为 TCP 连接的监听者，监听端口等待客户端的连接。 

UDP 采用 UDP/IP 协议方式与对端进行通讯。 

GPRS 采集 GPRS 作为数据通讯通道。 

并口/CAN 一种现场总线接口。供高达 1Mbit/s 的数据传输速。 

虚拟通道 为 SymLink 程序内部使用的一种通道。无需配置。 

SWR 为 SymLink 配套的 GPRS 通道。 

选中串口后的界面如下图 3-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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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串口说明如下表 3-20： 

表 3-20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串口 定义 SymLink 连接设备的串口编号 √ COM1 

同 步 写 模

式 
   

波特率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Baud rate）即调制速率，指的是

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

数变化的次数。 

√ 9600 

数据位 

这是衡量通信中实际数据位的参数。当计算机发送一个信息

包，实际的数据不会是 8 位的，标准的值是 5、7 和 8 位。

如何设置取决于你想传送的信息。比如，标准的 ASCII 码是

0～127（7 位）。扩展的 ASCII 码是 0～255（8 位）。如果数

据使用简单的文本（标准 ASCII 码），那么每个数据包使用 7

位数据。每个包是指一个字节，包括开始/停止位，数据位

和奇偶校验位。由于实际数据位取决于通信协议的选取，术

语“包”指任何通信的情况。 

√ 8 

检验位 

在串口通信中一种简单的检错方式。有四种检错方式：偶、

奇、高和低。当然没有校验位也是可以的。对于偶和奇校验

的情况，串口会设置校验位（数据位后面的一位），用一个

值确保传输的数据有偶个或者奇个逻辑高位。例如，如果数

据是 011，那么对于偶校验，校验位为 0，保证逻辑高的位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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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偶数个。如果是奇校验，校验位位 1，这样就有 3 个逻

辑高位。高位和低位不真正的检查数据，简单置位逻辑高或

者逻辑低校验。这样使得接收设备能够知道一个位的状态，

有机会判断是否有噪声干扰了通信或者是否传输和接收数

据是否不同步。 

停止位 

用于表示单个包的最后一位。典型的值为 1，1.5 和 2 位。

由于数据是在传输线上定时的，并且每一个设备有其自己的

时钟，很可能在通信中两台设备间出现了小小的不同步。因

此停止位不仅仅是表示传输的结束，并且提供计算机校正时

钟同步的机会。适用于停止位的位数越多，不同时钟同步的

容忍程度越大，但是数据传输率同时也越慢。 

√ 1 

选中 TCP 客户端后的界面如下图 3-73 所示： 

 
图 3-73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TCP 客户端说明如下表 3-21： 

表 3-21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远程 IP 设备的 IP 地址 √  

远程端口 设备监听的 TCP 端口 √  

选中 TCP 服务器后的界面如下图 3-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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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4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TCP 服务器说明如下表 3-22： 

表 3-22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本地 IP SymLink 监听的 IP 地址 √  

监听端口 SymLink 监听的 TCP 端口 √  

允许绑定客户端 IP 选中后，只允许远程 IP 列表中的定义的 IP 地址连接   

远程 IP 远程客户端 IP 地址列表   

选中 UDP 后的界面如下图 3-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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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5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UDP 说明如下表 3-23： 

表 3-23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远程 IP 设备的 IP 地址   

远程端口 设备的 UDP 端口   

本地 IP SymLink 的 IP 地址   

本地端口 SymLink 的 UDP 端口   

组播地址 
组播报文的目的地址使用 D 类 IP 地址，范围是从 224.0.0.0

到 239.255.255.255。 
  

选中 GPRS 后的界面如下图 3-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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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6 

点击界面中的 GPRS 配置按钮，进入 GPRS 参数配置界面。如下图 3-77 所示： 

 

图 3-77 

界面中的端口参数-GPRS 说明如下表 3-24： 

表 3-24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IP 地址 要连接的远程 SERVER 的 IP 地址，一般为固定的 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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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IP 端口 要连接的远程 SERVER 的所开启的监听端口 √ 5000 

端口 GPRS 所使用的串口端口 √  

速率 端口的速率。 √  

超时 超时的时间，设置的周期内无响应即为超时。 √  

最大帧长度 每个 TCP 包的最大字节数 √  

最小帧长度 每个 TCP 包的最小字节数 √  

手机号码 

通常是远程注册使用，注册信息里面含有手机号码，

远程 SERVER 在本地查询是否有该手机号的配置信

息，透明传输该参数无效 

√  

设备编号 

通常是远程注册使用，注册信息里面含有该设备编

号，远程 SERVER 在本地查询是否有该设备编号的配

置信息，透明传输该参数无效 

√  

通道端口定义前或定义后，点击最右侧的浏览按钮选择此通道上运行的规约。如下图

3-78 所示： 

 

图 3-78 

在弹出的规约管理界面，通过左侧的树选择相应的规约即可，右侧显示此规约的详细信

息。选择完成，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 3-7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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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9 

规约选择后的界面如下图 3-80 所示： 

 
图 3-80 

点击确定按钮保存。 

3.4.1.2. 修改转发通道 

选中通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通道属性”。如下图 3-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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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3.4.1.3. 删除转发通道 

选中通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删除通道”。如下图 3-82 所示： 

 

图 3-82 

3.4.2. 添加转发设备 

选中通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选择“新建设备”。如下图 3-822 所示： 

 

图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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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中的基本信息说明如下表 3-18： 

表 3-27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设备的名称，编号自动增加。 

支持 64 个字符。只能包括 0~9，a~z 等字符。 

√ 

 
 

描述 设备的描述信息。   

 

 

3.4.3. 添加转发点 

采集数据可以单点、批量、全部添加到转发通道。 

在左侧导航区选中通道，在右侧主视图区点击“DS 点参数”Tab 页。切换到 DS 点创建

界面。DS 点创建界面如下图 3-83 所示： 

 

图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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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加载采集点信息 

在 DS 点列表区域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加载采集信息”，如下图 3-84

所示： 

 

图 3-84 

在弹出的“对象选择”界面中，勾选希望转发的采集设备的数据类型，即可将所选采集

设备中的对应数据添加到转发列表中。可以选单个设备所有数据添加,也可多个设备添加,也

可以选单个设备的某个类型数据添加,如希望将多个数据类型采集点按照一定的排列进行转

发，那么选一种类型数据,勾选多个设备操作即可。如下图 3-85 所示： 

 
图 3-85 

DS 点添加完成后的效果如下图 3-8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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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6 

3.4.3.2. 定义转发点协议地址信息 

DS 点添加完成后，还需要将 DS 点与转发通道的协议进行地址信息关联，否则，第三方

系统还是无法通过获取DS点的数据。DS点与转发通道的协议进行地址信息关联的步骤如下： 

1. 定义 DS 点列表中的首个 DS 点，配置协议地址信息 

在 DS 点列表中选中首个 DS 点，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连接项”。或直接

双击第一行的序号 1。如下图 3-87 所示： 

 

图 3-87 

在弹出的协议转发配置窗口中，根据转发协议的要求定义相关的地址信息。此处以

Modbus TCP 协议为例进行配置，如下图 3-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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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8 

配置完成，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2. 通过批量修改功能完成 DS 列表中其他 DS 点的转发协议地址信息定义。 

在 DS 点列表中选中与转发协议地址信息相关的列，在此处，选中的是 Modbus TCP 协

议的功能码。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批量修改”，如下图 3-89 所示： 

 

图 3-89 

在弹出的批量编辑界面中选择处理方式，按确定按钮即可。如下图 3-90 所示： 

 

图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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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成的结果如下图 3-91 所示： 

 

图 3-91 

提示： 
也可选中部分从上到下连续的单元格进行批量操作。 

3.4.3.3. 手动添加转发点 

也可通过手动方式添加转发点，整个添加过程与 3.3.1.4 到 3.3.1.5 的过程类似，此处就

不在重复叙述。 

3.4.3.4. 删除转发点 

如要对已经添加的转发点进行删除。在 DS 点列表中选中具体的 DS 点，点右键，在弹

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DS 点”或使用键盘上的“DEL”键。如下图 3-92 所示： 

 

图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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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转发点设备模板 

转发点设备模板的操作过程与 3.3.1.10. IO 采集点模版一样，此书就不在详细叙述了。 

3.4.3.6. 导出点表 

针对转发通道，SymLink 提供了导出点表功能，主要用于为第三方厂家提供转发通道中

的 DS 点表。如下图 3-93 所示： 

 

图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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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统变量 

系统变量是 SymLink 系统内部提供的一种变量体系。分为内置变量和用户自定义变量。

SymLink 系统内部的变量也可通过数据服务对第三方系统提供数据信息。 

3.5.1. 内置变量 

内置变量：描述 SymLink 系统中信息和状态而产生的变量。如系统的负荷，通道的状

态，设备的状态等。 

这些变量由系统根据系统及系统中各个模块运行的状态数据自动产生。用户可在脚本或

其他二次开发系统中使用。 

3.5.1.1. 系统状态变量 

SymLink 提供的系统状态变量如下表 3-25： 

表 3-25 

变量名称 描述 

系统日期 SymLink 系统日期 

系统时间 SymLink 系统时间 

系统运行时间 SymLink 本次正常运行时长 

工程运行时间 SymLink 中的工程本次正常运行时长 

物理端口状态（串口，网口，CAN 口，无

线） 
各物理端口状态 

SymLink 总点数 SymLink 中的 IO 采集点数 

SymLink 活动点数 
SymLink 中的 IO 采集点数处于活动状态的点

数 

通道数 SymLink 中的通道总数 

设备数 SymLink 中设备总数 

3.5.1.2. 采集通道状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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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Link 提供的采集通道状态变量如下表 3-26： 

表 3-26 

变量名称 描述 

通道名称 通道的名称 

通道类型 通道的类型（串口、TCP 客户端等） 

通道规约名称 通道关联的规约名称 

通道状态 通道的状态 

通道点数 通道的 IO 点总数 

通道活动点数 通道的 IO 点数目中活动的点数 

通道累计错误数 通道累计错误数 

通道报文数/秒 通道的报文速率 

通道上设备数量 通道上的设备数量 

3.5.1.3. 采集 IED 状态变量 

SymLink 提供的采集 IED 状态变量如下表 3-27： 

表 3-27 

变量名称 描述 

IED 名称 设备的名称 

IED 地址 设备的地址 

IED 状态 设备的状态 

IED 点数 设备的 IO 点总数 

IED 活动点数 设备的 IO 点数目中活动的点数 

IED 累计错误数 设备累计错误数 

IED 报文数/秒 设备的报文速率 

所属通道名称 归属的父通道名称 

3.5.1.4. 转发通道内置变量 

SymLink 提供的转发通道状态变量如下表 3-28： 

表 3-28 

变量名称 描述 

通道名称 通道的名称 

通道类型 通道的类型（串口、TCP 客户端等） 

通道规约名称 通道关联的规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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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状态 通道的状态 

通道点数 通道的 IO 点总数 

通道活动点数 通道的 IO 点数目中活动的点数 

通道累计错误数 通道累计错误数 

通道报文数/秒 通道的报文速率 

3.5.1.5. 报警模块状态变量 

SymLink 提供的报警模块状态变量如下表 3-29： 

表 3-29 

变量名称 描述 

模拟量报警计数器（一级，二级，三级） 模拟量报警次数计数器 

信号量报警计数器（一级，二级，三级） 信号量报警次数计数器 

3.5.1.6. 存储模块内置变量 

SymLink 提供的存储模块状态变量如下表 3-30： 

表 3-30 

变量名称 描述 

存储空间 SymLink 上存储介质的空间大小 

存储可用空间 SymLink 上可用的空间大小 

存储已用空间 SymLink 上已使用的空间大小 

3.5.2. 用户自定义变量 

用户自定义变量是为了满足用户使用计算引擎，触发器等应用模块进行脚本计算的需要，

用户通过用户自定义变量及其他的应用模块，可以开发出更多的符合现场实际需求的功能。 

自定义变量属性的说明如下表 3-31： 

表 3-31 

属性 描述 

名称 变量名称 

描述 变量描述 

数据类型 变量的数据类型 

初值 变量的初值 



 第 3 章工程配置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三条 9 号 宜品上层 3-201                                   3-65 

电话：010-62976127  传真：010-62974243 网址：www.symid.com 

计算 常规/全低位取反/全部位取反 

3.5.2.1. 新建变量 

在左侧的工程导航区中，选中系统变量，右键“新建变量”，或者鼠标移到右侧主视图

区域，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新建变量”，如下图 3-94 所示： 

 

图 3-94 

在弹出的变量参数界面中，定义变量的名称，描述，数据类型等属性。如下图 3-95 所

示： 

 

图 3-95 

数据类型提供了 4 种，分别是整型，实型，字符串、块数据。如下图 3-9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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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6 

计算方法提供了 3 种，分别是常规，最低位取反，全部位取反。如下图 3-97 所示： 

 

图 3-97 

点击确定按钮后，变量变创建完成，如下图 3-9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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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8 

3.5.2.2. 变量修改 

如要对已创建的自定义变量进行属性修改，只需在系统变量列表中选中欲修改的自定义

变量，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变量属性”即可。如下图 3-99 所示： 

 

图 3-99 

3.5.2.3. 删除变量 

如要对已创建的自定义变量进行删除，只需在系统变量列表中选中欲删除的自定义变量，

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变量”即可。如下图 3-10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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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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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远程维护 

SymLink 开发环境中的远程维护为一套帮助用户通过网络管理网络中所有在线运行的

SymLink 的工具。通过 SymLink 开发环境中的远程维护，可实现扫描局域网中 SymLink 设备，

工程操作，程序更新，运行控制，参数配置等功能。 

4.1. 出厂默认配置 

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网络默认配置参数： 

表 4-1 

网口 IP 地址 子网掩码 备注 

LAN1 192.168.0.245 255.255.255.0 各个型号都配备 

LAN2 192.168.1.245 255.255.255.0 XR2041/XM4101/PM8101 配备 

LAN3 192.168.2.245 255.255.255.0 XM4101/PM8101 配备 

LAN4 192.168.3.245 255.255.255.0 XM4101/PM8101 配备 

LAN5 192.168.4.245 255.255.255.0 XM4101/PM8101 配备 

LAN5 192.168.5.245 255.255.255.0 XM4101/PM8101 配备 

LAN7 192.168.6.245 255.255.255.0 XM4101/PM8101 配备 

LAN8 192.168.7.245 255.255.255.0 XM4101/PM8101 配备 

 

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登录用户默认配置参数： 

表 4-2 

用户名 密码 备注 

Admin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内置用户不可删除 

IDEUser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内置用户不可删除 

NMUser1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内置用户不可删除 

NMUser1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内置用户不可删除 

OPCUser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内置用户不可删除 

LNUser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非内置用户可删除 

SEUser1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非内置用户可删除 

SEUser2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非内置用户可删除 

TSUser1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非内置用户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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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ser2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非内置用户可删除 

Guest 空 登录后可以修改密码，非内置用户可删除 

4.2. 设备搜索及添加 

在 SymLink 开发环境界面下，点击左下方的远程维护 Tab 页，即可进入远程维护的功能

界 面 。 如 下

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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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点击导航区中的设备列表，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新建”，便可手动添

加 SymLink 设备，如下图 4-2 所示： 

 
图 4-2 

在弹出的界面中定义欲管理的 SymLinkIP 地址即可，名称可不填，端口为默认值 9200，

如下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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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添加完成后，导航区就将可管理的 SymLink 列在导航区中。如下图 4-4 所示： 

 
图 4-4 

4.3. 设备登录 

在导航区中双击任意 SymLink，即可连接 SymLink 设备。如下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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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连接到 SymLink设备后，使用默认的用户名 Admin（密码为空）登录设备。 

进入远程维护主界面。如下图 4-6 所示： 

 

图 4-6 

远程维护主界面列出了所连接 SymLink设备的工程名称及工程 ID，工程的版本号，在

下面的信息区域为 SymLink 最近的日志信息。 

4.4. 常用操作 

4.4.1. 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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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信息显示了当前连接的 SymLink 的信息。主要包含出厂序列号、运行的核心程序版本、

当前运行的工程信息（名称、工程版本以及工程编号）。如下图 4-8 所示： 

 

图 4-7 

4.4.2. 更新工程 

如欲将本机配置好的工程更新到 SymLink 设备中，点击工程维护功能区中的更新工程按

钮，如下图 4-8 所示： 

 

图 4-8 

弹出的工程更新界面如下图 4-9 所示： 

 
图 4-9 

点击界面右上方的…按钮，进入选择本机工程的界面，如下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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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选中欲更新到 SymLink 设备中的工程，点击确定即可。工程选择后的界面列出了相关的

程序和工程配置，给出了本地版本和远程版本的对比。工程默认会被勾选，且不能取消，如

内核程序的本地版本高于 SymLink中的版本，默认也被勾选上，可去除勾选，如下图 4-11

所示： 

 
图 4-11 

点击确定按钮后，变开始工程及相关程序的下载。更新完成后的界面如下图 4-12 所示： 



 第 2 章相关软件安装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三条 9 号 宜品上层 3-201                                   4-8 

电话：010-62976127  传真：010-62974243 网址：www.symid.com 

 
图 4-12 

工程更新完成后，SymLink会自动重启，新的工程生效。整个过程大于 10秒钟。 

4.4.3. 备份工程 

如欲将连接的 SymLink 中的工程备份到本地，那么点击工程维护功能区中的备份工程按

钮，在弹出的界面中给出了工程存放的项目位置。如下图 4-13 所示： 

 

图 4-13 

可对备份工程配置界面中定义目标项目，或者新建项目，并可定义备份工程的保存文件

夹名称。如下图 4-14 所示： 

 

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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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到本地的工程将自动加载到 IDE 开发环境的工程列表中。如下图 4-15 所示： 

 
图 4-15 

4.4.4. 程序更新 

如欲对连接的 SymLink 设备中的内核程序进行更新，可点击程序更新功能区中的更新程

序按钮，在弹出的界面中给出了内核程序的本地版本和远程版本的对比。如下图 4-16 所示： 

 
图 4-16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开始内核程序更新，将本地的版本更新到连接的 SymLink 设备中，

更新完成后的界面如下图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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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连接的 SymLink 设备内核程序更新完成后，将自动重启设备，以使更新的内核程序生效。

大约 1 分钟左右，远程维护即可自动重连上 SymLink 设备。重新连接后，远程维护界面需要

重新登录。 

4.4.5. 停止运行 

如欲对连接的 SymLink 设备中的工程进行停止操作，可点击运行控制功能区中的停止按

钮，如下图 4-18 所示： 

 
图 4-18 

4.4.6. 启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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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对连接的 SymLink 设备中的工程进行启动操作，可点击运行控制功能区中的启动按

钮，如下图 4-19 所示： 

 
图 4-19 

4.5. 网络配置 

4.5.1. 有线网络配置 

如要对连接的 SymLink 设备中各网卡的 IP 地址进行修改，可点击远程维护界面菜单栏

上的“网络”Tab 页，点击网络连接功能区中的有线 IP 设定按钮，远程维护会自动获取连接

的 SymLink 设备的 IP 地址配置信息。如下图 4-20 所示： 

 
图 4-20 

修改 IP 地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更新到连接的 SymLink 设备，修改 IP 地址无须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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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Link 设备，如修改的 IP 地址为远程维护连接的地址，会导致远程维护断开，需要重新搜

索或定义 SymLink 地址才能连接。如下图 4-21 所示： 

 
图 4-21 

修改 IP 地址的日志记录如下图 4-22 所示： 

 
图 4-22 

 

 

4.5.2. 远程服务配置 

SymLink 的远程服务主要解决 SymLink 位于防火墙内网而无法远程管理及维护的问题，

此应用场景如下图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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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处于防火墙内网中的远程管理客户端和工业现场的 SymLink 物理上并不在一个地方，而

且相互之间也无法直接访问，但都可以连接到互联网的 SymLink Routing Server，因此，可以

借助 SymLink Routing Server 来实现在独立内网中的 SymLink 和管理工具的相互访问。 

1. SymLink 中远程服务的配置 

如要在 SymLink 中启用远程服务，通过远程维护连接并登录到 SymLink 后，切换到“网

络”Tap 页，选中远程服务，配置界面如下图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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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勾选“开启远程服务”，输入 SymLink 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开

启远程服务需要重启设备。 

 

2. 开发系统和网管系统中如何配置远程服务模式 

开发系统中，切换到远程维护，在已收藏中选择新建，在新建 SymLink 中选择“远程模式”，

在中心 IP 处输入 SymLink Routing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lrouter.symid.com，在序列号处输入目标

SymLink 的序列号。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如下图 4-25 所示： 

 

图 4-25 

 

注意 
当使用远程模式后，上面填写的 IP 地址和端口就无效了。如还要使用 IP 地址

方式访问 SymLink，那么必须去掉勾选“远程模式”。 

 

远程模式如能连接并登录成功，将会看的如下图 4-26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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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4.6. 安全配置 

4.6.1. 用户管理 

4.6.1.1. 用户及权限概述 

SymLink 提供的用户管理和权限的管理，相关说明如下： 

用户属性： 

表 4-3 

属性 描述 

启用 此用户是否启用 

用户名 用户的名称 

用户描述 用户的描述 

 

权限列表： 

表 4-4 

权限 描述 

启动实时数据变化传输 是否对此用户启用数据变化传输功能 

权限级别 此用户的权限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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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召周期 
此用户的数据总召周期（多长时间去查询所

有数据点的数据）。 

常连接用户 

（不允许断线的连接） 

用户是否为常连接用户，SymLink 对常连接用

户，会缓存一些已已发生的时间或状态信息，

当用户再次连接时，会将这些历史过程信息

推送给用户 

启动断线缓存 对用户启用断线缓存功能。 

缓存数据最大尺寸 缓存数据的最大存储空间 

缓冲数据最长时间 缓存数据的最长存储时间 

4.6.1.2. 新建用户 

在远程维护面板中，点击菜单栏上的“安全”按钮，再点击设备管理功能区域的“用户

管理”按钮，调出远程用户配置窗口，如图 4-27 所示： 

 

图 4-27 

在弹出的用户配置窗口右侧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新建用户”，如下图

4-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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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在弹出的用户参数配置界面中，定义用户相关属性参数。如下图 4-29 所示： 

 

图 4-29 

用户参数的说明如下表 4-5 所示： 

表 4-5 

界面条目 描述 必填项 默认值 

用户名 用户的名称 √  

口令 用户的密码，留空为无密码   

核实口令 重复用户的密码，留空为无密码   

有效 用户是否有效  有效 

启动实时数据变化传输 是否对此用户启用数据变化传输功能  启用 

权限级别 此用户的权限级别。  1000 

总召周期 
此用户的数据总召周期（多长时间去查询

所有数据点的数据）。 
 600 

常连接用户 

（不允许断线的连接） 

用户是否为常连接用户，SymLink 对常连接

用户，会缓存一些已已发生的时间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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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当用户再次连接时，会将这些历史

过程信息推送给用户 

启动断线缓存 对用户启用断线缓存功能。  不启用 

缓存数据最大尺寸 缓存数据的最大存储空间  256 

缓冲数据最长时间 缓存数据的最长存储时间  8 

一个完整的用户信息如下图 4-30 所示： 

 

图 4-30 

创建完成的后的界面如下

 

图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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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4.6.1.3. 断线缓存 

1. 断线缓存概述 

SymLink 作为一个数据服务站，第三方系统的通过 SymLink 提供的某种协议（标准协议

或 SymLink 私有协议）获取数据，如遇到某些故障，第三方系统无法采集 SymLink 数据时，

SymLink 进行离线缓存，等到第三方系统恢复与 SymLink 的连接后，第三方系统继续采集

SymLink 的实时数据，并可通过 SymLink 提供的历史数据接口补齐故障期间的历史数据 

断线缓存是 SymLink 的一个扩展功能，它建立在 SymLink 中已配置 SD 存储卡的基础上。 

提示： 

断线缓存只针对数据，即断线期间，客户端运行的报文等信息是不作缓存和

发送的。 

2. 断线缓存功能的开启 

断线缓存功能默认状态时关闭的。在用户参数的配置界面中，勾选启动断线缓冲选项，

即可开启断线缓存功能。如下图 4-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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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注意： 

断线缓存期间，切勿重启 SymLink 或切断 SymLink 供电，否则会造成缓存数

据的丢失。 

 

4.6.1.4. 修改用户 

如要对已创建的自定义变量进行属性修改，只需在系统变量列表中选中欲修改的自定义

变量，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用户属性”即可。如下图 4-33 所示： 

 
图 4-33 

4.6.1.5. 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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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对已创建的业务系统用户进行删除，只需在用户列表中选中欲删除的用户，点击右

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用户”即可。如下图 4-34 所示： 

 
图 4-34 

 

4.6.2. 策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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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他配置 

4.7.1. 设备对时 

如欲对连接的 SymLink 设备中的时间与本机同步，可点击设备管理功能区中的设备对时

按钮，如下图 4-35 所示： 

 

图 4-35 

对时方式可以点击“以本机时间校时”按钮，从此时与 SymLink 连接的 PC 机上获取时

间。 

也可以通过获取远程 NTP 服务器时间来进行对时。 

 

4.7.2. 重启设备 

点击“重启设备”按钮，SymLink 将重启整个设备。如下图图 4-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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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第5章 网管系统 

5.1. 网管系统概述 

SymLink 网管系统是一套软硬结合以软件为主的分布式 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设备管理

的监视分析系统，其目的是为了高效，便捷的管理网络中的 SymLink。 

SymLink 网管系统的管理对象主要是 SymLink 全系列产品，给系统管理员提供一个全面

系统的网络视图。 

SymLink 网管系统具有如下功能： 

 所有设备状态总览 

 设备状态 

 实时数据浏览 

 通道报文诊断 

 日志查看 

5.2. 运行网管系统软件 

网管系统安装后，会在用户桌面及系统开始菜单中创建程序的快捷方式，因此通过桌面

的快捷方式“SymLink 网管系统”或开始菜单→程序→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SymLink 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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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来运行 SymLink 网管系统。 

  

 

网管系统软件运行后，整体界面如下图 5-1 所示： 

 

 

图 5-1 

5.3. 设备列表 

5.3.1. 添加 SymLink 

网管系统除了自动发现局域网中的 SymLink 设备外，还可以通过手动添加 SymLink 设备。

右键单击左侧设备导航栏中的设备列表，在右键菜单栏中选择“添加”，如下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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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在弹出的界面中定义欲管理的 SymLinkIP 地址即可，名称可不填， 登录用户名默认为

NMUser1(可修改,必须是用户管理中的名字)，密码空。如下图 5-2 所示： 

 

图 5-3 

添加完成后，导航区就可显示添加的 SymLink。 

5.3.2. 删除 SymLink 

选择左侧设备导航栏中的设备列表中具体的 SymLink，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删

除”，将删除列表中的 SymLink 设备。如下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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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5.3.3. 修改 SymLink 连接参数 

选择左侧设备导航栏中的设备列表中具体的 SymLink，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网

络参数”可修改列表中的 SymLink 设备的连接信息。如下图 5-4、图 5-4 所示： 

 
图 5-5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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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设备连接 

在导航区中双击任意 SymLink，即可连接 SymLink 设备。如下图 5-6、图 5-7 所示： 

 

图 5-6 

 

图 5-7 

5.5. SymLink 内核日志监视诊断 

5.5.1. 控制台 

选择左侧设备导航栏中的设备列表中具体的 SymLink，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控

制台”，将打开控制台界面，可以查看系统日志信息进行分析。如下图 5-4、图 5-4 所示： 

 

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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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5.5.1.1. 设备守护监视 

在主视图的设备守护 tab 页中，单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刷新”，可以把 Symlink 中缓

存的守护信息读取过来以供分析。如下图 5-4 所示： 

 

图 5-10 

5.5.1.2. 应用守护监视 

在主视图中的应用守护 tab 页中，单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刷新”，可以把 Symlink

中缓存的守护信息读取过来以供分析。如下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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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5.5.1.3. 应用内核监视 

在主视图的应用内核 tab 页中，单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刷新”，可以把 Symlink 中缓

存的守护信息读取过来以供分析。如下图 5-4 所示： 

 

图 5-12 

5.5.1.4. 系统命令 

在主视图的系统命令 tab 页中，可以使用 ping 命令。SymLink 去 ping 外部连接的其他客户端

IP，可以检测网络链接状态。如下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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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5.5.1.5. 日志导出 

右键菜单“导出文件”功能，是将已打开的日志文件保存到本地。用于后期分析或发送

给厂商技术人员进行分析。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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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5.5.2. 连接监视：伺服模块跟踪 

选择左侧设备导航栏中的设备列表中具体的 SymLink，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连

接监视：伺服模块”，将打开监控界面，可以查看伺服模块的详细信息进行分析。如下图 5-4、

图 5-4 所示： 

 

 

 

 
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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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5.5.3. 连接监视：内核模块跟踪 

选择左侧设备导航栏中的设备列表中具体的 SymLink，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连

接监视：内核模块”，将打开监控界面，可以查看伺服模块的详细信息进行分析。如下图 5-4、

图 5-4 所示： 

 

图 5-18 

 

图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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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网管系统功能 

5.6.1. 设备数据 

点击设备数据或转发服务 Tab 页，将切换到数据浏览界面。数据浏览主视图中划分为 3

个区域： 

1) 左侧为工程的树结构，点击设备节点可以看到节点下所有的设备测点数据。 

2) 右侧为数据列表 

如下图 5-20 所示： 

 

图 5-20 

5.6.2. 通讯报文 

通道诊断是 SymLink 提供的一个强有力的设备通讯排错工具。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诊断定

位设备通讯的故障。 

5.6.2.1. 通道报文查看 

1. 主视图 

主视图如下图 5-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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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2. 添加空格功能 

点击功能面板上的“添加空格”功能，可将通道报文每字节间增加一个空格，便于用户

分析查看报文内容。如下图 5-22 所示： 

 

图 5-22 

3. 取消自动滚动功能 

默认情况下，报文列表是将最新捕获的报文显示在可视区域，滚动条始终保持在列表区



 第 2 章相关软件安装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三条 9 号 宜品上层 3-201                                   5-35 

电话：010-62976127  传真：010-62974243 网址：www.symid.com 

域的最下方。当点击停止自动滚动按钮后，报文列表将不在自动滚动到最新捕获的报文。可

让用户专心的查看可视范围内的报文，又无需停止报文捕获。如下图 5-23 所示： 

 

图 5-23 

4. 通道选择功能 

通道列表下拉列表中包含采集通道和转发通道。当选择具体通道时，SymLink 捕获的报

文将显示在下面的列表中。如下图 5-24 所示： 

 

图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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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文过滤功能 

选中“包含字符”前面的复选框，并在旁边的文本输入框中输入过滤关键字，便可对捕

获的报文进行按照设定条件过滤后进行显示。如下图 5-25 所示： 

 

图 5-25 

6. 报文清除功能 

报文清除功能用于清除已经捕获的所有报文。在报文显示窗口，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清

空。如图 5-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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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5.6.2.2. 报文保存 

保存到本地，是将捕获的报文保存到本地的一个报文日志文件中，便于用户后期查找历

史报文文件，用于后期分析或发送给厂商技术人员进行分析。 

点击开始记录按钮，在弹出的路径选择界面中选择保存路径，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如下

图 5-27 所示： 

 

图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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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停止记录按钮将停止报文的捕获，即可到刚才指定的路径下找到保存的历史报文文

件。如下图 5-28 所示： 

 

图 5-28 

5.6.3. 设备状态 

设备状态包含 3 种状态： 

端口状态：采集、转发通道的状态信息 

客户端状态：连接 SymLink 设备的客户端信息 

高级配置：SWR 模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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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图 5-30 所示： 

 

 

图 5-29 

5.6.4. 日志信息 

SymLink 的实时日志信息，主要通过界面下方的区域接收，当有新日志产生时，会有 SymLink

设备自动推送过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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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0 所示： 

 

图 5-30 

日志分类 描述 

IO 通讯  

IO 控制  

系统  

维护  

客户端  

守护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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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应用事件 

 

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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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附录 1—使用 OPC Server 发布数据 

通过 SymLink OPCServer，用户可使用标准的 OPC 协议来获取 SymLink 中的任意数据。 

6.1. SymLink OPC Server 工作原理 

OPC 1.0/2.0 协议是基于微软公司的 OLE、DCOM 技术制定的一种工业标准协议，由于

OPC 1.0/2.0 协议受到微软公司的 DCOM 技术框架限制，主要运行在微软公司的 Windows 操

作系统上；而 SymLink 的软件主要是基于 ARM 架构上的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进行开发的一

套软件，无法直接使用 OPC 协议栈。因此 SymLink OPCServer 作为一个独立的组件，运行在

外部的 Windows 系统上，下图 6-1 为 SymLink OPCServer 工作的原理示意图。 

 

图 6-1 

 

6.2. 安装 SymLink OPC Server 组件包 

运行 SymLink OPCServer 安装程序 SymLinkV2Brg_Setup.exe。安装初始界面如下图 6-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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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安装路径设置界面，如下图 6-3 所示： 

 

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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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桌面图标选择设置界面，如下图 6-4 所示： 

 

图 6-4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安装确认界面，如下图 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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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点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点击“完成”按钮，SymLink OPCServer 安装完成。如下图 6-6 所示： 

 

图 6-6 

 

6.3. 运行 SymLink OPC Server 

通过桌面的快捷方式“SymLinkV2 OPCServer”或开始菜单→程序→旋思软件→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SymLinkV2 OPCServer 来运行 SymLinkV2 OPCServer。 

 

6.4. 配置 SymLink OPC Server 

运行 SymLinkV2 OPCServer后，需要进行配置，才能将 SymLink中的数据发布到 SymLinkV2 

OPCServer 中。 

SymLinkV2 OPCServer 运行后，会在屏幕右下角的托盘栏中常驻一个图标。将鼠标移到

托盘栏图标中，点击右键，将弹出右键菜单，如下图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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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右键菜单共有 4 个功能选择： 

1） 信息输出：SymLinkV2 OPCServer 的信息日志。 

2） 注册 OPC Server：在本机注册 SymLinkV2 OPCServer 服务，一般用于 SymLinkV2 

OPCServer 注册信息丢失时使用。 

3） 显示：进入 SymLinkV2 OPCServer 的配置界面 

4） 退出：退出 SymLinkV2 OPCServer 程序 

信息输出界面如下图 6-8 所示： 

 

图 6-8 

SymLinkV2 OPCServer 的配置步骤如下： 

通过右键点击托盘栏图标，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显示”，进入配置界面。点击配置界面

中的新建功能按钮，如下图 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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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在弹出的远程数据源配置界面中定义相关参数，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如下图 6-10 所示： 

 

图 6-10 

远程数据源配置界面中的参数含义如下表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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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界面项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数据源的名称。只能包括 0~9，a~z 等字符。 √  

描述 数据源的描述信息。   

禁止 配置是否生效  启用 

地址 SymLink 的 IP 地址 √  

网络类型 与 SymLink 连接的网络类型 √ 高速局域网 

端口 SymLink 的数据访问端口 √ 9230 

用户 访问 SymLink 数据的用户名 √  

密码 访问 SymLink 数据的密码 √  

定义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后的界面中将立刻连接配置中定义的 SymLink，

并显示当前获取的实时数据。如下图 6-11 所示： 

 

图 6-11 

点击保存按钮，使得配置长期保存，配置保存后，SymLinkV2 OPCServer 会重新启动。

配置完成后，外部的系统即可通过标准 OPC 客户端来获取 SymLinkV2 OPCServer 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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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使用第三方 OPC Client 访问 SymLink OPC Server 

运行任意标准的 OPC 客户端，在 OPC Server 列表中选择“iLink.OPCServer.V01”。如下图

6-12 所示： 

 
图 6-12 

 

连接到“iLink.OPCServer.V01”后，添加 OPC 测点，即可看到 OPC 测点实时数据。如下

图 6-13 所示： 

 
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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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附录 2—使用 SDS 无缝连接 SymLink 和上层系统 

7.1. SDS 概述 

SDS 是 SymLink Date Service 的简称， SDS 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更好的解决 SymLink 工业通

信网关与上层数据库系统之间的对接问题。以前的方式多是由上层应用系统开发者根据

SymLink 工业通信网关提供的 API 或者转发协议（如 Modbus TCP，OPC 或其他）以及上层数

据库系统的接口开发一个数据采集程序来实现上下之间的对接，但这种方式存在如下一些问

题： 

1） SymLink 如在内网，则上层系统访问很不方便（需要防火墙或路由器进行端口映射），

或者无法访问。 

2） 如使用标准协议，标准协议不支持断线缓存数据的传输。 

3） 在下面存在上百上千台 SymLink 时，从上去逐个访问下面的 SymLink 中的数据操

作配置起来繁琐，不宜维护。 

SDS 可以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而且本身提供与各种数据库系统之间的对接，操作简单，维

护容易。 

 

7.2. 应用架构说明 

典型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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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各地 SymLink 将现场设备数据采集后，将数据及测点信息主动推送到 SDS，SDS

提供了各种实时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的插件，实现现场 SymLink 数据和测点信息与上层数据

库系统之间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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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SDS 安装 

7.3.1. SDS 服务端安装 

1. 运行以 SDS_Setup_XXX_XXX 为名的安装文件。安装初始界面如下所示： 

 

图 7-1 

 

2. 点击“下一步”按钮，选择安装的目标路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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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3.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行安装组件选择界面，如下所示： 

 
图 7-3 

 

4. 选择需要的组件进行安装，提供默认安装，完全安装，简洁安装等几种方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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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5. 设置完成，一直点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7.3.2. SDS 管理客户端安装 

SDS 管理器的安装非常简单，几乎只需要，一直点击“下一步”按钮，就可完成安装。 

 

7.4. SDS 组件介绍 

 

序号 名称 描述 其他 

1 SDKernal SDS 核心服务，提供 SDS 实时数据及测点信

息 

位于 Kernal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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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xSLiNetServo SDS 接受 SymLink 数据服务 位于 XS2 目录 

3 OPCServer SDS OPCServer 数据服务 位于 OPC 目录 

4 TxRTDB SDS 与 SymInfo 实时数据库的数据对接服务 位于 TxRTDB 目录 

5 TXInsql SDS 与 InSQL 10.0 实时数据库的数据对接服

务 

位于 TXInsql 目录 

6 TxOPCInsql SDS 与 INSQL 实时数据库的数据对接服务，

采用 OPCServer 方式向 INSQL 提供实时数

据，并生成 INSQL 需要的断线缓存文件。 

位于 TXOPCInsql 目录 

7 TxPI SDS 与 PI 实时数据库的数据对接服务 位于 TxPI 目录 

 



 第 7 章 附录 2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三条 9 号 宜品上层 3-2017-7 

电话：010-62976127  传真：010-62974243 网址：www.symid.com 

7.5. SymLink 上的配置 

7.5.1. SymLink 的数据采集配置 

SymLink 的数据采集请参阅 3.3 采集服务这部分的内容。 

7.5.2. SymLink 中的 SDS 转发插件 XS_INET_AUTO 配置 

7.5.2.1. 转发插件 XS_INET_AUTO 参数说明 

参数名 默认值/取值范围 参数说明 

登录认证码 空 Symlink 连接 SDS 的认证码，与 XS2 目录下的

RxSLiNetServo1.ini 文件中配置的登录认证码一样。 

设备描述 空 定义描述后，在 SDS 中会以此描述作为一级节点名

称，否则，使用设备的串号作为一级节点名称。 

心跳超时（秒） 30 秒 XS_INET_AUTO 转发插件与 SDS 之间的心跳超时时

间。超过此时间，则认为故障，会进行数据缓存。

并定期重连。 

总召唤时间（分

钟） 

10 分钟 每隔设定的时间推送一次所有转发点的实时数据。

以此消除由于数据长时间不变化导致的时间戳不变

问题。 

单次发送数据大

小（KB） 

10 KB 断线缓存后，每次发送的数据量。 

内 存 缓 存 大 小

（M） 

2MB 使用多少内存空间存放断线缓存数据， 

磁 盘 缓 存 大 小

（M） 

0MB 使用多少磁盘空间存放断线缓存数据，前提是设备

必须有存储介质（如 SD 卡） 

定义的有效缓存空间占满，则不再缓存。 

缓存有效时间（小 8 小时 断线缓存保存的最长时间，定义的缓存有效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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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达，则不再缓存。 

压缩模式 Auto/Auto,Disable 是否启用压缩传输机制，Auto 由转发插件根据传输

数据量进行处理。在高速链路（局域网）环境下，

最好使用 Disable。 

同步断线总召唤

（秒） 

0 秒 在断线补数期间，每间隔多长时间发送一次实时数

据 

 

7.5.2.2. 转发插件 XS_INET_AUTO 转发配置 

1. 新建转发通道，选择国标→XS_INET_AUTO，如下图所示： 

 

图 7-5 

 

2. 此国标的端口选择TCP客户端，远程 IP填写SDS运行的计算机的 IP，默认端口是4300，
由 SDS 下的 XS2 目录下的 RxSLiNetServo.exe 程序监听。规约参数的设置请参考 7.5.2.1. 
转发插件 XS_INET_AUTO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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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3. 在新建的转发通道上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批量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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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4. 在“是否转发”列中设置是否转发。周期列是设定数据传输的周期，如不设置，则为变

化传输；如设置数值，则为周期传输。死区列设置数据传输的死区范围。 

 
图 7-8 

注意： 
SymLink2.5 以上版本才支持与 SDS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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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SDS 转发服务 

7.6.1. SDS OPCSever 

SDS OPCServer 的功能是将 SDS 的数据以标准的 OPC DAServer 协议发布出去，方便其他

系统以标准的 OPC 接口访问 SDS 的数据。SDS OPCServer 兼容 OPC 1.0，OPC 2.05 的 OPC 客

户端。 

 SDS OPCServer 在 SDS 安装过程会被注册为 NT 服务，并注册到系统 DCOM 环境。由于

SDS OPCServer 依赖 OPC 环境，所以需要自行注册 OPC 环境。 

 

7.6.2. SDS TxRTDB 

SDS TxRTDB 的功能是将 SDS 的数据与 SymInfo 实时数据库进行无缝对接。 

7.6.2.1. 连接参数 

通过 SDAdmin 连接 SDS 后，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展开数据服务，双击 TxRTDB 进行 SDS 

TxRTDB 的配置界面，如下所示： 

 

图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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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RTDB 服务器名 SymInfo 实时数据库的名称或 IP 地址 

端口 SymInfo 实时数据库，默认是 6327，无需更改 

用户名 SymInfo 实时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 

密码 SymInfo 实时数据库登录的密码 

 

7.6.2.2. 全自动模式 

SDS TxRTDB 插件的全自动模式为底层的 SymLink 采集配置完成后，SDS 与 SymInfo 之间

无需人参与，新增或修改的 SymLink 中的测点信息和数据自动进入 SymInfo 实时数据库。启

用全自动模式的配置如下： 

1. 切换到表配置 TAB 页，勾选允许创建表选项，如下所示： 

 
图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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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换到点基本配置 TAB 页，勾选允许创建点选项，如下所示： 

 
图 7-11 

3. 通过前面的配置后，点击应用按钮后，SDS TxRTDB 就进入全自动模式。 

 

7.6.2.3. 手动映射模式 

SDS TxRTDB 的手动映射模式启用步骤如下： 

在 TxRTDB 的点基本配置界面下选择“运行自定义点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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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7.6.3. SDS TxInsql 

SDS TxInsql 的功能是将 SDS 的数据与 Wonderware 公司的 InSql 实时数据库进行无缝对

接。 

7.6.3.1. 连接参数 

通过 SDAdmin 连接 SDS 后，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展开数据服务，双击 TxRTDB 进行 SDS 

TxRTDB 的配置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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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参数 参数说明 

InSql 服务器名 InSQL 实时数据库的名称或 IP 地址，如是本机使用 Localhost 即可 

服务器实时窗口 InSQL 实时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 

缓存文件前缀 生成的 InSQL 实时数据库的缓存文件的名称 

 

7.6.3.2. 手动映射 

1. 在 TxINSQL 的点基本配置界面下选择“允许自定义点名”选项。选中后点击应用按钮

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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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2. 鼠标点击其他窗口再切换回来，SDS 中的点信息以及同步过来。如下所示： 

 
图 7-15 

 

3. 右键点击，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导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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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4. 编辑 CSV 点表，在第二列填入 InSQL 数据库中的点名。与第一列形成映射关系。如下

所示： 

 

图 7-17 

 

5. 导入编辑好的点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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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6. 点击应用按钮后，新的配置即可启用。 

 

7.6.4. SDS TxOPCInSQL 

SDS TxOPCInsql 的功能是将 SDS 的数据以标准的 OPC DAServer 协议对 InSQL 提供实时数

据。通过通过 TxOPCInsql 的映射表中的定义，给需要进行断线缓存的 InSQL 的测点生成符合

InSQL 定义的缓存文件。配置过程如下： 

 

1. 通过 SDAdmin 连接 SDS 后，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展开数据服务，双击 TxOPCInsql 进入

SDS TxOPCInsql 的配置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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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界面上相关设置参数如下表： 

参数 参数描述 

缓存文件前缀 生成的缓存文件的文件名前缀 

缓存文件转存周期 缓存文件逐个转存到 InSQL 处理缓存文件的路径 

缓存文件转存路径 InSQL 处理缓存文件的路径 

允许自定义点名 定义 SDS 中点名和 InSQL 实时数据库中点名的映射关系，主要告

知 TXOPCInsql 需要为 InSQL 中哪些测点缓存数据。 

 

2. 切换一下窗口，再切换回 TXOPCInsql，界面上将显示 SDS 中的所有测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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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3. 右键点击，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导出。如下所示： 

 

图 7-21 

 

4. 编辑 CSV 点表，在第二列填入 InSQL 数据库中的点名。与第一列形成映射关系。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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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5. 导入编辑好的点表，如下所示： 

 

图 7-23 

 

6. 点击应用按钮后，新的配置即可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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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SDS TxPI 

SDS TxPI 的功能是将 SDS 的数据与 PI 实时数据库进行无缝对接。 

7.6.5.1. 连接参数 

通过 SDAdmin 连接 SDS 后，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展开数据服务，双击 TxPI 进行 SDS TxPI

的配置界面，如下图 7-24 所示： 

 

图 7-24 

参数 参数说明 

基
本
信
息 

PI 服务器名 PI 实时数据库的名称或 IP 地址 

端口 PI 实时数据库，默认是 5450，无需更改 

用户名 PI 实时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 

密码 PI 实时数据库登录的密码 

高
级
配
置 

使用源时间戳 使用 SDS 中的数据所带时间戳作为 PI 数据库中数

据的时间戳。 

使用服务器时间戳 丢弃 SDS 中的数据所带时间戳，有 PI 数据库使用

PI 数据库服务器的当前时间作为数据的时间戳。 

当源时间与服务器时间相差指 当源时间与服务器时间相差指定秒数时，使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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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秒数时，使用使用服务器时间

戳 

用服务器时间戳 

兼容性 PISDK 或服务器版本在 3.4.370 以前，请勾选此项 

获取 PI 数据库更新间隔时间 定期扫描 PI 数据库中点信息更新的周期 

 

注意： 
PI Server 3.7.4 之前的版本的 Point Source 只支持一个字符。 

 

 

7.6.5.2. 类 PI 采集器模式 

SDS TxPI 的类 PI 采集器模式配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TAB 页面切换到“点基本配置”，去掉“允许自定义点名”和“允许创建点”。如下

图 7-25 所示： 

 

图 7-25 

 

第二步，SDS TxPI配置完成后，需要通过 PI的建点工具对 PI数据库建点，使用 PI SMT或 PI-SMT 

excel Add-in 均可，下面是 PI SMT 工具建点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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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Point Source 中填入 TxPI 的配置界面中定义的 Point Source 符号，如下图 7-26 所示。

 

图 7-26 

 

2） 在 Instrument tag 中填入 SDS 中的点名，实际就是将 PI 中的点名与 SDS 中的点名进行

一一映射，如下图 7-27 所示： 

 

图 7-27 

3） 过上 10 几秒，就可以通过 PI SMT 工具来查看新增点的实时数据了。 

 

 

7.6.5.3. 全自动模式 

SDS TxPI 插件的全自动模式为底层的 SymLink 采集配置完成后，SDS 与 PI 之间无需人参

与，新增或修改的 SymLink 中的测点信息和数据自动进入 PI 实时数据库。启用全自动模式

的配置如下： 

1. 切换到“点基本设置”TAB 页，勾选“允许创建点”选项，如下图 7-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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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2. 通过前面的配置后，点击应用按钮后，SDS TxPI 就进入全自动模式。 



 第 9 章 附录 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三条 9 号 宜品上层 3-2018-1 

电话：010-62976127  传真：010-62974243 网址：www.symid.com 

第8章 附录 3—使用 SymEnergy 级联 SymLink 获取数据 

当使用 SymEnergy 作为上层应用系统时，采用 SymEnergy 的级联功能，可简单快捷的获

取 SymLink 中的所有数据。无须繁琐的建点，一步到位。 

8.1. 远程 RTDB 配置 

在安装 SymEnergy 的计算机上运行开发环境，并进入数据库组态界面。 

在左侧的实时库导航区中，选中“远程：SymRTDB 管理器”，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

菜单中选择“新建 远程 SymRTDB数据源”，便可添加远程 SymLink 设备信息。如下图 8-1 所

示： 

 

图 8-1 

在弹出的远程 SymRTDB 配置界面中，填写相应的配置信息，如下图 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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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有关 SymRTDB 界面的有关参数说明如下表 8-1 描述： 

表 8-1 

界面条目 描述 必填 默认值 

名称 必填项，只允许英文字母加数字。 √  

描述 远程 SymLink 的信息   

连接设备类型 SymLink－V2 √  

IP 地址 必填项，被级联的 SymLink 网卡 IP √  

IP 端口 默认 9230,不可更改 √ 9230 

IO 状态更新周期 远程 SymLink IO 状态更新的周期  6 

自动对时周期 与远程 SymLink 对时的周期  60 

点击“开始连接”按钮，开始连接定义的 SymLink 设备，界面下方的信息窗口中出现“登

录成功”的提示， 

点击“获取远程数据库”按钮，开始获取 SymLink 中的变量信息，界面下方的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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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看到获取数据成功的提示。 

点击“获取远程 IOtask”按钮，开始获取 SymLink 中的设备通讯状态变量，界面下方的

信息窗口中会看到获取成功的提示 

点击“确定”按钮，便完成了远程 SymLink 设备的添加。配置完成后的界面如下图 8-3

所示： 

 

图 8-3 

 

8.2. 加载远程 DB数据库对象 

在左侧的实时库导航区中，选中“实时数据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

“加载： 远程 DB数据库对象”，如下图 8-4 所示： 

 

图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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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窗口中下拉菜单中，选择需加载的 SymDB 名称，点击确定，即可成功加载远程

数据源。如下图 8-5 所示： 

 
图 8-5 

点击“确定”按钮，保存所有数据库配置。完成配置后的界面如下图 8-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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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运行 SymEnergyV2,即可查看到 SymLink中的数据已经采集到 SymEner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