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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TIC-IOT2050
连接数字化世界 – 支持工业边缘计算和云连接的智能网关

SIMATIC IOT2050 是西门子公司新推出的应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智能边缘计算和云连接网关。它将云、公司内 IT 

和生产连接在一起，专为直接在生产环境中获取、处理和传输数据的工业 IT 解决方案而设计。例如，它可用于将生产

过程与基于云的机器和生产数据分析连接起来。

SIMATIC IOT2050 网关的硬件设计紧凑，基于坚固、可靠和持久的工业技术。该设备适用于墙壁和标准轨道安装，配

备节能德州仪器 ARM AM 6548 （+安全启动）、2 GB DDR4 RAM 和多个接口，包括两个 Gbit LAN、两个 USB 以及

一个串行和 Arduino 接口。它配备了已经安装的Simatic Industrial OS 工业操作系统。SIMATIC IOT2050 可轻松扩

展，以定制具有 Arduino 防护罩和迷你 PCIE 卡的解决方案。它还支持基于Debian Linux 。在高级语言编程方面，

还有其他许多选项。

SIMATIC IOT2050 可应用于预防性机器维护，并将生产与 ERP（企业资源规划）级别联系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昂

贵的生产停机时间。相关指标可在早期阶段进行评估并检测到即将出现的磨损迹象。这些都是新的物联网网关有助于

使生产更加通用、可靠和高效的方式。SIMATIC IOT2050 获取、处理和存储相关数据。这些数据被传输到基于云的分

…网络自动化和 IT
SIMATIC IOT2050 可确保 ERP 系

统与生产系统之间的安全通信。

从而可在生产单元内部传输和处

理具体的客户请求，例如一次性

产品请求。

…预测性维护
SIMATIC IOT2050 可记录、汇总

和分析生产数据，如速度和运行

时间。从而可计算机器设备的适

宜 维 护 间 隔 ，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停

机。

…优化车间管理
SIMATIC IOT2050 可灵活处理数

据传输，并在备件备品量低于设

定的最小值时，在车间管理系统

内部自动发出警报，防止不必要

的生产停工。

敏捷、可靠、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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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IOT2050
定制版西门子SIMATIC IOT2050 边缘计算网关

工厂设备生产数据实时采集、工业网络通讯、数据库存储和云端传输、智能设备管理、复杂

边缘计算应用（机器视觉、设备预测性维护等）

• 适用于集群化工厂设备联网需求和复杂边缘计算应用

• 基于西门子SIMATIC IOT2050 硬件，可靠品质和强大计算力

• 基于微软Azure IoT Edge的容器化部署，可部署Azure边缘智能

• 微软Azure认证设备，提供高效安全的云端连接

◦  设备到云的预配置数据遥测

◦ 云到设备的直接方法控制

◦ DPS设备预配服务（对称密钥和X509证书验证）

• 集成凌顶IIoT-Module工业应用软件套件Docker镜像

• 容器OTA和应用OTA

• 接受客户定制化应用开发

• 欧盟CE、UL、CCC认证

数控机床 PLC控制器 机器人 仪器仪表 传感器

数据库
SCADA
MES/ERP系统

（网络架构图）

SCA-IOT2050是凌顶在西门子工业物联网网关SIMATIC IOT2050 硬件基础上定制系统和软件的边缘计算网关，应

用于制造业企业构建工厂设备联网、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和复杂边缘计算应用。SCA-IOT2050经过微软Azure设备

认证，结合微软Azure物联网平台和云计算服务可以快速构建大规模可弹性伸缩的工业物联网信息系统。

SCA-IOT2050模块基于TI AM6528/6548 ARM-A53双核微处理器，采用经裁剪的安全增强型Linux-Debian系统

和基于Azure IoT Edge的容器化架构，以支持部署Azure边缘智能，如Custom Vision。SCA-IOT2050内部预装

凌顶工业物联网应用软件套件（IIoT-Module，容器镜像），能提供包括网络接口管理、设备数据采集、数据存

储和同步、本地和云端数据传输、应用管理和日志诊断等服务。套件中的所有应用软件都可以通过配置软件进行

远程OTA升级，新开发的软件也可以远程安装到模块中。应用软件套件中常用软件：

网络接口管理：IP配置、WiFi/4G配置、路由/域名解析配置、VPN配置、串口配置、GPIO配置。

OPCUA服务器（MDC_OPCUA_SERVER），包含数十种各类常见工业设备的通讯驱动库。依据现场网络和数据

采集需求，模块可以采用1:1连接单台工业设备和1:n连接多台设备。通过配置软件可以快速定义OPCUA数据标

签，修改配置后可重启OPCUA服务器，无需断电重启模块。

基于OPCUA技术的标签数据同步软件（OPCUA_DX_SERVER）可用于在多个设备连接下的标签值同步更新。例

如一个机器人、一个PLC控制系统和多个Modbus设备（如RFID）均连接到了OPCUA服务器，则可以配置将

PLC中的工艺参数自动传输到机器人设备中，将Modbus设备数据自动传输到PLC中。

模块内置MySQL数据库，可被用于储存历史生产数据。数据自动存储软件（MES_DATA_SERVER）能依据配置

自动将OPCUA的标签数据、常量数据、系统时间等格式化后插入到数据库表单中。数据同步软件（syncDATA）

能够将模块内的数据实时同步到网络上的数据库，支持断点传输。

消息发布软件可以将OPCUA数据发布到远程MQTT服务器或者HTTP服务器中。

模块至微软Azure IoT中心的数据传输和预配服务，包括设备至云的消息遥测和云至设备的远程控制（直接方法调

用，开放API接口），以及DPS设备预配服务。

SCA-IOT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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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IOT2050
定制版西门子SIMATIC IOT2050边缘计算网关

SCA-IOT2050产品规格参数和硬件订货号

硬件订货号 SCA-IOT2050-0YA2 SCA-IOT2050-1YA2

操作系统 Linux Debian10，支持部署 Azure IoT Edge

微处理器 TI AM6528 Soc, 64位, 2核 TI AM6548 Soc, 64位, 4核

磁盘/内存
磁盘：无（需外部TF卡）
内存：1G， DDR4 RAM

磁盘：16G， eMMC
内存：2G， DDR4 RAM

通讯接口

2路千兆以太网
2路USB2.0
1路RS232/422/485串口可切换
1路显示器接口

扩展接口
miniPCIe卡槽
Arduino UNO R3扩展板接口（已被SCA-IOT2050-EB使用）

嵌入特性 4个LED灯；电池缓冲实时时钟（不配备电池） 4个LED灯；电池缓冲实时时钟（配备电池）；
安全芯片

可选附件 -LTE：2G/3G/4G模组
-WF：WiFi模组或USB转WiFi插件（占用1路USB口）

相关工具软件 模块配置软件：EdgePlant，支持通过Azure IoT 实现远程配置和OTA升级

内置应用软件 IIoT-Module （详见相关手册）

尺寸（H x W x L） 142×37×110mm

工作环境 0℃ ...50℃，无风扇，螺钉/导轨DIN35安装

供电电源 12V ... 24V DC / 1.7A

认证 CE、UL、CCC

订购方式：

• SCA-IOT2050的标准套餐或

▪ SCA-IOT2050 硬件订货号及可选附件

▪ IIoT-Module 软件订货号

▪ SCA-IOT2050-EB扩展加密板，已安装于SCA-IOT2050，也可单独订购（当独立采购SIMATIC IOT2050时）

• TF卡 推荐：SanDisk-闪迪至尊高速酷邃/酷奂 USB3.0/USB3.1

SCA-IOT2050-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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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oT-Embedded
IIoT-Module

工业物联网应用软件套件

网络接口管理、设备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同步、本地和云端数据传输、自动化流程控制、应

用软件管理和日志诊断等服务

• 可集成至第三方基于Linux系统的网关设备和服务器

• 数十种解决工业物联网公共技术需求的应用软件集合

• 统一的XML应用配置文件和可视化配置软件

• 支持通过Azure IoT中心的软件OTA升级和远程配置

• 集成IBM NODE-RED可视化流程开发平台

• 基于Azure IoT Edge的容器部署，连接Azure边缘智能

• 接受客户定制化应用开发

• 软件CMA认证

IIoT-Embedded和IIoT-Module是一套工业物联网系统框架和应用软件集合，提供包括系统服务、网络服务、自

动化协议通讯、设备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同步、数据发布、自动化流程开发和边云交互等服务，各类应用软件

涵盖了企业工厂设备联网和信息系统开发所需的OT层公共技术需求。依据部署到特定硬件系统的性能，可以实现

从数台设备到大规模车间级设备联网信息管理系统。

IIoT-Embedded适用于部署在低计算力的嵌入式Linux系统，如采用ARM-A7/A9处理器的中低端物联网网关设

备；I IoT-Module是I IoT-Embedded的容器版镜像，适用于部署在高性能采用容器架构的Linux主机，如采用

ARM-A53、Intel Celeron®处理器的边缘计算服务器和Linux服务器。IIoT-Module基于Azure IoT Edge，能对接

Azure的边缘智能。

I IoT-Embedded已集成至EdgeLITE、EdgePLUS和SCAEdge产品中，I IoT-Module已集成至Edge2000、

Edge3000、SCA-IOT2050产品中，并采用同一套配置软件EdgePlant，各类应用软件的XML配置文件能够在所

有产品中复制和使用。

IIoT-Embedded和IIoT-Module以硬件系统形式交付，默认交付所有最新的应用软件。软件使用采用授权许可，

默认处于DEMO许可下的应用软件有功能限制，每次启动可以持续运行两小时，用于功能评估。

Yocto / Debian Linux 系统

IIoT Embedded / IIoT Module 运行时

系统服务 （系统诊断、应用配置、诊断日志、OTA升级、安全访问和授权验证）

网络服务（LAN、WiFi、LTE、Serial、USB、Route、VPN）

自动化通讯服务
如串口服务器

设备数据收集 - OPCUA服务器
(PLC、CNC、仪器仪表...)

基于OPCUA的标签值自
动传输服务

OPCUA数据存储服务 网络数据库同步服务

数据发布服务（MQTT、HTTP、TCP/IP）

自动化流程控制开发（NODE-RED）

Azure IoT中心交互（遥测、远程控制）

EdgePlant配置软件

工厂设备控制系统

网络数据服务器

SCADA/MES/ERP

Azure IoT中心

（应用软件框架示意图）

Microsoft Power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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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系统和应用配置软件EdgePlant

部署IIoT-Embedded和IIoT-Module的硬件系统的配置软件

• 本地网络和通过Azure IoT中心的设备发现和基本参数设置

• 设备系统信息监视（网络、磁盘、进程信息等）

• 设备网络配置（LAN、WiFi、4G、DNS、路由、串口、GPIO）

• 内置各类应用软件的参数配置和日志诊断

• 系统开机启动列表、应用安装、授权和OTA升级

• 集成OPCUA客户端功能

* EdgePlant为免费工具类软件，无需额外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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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串口服务器

6

Serail2TcpServer
集成在IIoT-Embedded和
IIoT-Module的应用软件

串口至以太网的双向数据传输服务

• 支持RS232/RS422/RS485至以太网的TCP/IP通讯

• 当从串口接收到数据后转发到对应的以太网服务器，并发送给所连接的以太网客户机

• 当接收到以太网客户机数据后转发到对应的串口

• 可自由配置多个串口和多个以太网服务器的数据传输

• 高效率并发数据传输

• 日志记录双向数据传输内容

Edge网关

（Serial2TcpServer的应用场景）

Serial2TcpServer
串口-以太网数据传输

串行接口RS232/422/485

TCP/IP客户端

以太网TCP/IP

TCP/IP服务器

串口服务器是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经常需要的功能，为了将串口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或更方便的通过以太网来控制

和处理就需要应用到串口服务器。采用固定端口数和功能的硬件模块的缺点是成本较高，可扩展性差。采用

Serial2TcpServer能够在软件功能层面获得可扩展性，硬件上的串口扩展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多端口串口卡来实

现，例如USB转串口模块。

软件订货号 Serial2TcpServer SW-2.1.1.1 通用串口服务器 单次授权

订购方式: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工厂设备联网数据采集OPCUA服务器

支持数十种各类工业设备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的MDC_OPCUA_SERVER

• 遵循IEC62451-OPCUA标准规范，支持所有UA标签值数据类型

• 数十种各类工业控制系统通讯驱动库：PLC、CNC和仪器仪表

• 采用动态设备驱动库加载机制，可无限扩展设备连接类型

• 采用多线程以太网并发通讯，高效连接批量设备

• 多种品牌PLC的全域地址空间的数据读写访问

• 驱动内置变量：设备在线状态和标签总刷新时间

• 单个设备连接节点下可定义的标签数无限制

• 完全基于单个XML配置文件，方便手动快速配置和导入

• 带有优化模式的设备驱动能够将标签值刷新时间加快50%以上

• OPCUA服务器和驱动库运行诊断日志供查看和排除故障

• 方便第三方应用开发的OPCUA客户端动态链接库（ARM/X86-LINUX SO）

• 按设备连接数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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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设备联网数据采集OPCUA服务器

OPCUA设备驱动库列表

应用对象 软件名称 订货号:SW- 功能描述 免费

系统IO数据 OPCUA_EdgeSystem 3.1.1.1 Edge模块的系统数据和IO控制 √

模拟仿真 OPCUA_Simulator 3.1.1.2 模拟一个设备的IO数据，大端字节地址空间 √

ASCII / 
ModbusRTU / 
ModbusTCP

OPCUA_SerialDevice 3.1.11.1 连接读码器等各种串行设备 √

OPCUA_ModbusSerialMaster 3.1.3.1 连接Modbus RTU总线上的从站

OPCUA_ModbusTcpClient 3.1.3.2 连接ModbusTCP服务器

西门子控制系统：
PLC & CNC

以太网接口通讯驱
动，连接带有
PN接口的PLC、
CP以太网模块、

OPCUA_SimaticTcpClient 3.1.4.1 连接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

OPCUA_SimaticTcpClient_Adva
nce

3.1.4.2 连接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高级版），已高度
通讯优化，适用于极高频率的批量数据采集

OPCUA_SinumerikTcpClient 3.1.4.3 连接西门子SINUMERIK CNC（NCK数据）

三菱电机控制系
统：
PLC & CNC

串口/USB/以太网
通讯驱动

OPCUA_FxProgSerial 3.1.6.5 连接FX系列PLC的本体编程口或者扩展卡的串口

OPCUA_FxUsbSerial 3.1.6.7 连接FX系列PLC的本体USB口或扩展卡的USB口

OPCUA_FxENET 3.1.6.6 连接FX系列PLC的ENET以太网模块

OPCUA_Melsec1E 3.1.6.4 连接FX/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MC-1E协议

OPCUA_Melsec3E 3.1.6.1 连接FX/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MC-3E协议

OPCUA_Melsec4C 3.1.6.3 连接Q/A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串行接口，MC-
4C协议

OPCUA_MelsecUSB 3.1.6.2 连接Q/A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USB接口

OPCUA_MelsoftTcp 3.1.6.8 连接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MELSOFT协议

OPCUA_MitCncTcp 3.1.6.9 连接M700/M800/C70系列CNC的以太网接口

欧姆龙自动化控制
系统：PLC

串口/USB/以太网
通讯启动

OPCUA_SysmacSerial 3.1.7.3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串口

OPCUA_SysmacTcp 3.1.7.2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

OPCUA_SysmacUSB 3.1.7.1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USB接口

Koyo触摸屏 OPCUA_KoyoTP_PPI 3.1.8.1 连接Koyo触摸屏的以太网接口读写S7-200数据

发那科 OPCUA_FocasTcpClient 3.1.5.1 连接发那科的0i系列CNC以太网接口

广州数控 OPCUA_GskRmTcp 3.1.9.1 连接广州数控的GSK980/988以太网口

OPCUA客户端 OPCUA_OpcUaClient 3.1.2.1 连接外部OPCUA服务器拉取内部标签

OPCUA动态库 Libopcuac.so 3.2.2.1 供第三方应用软件连接OPCUA服务器的API接口服务 √

订购方式:
• 按实际设备连接数购买授权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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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设备联网数据采集OPCUA服务器

系统IO数据 OPCUA_EdgeSystem SW-3.1.1.1 Edge模块的系统数据和IO控制 免费

• 获取Llinux系统信息

• GPIO 、ADC 控制

• 模块设备厂商信息

模拟仿真 OPCUA_Simulator SW-3.1.1.2 模拟一个设备的IO数据，大端字节地址空间 免费

• 64K字节的地址空间（大端字节序，类似西门子S7-200 PLC）

• 静态初始化数值或启动数值模拟：

◦ 随机模式：在指定值区间内按设定频率取随机数

◦    增量模式：在指定值区间内按设定频率和增量递增数值

◦ 列表模式：在预定序列中按设定频率依次取出一个数值

串行设备 OPCUA_SerialDevice SW-3.1.11.1 连接读码器等各种串行设备 免费

• 可设置接收缓冲区大小，接收超时 

• OPCUA标签：

• 从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String）或字节数组（ByteString）

• 接收字符长度

• 接收次数计数

ModbusRTU 设备 OPCUA_ModbusSerialMaster SW-3.1.3.1 连接Modbus RTU总线上的从站 按连接数

• 适用于RS232/RS422/RS485串行接口

• 同一串口下连接的Modbus从站数量无限制 

• 读写Modbus数据区域：离散输入、离散输出、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ModbusTCP服务器 OPCUA_ModbusTcpClient SW-3.1.3.2 连接ModbusTCP服务器 按连接数

• ModbusTCP服务器连接数量无限制 

• 读写Modbus数据区域：离散输入、离散输出、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通讯优化模式，加速标签刷新速率

西门子PLC控制系统 OPCUA_SimaticTcpClient SW-3.1.4.1 连接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 按连接数

• 连接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S7-200/SMART200、S7-300、S7-400、S7-1200/1500、SIMOTION

• 连接方式：

◦  本体集成PN接口的PLC

◦ CP以太网接口扩展模块

◦ RS485通讯口（PPI/MPI/PROFIBUS）接口通过SCANET-S7模块转换成以太网接口

• PLC可用访问终结点自动检测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I、输出Q、标志M、数据块DB（包括S7-200的V区）、顺序控制器S、特殊标志SM、计数器C、定时器T、模拟

输入AI、模拟输出AQ、高速计数器HC

• 多变量一次读取自动通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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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PLC控制系
统

OPCUA_SimaticTcpClient_Ad
vance

SW-3.1.4.2
连接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高级版），已
高度通讯优化，适用于极高频率的批量数据采集

按连接数

• 连接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S7-200/SMART200、S7-300、S7-400、S7-1200/1500、SIMOTION

• 连接方式：

◦  本体集成PN接口的PLC

◦ CP以太网接口扩展模块

◦ RS485通讯口（PPI/MPI/PROFIBUS）接口通过SCANET-S7模块转换成以太网接口

• PLC可用访问终结点自动检测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I、输出Q、标志M、数据块DB（包括S7-200的V区）、顺序控制器S、特殊标志SM、计数器C、定时器T、模拟

输入AI、模拟输出AQ、高速计数器HC

• 变量地址合并预处理 + 多变量一次读取自动通讯优化

西门 SINUMERIK 
数控系统

OPCUA_SinumerikTcpClient SW-3.1.4.3 连接西门子SINUMERIK CNC（NCK数据） 按连接数

• 连接西门子SINUMERIK系列CNC：802D、808D、810D、828D、840D、840Dsl

• 连接方式：

◦  808D、828D、840Dsl：通过X127、X130以太网接口

◦ 802D、810D、840D：由MPI/PROFIBUS通讯口通过SCANET6-NCU模块转换为以太网接口

• 直接连接，无需在CNC中安装西门子授权即可采集数据

• CNC可用访问终结点自动检测 

• 访问数据库：NCK、611D、611D_P2、611D_P2Linear、611D_Linear、Hydraulics

• 读写数据区：B-模式组数据；C-通道配置数据；N-NC数据；T-刀具数据；A-轴相关基本设置；V-进给驱动数据

• 多变量一次读取自动通讯优化

• 常用变量：运行状态、操作模式、报警信号、轴名称、机床坐标、工件坐标、实际/设定进给倍率、实际/设定主轴转速、快进倍率、主

程序名称、当前程序名、循环时间、工件计数、轴负载、当前刀具名、刀具补偿、刀具寿命、R变量、系统变量

三菱电机FX系列
PLC

OPCUA_FxProgSerial SW-3.1.6.5 连接FX系列PLC的本体编程口或者扩展卡的串口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FX系列PLC：FX1S、FX1N、FX2N、FX3U、FX3G、FX3S

• 连接方式：

◦  本体圆形编程口（RS422）

◦ 经由FX-232/422/485-BD、FX-232/485-ADP通讯接口扩展板

• PLC通讯口波特率自动检测和自动设置新波特率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通用输出/脉冲输出Y、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

/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三菱电机FX系列
PLC

OPCUA_FxUsbSerial SW-3.1.6.7 连接FX系列PLC的本体USB口或扩展卡的USB口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FX系列PLC：FX1S、FX1N、FX2N、FX3U、FX3G、FX3S

• 连接方式：

◦ 经由FX-USB-AW、FX-USB-BD通讯接口扩展板

• PLC通讯口波特率自动检测和自动设置新波特率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通用输出/脉冲输出Y、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

/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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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机FX系列
PLC

OPCUA_FxENET SW-3.1.6.6 连接FX系列PLC的ENET以太网模块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FX系列PLC：FX1S、FX1N、FX2N、FX3U、FX3G、FX3S

• 连接方式：经由FX-ENET通讯接口扩展模块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通用输出/脉冲输出Y、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

/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三菱电机
FX/Q/A系列PLC

OPCUA_Melsec1E SW-3.1.6.4 连接FX/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MC-1E协议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FX、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

• 连接方式：

◦ 兼容三菱MC协议-1E二进制数据帧格式的以太网接口，如FX3U-ENET模块、Q系列PLC的本体以太网口、Q系列QJ71E71模块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输出Y、锁存继电器L、状态继电器S、链接继电器B、报警继电器F、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

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连接寄存器W、文件寄存器R/ZR；（实际可读取数据区

域依赖于具体的PLC型号）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三菱电机
FX/Q/A系列PLC

OPCUA_Melsec3E SW-3.1.6.1 连接FX/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MC-3E协议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FX、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

• 连接方式：

◦ 兼容三菱MC协议-3E二进制数据帧格式的以太网接口，如Q系列PLC的本体集成以太网口、Q系列QJ71E71模块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输出Y、锁存继电器L、状态继电器S、链接继电器B、报警继电器F、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

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连接寄存器W、文件寄存器R/ZR；（实际可读取数据区

域依赖于具体的PLC型号）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三菱电机
Q/A系列PLC

OPCUA_Melsec4C SW-3.1.6.3
连接Q/A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串行接口，
MC-4C协议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Q、A系列PLC的串行接口

• 连接方式：

◦ Q、A系列PLC的圆形编程口（RS232）

◦ 兼容三菱MC协议-4C二进制数据帧格式的串行接口，如QJ71C24模块

• PLC通讯口波特率自动检测和自动设置新波特率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输出Y、锁存继电器L、状态继电器S、链接继电器B、报警继电器F、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

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连接寄存器W、文件寄存器R/ZR；（实际可读取数据区

域依赖于具体的PLC型号）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三菱电机
Q/A系列PLC

OPCUA_MelsecUSB SW-3.1.6.2 连接Q/A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USB接口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Q、A系列PLC的USB接口

• 连接方式：Q、A系列PLC的本体USB接口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输出Y、锁存继电器L、状态继电器S、链接继电器B、报警继电器F、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

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连接寄存器W、文件寄存器R/ZR；（实际可读取数据区

域依赖于具体的PLC型号）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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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机
Q/A系列PLC

OPCUA_MelsoftTcp SW-3.1.6.8 连接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MELSOFT协议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Q、A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

• 连接方式：

◦ Q、A系列PLC的本体以太网口

◦ 兼容三菱MELSOFT协议（GxWorks编程软件通讯协议）的扩展以太网模块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X、输出Y、锁存继电器L、状态继电器S、链接继电器B、报警继电器F、定时器T（触点/线圈/当前值）、辅助继

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连接寄存器W、文件寄存器R/ZR；（实际可读取数据区

域依赖于具体的PLC型号）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三菱电机
CNC数控系统

OPCUA_MitCncTcp SW-3.1.6.9 连接M700/M800/C70系列CNC的以太网接口 按连接数

• 连接三菱电机M70/M700/M80/M800/C70 CNC数控系统的以太网接口

• 连接方式：

◦ 数控系统的以太网口 

• 读写CNC数据区域

◦ 实时数据：运行状态、加工件数、各类坐标、程序名、执行指令、进给速度/倍率、主轴速度/倍率、负载数据、切削状态、操作模式

◦ 系统数据：切削时间、运行时间、循环时间、系统报警等

◦ PMC数据：X/Y/R/F寄存器、G代码、宏变量

◦ 刀具数据：当前刀具号、补偿参数编号

欧姆龙自动化控制
系统：PLC

OPCUA_SysmacSerial SW-3.1.7.3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串口 按连接数

•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本体或扩展卡的串口

• 连接方式：

◦ PLC自带的RS232编程串口

◦ 经由串口扩展模块，如RS422-485 CP1W-C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输出CIO、辅助继电器WR、保持继电器HR、特殊辅助继电器AR、定时器TIM、计数器CNT、动态数据存储区

DM、扩展数据存储区EM、任务标志区TK、索引寄存器IR、数据寄存器DR、脉冲标志位CLK、条件标志位FLAG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欧姆龙自动化控制
系统：PLC

OPCUA_SysmacUSB SW-3.1.7.1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本体的USB接口 按连接数

•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本体的USB接口

• 连接方式：

◦ PLC自带的USB编程口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输出CIO、辅助继电器WR、保持继电器HR、特殊辅助继电器AR、定时器TIM、计数器CNT、动态数据存储区

DM、扩展数据存储区EM、任务标志区TK、索引寄存器IR、数据寄存器DR、脉冲标志位CLK、条件标志位FLAG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欧姆龙自动化控制
系统：PLC

OPCUA_SysmacTcp SW-3.1.7.2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 按连接数

• 连接CP/CH/CJ系列PLC的以太网接口

• 连接方式：

◦ PLC自带的以太网接口或以太网扩展模块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输出CIO、辅助继电器WR、保持继电器HR、特殊辅助继电器AR、定时器TIM、计数器CNT、动态数据存储区

DM、扩展数据存储区EM、任务标志区TK、索引寄存器IR、数据寄存器DR、脉冲标志位CLK、条件标志位FLAG

• 可配置的高低字节次序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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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yo触摸屏 OPCUA_KoyoTP_PPI SW-3.1.8.1 连接Koyo触摸屏的以太网接口读写S7-200数据 按连接数

• 连接到Koyo ViewJetCmore触摸屏的以太网接口，读写触摸屏串口所连接的西门子S7-200PLC数据

• 连接方式：

◦ Koyo ViewJetCmore触摸屏的以太网接口

◦ 该触摸屏通过串口连接了西门子的S7-200PLC

◦ 注：其他型号的触摸屏未经测试 

• 读写PLC数据区域：输入I、输出Q、标志位M、数据区V

• 地址合并加速通讯优化模式

发那科FANUC
CNC数控系统

OPCUA_FocasTcpClient SW-3.1.5.1 连接发那科CNC以太网接口 按连接数

发那科FANUC
CNC数控系统

OPCUA_FocasTcpClient SW-3.1.5.1 连接发那科CNC以太网接口 按连接数

• 连接发那科0i系列CNC数控系统的以太网接口

• 连接方式：

◦ 数控系统的以太网口 

• 读写CNC数据区域

◦ 控制轴/主轴数据：进给倍率、速度、轴位置数据、主轴转速/负载

◦ 程序数据：当前执行程序名、执行程序内容、机床程序信息

◦ 文件数据：刀具偏移值、轴相关参数和设定值、宏变量、P代码

◦ 刀具寿命：刀具/刀组号、刀具寿命值、刀具补偿值（长度/半径）

◦ PMC数据：G/F/Y/X/A/R/T/K/C/D/M/N/E/Z寄存器

◦ 刀具数据：当前刀具号、补偿参数编号

◦ 系统数据：系统信息、CNC状态信息、报警文本、轴诊断号、CNC计时值

广州数控
CNC数控系统

OPCUA_GskRmTcp SW-3.1.9.1 连接广州数控的GSK980/988 CNC的以太网接口 按连接数

• 连接广州数控的GSK980/988 CNC的以太网接口

• 连接方式：

◦ 数控系统的以太网口 

• 读写CNC数据区域

◦ 实时数据：CNC型号、当前工作方式、运行状态、运行程序名、加工件数、刀具号/刀补号、运行时间/切削时间、轴速度/倍率、坐

标数据

◦ 机床参数：轴/机床相关参数

◦ 刀补参数：刀具补偿值、刀尖方向

◦ 宏变量、螺距补偿值

◦ 刀具寿命：刀具/刀组号、刀具预设/实际寿命值、刀具状态

◦ 诊断报警：诊断数据、报警列表

OPCUA客户端 OPCUA_OpcUaClient SW-3.1.2.1 连接外部OPCUA服务器拉取内部标签 按连接数

• 连接外部OPCUA服务器拉取内部标签

• 连接方式：

◦ 每个设备连接定义：连接到一个指定的OPCUA服务器

• 读写OPCUA服务器内部定义的所有标签值

OPCUA客户端
API接口库

Libopcuac.so SW-3.2.2.1
供第三方应用软件连接OPCUA服务器的API接口
服务

免费

• 可以同时处理至不同OPCUA服务器的8个OPCUA客户端通讯

• API函数：库初始化、连接/断开OPCUA服务器、读写单个标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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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PCUA的标签值传输服务

OPCUA_DX_SERVER 

在多个OPCUA服务器之间自动同步传输标签值

• 能够连接Edge内部的OPCUA服务器，也可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第三方OPCUA服务器

• 同步命令：当某个OPCUA标签值发生变化，立即刷新到另一个OPCUA标签值

• 标签值同步可以在单个OPCUA服务器里，也可以在不同的OPCUA服务器之间

• 可以创建多个分组，在每个组里配置多个同步命令，每个组具有独立的同步刷新周期

• 将数据块定义为ByteString标签类型（字节数组），可以实现不同数据块的整体同步

• 可依据一个全局标志位的值为TRUE来开启同步传输

• 单软件使用授权，无OPCUA服务器数量限制，无同步命令数量限制

MDC_OPCUA_SERVER

发那科机器人
目标位置

运动速度

PLC控制器
目标位置设定

实际运动速度

机器人控制

MDC_OPCUA_SERVER

PLC控制器 控制信号

Edge网关101 Edge网关102

（OPCUA_DX在某智能产线上的应用示例）

多个节点之间的自动数据同步传输在智能产线和工厂生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较为常见，例如多工位工艺数据至

RFID的数据存储、PLC和CNC之间的控制信号同步等，此类需求采用编程实现较为繁琐，而OPCUA_DX为此类

需求提供了一种可以快速配置的通用解决方案。OPCUA_DX是一个采用并发通讯的OPCUA客户端软件，它能够

自动连接到任何OPCUA服务器，当检测到源标签值发生改变，即触发向目标标签写入源标签的新值；初次连接

到OPCUA服务器会自动传输一次。所有具有相同数据类型的标签都可以实现数据同步。数据传输信息可在日志

文件中查看。

标签值同步

标签值同步

（OPCUA_DX配置示例）

软件订货号 OPCUA_DX_SERVER SW-2.1.1.2 在多个OPCUA服务器之间执行标签数据传输服务（数据交换） 单次授权

订购方式:
• 为每个Edge系统购买一个授权
• 如使用Edge内部OPCUA服务器，需购买MDC_OPCUA_SERVER软件的授权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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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数据自动格式化存储服务

MES_DATA_SERVER 

将多个OPCUA服务器的标签数据格式化后自动存储到本地和网络数据库中

• 能够连接Edge内部的OPCUA服务器，也可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第三方OPCUA服务器

• 将OPCUA标签数据和常量数据格式化后自动插入到本地和网络上的数据库表单

• 借助SQL语句可以对标签数据进行自定义计算，也可以将标签数值插入到一段文本再储存到字段中

• 来自不同OPCUA服务器的标签数据可以合并到一张数据表

• 支持MySQL、MariaDB、MS SQLSERVER，如数据库或表单不存在则自动创建数据库和表单

• 支持定时记录表（定时插入一条记录）、定时更新表（定时更新唯一记录）、事件记录表（当某些事件发生时

自动插入一条记录）

• 支持各种数值、列表值、文本、系统日期时间，可以自定义主键和增加约束条件

软件订货号 MES_DATA_SERVER SW-4.1.1.1 生产数据自动格式化存储服务 单次授权

订购方式:
• 为每个Edge系统购买一个授权
• 如使用Edge内部OPCUA服务器，需购买MDC_OPCUA_SERVER软件的

授权

MDC_OPCUA_SERVER

发那科机器人
目标位置

运动速度

PLC控制器
目标位置设定

实际运动速度

MDC_OPCUA_SERVER

PLC控制器 能源计量值

Edge网关101 Edge网关102

（MES_DATA在某智能产线上的应用示例）

Edge内置和网络数据库

ID、系统时间

将原始生产数据记录到数据库是构建工厂信息系统的第一步，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代码编程的方式实现，这种方式

占用了大量的开发时间，并且在修改和增加数据库字段时带来麻烦。MES_DATA仅需一个XML配置文件即可实现

生产数据的自动格式化存储，快速构建原始生产数据库并且易于修改和维护。

（MES_DATA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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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断点传输的网络数据库同步复制服务

syncDATA_MySQL
syncDATA_SQLSERVER 

将Edge内置MySQL数据库同步到网络上的MySQL或者SQLSERVER数据库

• 基于数据表记录的同步，能够同时处理多个数据库的同步，可以同步整个数据库也可以仅同步指定的数据表

• 同步插入（应用于历史数据表）和同步更新模式（应用于实时数据表）

• 可选择在同步成功后保留或删除源数据记录

• 支持网络断点传输，网络中断后自动恢复同步

• 支持同步的字段数据类型包括基本数据类型，如CHAR、VATCHAR、INT、SMALLINT、FLOAT、DOUBLE、

DATE、DATETIME和以AUTO_INCREMENT修饰的数据类型

• 如目标数据库和表单不存在则自动创建

• 每秒200条记录以上的同步速度（依据网络速度）

软件订货号 syncDATA_MySQL SW-4.1.2.1 至MySQL/MariaDB数据库的同步复制服务 单次授权

软件订货号 syncDATA_SQLSERVER SW-4.1.2.2 至MS SQLSERVER数据库的同步复制服务 单次授权

订购方式:
• 为每个Edge系统购买一个授权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Edge网关

（syncDATA的应用场景）

常见的工厂设备联网系统中，位于Edge网关内部的MySQL数据库用于存储单台设备的历史生产数据，这可以通

过应用MES_DATA_SERVER软件来实现自动存储。在此之上，一台车间级服务器用于连接多台Edge网关，所有

Edge网关的数据都需要同步复制到这台服务器数据库中，然后再进行整理归档和分析。syncDATA用于这样的应

用场景，服务器的数据库可以是MySQL/MariaDB，或者MS SQLSERVER。在数据记录同步成功后Edge网关的源

数据可以被删除，这样Edge内置数据库就不会溢出。

这样的网络架构的益处是当网络发生故障，Edge网关由于和设备直接连接，其仍能够实时采集和保存生产数据，

因此生产数据并不会丢失。当网络恢复后Edge网关内置数据库中未完成同步的数据记录将快速同步复制到服务

器。Edge网关内置数据库在网络故障期间所能够存储的记录数和磁盘大小及使用场景相关。

目前需手动编辑XML配置文件。

syncDATA_MYSQL
syncDATA_SQLSERVER

内置数据库文件同步

本地网络/云端的数据库文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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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地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交互服务

LocalDataService

为本地信息系统批量读写OPCUA标签数据提供API接口

• 为多个上位机信息系统（客户端）提供至Edge网关的OPCUA标签数据访问服务

• 目前支持对Edge网关内部OPCUA标签的批量读写访问

• 提供C#的客户端通讯动态库dll、动态库源码和demo项目（C#）

• 日志记录双向通讯内容

软件订货号 LocalDataService SW-5.1.1.1 为本地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交互服务 免费

订购方式: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Edge网关

（LocalDatService的应用场景）

LocalDataService

MDC_OPCUA_SERVER

OPCUA标签读写
上位机客户端

上位机客户端

类似MES、ERP或者智能产线生产管理系统通常需要主动读写设备生产数据，LocalDataService为这类实时性要

求较高的通讯需求提供基于TCP/IP的通讯服务。LocalDataService提供了基于JSON格式的请求-响应内容解析

协议，协议是公开的，具体见软件技术文档。

举例：上位机读取OPCUA标签值的请求帧，访问接口：/mdc_opcua_server/read_value
请求报文内容：

{
    "read_id":"1",
    "node_prefix":"ns=1;s=Project_Default.Group1.S7-300.",
    "items_read":["M0.0", "VW0", "VD4", "DB10.DBW0"]
}
响应报文内容：

{
    "read_id":"1",
    "read_values":["1", "18", "1.234", "12345"] 
}

举例：上位机写OPCUA标签值的请求帧，访问接口：/mdc_opcua_server/write_value

请求报文内容：

{
    "write_id":"2",
    "node_prefix":"ns=1;s=Project_Default.Group1.S7-300.",
    "items_write":[{"name":"M0.0","value":"0"},{"name":"VW0","value":"17"}]         
}
响应报文内容：

{
    "write_id":"2",
    "write_results":["ok",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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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MQTT服务器（Broker）的数据发布服务

MqttPublisher

将多个OPCUA服务器的标签数据格式化后发布到MQTT Broker

• 能够连接Edge内部的OPCUA服务器，也可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第三方OPCUA服务器

• 可以向多个MQTT Broker发布遥测消息（名-值对JSON格式的字符串）

•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自动登录到MQTT Broker

• 可创建多个主题，主题类型：定时发布主题（周期性遥测）和事件发布主题（当数据值发生变化时遥测）

• 每个主题下可创建多个字段，每个字段关联到OPCUA标签或者常量，这些字段的名-值对将组合成JSON消息

• 当网络断开和恢复后消息发布将自动恢复

• 日志记录消息发布内容和状态

软件订货号 MQttPublisher SW-5.2.2.1 至MQTT服务器（Broker）的数据发布服务 单次授权

订购方式:
• 为每个Edge系统购买一个授权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Edge网关

（MqttPublisher的应用场景）

MQTT（Message Queuing Te lemetry T 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是一种基于发布/订阅

（publish/subscribe）模式的"轻量级"通讯协议，该协议构建于TCP/IP协议上，由IBM在1999年发布。MQTT最

大优点在于，可以以极少的代码和有限的带宽，为连接远程设备提供实时可靠的消息服务。作为一种低开销、低

带宽占用的即时通讯协议，使其在物联网、小型设备、移动应用等方面有较广泛的应用。

MqttPublisher以便捷的方式配置消息遥测，将OPCUA服务器中的生产数据发布到多个MQTT服务器，帮助企业

快速搭建基于MQTT的物联网信息传输平台。

MqttPublisher

本地网络/云端的MQTT Broker

MDC_OPCUA_SERVER

遥测消息

第三方OPCUA服务器

MQTT 订阅客户端

（MqttPublisher的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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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HTTP服务器（Web Server）的数据发布服务

HttpPublisher

将多个OPCUA服务器的标签数据格式化后发布到HTTP服务器

• 能够连接Edge内部的OPCUA服务器，也可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第三方OPCUA服务器

• 可以向多个HTTP服务器发布遥测消息（名-值对JSON格式的字符串）

• 可以选择POST或者PUT命令

• 自定义请求头

• 可创建多个主题，主题类型：定时发布主题（周期性遥测）和事件发布主题（当数据值发生变化时遥测）

• 每个主题下可创建多个字段，每个字段关联到OPCUA标签或者常量，这些字段的名-值对将组合成JSON消息

• 日志记录消息发布内容和状态

软件订货号 HttpPublisher SW-5.2.2.2 至HTTP服务器（Web Server）的数据发布服务 单次授权

订购方式:
• 为每个Edge系统购买一个授权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Edge网关

（HttpPublisher的应用场景）

HTTP服务器也即WEB服务网站，是目前互联网服务系统主流的应用架构，有着较为丰富和成熟的各类技术栈，也

是大多数本地/云端工厂信息管理系统常用的系统架构。

HttpPublisher以便捷的方式配置消息遥测，将OPCUA服务器中的生产数据发布到多个HTTP服务器，帮助企业快

速搭建基于WEB网站的前后端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HttpPublisher

本地网络/云端的Http服务器
（Web服务网站）MDC_OPCUA_SERVER

遥测消息

第三方OPCUA服务器

Web客户端

（HttpPublisher的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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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微软 Azure IoT 中心的边云数据交互服务

AzureIotServer2

将Edge网关对接到微软 Azure IoT 中心并提供边云数据交互服务

• 对接到一个 Azure IoT Hub 或者两个 Azure IoT Hub（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

• 支持AMQP、MQTT、WebSockets 协议

• 连接Edge网关内置OPCUA服务器

• 高效率的多OPCUA标签值一次读写会话服务

• 设备至云的预配置消息遥测服务：定时遥测、事件遥测（值改变遥测），Edge启动即自动发送遥测

• 云至设备的动态消息遥测服务（基于直接方法API调用实现的即时遥测启用/关闭服务）

• 提供对模块全面管理的直接方法API接口（模块信息查询、OPCUA标签值读写、文件上下载、数据库访问、进

程管理、应用软件OTA升级、终端命令执行和基本网络接口参数设定）

• 日志记录消息发布内容和状态

软件订货号 AzureIotServer2 SW-5.2.1.2 至微软 Azure IoT 中心的边云数据交互服务 单次授权

订购方式:
• 为每个Edge系统购买一个授权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Edge网关

（AzureiotServer2的应用场景）

AzureIotServer2

Azure IoT Hub - 数据面

MDC_OPCUA_SERVER

预配置遥测数据
EdgePlant配置

文件系统、数据库、进程管理、应用
OTA、Linux Shell、网络配置

动态遥测数据

直接方法调用

信息系统客户端

Azure IoT Hub - 控制面

（AzureIotServer2的配置示例）

微软Azure IoT 物联网平台是跨边缘和云的托管和平台服务的集合，用于连接、监视和控制数十亿项 IoT 资产。

Azure IoT 中心是托管在云中的托管服务，充当中央消息中心，用于 IoT 应用程序及其连接设备之间双向通信。 

可以安全可靠地连接数百万台设备及其后端解决方案。 几乎任何设备都可以连接到 IoT 中心。借助 IoT 中心的功

能，你可以生成可缩放且功能完整的 IoT 解决方案，例如管理制造业中使用的工业设备、跟踪医疗保健中宝贵的

资产以及监视办公大楼使用情况。

AzureIotServer 将Edge网关快速对接到 Azure IoT 中心：来自Edge网关内部OPCUA服务器的生产数据将通过

预配置遥测发送到数据面 IoT 中心，同时，对Edge网关的控制路径将和另一个控制面 IoT 中心对接，通过云至边

缘的直接方法调用，提供动态数据遥测、设备信息查询、文件上下载、数据库访问、应用OTA等管理层面的服

务。在控制面开启的动态遥测数据也将发送到数据面的 IoT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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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微软 Azure IoT 中心的边云数据交互服务

AzureIotServer2

案例：动态遥测在设备故障预测和健康管理（PHM）上的应用

总体需求
获取汽轮机组启动过程中的振动数据和排气温度变化，持续分析机组健康状况（PHM）。
技术方案
配置AzureIotServer2，使之接入Azure IoT 中心（控制面和数据面）。连接到控制面的客户端向Edge网关发送
动态遥测开启命令，传递遥测启动的条件：当检测到机组开始运行时以10ms的频率持续采样振动数据和排气温
度，当达到额定转速3000r/min时停止采样，其间以每10秒间隔向数据面 IoT中心上报数据记录。数据面IoT 中心
使用流分析解析数据并存储到sql数据库。应用Power BI分析数据，通过仪表板快速呈现数据曲线。
其他需求
机组安装振动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通过模拟采集卡或PLC接入边缘计算网关。在Azure账户创建和配置IoT中
心、存储账户、流分析作业和Power BI。

Edge网关

（AzureiotServer2的PHM应用场景）

AzureIotServer2

Azure IoT Hub - 数据面

MDC_OPCUA_SERVER

PowerBI数据分析

动态遥测数据

开启/关闭动态遥测

Azure IoT Hub - 控制面

汽轮机组

机组运行
实际转速
振动频率
排气温度

动态遥测控制

1、客户端调用telemetry_control直接方法启动跟踪遥测，发送启动遥测报文（中文为OPCUA变量名）
{

"topic":"opcua_value_trace",    
"control":"open",    
"config":[        

{            
"subscription_id":"ee532e39-0672-4ed5-ac32-06a3a692e648",            
"trace_condition":"[机组运行]=1 AND [实际转速]<3000.0", 
"record_count":"unlimited",
"sampling_interval_ms":"10", 
"publishing_interval_ms":"10000",        
"node_prefix":"ns=1;s=设备健康预测.1号站.1号机组.",
"items_trace":["实际转速", "振动频率", "排气温度"]

}    
]

}

2、客户端获得边缘网关的响应，接收报文
{

"status":"200",
"timestamp":"2020.08.26 01:22:43.856",
"payload":

{
"topic":"opcua_value_trace",
"control":"open",
"config":[

{
"subscription_id":"ee532e39-0672-4ed5-ac32-06a3a692e648",
"trace_condition":"[机组运行]=1 AND [实际转速]<3000.0",
"record_count":"unlimited",
"sampling_interval_ms":"10",
"publishing_interval_ms":"10000",
"node_prefix":"ns=1;s=设备健康预测.1号站.1号机组.",
"items_trace":["实际转速", "振动频率", "排气温度"]

}
],
"response":"ok"

}
}

AzureIotServer2 在响应帧中添加了"response":"ok"，表明跟踪遥测已经启动。遥测启动后每当汽轮机组开始启动
时边缘网关都会自动启动采样和上报，云端也会自动启动存储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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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缘网关持续监视汽轮机组启动，当满足跟踪条件时开始采样并每隔10秒上报记录，报文格式如下
{
 "status": "200",
 "timestamp": "2020.08.26 02:07:15.914",
 "subscription_id": "ee532e39-0672-4ed5-ac32-06a3a692e648",
 "trace_condition": "[机组运行]=1 AND [实际转速]<3000.0",
 "record_count": "unlimited",
 "sampling_interval_ms": "10",
 "publishing_interval_ms": "10000",
 "node_prefix": "ns=1;s=设备健康预测.1号站.1号机组.",
 "trace_values": [
  {
   "timestamp": "2020.08.26 02:07:10.279",
   "value": ["182.000", "62.222", "36.000"]
  }, {
   "timestamp": "2020.08.26 02:07:10.290",
   "value": ["184.000", "44.263", "36.000"]
  }, {
   "timestamp": "2020.08.26 02:07:10.300",
   "value": ["184.000", "44.263", "36.000"]
  }, {
   "timestamp": "2020.08.26 02:07:10.310",
   "value": ["186.000", "86.443", "36.000"]
  }, {
   "timestamp": "2020.08.26 02:07:10.320",
   "value": ["188.000", "88.056", "36.000"]
  }, {
   "timestamp": "2020.08.26 02:07:10.330",
   "value": ["190.000", "76.140", "36.000"]
  },......
 ]
}

PowerBI数据分析展示（模拟数据）

4、客户端如需要关闭遥测，发送报文
{

"topic":"opcua_value_trace",
"control":"close"

}

AzureIotServer2的响应报文
{
    "status":"200",
    "timestamp":"2020.08.26 02:15:27.021",
    "payload":
    {
        "topic":"opcua_value_trace",
        "control":"close",
        "response":"o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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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在IIoT-Embedded和
IIoT-Module的应用软件

提供可视化编程的低代码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平台

• 应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自动化流程控制和数据处理

• 基于IBM开源Node-RED（https://nodered.org/）

• 可直接连接Edge网关内置的MDC_OPCUA服务器和MySQL数据库

• 丰富的开源应用库

• 仅部署于IIoT-Module，支持硬件Edge2000、Edge3000、SCA-IOT2050以及Linux服务器

• 应用场景举例：

◦ 当产生报警时读取一些即时数据，存入数据库并发送邮件给维护人员

◦ 从OPCUA服务器读取生产数据，结合生产订单进行处理，生成生产报表

◦ 生产工位、质检工位和返修品工位的数据传输和流程处理

◦ 安灯系统

软件订货号 SCA-Node-RED SW-6.1.1.1 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平台 免费

订购方式:
• 结合Edge模块交货

Node-RED是一个用来构建物联网IoT应用程序的一个可视化编辑工具。Node-RED提供基于网页的可视化编程环

境，通过拖拽将已定义的node节点放到工作区中，并通过线连接node节点从而创建数据流来实现编程。Node-

RED中广泛的免费组件可以帮助非IT技术人员自行搭建Dashboard展示仪表，实现邮箱、微信以及Twitter等相关

应用消息推送、设备GPS定位地图显示、配合相关IoT节点进行现场数据实时分析等应用。

Node-RED已集成至IIoT-Module，可以接合Edge网关的内置OPCUA服务器和MySQL数据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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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全功能评估套餐

SCA-IOT2050-EVL

IIOT-Module工业物联网应用软件套件的全功能评估版本。

应用场景：
• 对凌顶IIOT-Module套件中所有软件的功能作全面的技术评估

◦ 制造车间多品牌设备的联网和数据采集如何实现

◦ 可获得设备哪些数据，数据的处理、储存和利用分析

◦ 评估物联网传输方案，例如采用MQTT、HTTP或者微软Azure物联网平台

◦ 了解本地和云端的可用开发平台和工具，例如评估PowerApps低代码开发是否满足业务场景需求

◦ 了解面向开发者的各类工具和技术支持服务

• 在决定对企业展开数字化车间建设前应该采用哪种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 从一个典型设备开始构建AIoT系统，如设备预测性维护，获得项目的早期技术支持

附加权益：
• 加入凌顶工业物联网开发者社区VIP组

• 凌顶新开发软件的内测权

• 免费参与社区举办的物联网技术培训和研讨会

• 各类产品市场推广活动针对VIP的优惠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其他已发布的各类设备通讯驱动 （*1） 每个设备驱动可连接1台设备

所有其他的类别 所有其他类别下的已发布的应用软件（*2） 可使用软件的全部功能

说明:
（*1）产品订购时处于发布状态的其他OPCUA设备驱动
（*2）产品订购时处于发布状态的其他应用软件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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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数据采集评估套餐

SCA-IOT2050-DCX

IIOT-Module工业物联网应用软件套件的数据采集评估版本。

应用场景：
• 对凌顶IIOT-Module套件中设备数据收集能力作全面的技术评估

◦ 制造车间多品牌设备的联网和数据采集如何实现

◦ 可获得设备哪些数据，采集频率和稳定性

◦ 工业自动化数据通讯和数据同步传输功能

◦ 上位机OPCUA客户端通讯和支持高级语言开发的数据采集API接口

◦ 了解面向开发者的各类工具和技术支持服务

• 开发智能产线管理系统所需的开放式数据通讯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

• 开发本地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如MES）的早期技术支持

附加权益：
• 加入凌顶工业物联网开发者社区VIP组

• 凌顶新开发OPCUA驱动软件的内测权

• 免费参与社区举办的物联网技术培训和研讨会

• 各类产品市场推广活动针对VIP的优惠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其他已发布的各类设备通讯驱动 （*1） 每个设备驱动可连接1台设备

数据同步传输服务 OPCUA_DX_SERVER
基于OPCUA的自动标签值同步传输服务

提供OPCUA服务器标签之间的自动数据同步传输服务

数据发布服务 LocalDataService
本地实时数据访问服务

上位机读写OPCUA服务器标签数据的API接口，提供C# 
API类库和示例程序

OPCUA-Client Demo
OPCUA客户端示例

C# OPCUA客户端通讯示例程序

自定义流程开发 Node-RED
可视化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流程管控和数据分析应用场
合，如安灯系统

说明:
（*1）产品订购时处于发布状态的其他OPCUA设备驱动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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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的数据采集模块

SCA-IOT2050-S7

采集1台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数据以及多个Modbus/TCP站点数据（如能源计量设备）

应用场景：
• 西门子PLC控制系统的设备数据收集

◦ S7-200、S7-300、S7-400、SMART200、S7-1200、S7-1500

◦ 通过PLC自带以太网通讯接口或CP以太网模块模块，如CP243-1

◦ 通过SCANET-S7模块（MPI、PROFIBUS总线接口转以太网）

◦ 读写数据点：输入I、输出Q、标志M、数据块DB（包括S7-200的V区）、顺序控制器S、特殊标志SM、计数器

C、定时器T、模拟输入AI、模拟输出AQ、高速计数器HC

• 基于Modbus RTU和ModbusTCP的数据采集

◦ 能源计量设备、仪器仪表设备，例如温控仪、变频器

◦ 支持Modbus/TCP通讯的PLC控制系统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西门子PLC通讯驱动（基本版） 连接1台西门子SIMATIC-S7系列PLC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数据发布服务 LocalDataService
本地实时数据访问服务

上位机读写OPCUA服务器标签数据的API接口，提供C# 
API类库和示例程序

OPCUA-Client Demo
OPCUA客户端示例

C# OPCUA客户端通讯示例程序

自定义流程开发 Node-RED
可视化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流程管控和数据分析应用场
合，如安灯系统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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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SINUMERIK 系列CNC的数据采集模块

SCA-IOT2050-SIN

采集1台西门子SINUMERIK系列CNC数据以及多个Modbus/TCP站点数据（如能源计量设备）

应用场景：
• 西门子SINUMERIK CNC的设备数据收集

◦ 808D、828D、840Dsl：通过机床驱动器的X127、X130以太网接口

◦ 802D、810D、840D：通过SCANET6-NCU（安装于CNC的MPI/PROFIBUS接口）

◦ 直接连接CNC，无需在CNC中安装授权

◦ 读写数据点：B-模式组数据；C-通道配置数据；N-NC数据；T-刀具数据；A-轴相关基本设置；V-进给驱动数

据；常用变量：运行状态、操作模式、报警信号、轴名称、机床坐标、工件坐标、实际/设定进给倍率、实际

/设定主轴转速、快进倍率、主程序名称、当前程序名、循环时间、工件计数、轴负载、当前刀具名、刀具补

偿、刀具寿命、R变量、系统变量

• 基于Modbus RTU和ModbusTCP的数据采集

◦ 能源计量设备、仪器仪表设备，例如温控仪、变频器

◦ 支持Modbus/TCP通讯的PLC控制系统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西门子PLC通讯驱动（基本版） 连接1台CNC中的PLC部分

西门子CNC通讯驱动 连接1台CNC中的NCU部分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数据发布服务 LocalDataService
本地实时数据访问服务

上位机读写OPCUA服务器标签数据的API接口，提供C# 
API类库和示例程序

OPCUA-Client Demo
OPCUA客户端示例

C# OPCUA客户端通讯示例程序

自定义流程开发 Node-RED
可视化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流程管控和数据分析应用场
合，如安灯系统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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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FX/Q/A 系列PLC的数据采集模块

SCA-IOT2050-MEL

采集三菱各系列PLC数据以及多个Modbus/TCP站点数据（如能源计量设备）

应用场景：
• 三菱各系列PLC控制系统的设备数据收集

◦ FX系列、Q/A系列PLC

◦ 串口、USB和以太网连接方式（依据实际PLC可用接口）

◦ 读写数据点：输入X、输出Y、锁存继电器L、状态继电器S、链接继电器B、报警继电器F、定时器T（触点/线圈

/当前值）、辅助继电器M、计数器C（触点/线圈/当前值）、通用数据寄存器/特殊数据寄存器D、连接寄存

器W、文件寄存器R/ZR；（实际可读取数据区域依赖于具体的PLC型号）

• 基于Modbus RTU和ModbusTCP的数据采集

◦ 能源计量设备、仪器仪表设备，例如温控仪、变频器

◦ 支持Modbus/TCP通讯的PLC控制系统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FX系列PLC通讯驱动（串行编程口）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FX系列PLC通讯驱动（USB接口）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FX系列PLC通讯驱动（以太网）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Q/A系列PLC通讯驱动（串口/MC-4C）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Q/A系列PLC通讯驱动（以太网/MC-1E）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Q/A系列PLC通讯驱动（以太网/MC-3E）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Q/A系列PLC通讯驱动（USB）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Q/A系列PLC通讯驱动（以太网/Melsoft）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数据发布服务 LocalDataService
本地实时数据访问服务

上位机读写OPCUA服务器标签数据的API接口，提供C# 
API类库和示例程序

OPCUA-Client Demo
OPCUA客户端示例

C# OPCUA客户端通讯示例程序

自定义流程开发 Node-RED
可视化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流程管控和数据分析应用场
合，如安灯系统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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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M系列CNC的数据采集模块

SCA-IOT2050-MNC

采集1台三菱CNC数据以及多个Modbus/TCP站点数据（如能源计量设备）

应用场景：
• 三菱M70/M700/M80/M800/C70 CNC的设备数据收集

◦ 连接CNC的以太网接口

◦ 读写数据点：

▪ 实时数据：运行状态、加工件数、各类坐标、程序名、执行指令、进给速度/倍率、主轴速度/倍率、负载

数据、切削状态、操作模式

▪ 系统数据：切削时间、运行时间、循环时间、系统报警等

▪ PMC数据：X/Y/R/F寄存器、G代码、宏变量

▪ 刀具数据：当前刀具号、补偿参数编号

• 基于Modbus RTU和ModbusTCP的数据采集

◦ 能源计量设备、仪器仪表设备，例如温控仪、变频器

◦ 支持Modbus/TCP通讯的PLC控制系统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三菱M系列CNC通讯驱动 连接1台三菱CNC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数据发布服务 LocalDataService
本地实时数据访问服务

上位机读写OPCUA服务器标签数据的API接口，提供C# 
API类库和示例程序

OPCUA-Client Demo
OPCUA客户端示例

C# OPCUA客户端通讯示例程序

自定义流程开发 Node-RED
可视化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流程管控和数据分析应用场
合，如安灯系统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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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姆龙SYSMAC系列PLC的数据采集模块

SCA-IOT2050-OMR

采集欧姆龙PLC数据以及多个Modbus/TCP站点数据（如能源计量设备）

应用场景：
• 欧姆龙PLC控制系统的设备数据收集

◦ 连接CH、CP、CJ、CS等型号

◦ 串口、USB和以太网连接方式（依据实际PLC可用接口）

◦ 读写数据点：输入输出CIO、辅助继电器WR、保持继电器HR、特殊辅助继电器AR、定时器TIM、计数器

CNT、动态数据存储区DM、扩展数据存储区EM、任务标志区TK、索引寄存器IR、数据寄存器DR、脉冲标志

位CLK、条件标志位FLAG

• 基于Modbus RTU和ModbusTCP的数据采集

◦ 能源计量设备、仪器仪表设备，例如温控仪、变频器

◦ 支持Modbus/TCP通讯的PLC控制系统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SYSMAC系列PLC通讯驱动（串口）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SYSMAC系列PLC通讯驱动（USB）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SYSMAC系列PLC通讯驱动（以太网） 连接1台PLC控制系统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数据发布服务 LocalDataService
本地实时数据访问服务

上位机读写OPCUA服务器标签数据的API接口，提供C# 
API类库和示例程序

OPCUA-Client Demo
OPCUA客户端示例

C# OPCUA客户端通讯示例程序

自定义流程开发 Node-RED
可视化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流程管控和数据分析应用场
合，如安灯系统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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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那科0i/30i系列CNC的数据采集模块

SCA-IOT2050-FNC

采集发那科0i/30i系列CNC的数据以及多个Modbus/TCP站点数据（如能源计量设备）

应用场景：
• 发那科CNC的设备数据收集

◦ 连接CNC的以太网接口

◦ 无以太网接口的CNC需经由PCMCIA卡转换成以太网

◦ 读写数据点：

▪ 控制轴/主轴数据：进给倍率、速度、轴位置数据、主轴转速/负载

▪ 程序数据：当前执行程序名、执行程序内容、机床程序信息

▪ 文件数据：刀具偏移值、轴相关参数和设定值、宏变量、P代码

▪ 刀具寿命：刀具/刀组号、刀具寿命值、刀具补偿值（长度/半径）

▪ PMC数据：G/F/Y/X/A/R/T/K/C/D/M/N/E/Z寄存器

▪ 刀具数据：当前刀具号、补偿参数编号

▪ 系统数据：系统信息、CNC状态信息、报警文本、轴诊断号、CNC计时值

• 基于Modbus RTU和ModbusTCP的数据采集

◦ 能源计量设备、仪器仪表设备，例如温控仪、变频器

◦ 支持Modbus/TCP通讯的PLC控制系统

类别 预装软件 应用说明

生产数据实时收集 MDC_OPCUA_SERVER
OPCUA服务器

通过OPCUA规范采集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无变量数目
限制（大于10000个）

FANUC  CNC通讯驱动（以太网） 连接1台CNC控制系统

Modbus主站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设备，最多8个

ModbusTCP客户机通讯驱动 连接各类支持ModbusTCP协议的服务器设备，最多8个

数据发布服务 LocalDataService
本地实时数据访问服务

上位机读写OPCUA服务器标签数据的API接口，提供C# 
API类库和示例程序

OPCUA-Client Demo
OPCUA客户端示例

C# OPCUA客户端通讯示例程序

自定义流程开发 Node-RED
可视化自动化流程开发和部署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流程管控和数据分析应用场
合，如安灯系统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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