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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控系统规划书 

一.    系统设计 

1. 总体架构 

云平台是在当下企业运营管理的技术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先进经验，采用物联网（IOT，

The Internet of things）、移动计算、云计算（Cloud Computing）、视频监控、可视化等先进技术研发的新一代综合监控

和管理功能的集成系统平台。平台主要是以完成数据的深度计算、统计和分析为主，再整合设备监控、计划任务、故障诊

断等综合业务信息；增加以 GPS/GIS 为基础的快速定位、定向导航、轨迹跟踪及回放等功能，实现数据信息的“可视化”

标识，以及数据的云存储、云发布、云应用等。 

1.1. 系统应用架构 

 

在云系统中，云端服务器用于连接现场的大量智能网关设备，实现大量远程设备的连接管理、数据采集、存储和监控

等功能，是云系统的中枢。智能网关设备是现场设备与用户客户端连接桥梁中的智能传输终端，负责读取工业现场设备的

数据并发送至云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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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及功能 

1. 系统组成部分 

云系统的组成包括智能网关、云平台和移动端。 

 智能网关 

读取 PLC 控制器、HMI 和仪表等的数据。 

 云平台及客户端 

处理智能网关推送上来的数据，进行存储、分类、处理、计算和分析等，通过网页 PC 端进行访问，并提供 OPC/API

等接口。 

 移动端 

通过手机展示设备的运行组态画面、报警、曲线、设备在线状态等，支持微信、短信报警推送。 

2. 功能介绍、参数及特点 

2.1 智能网关 

2.1.1. 功能描述 

智能网关系列产品提供多种上网方式，支持网线、2G、3G、4G、WiFi 等方式上网，同时提供计算机客户端以及安卓

/IOS 手机微信端。产品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大量 PLC 设备，网络配置简单，无需用户了解复杂的网络环境和服

务器配置，普通电气工程师就可以直接使用，方便易用。通过智能网关系列产品，可以帮助客户实现以下功能： 

1) 读取 PLC、仪器仪表、变频器、触摸屏等的数据，通过网络发送到云平台； 

2) 可以远程上传、下载和调试 PLC/触摸屏程序，不用去现场出差，降低差旅成本； 

3) 支持防拆机，定时向 PLC 等模块发送心跳，当模块被拆掉，可以进行设备锁机； 

4) 支持断网续传，本地内置 SD 卡，可以在断网的情况下，存储历史数据，网络恢复之后再上传至云平台。 

2.1.2.智能网关设备有 4 种类型：501-L、501-N、501-W；500-L 

1) 501-L，支持 2G/3G/4G 和以太网上网，4G 为全网通，支持联通/移动/电信 2/3/4G 通讯方式。 

2) 501-N，只支持以太网上网。 

3) 501-W，只支持 WIFI 上网。 

4) 500-L,  单口经济型 

2.1.2 技术参数 

智能网关系列产品的技术参数包括硬件参数、电气规格、环境要求和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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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件参数 

CPU ARM9 嵌入式低功耗 CPU，主频 300MHz 

内存 64M DDR2  128M Flash 

保护 双重看门狗管理 

无线接入方

式 

4G     WIFI 

通讯端口 COM1：RS485；   COM2：RS232；   WAN： RJ45；   LAN：RJ45 

<2>电气规格 

额定电压 DC 24V,可工作范围 DC 9V～24V 

额定功率 < 5W 

电源保护 具备雷击浪涌保护 

EMC 性能 
符合 EN61000-6-2:2005，EN61000-6-4:2007 标准，群脉冲 2KV； 

静电接触 4KV，空气放电 8KV 

<3>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 -20～75°C 

存储温度 -30～85°C 

环境湿度 10～90%RH(无冷凝)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2.2 云平台 

云平台，通过互联网（以太网、GPRS、3G、4G 等），将现场的大量不同区域工业设备的数据、程序和图像，传输到

远端的云数据中心，实现远程监控、远程诊断、远程维护、故障预警，建设大规模远程管理设备的信息化网络，为设备制

造商，系统集成商，终端客户提供完整的设备远程维护管理解决方案。 

主要有以下功能模块： 

2.2.1 我的主页 

地图展示设备的地理位置，并通过颜色区分设备的运行/故障/离线状态，选中设备可直接查看当前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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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集中监控 

可以同时监控多个项目的运行关键数据，点击项目名称可直接进入该项目的详情监控页面 。

 

2.2.3 设备监控 

通过电脑 web 网页、手机网页和微信小程序直接查看设备的组态界面、实时数据、实时报警、历史报警、视频监控等

内容。 

 云组态： 

在组态中可以通过按钮控制设备的启停，通过参数输入框设置设备的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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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数据： 

在实时数据中，可以全局查看设备的运行数据； 

 

 实时报警： 

查看当前项目的所有报警，可以进行确认和删除操作，可以录入报警处理记录； 

 历史报警： 

查看当前项目的所有历史报警，可以删除历史报警； 

 视频监控 

可以查看当前项目的视频监控画面，了解设备的实际运行状况。 

 

2.2.4 趋势曲线 

可以查看项目的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根据趋势变化来分析设备的运行情况，可以多个变量进行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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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报表管理 

根据 EXCEL 表格设计报表样式和计算公式，可以按照月/年为单位统计设备的产量、运行参数、环境参数、谷值、峰

值、平均值、累计值等。报表可以导出为 EXCEL。 

 

2.2.6 项目管理 

 项目列表 

添加项目，以列表或者区域的方式展示项目，可以编辑、删除、绑定模板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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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配置 

通过客户端软件添加变量，调试智能网关，展示现场数据 

 

 绘制组态 

使用云组态界面，绘制现场的实际运行流程图，支持基本图形、智能对象、工业图库、自定义图库等控件。具有

变色、闪烁、控制、事件、图形切换、闪烁等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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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配置 

可以将某一个项目设置为模块，新建的项目套用该模板，变量、报警、组态等数据自动关联。也可以对模板进行

修改。 

 

 数据交换 

可以将 A 设备的数据跨区域传送到 B 设备，实现超远距离数据传输 

 

2.2.7 客户管理 

用户管理用于创建设置，分配权限。授权账户是否可看的菜单，可看的项目，是否可以控制，是否可以修改等。 



 9 / 14 

 

 

2.2.8 运营管理 

统计每个项目的每个子项所占用的存储空间

 

查询每个设备消耗的流量，可以通过网页端进行流量查询和续费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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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操作日志 

对控制类，修改类，设置类的敏感操作进行统计和存储，统计到精确的事件，精确到人和设备。并且可以导出到本地。

 

2.3 第三方数据接口 

平台对外开放 API、SDK 以及 opc server 数据接口，便于第三方平台通过接口获取平台数据 

 
 

2.4  BI 大数据统计 

Report 不仅仅是一款自助 BI 数据分析产品, 还是开放的 BI 产品开发平台: 

●  用户只需简单妥妥拽拽就能自助完成数据多维分析与报表设计 

● 开发者能够简单扩展连接所有 Java 程序能够触及的数据  

2.4.1 产品特性： 

●  简洁美观的界面, 简单友好的交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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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式自服务拖拽多维分析用户体验, 数据切块, 切片, 排序无所不能 

●   一个数据集根据拖拽衍生无数不同粒度数据聚合 + 20 余种不同展现形式的图表 

●  支持多图表数据看板与看板定时邮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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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移动端 

平台支持通过 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 3 种方式对设备进行远程监控、管理等，主要分为 以下几个主要模

块：画面监控、实时数据监测、故障告警、账户管理 

 

  
 

 

3.私有云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对平台的不同需求，技提供 2 种平台服务方式，分别为公有云、私有云 

两种平台的功能完全相同，仅所有权不同。 

 

3.1 公有云 vs 私有云 
 

云平台 数据存储位置 存储空间 
Logo、名称 

变量点 用户数 
云平台 APP 

公有云 厂家云服务器 限制 厂家云 限制 

私有云 私有云/本地硬盘 不限 用户自定义 不限 

 

3.2 公有云平台 

对外提供公有云服务，用户只需在云平台注册账号即可使用。 

3.3 私有云平台 

用户自己准备云服务器或者服务器、工控机等，帮用户独立部署平台，所有的数据、企业信息 

等都存储在自己的服务器中，平台 logo、小程序 等也完全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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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私有云平台选型 

 

版本 项目数 变量点 用户数 BI 报表 LOGO 备注 

基础版 60 8000 不限 

 

可选 

 自定义 
 

标准版 600 80000 
 

高级版 不限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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