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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品概述

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是一款采用嵌入式硬件计算机平台，具有多个下行通信接口及一个或者多个上行

网络接口，用于将一个目标区域内所有的智能监控/保护装置的通信数据整理汇总后，实时上传主站系统，完

成遥信、遥测等能源数据采集功能。

同时，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支持接收上级主站系统下达的命令，并转发给目标区域内的智能系列单元，

完成对厂站内各开关设备的分、合闸远方控制或装置的参数整定，实现遥控和遥调功能，以达到远动输出调

度命令的目标。

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提供丰富的规约库支持，实现不同二次设备供应商的智能设备互联。作为自动化

系统网络与监测设备之间的通信接口设备，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实现了规约转换、接口匹配、数据转换等

三项功能。

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提供 RS485 通信端口，每个端口最多可带 32 台仪表设备（对于低压综合保护建议

每个端口挂接不超过 10 个）；可根据仪表设备的通信波特率、通信线路长度及客户对通信数据的刷新速度要

求最终决定每个通信端口所带的设备数量。

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实时并行多任务处理与第三方设备的访问及上位系统的连接通信，支持软件组态。

通过专门的配置管理软件，可为不同通道挂载设备选择不同的通信协议，并可通过更改配置文件来改变通信

管理机所连接仪表设备的数量及数据信息，而不需更改软件程序。

1.2 型号说明

ANet — —
辅助功能代号：（可单选、多选、不选）

无：表示设备无下述辅助功能

4G：表示设备带有 4G 远程通信功能

LR：表示设备带有 Lora 无线通信功能

主型号：2E : 2 网口，5S : 5 串口，1 : 导轨式，2 : 机架式，M：模块

如：2E8S1 : 2 网口 8 串口导轨式；2E4SM : 2 网口 4 串口导轨式

具体型号位于设备侧产品标贴处。

目前涉及型号列表如下：

5 串口系列：ANet-2E5S（仅特殊供应）

8 串口系列：ANet-2E8S1、ANet-2E4S1（铁壳）

2 串口系列：ANet-1E2S1、ANet-1E2S1-4G
模块化系列：ANet-2E4SM、ANet-2E4SM-LR、ANet-M4G、ANet-M485

安科瑞智能通信管理机系列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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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参数

1.3.1 公共技术指标

技术参数 指标

电源频率及装置功耗 45～65Hz ， 功耗≤10W

安全性

电磁兼容 ESD L4，EFT L4，SURGE L4，EMI L3

工频耐压 电源和通信端子间历时 1min：2kV（220V 设备），1.5kV（24V 设备）

绝缘电阻 一般试验大气条件下，输入、输出端对机壳>100MΩ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30000 h

环境

工作温度：-20℃～+55℃

存储运输温度：-25℃～+70℃

相对湿度：≤95%（+25℃）

海拔高度：≤2500m

外部存储 SD 卡接口 1 路，内置 8GB 电子硬盘（TF 卡接口不含）

1.3.2 8 串口系列

技术参数 指标

电源电压
AC/DC 220V（85-265V）

DC 24V（12-36V）（反接保护、订货时说明）

处理器 ARM32 位 Cortex-A7 内核，528MHz

内存 256MB DDR3

电子硬盘 256MB NAND Flash

RS485 8 路光耦隔离

RS232(调试口) 1 路

USB HOST 1 路，USB2.0 高速

以太网 2 路 10/100M 自适应

1.3.3 2 串口系列

技术参数 指标

电源电压 DC 24V（12-36V）（反接保护）

处理器 ARM32 位 i.MX280 内核，454MHz

内存 64MB DDR2

电子硬盘 128MB NAND Flash

RS485 2 路光耦隔离

以太网 1 路 10/100M 自适应

7 模全网通 1路（4G 型号含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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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4 串口系列

技术参数 指标

电源电压
AC/DC 220V（85-265V）

DC 24V（12-36V）（反接保护、订货时说明）

处理器 ARM32 位 Cortex-A7 内核，528MHz

内存 256MB DDR3

电子硬盘 256MB NAND Flash

RS485 4 路光耦隔离

RS232(调试口) 1 路

USB HOST 1 路，USB2.0 高速

以太网 2 路 10/100M 自适应

1.3.5 模块化系列

技术参数 指标

电源电压 DC 24V（12-36V）

处理器 ARM32 位 Cortex-A7 内核，528MHz

内存 256MB DDR3

电子硬盘 256MB NAND Flash

RS485 4 路光耦隔离

RS232(调试口) 1 路，仅做调试使用

USB HOST 1 路，USB2.0 高速，支持接入 U 盘或无线 wifi 网卡

以太网 2 路 10/100M 自适应

DI 采集 8路无源干接点开关量采集

Lora 无线 1 路，载波频率 410MHz~525MHz，Lora 调制方式

TF 卡接口 支持 16G 以下 TF 存储卡即插即用

RST 按键 短按 2-5 秒重启设备，长按 5 秒以上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ANet-M485 4 路光耦隔离 485 串口子模块，主模块最大接入 3个 M485

ANet-M4G 4G 子模块，接入后支持 7模全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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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外形尺寸

1.4.1 8 串口、4 串口系列

1.4.2 2 串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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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模块化系列

1.5 接线与安装

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均采用 35mm 标准导轨安装方式。

1.5.1 8 串口、4 串口系列

8 串口系列插上网线后 LINK 绿色灯会亮起，有数据时闪烁，SPEED 黄色灯在 100Mb/s 时常亮，在 10Mb/s

时关闭；RS485 有数据传输接收数据 RX 红色灯闪烁，发送数据 TX 绿色灯闪烁。

后板及底板均可安装导轨卡座。

1.5.2 2 串口系列

2 串口系列插上网线后绿色灯会亮起，有数据时闪烁，SPEED 黄色灯在 100Mb/s 时常亮，在 10Mb/s 时关

闭；RS485 有数据传输接收数据 RX 红色灯闪烁，发送数据 TX 绿色灯闪烁。

单型号不提供 SIM 无线功能，4G 接口用橡胶塞密封。

4G 型号提供 SIM 无线功能，外接 7 模专用天线。

4G 型号 4G 灯无工作时 4 秒灭 1秒亮，有数据时闪烁。

后板及底板均可安装导轨卡座。

本系列智能通信管理机所有接线端子全部在前面板上。

1.5.3 模块化系列

2E4SM 设备的 LED 灯在上面板，全部为红色，有数据处理显示闪烁，无数据处理时灭。

ANet-M4G 模块、SIM 卡及 ANet-M485 模块均不支持热插拔，需断电接入后上电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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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管理

2.1 设备最大连接数建议值

8 串口系列提供 8 个 RS485 串口，每个串口支持并接 32 台仪表设备，满负载为 256 台仪表设备，理

论支持采集信息数据点数为 10240 个，考虑系统资源冗余，建议用户配置不超过 5120 个采集信息点。

4 串口系列提供 4 个 RS485 串口，每个串口支持并接 32 台仪表设备，满负载为 256 台仪表设备，理论

支持采集信息数据点数为 10240 个，考虑系统资源冗余，建议用户配置不超过 5120 个采集信息点。

2 串口系列提供 2 个 RS485 串口，每个串口支持并接 32 台仪表设备，满负载为 64 台仪表设备，理论支

持采集信息数据点数为 2048 个，考虑系统资源冗余，建议用户配置不超过 1024 个总采集信息点。

模块化系列提供 485 串口和 Lora 无线等较多物理接口，理论支持采集信息数据点数为 10240 个，考虑

系统资源冗余，建议用户配置不超过 7680 个采集信息点。

2.2 终端设备管理

管理机网口默认出厂 IP 地址为：LAN1:192.168.1.136；LAN2:192.168.2.136
用户可使用配置管理软件提供的 SSH 或 telnet 软件（如 SecureCRT）终端进行设备的基本信息管理和配

置操作，用户使用网线将计算机连接上 2串口系列设备的 RJ45 接口后，在终端控制台软件中可连接设备提供

的 SSH 或 Telnet 服务。连接成功后界面显示“ login:”，此时用户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操作。

控制台管理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用户名和密码没有提供修改功能。

2.2.1 终端登录后界面

为保证用户在不同终端界面中拥有一个良好的视觉环境，需要用户选择操作环境的文字颜色，此时用户

输入颜色对应的数字 0-6，然后敲回车，即可获得自己想要的文字颜色，如下图所示：

2.2.2 串口命令提示符

界面的命令提示符为 CMD > ，用户在 > 号后输入命令并敲回车执行。

命令行支持键盘上下键做历史命令选择。

用户不知道具体命令，可输入？号或 help 来寻求帮助。

2.2.3 命令介绍

命令：? 或 help
作用：显示所有命令列表：

语法：?[回车] 或 help[回车]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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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ping
作用：网络连通性测试

语法：ping 目标 IP 地址[回车]
举例：

命令：reboot
作用：设备软重启

语法：reboot[回车]
举例：略

命令：showip
作用：查看所有的网卡设置信息

语法：showip[回车]
补充：eth0 在设备上对应标识“LAN1”网口（或“LAN”）；

eth1 在设备上对应标识“LAN2”网口；

lo 口为回环口。

举例：

命令：clr
作用：清空当然控制台信息

语法：clr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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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quit 或 exit
作用：退出当前登录

语法：quit[回车] 或 exit[回车]

命令：defgw
作用 1：查看当前网络路由

语法 1：defgw[回车]
举例：

作用 2：配置当前网络默认路由

语法 2：defgw add default gw 网关 IP[回车]
举例：

作用 3：删除当前网络默认路由

语法 3：defgw del default gw 网关 IP[回车]
举例：

命令：setip
作用：设置网口的 IP 地址

语法：setip 网口名称 需要配置的 IP 地址[回车]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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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补充：

该种配置方式，只是临时配置，设备重启后将恢复到系统原先配置。如需永久配置设备 IP，请使用管

理软件设置，参考 4.2.1 通道配置说明中的“网口设置”界面进行。

2.3 专用管理软件管理

智能通信管理机配套管理由单独提供的配置管理软件（以下简称软件）进行设备的配置及管理，该软件

主要提供给相关专业配置管理人员使用，非专业人员在没有许可之前不得使用。

软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了解一些电气行业知识及具有相关软件的操作经验。

2.4 软件安装

安装包文件：setup.exe（文件名以实际提供版本为准，如有修改不另行通知）

安装：全部默认设置，直至安装完成

2.5 软件功能简介

软件功能分为两部分：项目文件配置和管理机监控。在使用通信管理机时，首先需要配置一个工程文件，

然后传入通信管理机系统中指定路径，才能完成通信管理机的数据采集与数据上传功能。通信管理机系统运

行时可以进行实时数据监控与系统控制。

关于项目文件配置，主要配置项有通道类型、规约、通道参数、设备型号、设备参数、设备数据、数据

的转发等。

 通道类型分为串口和网口，通道参数根据通道类型配置而不同；

 规约分为主站侧和设备侧两种类型，支持 modbus、modbustcp、dlt-645、iec 103 等；现有一

些常用的规约模板可供使用；规约模板可以配置和修改保存；

 设备型号为厂家规定的；设备的参数与实际情况要一致，其中可能涉及到一些功能性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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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后面的设备配置部分；

 设备数据为需要采集的数据集，要跟设备支持的功能相匹配。

 初始时提供了一些设备的模板，可以自行修改与配置，详细操作请参考后面的模板部分；

 数据的转发需要配置转发方案。请参考后面的转发方案部分。

关于实时数据监控，可以查看当前通信报文和实时数据。通信报文可以查看某一通道或者某一设备的详

细报文；实时数据必须是指定的某一设备。

另外软件还集成了第三方开源的软件方便用户使用——SSH 和 FTP。

2.6 软件布局

1 菜单和工具栏

2 左侧操作区，有三种操作类型：项目配置、转发方案和实时监控

3 右侧操作区，与左侧操作区对应：左侧选择，右侧显示与操作修改

4 信息状态栏，显示提示信息和网络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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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软件操作说明

3.1 项目组

项目组的概念：

软件将把用户新建和打开的所有 cm.ini 文件集中放置在一个确定总目录中进行统一管理，软件使用类似

于 windows 系统的“资源管理器”目录树结构方式来描述这种工程管理方式，用户只需要关心工程项目的配

置本身，而不需要担心文件的存放错误和找寻，方便工程的操作和管理。

安装后软件会创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组”作为整体项目工程文件的管理单位。

“项目组”对应了本台电脑的配置管理的多个项目，每个项目对应了多台设备，每个设备对应唯一一个

项目工程文件。

工程配置人员在配置具体某台设备的 cm.ini 文件时，先新建该项目名称，然后在项目下新建工程文件。

3.2 文件管理

3.2.1 新建

选中“项目配置”栏中的“项目组”，右击点击【新建】或点击上方菜单栏的【文件】【新建】，显示

“新建项目”对话框：

点击确定按钮后，显示：

选中“项目 1”后，右击点击【新建】或点击上方菜单栏的【文件】【新建】，显示“新建工程”对话

框：

 工程名称：输入当前工程的名称即可，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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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机型号：已经设置了几个型号可供选择，也可自己输入名称，但是不能为空

 通道配置：根据实际工程的需要配置相应的数量即可

多次执行该操作后，在“项目配置”中可得到如下图所示的“项目组”树结果：

“项目组”树支持右键菜单，如【新建、删除、移动、重命名、另存为、打开文件位置】等。

3.2.2 打开

 打开软件安装目录 project文件夹内的工程配置文件时，将自动定位至该工程在项目组的工程节

点位置。

 打开软件安装目录 project文件夹之外的工程配置文件时，如果未知项目下没有相同工程名称，

将自动保存到“未知项目”中。如果未知项目下已有相同工程名称，将提示是否替换，点击【是

(Y)】替换存在的同名工程，点击【否(N)】将自动命名后保存到“未知项目”中。

 用鼠标将电脑中任意位置的 cm.ini 文件拖放到 CM 软件窗体中，可以打开该文件，操作结果参

照以上两条。

 执行打开操作或鼠标拖放打开操作，打开软件安装目录 project文件夹之外的工程配置文件时，

会将文件自动复制到安装位置的 project 目录中实施统一管理。

3.2.3 打开文件位置

 选中项目组下对应工程，鼠标右击，菜单中选择【打开文件位置】，将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该

工程文件位于软件安装目录的 project 文件夹下，

“项目名称”及“工程名称”自动存为文件夹名称，

该文件夹下只有一个 cm.ini 工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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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文件所在的目录。

 在选中工程时，软件最底下的信息状态栏上会显示该工程文件的完整路径，供用户判断操作对

象是否正确。

3.2.4 保存、另存为、移动

 保存会将当前选中工程对应的 cm.ini 文件保存

 将当前选中工程“另存为”或“移动”时，可以修改“所属项目”或“工程名称”。

 “另存为”操作相当于实现了复制一个工程（可改名）到其它项目中的功能。

3.2.5 重命名、删除

 更改“项目”、“工程”名称内容。

 将选中目标从当前组中删除至电脑的回收站中。

3.2.6 其它内部功能

 软件同时只可运行一个。

 软件中如某一个工程配置信息有修改，则在软件退出时，会逐个提示用户进行保存。

 打开新工程时，软件会智能学习工程中的设备模板，其中的“功能码+偏移地址”都将学习。

 配置了转发方案后又修改或删除了采集侧的仪表或仪表采集点数据，会导致数据匹配报错。

 更新配置时，待选配置文件位置会自动定位到当前选中的工程的 ini 文件所在文件夹或目录下。

3.3 模板

包含了规约模板 和设备模板 。开发人员会提供规约模板文件，工程人员直接导入模板并保存即

可使用。设备模板需要在培训和协商后制定相关规范，然后可由工程人员自己创建。

功能介绍：

 新建：用于增加模板，可以在在指定通道或者厂家下新建一个模板

 保存：将当前模板列表保存到文件，可供一直使用

 应用：当前配置内容只是暂时可用与工程，重新启动软件后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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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用于删除模板，如要确定不需要，需保存

 导入：可以从.ptpl 文件中导入已经配置好的模板，导入后将覆盖原有配置，用于模板的更新

和增加

 导出：可将现有配置导出到.ptpl 文件，用于模板的单独存储和传递

3.3.1 规约模板

 工具栏按钮

 规约列表：显示当前所有的规约模板，选择后可显示模板的基本信息和参数列表

 基本信息：包含了规约的基本信息，非开发人员不可以修改

 参数列表：【名称】非开发人员不可以修改，【数值】请根据【描述】内容谨慎修改

3.3.2 设备模板

 工具栏按钮

 设备列表：显示当前所有的设备模板，选择设备可以查看设备的基本信息和设备数据配置

 设备基本信息：分类，方便识别和选择

 设备数据：需要工程人员仔细参考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来完成配置，详细配置方法请参考 3.3 设

备数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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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管理设备

3.4.1 通信设置

 工具栏按钮

 IP：已正常运行的通信管理机的 IP 地址

 端口：默认，不可变

 是否连接成功可以通过状态栏显示来判断：

连接成功：

连接失败或者未连接：

3.4.2 开始监听

 工具栏按钮

在【开始监听】之前应该进行【通信设置】，连接成功后才可以进行实时数据的监控。若确认已设

IP 对应的通信管理机是正常运行的，可以直接【开始监听】，无须进行【连接】操作。

监听之后可以查看【报文】和【实时数据库】，两种模式可以随时切换。

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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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文】

报文有两种显示方式：【通信缓冲区】和【通信报文】。

注意：发送和接收都是相对于通信管理机而言的，这点请特别注意。

 【通信缓冲区】：分为【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所有报文均全部显示。

 【通信报文】：报文在缓冲区中正确处理及解析成功后会在此显示，解析失败的将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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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数据库】

【实时数据库】会显示当前选择设备的所有类型数据的所有数据。下面给出判断数据是否有效的方

法：

 第一、因为通信管理机有保存历史数据的功能所以，看【更新时间】，如过与当前时间相匹配，

则说明当前数据是最新读取的数据

 第二、看【名称】对应的【当前值】与【原始值】，若与实际值一样，则有效

3.4.3 停止监视

停止监视后会断开网络连接，故将停止数据的更新

3.4.4 更新配置

选择一个 ini 文件上传到设备中并自动更新后重启系统，启动失败后自动恢复到更新前状态。当系统

提示 ini 更新失败时，表示配置内容有错误，将 CM 连上管理机后，点击【管理机】【显示日志】点击对话框

中的【更新】按钮。了解一下是否有具体错误信息，如果有就参考一下错误信息提示去修正配置。

如果配置中修改了管理网口的 IP 地址，请重新配置 3.4.1【通讯设置】的 IP 地址。

设备生产时会在设备中保存有“设备 ID”信息，在更新 cm.ini 文件时，会判断 ini 文件中的“设备 ID”
信息与该设备是否一致。该算法的目的是提醒用户【通讯设置】是否连接到正确的将要应用该 ini 文件的设备，

以防止用户将 A 设备的 ini 文件误导入至 B 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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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在 CM 软件中新建生成的 ini 文件中“设备 ID”字段内容是空的，在更新到设备中后，会自动将

设备中的“设备 ID”信息填入 cm.ini 文件中。

如果 cm.ini 文件是从 A 设备中复制下载下来，那么该 cm.ini 文件中就会带有 A 设备的“设备 ID”信

息，此时将该 cm.ini 修改后更新到 B 设备，CM 就会识别出该 ini 文件的“设备 ID”信息与 B 设备“设备 ID”
不一致，从而提出警告信息。

一旦用户确认，上传上去的带有 A 设备“设备 ID”信息的 ini文件会自动改写为 B 设备的“设备 ID”。
所以这是一个告警预防信息，不会影响 ini 文件本身的执行，遇到这种情况，确认一下连接 IP 是正确的即可。

3.4.5 设置时钟

【管理机时间】：连接上管理机后，可获取到当前管理机的时钟时间。

【设置】：以系统时间来设置管理机时间。

3.4.6 显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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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更新】可以更新通信管理机中记录的日志信息。日志主要记录系统运行日志，有时系统报一

些错误提示，此处会有更加详细的错误信息供参考。

3.4.7 恢复出厂设置

先确认需要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 IP 地址，可使用 3.5.3 局域网扫描来确认。然后执行 3.4.1 通

信设置连接该 IP 地址，连接成功后，即可执行该菜单命令，如图所示：

执行“是”之后，设备将自动恢复得到出厂设置状态，此时设备的 IP 地址将更改为 192.168.1.136

（LAN1）及 192.168.2.136（LAN2），需要重新进行设备的配置管理工作。

提醒：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后，使用 3.4.3 局域网扫描（重复执行扫描按钮）来确认该设备已经重

启成功，然后再执行对该设备的后续操作。

3.4.8 本地升级

输入正确的设备 IP 地址，选择需要升级的固件升级包（升级包使用统一文件名 update.tgz）。

在该界面时等待一段时间，CM 将会自动重新连接上设备，并会在升级日志中显示升级结果。

3.4.9 重新启动

 工具栏按钮

【重新启动】一般用于从本地 PC【下载】工程配置文件到通信管理机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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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退出系统

请谨慎【退出系统】！因为退出系统之后，本软件将无法连接与控制通信管理。想要重新启动系统

方法是给通信管理机重新上电。

3.5 工具

3.5.1 SSH

 工具栏按钮

第三方工具，对使用者要求比较高，用于通信管理机的系统操作。

3.5.2 FTP

 工具栏按钮

第三方工具，用于通信管理机内部文件管理，通常用来上传或者下载文件。

3.5.3 局域网扫描

用于扫描局域网内所有通信管理机设备的 IP 地址，不论是否在同一个网段中。

当不知道需要连接设备的 IP 地址时，可使用该方法获取整个局域网设备的 IP 地址，然后根据设备

ID（设备 ID 位于设备铭牌标贴上且为唯一值）得到该设备的 IP 地址。

可在扫描结果中右击一行设备，选择“重置 IP”将设备 IP 临时恢复到出厂配置，重启设备后可恢

复为 cm.ini 中的配置。

3.6 帮助

3.6.1 帮助

可打开本文档《配置管理软件使用说明书 V1.6》

3.6.2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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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工程配置说明

4.1 一般项目工程配置的流程策略推荐

更新配置后，检查当前设备时间是否正确，检查方法参考 3.3.6 节内容。

4.2 项目配置

在软件布局的第 2 部分中显示的是项目结构信息树，完全展开后可以清楚的看到有多少串口、多少

网口以及各串口下接了多少设备等信息；在软件布局的第 3部分中显示的是详细配置信息。

4.2.1 通道配置说明

在项目结构树中选择【主模块】后，可对所有物理通道的配置信息进行修改。

右上角的规约参数按钮在 4.2.2 节操作此处不使用，增加按钮可以在当前列表末尾增加一行。

【ID】：通道的唯一标识，不可修改

【通道名称】：可以自定义

【通道类型】：可选 RS485/RS232、Ethernet、4Gnet、Virtual Port

【规约类型】：可选设备侧（采集）、主站侧（上传）

【规约名称】：会依据【通道类型】、【规约类型】从当前规约模板库中动态筛选出满足条件的规

约以供选择，若无满足条件的规约项，则为空

【转发方案】：只有主站侧才可以选择，但是需要先创建转发方案，详细说明请参考 3.2 转发方案

【设备数量】：当前通道上已有设备的数量

【规约参数】：根据选择的【规约名称】，自动将该规约模板引入此处，可双击单元格修改

【通道参数】：分三种类型串口、4GNet、网口配置

4G 型号才支持 4Gnet，且 4Gnet 为自动拨号方式，无需配置

 串口通道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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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串口各种参数进行合理配置，串口编号 COM1 对应设备 RS485-1。

 非 4G 设备网口通道参数设置：

支持设置网口为自动获取 IP 及固定 IP 地址方式，ETH1 对应设备网口 LAN1 或 LAN。

 不允许两个网口配置同一子网地址

 不允许给两个网口都配置网关

 网关必须配置在位于同一子网的 IP 地址对应的网口上

 4G 设备网口通道参数设置：

【4Gnet 类型】：如果给 4Gnet 类型通道配置了规约，表示启用 4G 无线网络通道，否则不会启用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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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4Gnet 通道启用时不需配置会自动拨号连接网络，同时设备 LAN 网口不允许配置网关。

4G 设备的网口可配置为 DHCP 客户端模式和 DHCP 服务端模式，当配置为 DHCP 服务端模式时，提供

对地址池及高级功能项配置的功能。

【选择设备端】提供 DHCP 客户端模式和 DHCP 服务端模式

【DHCP 客户端】模式下，可配置网口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或固定 IP 地址

【DHCP 服务端】模式下，网口必须为固定 IP 地址，以下功能开启：

【开启 4G 路由功能】，提供从网口到 4G 无线的路由上网功能，需给 4Gnet 通道配置规约方有效

【地址池分配】和【公共配置】，提供给其它 DHCP 客户端 IP 地址分配信息的配置内容

【开启安全准入智能判断】，灰色表示该功能无法启用。该功能细节如下：

 “开启安全准入的 DHCP 服务端”只接受通信管理机的 DHCP 客户端申请；

 通信管理机将优先自动接受“开启安全准入的 DHCP 服务端”的地址反馈；

 通信管理机能够智能判断出环境中没有“开启安全准入的 DHCP 服务端”并自动接受其它

DHCP 服务端的地址反馈；

 关闭本项但开启【开启 DHCP 服务】时，4G 设备网口将实现标准 DHCP 服务端功能，此时 PC

电脑都可以获取 IP 地址且在路由开启情况下通过 4GNet 访问外部网络。

【注意】：通道配置应与实际项目现场情况一致，养成将无用的通道删除规约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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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设备配置说明

【ID】：设备的唯一标识，不可修改

【名称】：用户可自定义

【类型】：默认

【型号】：当前设备模板库中的设备型号可供选择

【通讯地址】：设备在链路上的通信地址

【转发】：与转发方案相关，标识设备数据是否可以当作转发方案的数据源

【转发地址】：转发时定义的设备地址

【CPU 号】：根据需要填写，一般为空

【设备参数】：根据需要填写，一般为空

【注意】：在列表中选中一行或者多行，右击后会出现如下的菜单项

【增加】：可以在当前选中项最前面增加一行

【删除选中】：即删除当前选中的所有行

【导入配置】：可从 xxx.dtpl 设备模板文件中导入设备数据配置

【导出配置】：可以将当前选中项最前面一行设备数据配置写入 xxx.dtpl 设备模板文件中保存起来

【移动到…】：可以将当前选中项最前面一行设备移动到其他的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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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转发方案

4.3.1 增加转发方案

在 2的底端选择【转发方案】 ，然后在 3 中右击【增加】，

即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案；然后 2中选中【方案】，3 中显示右击【增加】，即增加了一个【虚设备】

【虚设备】：从当前已配置的所有设备中，选择“是”【转发】的设备数据组合起来的“新设备”

【设备地址】：虚拟设备的地址

【设备参数】：根据情况，可以不填

【转发地址】：转发时定义的设备地址

4.3.2 增加转发数据

在 2中选择【虚设备】，在 3 中右击【增加】，如下图：

在配置中选择需要转发的数据：选择  增加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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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备数据配置

【CC1】：变比或者系数，由于 CC1 数值存在小数，所以遥测数据统一自动转换为浮点数存储。

【Max】：最大值，当实际值超过时，【品质因数】会等于 4096，正常时为 0

【限值方式】：分为绝对值和百分比，是用来计算限值的方式

【最小限值】：即数据波动上限，超过此上限则会出现【越限】情况

举例：

假如限值方式是【绝对值】，而且

- 当前采集的数据实时库中的数据 “最小限值”

那么就会出现“越限”，实时库中就会添加相应的信息进去；

假如限值方式是【百分比】，而且

- 100% 
当前采集的数据 实时库中的数据

“最小限值”
实时库中的数据

那么就会出现“越限”，实时库中就会添加相应的信息进去；

【数据类型】：即该项设备数据支持的类型

【数据字节序】：在数据存储时，某些仪表某个数据的字节序需要单独设定

【转发】：此项数据是否可以被转发到主站

【转发地址】：此转发地址为与南自 103 主站侧规约相关，非此规约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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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数据的二次计算

在使用 MODBUS 系列规约的遥测数据时，设备提供对二次计算的支持，在设备数据列表中增加新的

ID 用于运算式的计算，运算式不占用采集时间且可被其它运算式使用。如下图所示：

小技巧：ID47 使用相同序号可获得 ID32 的值而不用输入[#32]。

4.5.1 输入规范

 二次计算式写入采集信息的名称中，计算式以 [] （英文字符）括起来，程序一开始识别到字符均作

为名称保存，一旦识别到“[”即开始做算式解析，直到“]”后，再有字符仍作为名称添加保存。

 名称不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存在，否则会出现错误。

 只支持英文半角运算符号：+ - * / ( ) . 及自定义符号 ^ e b B H L #

 中间加入任何错误信息，基本都可以过滤，比如名称为：

 EP[#2&22*#4^(#55-10)]I

 计算式会自动解析为：[#2*#4^(#55-10)] (&22 会过滤掉）

 实时库及转发中的名称会自动解析处理为：EPI

 所有计算式必须放置在其它采集信息点数据记录下方

 目前只做了 MODBUS 系列规约的遥测数据（包括 通用 ModbusIedMaster、XJModbusIedMaster、

SM311ModbusIedMaster、SCADAModbusIedMaster、ModbustcpIedClient）。

 功能码及偏移地址保持空即可（参考上图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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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算式使用说明

 所有运算符的优先级以先括号、再乘除、后加减的标准来确定

 #代表该设备所采集某 ID 信息点的值，如果该 ID 不存在，则该位置值为 0

 ^代表某数的 n次方，输入为 N^M（N、M 代表一个数字，下同），比如 2 乘以 10 的 2 次方，输入方式

为 2*(10^2);比如 9的平方根，输入方式为 9^(1/2)或 9^0.5

 e 代表 e为底的 x次方，输入为 NeM，比如 3乘以 e 的 5 次方，输入方式为 3e5

 ^及 e 符号后建议使用()将指数明确出来，按照 * 的运算符来理解其优先级（见举例说明）

 b 代表取当前值的某 bit 位内容确定正负号，b0 代表 bit0 位，b15 代表 bit15 位，输入方式为#IDb

位号，即#NbM，该位值如果是 0 代表返回值为 1，该位值如果是 1 代表返回值为-1，如果寄存器不是

这样定义（相反），则只要输入 (-1*(#NbM)) 即可

 使用 b 符号，需要将#NbM 的内容单独用()囊括出来，再*上欲加符号的数值，

 如 #2*(#16b3) 表示给#2 的数据加正负号，正负号看#16 值的 bit3 位内容。

 B 代表取当前值的某 bit 位内容，其值只会返回 0 或 1，B0 代表 bit0 位，B15 代表 bit15 位，输入方

式为#NBM，如#2 的值为 43656（1010 1010 1000 1000），则#2B3 返回值为 1。

 H 代表取当前值的高 8位数据，输入方式为#IDH8，即#NH8，返回值为浮点数

 L 代表取当前值的低 8位数据，输入方式为#IDL8，即#NL8，返回值为浮点数

 比如一个寄存器的 16 位 2 进制数 1010 1010 1000 1000，转为 10 进制数为 43656 ：

 则 43656H8=170.000000（1010 1010），43656L8=136.000000（1000 1000）

4.5.3 算式举例

采集点计算式为 [(#3+#2)*(#4b2)*(#6^(#1-4))e(#5-2)]

说明： (ID3 值 + ID2 值) * ID4 值的第 2位对应的正负 * ID6 值的(ID1 值 – 4)次方 * e 的(ID5 值 –

2)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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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远程维护

4.6.1 系统拓扑介绍

4.6.2 工程配置

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在工程信息配置界面勾选远程维护功能，在远程维护配置中填入远程服务器 IP，如

下图：

工程新建过程中也可跳过以上步骤，远程服务器 IP 也可后期直接在工程配置信息界面增加及修改，如下

图：（注：服务端口不用填，默认 16008）

4.6.3 开启远程维护

首先在远程服务器上安装 CM V1.9.1 以上版本软件，打开软件，点击【远程维护】下的【设备列表】，点

击【开启远程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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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一分钟左右，管理机设备会自动与远程服务器建立链接并出现在上图的设备列表中，如下图：

在设备列表中选中需要远程的通信管理机，右击【开始管理】，如下图：设备进入远程管理模式，之后

可以关闭设备列表，对设备进行远程维护（包括更新配置、读取工程、设置时钟、本地升级、在线监视等）。

若要切换设备进行远程管理，则再次打开设备列表，在设备列表中选中当前正远程管理的设备，右击【停止

管理】，然后选择需切换的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4.6.4 结束远程维护

若有通信管理机正在远程管理，在设备列表中选中该设备，右击【停止管理】；然后点击【关闭远程模

式】，结束本次远程维护。

联系人：陈聪
电话：18761595061
传真：0510-86179975
邮编：214405
E-mail：chencong@email.acrel.
总部：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马东工业园区育绿路 253 号
生产基地：江苏安科瑞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南闸镇东盟工业园区东盟路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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