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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环境监控云平台是我司旨在为用户提供最便捷的服务而专门开发的网页登录平台。云平

台部署于公网服务器，可方便的接入我司以太网型温湿度集中器、GPRS型温湿度集中器、

WIFI无线型温湿度集中器、RSETH-D网络探头型温湿度变送器、RSWIFI-D WIFI 探头型温

湿度变送器、RSGPRS-D GPRS 探头型温湿度变送器及 RS-XZJ-100 系列小主机。客户无需

再自行假设服务器，省去了服务器的维护费用，客户无需再必须具备公网 IP或者域名解析

服务。设备到现场后用户无需再进行复杂的网络设置，便可连接到云平台，极大的节省了现

场施工的时间。

1.1 系统登录

打开电脑的浏览器输入“yy.0531yun.cn” ，

便可进入云平台的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一般初始化密码与用户名一致。



登录之后可点击屏幕右上角的修改密码，来修改登录密码。（注意：修改密码后，如果客户

忘掉密码，我司无法找回，因此建议客户不要修改，或者客户修改后请自己妥善处理）



2 在线监控

在线监控功能主要是进行设备的实时数据的查看。分为实时数据模式（数值显示、仪表

显示、实时低地图）、实时曲线、继电器控制三个模块。可方便用户进行不同侧重点的数据

查看。

2.1 实时数据

在菜单栏里面点击“图形显示模式”按钮便可在右侧显示实时数据了。在设备列表中选

择不同的设备可以单独显示不同的设备的数据，方便用户筛选。如果选择根目录下的文件夹，

便可显示所有的设备。

单击“仪表显示”按钮便可切换到仪表显示界面，在此界面可方便的显示每个节点的上

限值下限值，及仪表盘测量范围。



在实时地图模式下，可以查看当前设备的位置信息。

当数据超限后，数值会变为红色。提示用户报警。若报警功能已经设置，则可以给指定

的联系人发送邮件或者短信。

2.2 实时曲线

选择实时曲线模式查看，然后在设备列表中选择对应的设备，平台便可自动显示就近一

个小时的数据。鼠标放到曲线上时，会显示对应时间点的温度和湿度数据。在下方时间轴，

可选择任意时段对数据进行放大或精确分析。



2.3 继电器控制

在继电器控制界面，可以对我司网络型产品的继电器进行远程控制，具体使用问题，请

联系我司技术人员。

如果想防止工作人员的继电器误操作，也可以禁用该继电器，具体操作如下：

3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可以进行历史数据的管理，曲线图查看，表格导出、PDF 导出，告警记录查

询，继电器操作记录等数据的查询机管理。方便用户进行报表制作等，可对数据进行分析。

用户还可以在此菜单下，查看短信邮件的发送记录，以及账号登录记录的查看。



3.1 历史数据查询

点击“历史数据查询”按钮，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选择对应节点，选择时间段，单

击查询按钮，便可查询任意时间段的数据或者曲线。

可单击如下按钮，将所查询的数据以电子表格形式或者 PDF 格式下载到当地。方便客

户使用。



3.2 历史轨迹查询

单击“历史轨迹查询”按钮，然后在设备列表中选择对应的设备，再选择节点和时间段，

单纯“查询”按钮，便可查询这个时间段设备上传的数据位置及数据信息，若测点处于移动

的过程中，便可查看此时间段过程中的轨迹。

3.3 账号登录记录

点击“账号查询记录”按钮，便可查询本账号及本账号下分配的子帐号的登录记录。方

便管理员进行管理。



3.4 短信发送记录

单击“短信发送记录”按钮，然后再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选择需要查询的时间段，单

击查询按钮，便可自动查询本设备的短信发送历史记录，并且若需要下载数据则直接点击导

出按钮直接下载。

3.5 邮件发送记录

单击“邮件发送记录”按钮，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选择时间段，然后点击“查询”

按钮，便可查询该设备的对应的告警邮件发送记录。并且若需下载数据则直接点击导出按钮

即可。



3.6 继电器操作记录

单击“继电器操作记录”按钮，在设备列表中选择对应的设备，然后选择对应的时间段，

点击“查询”按钮，便可查询对应设备的继电器操作记录。并且若需下载数据则直接点击导

出按钮即可。

3.7 告警记录查询

单击“告警记录查询”按钮，然后再设备列表中选择对应的设备，选择对应的时间段，

单击“查询”按钮，便可查询对应的告警记录，并且若需下载数据则直接点击导出按钮即可。



4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菜单主要是对设备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必要参数进行配置，如设备采集量的上

限值和下限值，是否开启报警，及若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后，还可以分配子帐号等功能。

4.1 账号添加及分配

单击设备管理菜单下的“账号分配及添加”按钮，勾选上对应账号后，单击“删除”按

钮便可删除对应的账号，单击“增加”按钮，便可增加新的子账号，新账号的密码默认和账

号名称一样。增加完账号后，勾选上账号，然后点击“分配设备”“分配区域”按钮，便可

对该帐号分配设备和文件夹。



4.2 设备信息管理

单击“设备信息管理”按钮，然后在设备列表中选择对应的设备，即可进入“设备信息界面”，

单击“编辑”按钮，便可对设备信息进行管理了，若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便可。

 设备名称：设备的名称，用户可以自定义。

 设备地址：为设备唯一的地址，云平台就是根据本地址来区分不同的设备。用户不能修

改。

 告警记录开关：若开启则平台会记录温湿度越线报警数据；若关闭则平台不记录报警信

息。

 离线短信开关：指设备若离线后是否发送离线报警短信。



 离线邮件开关：指设备离线后是否发送离线报警邮件。

 离线判断间隔：指平台判断设备离线的时间长度，设置为 10即可。

 短信告警间隔：当告警发生后，若报警持续存在，则两次报警短信之间的发送间隔，默

认为 5分钟。

 邮件报警间隔：当告警发生后，若报警持续存在，则两次报警邮件之间的发送间隔，默

认为 5分钟。

 保存数据间隔：指平台记录设备上传数据的间隔，最短可设置为 1分钟，即平台每间隔

1分钟记录一次数据。

 短信最多发送数：指设备一次报警发生后，若报警一直没有消除，则最多发送短信的次

数。

 告警手机号 1-8：指每台设备可以设置 1-8 个告警联系号码，若已填写，并且已经开启

短信报警功能，则会给已经填写手机号码的联系人发送报警短信。

 告警邮箱 1-8：指每台设备可以设置 1-8 个告警邮箱，若已填写，并且已经开启邮件报

警功能，则会给已经填写的邮箱发送报警邮件。





每台设备有 32个测量节点并且 32个节点相对独立，在此我们以节点 1为例说明。

 节点名称：为每个节点的自定义名称，用户可自己设置。保存之后便会在实时数据界面

上显示。

 节点优先级：主要是确认本节点在图形显示模式时的位置，值越大，则显示的位置越靠

前，值越小显示的位置越靠后，相同优先级的节点，显示按默认规则排列。



 数据类型：根据实际设备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默认模拟量 1 2都启用，若用户只想查

看温度和湿度可选择禁用某一个模拟量，效果如下图：

具体使用可联系我司技术人员；

开关量类型设备，可单独设置报警信息；

若使用我司风速传感器，则数据类型选择遥调设备，可单独设置报警信息，默认填充信息

可不做修改；



 节点使能：代表本节点是否开启，若开启，则在在线监控中能看到该节点的数据信息，

若关闭，则在在线监控中不显示该节点，改节点也不再进行越限判断。

 短信开关：指本节点越限告警后是否发送报警短信。

 邮件开关：指本节点越限告警后是否发送报警邮件。

 小数位数：显示在实时界面和历史数据查寻界面的数值的小数位数。



 模拟量 1 名称：指用户自定义的模拟量 1名称，一般是和设备上实际挂接的测点一致。

默认为温度。

 模拟量 1 单位：可用户自定义，一般和设备上实际挂接湘鄂测点一致，默认为℃。

 模拟量 1 系数：主要对设备上送的原始数据进行修正计算。

 模拟量 1 偏差：主要对设备上送的原始数据进行修正计算，假设上送的原始值为 X，模

拟量 1系数为 A，模拟量 1偏差为 B，显示值为 Y则 Y=AX+B。
 模拟量 1 上限、模拟量 1 下限：指 模拟量 1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用户可自己设置。

 仪表盘 1 上量程：指模拟量 1在仪表显示模式下的最小值。

 模拟量 1 最大值：指模拟量 1在仪表显示模式的最大值。

模拟量 2的参数与模拟量 1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短信方式：有“系统默认”或“自定义内容”两种方式可选，默认为系统默认。此时若

本节点有报警则按系统默认内容发送报警短信。若选择“自定义内容”，并且在短信内

容框中填写好，则若本节点发生告警时按用户自定义的内容发送短信。

 邮件方式：有“系统默认”或“自定义内容”两种方式可选，默认为系统默认。此时若

本节点有报警则按系统默认内容发送报警邮件。若选择“自定义内容”，并且在邮件内

容框中填写好，则若本节点发生告警时按用户自定义的内容发送邮件。



5 联系方式

山东仁科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凤岐路 2886号
邮编：250101
电话：400-085-5807
传真：（86）0531-67805165
网址：www.jnrsmcu.com
YY版云平台地址：yy.0531yun.cn

6 文档历史

V1.0 文档建立

V2.0 文档大更新

http://www.jnrsmc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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