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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介绍

档案库房环境监测系统是基于网络的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适用于对环境温

湿度或者安全要求较高的建筑、进行工程施工的仓库、食品仓库、药品仓库、孵

化生化实验室、电子厂房、机房、档案馆、图书馆等。

档案库房环境监测系统主要由设备层设备(温湿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气

体传感器、水浸传感器以及其他测控设备)、管理装置、局域网服务器、采集计

算机、数据服务器、Web 服务器及监控管理软件等构成。系统设计采用先进的

软硬件技术和分层分布式网络结构，针对客户的实际情况提供解决方案，是广大

企业提高科学仓储水平的好帮手，也是争取 GMP，GSP 认证加分的必要手段。

我司的档案馆库房检测系统作为测控核心，支持在 Linux系统和 Windows系

统上运行，具有监测精确，性能稳定，界面精美等突出优点。设备通过 485 总线

与计算机相连，即可对整个库房的各种环境参数进行实时而精确的监测。同时档

案库房环境监测系统通过不同自定义方法对仓库内的灯光、窗帘、空调、门禁进

行自动控制，整个系统可靠，实用，精确，能更好地为高品质仓储和生产服务。

1. 配置服务器

登录前需要先查看服务器 IP ，将服务器连接显示器、鼠标、键盘后，再将

服务器接入局域网内，通电后服务器即可自动运行。再输入服务器账号、密码，

即可打开服务器页面。运行终端程序，在程序中输入：ifconfig，找到 IP 地址，

如下图所示：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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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

在浏览器输入在终端中查到的 IP 地址，即可跳转到登录界面，正确输入账

号密码，点击登录即可，勾选记住密码，下次不用输入账号密码即可登录，如

2.1。

图 2.1

登录之后如图 2.2所示：

图 2.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导航菜单展开-关闭

按钮

点击可以将导航菜单进行展开和关闭

2 菜单列表 点击菜单选项进入相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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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图 2.3

3. 监控主页

登录成功后，直接进入到监控主页界面，监控主页包括温湿度监测、温湿度

控制、非法入侵监测、漏水监测、消防联动、空气质量监测、新风控制、UPS 电

源管理、光照监测等 9个界面。

3.1.温湿度监测

温湿度页面分为温湿度平均值展示、库房区域平面图、报警值设定、库房平

均温湿度曲线四部分，如下图 3.1.1

3 报警弹窗 报警弹框按照设备报警的先后顺序弹出

报警弹框

4 大屏可视化 点击进入大屏可视化页面

5 声音报警 设备超限，发出报警声音，关闭声音报警

按钮，报警声音消失

6 账号信息 点击进行账号信息修改，如下图 2.3

7 退出 点击退出按钮，即可退出当前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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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温湿度设备列表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的所有温湿度设备和空气

质量设备里温湿度因子的温湿度平均值

2 温湿度报警值设

置

此区域进行温湿度报警值设置，设备超过报警

值上限或低于报警值下限报警。

3 库房区域平面图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所有温湿度设备在档案馆

平面图上的布局情况，设备正常显示绿色，设

备超限显示红色，设备离线显示灰色。若要改

变设备在区域的位置，点击设备后，移动到想

要标记的位置，再点击保存配置，即可保存成

功。点击“+”，配置图放大，点击“-”，配

置图缩小。

4 库房筛选下拉框 点击下拉框，进行库房筛选。

5 平均温湿度曲线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温度、湿度的平均值曲线。

表 3.1.1

3.2.温湿度控制

温湿度控制页面显示空调控制器、空调和加湿除湿一体机等设备。

空调控制器可以显示空调的温湿度以及两路电流包括制冷、制热、关机三个

命令。设备在线时可以实现平台手动控制，点击命令，提示：指令下发成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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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离线时不能点命令。若想实现自动控制，可以在后台配置-->设备管理界面设置

条件命令（具体参考后台配置）。

艾默生空调是精密空调，设备在线时点击设置温度，输入温度值，当库房内

不是此温度值时，空调工作，当恢复至该温度时，空调停止（设置湿度同上）。

设备离线时不能点命令。

康沃宝加湿除湿一体机可以在平台下发六个指令：停止、加湿、除湿、消毒、

加湿+消毒、除湿+消毒，设备在线时点击相应的指令，康沃宝加湿除湿一体机执

行对应的操作，设备离线时不能点命令。

永乐加湿除湿一体机有自动模式、除湿模式、加湿模式三种模式。以及整机

开、整机关、净化器开、净化器关等指令。还能设置温度，输入湿度值，当库房

内不是此湿度时，空调工作，当恢复至该湿度时加湿除湿一体机停止工作，设备

在线可以点击命令执行，设备离线时不能点命令。

图 3.2.1

3.3.非法入侵监测

红外界面包括库房区域平面图、红外传感器的状态列表、继电器延时设置、

红外报警设置、继电器关联列表五部分。如下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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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库房区域平面

图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所有红外传感器在档案

库房平面图上的分布情况，设备正常显示绿

色，设备超限显示红色，设备离线显示灰色。

若要改变设备在区域的位置，点击设备后，移

动到想要标记的位置，再点击保存配置，即可

保存成功。点击“+”，配置图放大，点击“-”，

配置图缩小。

2 红外传感器设

备列表

后台配置添加的红外探测器在此显示，若设备

探测到有人经过则报警，显示红色；若无人经

过则处于正常状态，显示绿色。

报警复归：若设备报警，点击报警复归，设备

恢复正常状态，当设备恢复正常再次报警时才

变成红色。报警复归不改变继电器状态。

3 报警延时设置 延时开关开启代表当红外探测器恢复正常后，

继电器延时多长时间断开。若不想有延时时

间，可以将延时时间设为 0 或者延时开关关

闭。

4 红外报警设置 详见下图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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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继电器关联列

表

M88工控模块可以进行继电器设置（具体参考

后台配置），M88工控模块中分配在非法入侵

监测页面的继电器在此显示。点击继电器关联

列表关联继电器。

表 3.3.1

图 3.3.2

表 3.3.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报警时段开关按

钮

开启按钮代表设备在所设置时段生效，若设

备超限，设备坐标点变红色；关闭代表所设

置时段内不生效，若设备超限，设备坐标点

仍为绿色。继电器不受所设置报警时段的影

响。

2 报警开始时间 点击出现时间选择框选择开始时间。

3 报警结束时间 点击出现时间选择框选择结束时间。若结束

时间早于开始时间，默认为结束时间为第二

天的时间。

4 删除按钮 点击将报警时段删除

5 添加时段 点击加号可设置多个报警时段

6 保存 点击保存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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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漏水监测

漏水包括设备列表、库房区域平面图、继电器关联列表三部分。如下图 3.4.1

所示：

图 3.4.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水浸传感器

设备列表

此列表包括库房内所有水浸传感器设备及其状

态。设备检测到无水时，设备是正常状态，显

示绿色；设备检测到有水时，设备是报警状态，

显示红色。定位式水浸设备显示水浸距离。若

设备报警，点击报警复归，设备恢复正常状态，

当设备再次报警时才变成红色。报警复归同时

改变继电器状态。

2 库房区域平

面图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所有水浸传感器在档案库

房平面图上的分布情况，设备正常显示绿色，

设备超限显示红色，设备离线显示灰色。若要

改变设备在区域的位置，点击设备后，移动到

想要标记的位置，再点击保存配置，即可保存

成功。点击“+”，配置图放大，点击“-”，配

置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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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电器关联

列表

M88工控模块可以进行继电器设置（具体参考

后台配置的设备管理），M88工控模块中分配

在漏水监测页面的继电器在此显示。点击继电

器关联列表关联继电器，当设备报警后，关联

的继电器吸合。

表 3.4.1

3.5.消防联动

消防联动页面分为烟感设备列表、库房区域平面图两部分，详见下图 3.5.1：

图 3.5.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烟感设备列表 显示当前库房下所有烟感设备及其状态

2 库房区域平面

图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所有烟感设备在档案库

房平面图上的分布情况，设备正常显示绿色，

设备超限显示红色，设备离线显示灰色。若要

改变设备在区域的位置，点击设备后，移动到

想要标记的位置，再点击保存配置，即可保存

成功。点击“+”，配置图放大，点击“-”，

配置图缩小。

表 3.5.1

3.6.空气质量监测

环境页面分为库房区域平面图、环境要素数据列表、报警值设定三部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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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图 3.6.1：

图 3.6.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库房区域平面

图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所有空气质量设备在档

案库房平面图上的分布情况，设备正常显示绿

色，设备超限显示红色，设备离线显示灰色。

若要改变设备在区域的位置，点击设备后，移

动到想要标记的位置，再点击保存配置，即可

保存成功。点击“+”，配置图放大，点击“-”，

配置图缩小。

2 空气质量因子

列表

展示空气质量设备的所有因子的平均值数值

和因子状态。当因子平均值超过设置的报警值

时，因子显示红色；当因子平均值低于设置的

报警值时，因子显示绿色；当设备离线时因子

显示灰色。

3 报警值设定 此区域设置环境因子报警值。氧气超下限报

警，其他气体超上限报警

表 3.6.1

点击库房空气质量平均值中的设置按钮（序号 1），如下图 3.6.2，弹出环境

因子显示设置，关闭按钮（序号 2）不显示该因子，打开按钮（序号 3）显示该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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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

3.7.新风控制

新风界面包括继电器列表和库房区域平面图，如下图 3.7.1所示：

图 3.7.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继电器列

表

M88 工控模块可以进行继电器设置（具体参考后台配

置），M88工控模块中分配在新风控制页面的继电器

在此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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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库房区域

平面图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M88工控模块在档案库房平面图

上的分布情况，设备正常显示绿色，设备离线显示灰

色。若要改变设备在区域的位置，点击设备后，移动

到想要标记的位置，再点击保存配置，即可保存成功。

点击“+”，配置图放大，点击“-”，配置图缩小。

表 3.7.1

新风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模式。自动模式下，当消防联动页面和空气质量

监测页面的设备超限报警后，继电器自动打开，设备恢复正常后，继电器再自动

关闭。手动模式下，继电器通过手动点击控制。

3.8. UPS电源管理

电源的详细信息在此显示：

图 3.8.1

3.9.光照监测

光照页面分为库房区域平光照面图、光照传感器列表、光照模式设置、设备

控制、光照曲线图展示五部分，详见下图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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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库房区域平面图 此区域展示当前库房所有光照设备在档案

库房平面图上的分布情况，设备正常显示绿

色，设备超限显示红色，设备离线显示灰色。

若要改变设备在区域的位置，点击设备后，

移动到想要标记的位置，再点击保存配置，

即可保存成功。点击“+”，配置图放大，

点击“-”，配置图缩小。

2 光照度平均值 展示所有光照度传感器和空气质量设备光

照因子的平均值

3 光照模式设置 包括光照控制模式、光照上限值、报警继电

器状态。如下图 3.9.2

4 设备控制 M88工控模块可以进行继电器设置（具体参

考后台配置），M88工控模块中分配在光照

监测页面的继电器在此显示。如下图 3.9.2

5 光照曲线图 此区域展示光照度平均值的实时曲线。

表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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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光照控制模式按钮 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模式选择

2 光照上限值 自动模式下输入光照上限值，手动模式下不可

输入。

3 报警继电器状态 有开启和关闭两种状态

4 继电器按钮 点击可以手动开启或关闭继电器。

5 保存 点击保存光照模式设置

表 3.9.2

光照模式在自动模式下，当实时值大于报警值时，若继电器状态为开启状态，

则自动打开设备控制下的继电器，当实时值恢复正常时，关闭设备控制下的继电

器；若继电器为关闭状态，当实时值大于报警值时，则自动关闭设备控制下的继

电器，当实时值恢复正常时，则开启设备控制下的继电器。该模式下设备有报警、

正常和离线三种状态。

光照模式在手动模式下，光照报警值不能输入，不能判断光照报警值，报警

继电器状态按钮不可操作，只能手动操作继电器。手动模式下，设备只有离线和

在线两种状态。

4.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包括历史数据、报警数据、报警通知记录、温湿度报表四部分。

4.1.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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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历史数据在此查询，默认 5分钟记录一次历史数据。

依次选择库房、分组、设备、因子、查询范围，点击查询即可查询到对应记

录，报警数据显示红色，如下图 4.1.1所示：

图 4.1.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库房下拉框 显示当前账号拥有权限的库房

2 分组下拉框 显示所有的环境因素。

3 设备下拉框 显示当前分组下的所有设备

4 因子下拉框 显示所选设备下的所有因子

5 查询范围 选择想要查询的时间范围，可以选择最近 1 天、

7天、30 天以及自定义选择

6 删除 查询数据后勾选数据前的勾选框，点击删除即

可删除数据。

7 列表-历史曲

线切换

点击后显示查询范围内数据的历史曲线图，将

鼠标放在曲线图可以显示该点的数据，如下图

4.1.2

8 筛选列 点击如下图 4.1.3，筛选列表展示的信息。

9 导出 导出数据的格式为 Excel表

10 打印 点击打印，可以打印出查询的所有结果

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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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点击筛选条件按钮，出现下边的下拉框，取消勾选前边的勾选框，则在查询

的结果中不会显示此列数据，如图 4.1.3。

图 4.1.3

4.2.报警数据

设备的报警数据在此查询。

依次选择库房、分组、设备、因子、查询范围，点击查询即可查询到对应结

果，如下图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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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表 4.2.1

4.3.报警通知记录

设备报警后，会向设备设置的报警手机号发送语音或短信，并将其在平台记

录下来。

依次选择库房、分组、设备、查询范围，点击查询即可查询到对应结果，如

下图 4.3.1所示：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库房下拉框 显示当前账号拥有权限的库房

2 分组下拉框 显示所有的环境因素。

3 设备下拉框 显示当前分组下的所有设备

4 因子选择框 显示所选设备下的所有因子

5 查询范围 选择想要查询的时间范围，可以选择最近 1 天、

7 天、30天以及自定义选择

6 删除 查询数据后勾选数据前的勾选框，点击删除即

可删除数据

7 筛选列 筛选列表展示的信息。

8 导出 导出数据的格式为 Excel 表

9 打印 点击打印，可以打印出查询的所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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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4.4.温湿度报表

日报表以小时为间隔整点记录温湿度，月报表以天为间隔记录温湿度，还可

自定义天数选择查询。

选择库房，选择要查询的报表格式：日报表和月报表，选择查询范围，点击

查询即可，可以查到数据记录和历史数据走向，如图 4.4.1

将鼠标放在历史曲线的点上，会显示温湿度的值，点击报表纵轴上方的曲线

名称可以隐藏曲线，再点击一下即可显示，报表支持 PDF导出。

图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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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频监控

点击菜单栏的视频监控进入监控页面。如图 5.1

图 5.1

点击库房筛选下拉列表，选择要添加摄像头的库房，选中之后再点击绑定摄

像头，弹出绑定摄像头的配置界面，如图 5.2。带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按照要

求填写即可。

摄像头类型有本地摄像头和网络摄像头两种，本地摄像头添加页面如下图

5.2所示，若选择网络摄像头，如图 5.3

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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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输入成功之后，点击保存，即可在当前页面显示出监控页面，如图 5.4。

图 5.4

序号 1 为编辑按钮，点击弹出修改摄像头的页面，如上图 5.2。若要删除摄

像头，点击序号 2删除按钮，即弹出提示，再点击删除选项即可删除此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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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6. 门禁管理

门禁管理包括门禁控制、门禁用户以及门禁日志。

6.1.门禁控制

点击菜单栏门禁管理下的门禁控制，进入门禁控制界面

门禁控制界面用来管理、控制门禁和门。点击库房筛选下拉列表，再点击添

加门禁，弹出添加门禁的配置界面，如图 6.1.1，产品序列号和门禁名称为必填

项带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按照要求填写即可。

图 6.1.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产品序列号 此为必填项，为出厂自带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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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2 门禁名称 此为必填项，输入门禁名称。

3 消防联动

消防联动仅在在线模式下起作用。

点击开启消防联动，若烟感报警时，

在线模式下会自动开门。若关闭消

防联动开关，则不会因烟感报警自

动开门。

4 所属库房
点击下拉按钮，可以选择添加门禁

的库房

5 门数量
可以选择门禁设备下门的数量，1-4

可选

表 6.1.1

添加门禁成功后如图 6.1.2：

图 6.1.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连接测试

点击按钮，测试能否连接到门禁。若连

接成功后，会有提示：连接成功，表示

网络配置成功；若连接失败会提示：执

行失败，表示网络配置失败。

2 编辑门禁
编辑修改门禁信息，参考上图 6.1.1 添

加门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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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门禁
将门禁删除，删除后门禁用户将不再拥

有门的权限

4 开门

点击开门，门打开，图 6.1.2 的序号 5

处由关门显示成开门，当门关闭后，序

号 5 处的状态显示为关门

5 门的状态 此处显示门的状态：关门或开门

6 门的信息
展示门的信息，点击 7 号编辑，即可修

改。

7 编辑门
编辑门的信息，编辑后在图 6.1.2 的序

号 6 处显示。点击如下图 6.1.3。

表 6.1.2

图 6.1.3

序号 名称 说明

1 门名称 此处可修改门的名称

2 控制方式 控制方式为在线控制

3 开门延时 开门延时表示开门后多长时间关门

表 6.1.3

6.2.门禁用户

点击菜单栏下门禁管理下的门禁用户，进入门禁用户管理界面，子账号没有

门禁用户的权限。门禁用户可以通过刷卡和指纹两种方式开门，若只用刷卡方式

开门，则在用户管理中添加即可；若需要指纹开门，添加用户时，工号与卡号需

要与录入指纹时的工号、卡号保持一致。

点击添加用户弹出添加用户弹框，如图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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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工号 此处填写用户的工号

2 卡号 此处填写门禁卡的卡号

3 姓名 此处填写用户的姓名

表 6.2.1

图 6.2.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搜索框 输入姓名进行搜索

2 修改信息 点击后弹出用户信息，参考上图 6.2.1 添

加门禁用户

3 用户权限 给用户分配门的权限，用户有权限才能开

门，没权限无法开门，详见下图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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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用户 删除用户后，该用户无法再开门

表 6.2.2

点击用户权限，如下图 6.2.3 所示。左侧的门禁列表为可选择的门的权限，

右侧已选列表为已赋给门禁用户的门的权限。勾选左侧门禁列表的门权限之后，

再点击中间第一个箭头则把勾选的门的权限移到右侧，代表将门的权限赋给用

户；同理，勾选右侧用户的门权限之后，再点击中间第二个箭头则把勾选的门的

权限移到左侧，代表将所勾选门的权限从用户移除，用户不再拥有此门的权限。

图 6.2.3

6.3.门禁日志

门禁日志用来记录进门、出门的记录。

选择库房以及库房下门禁的控制器，选择查询范围，即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

操作记录。

若是在平台远程开门，则不显示卡号，如图 6.3.1 的序号 1 显示；若用门禁

卡开门，则显示卡号，如图 6.3.1的序号 2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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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7. 账号管理

账号管理页面如图 7.1所示：

图 7.1

点击菜单栏账号管理按钮，即可进入账号管理界面，子账号没有账号管理的

权限。点击添加账号按钮弹出添加账号的页面，如图 7.1.1

7.1.添加账号

点击添加账号，按照提示输入账号的信息，添加后账号信息会在页面显示。

用户状态一栏有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账号在启用状态下才可登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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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修改信息 点击后弹出账号信息，参考上图添加账号信

息页面

2 用户权限 给账号分配权限，详见下图 7.2.1。

3 库房权限 给账号分配库房权限，如下图 7.3.1

4 删除用户 将账号删除，删除后的账号无法登录

表 7.1.1

7.2.用户权限分配

点击用户权限，如图 7.2.1

新添加账号的用户权限默认是空，需手动勾选，勾选后点击保存，添加的账

号会有已勾选项目的操作权限。

图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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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库房权限

点击库房权限，弹出库房权限设置界面，新添加账号的库房权限默认是空，

需手动选择，选中的库房名称显示蓝框，未选中的显示灰色。选择后点击保存，

添加的账号会有所选库房的操作权限。账号只能看有权限的库房。

库房筛选框：在筛选框输入库房名称进行搜索，可以快速找到想找的库房。

如图 7.3.1。

图 7.3.1

8. 后台配置

后台配置包括库房管理和设备管理，只有管理员才有权限。

8.1.库房管理

点击后台管理下的库房管理，进入库房管理页面，如下图 8.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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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添加库房 点击弹出下图 8.1.2，输入库房名称和备注信

息，添加成功后库房名称和备注信息在图

8.1.1 的序号 4 的库房名称栏和备注栏显示，

最多可添加 16 个库房

2 备份数据库 点击将库房信息备份下来

3 恢复数据库 点击恢复上次备份的数据库信息

4 库房信息 库房的基本信息在此显示

5 筛选列 筛选列表展示的信息

6 导出 导出数据的格式为 Excel 表

7 打印 点击打印，可以打印出查询的所有结果

8 设置平面图 点击图 8.1.3 的序号 1，可选择本地图片，上

传后在序号 4 的库房平面图一栏显示

9 修改库房 点击修改库房名称和备注信息

10 删除库房 点击即可删除库房，删除库房时保证库房下

没有设备

表 8.1.1

图 8.1.2

图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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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设备管理

8.2.1. 添加主机

进入设备管理页面后，点击添加主机，弹出如下图所示，输入主机名和地址

码，即可成功添加主机，添加成功后如图 8.2.1.2，一个库房可以添加多个主机，

一个主机可以添加到多个库房。

图 8.2.1.1

图 8.2.1.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添加的主机 显示主机名称和地址码

2 修改主机 点击可以修改主机名称

3 删除主机 点击将主机删除，但是主机下不可以有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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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通道 具体参考下方的添加通道

5 变量管理 具体参考下方的变量管理

表 8.2.1.2

8.2.2. 添加通道

点击添加通道，弹出如下图 8.2.2.1

输入通道名称，选择通道编号，通道编号可以选择 0、1、2、3四个通道。

图 8.2.2.1

通道添加成功后，如下图 8.2.2.2

图 8.2.2.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通道名称 显示通道名称

2 添加设备 点击在通道下添加设备

3 修改通道 点击修改通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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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通道 删除通道时，通道下不能有设备

5 变量管理 点击添加变量，具体参考下方的变量管理

表 8.2.2.2

8.2.3. 添加设备

点击通道后的加号弹出添加设备页面，输入设备信息即可添加成功。一个通

道下最多连接 254个 485设备，485设备地址码从 1 开始。

图 8.2.3.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设备类型 点击可选择设备类型

2 设备名称 点击输入设备名称

3 设备地址码 点击输入设备地址码，同一个通道下的地址

码不可以重复

4 批量添加按钮 点击开启批量添加，如下图 8.2.3.2 所示

表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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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3.2

序号 名称 说明

1 起始地址码 输入添加的起始地址码

2 添加数量 表示批量添加设备时，从起始地址码之后依

次加多少个设备，已经存在的地址不再添加

表 8.2.3.2

添加成功后如下图 8.2.3.3，点击序号 1 可以查看设备信息，如图 8.2.3.4；点

击序号 2可以将设备删除。

图 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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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3.4

M88工控模块详细介绍：

图 8.2.3.5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继电器设置 点击继电器设置按钮，出现继电器设置页面

2 继电器名称 编辑继电器名称

3 类型分组 给继电器分配分组

4 是否可用 点击开启，给继电器分配分组后可以在相关

分组查看分配的继电器；若点击关闭，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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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组下看不到分配的继电器

5 操作间隔 继电器执行操作后，若设备状态再次发生改

变时继电器多久改变状态

6 同步 点击同步，将继电器信息同步

表 8.2.3.5

8.2.4. 添加变量

点击添加变量弹出下图 8.2.4.1，变量类型可以选择温度控制平均值、湿度控

制平均值、短信发送、语音发送、短信发送-短信猫、语音发送-短信猫六个选项。

添加温度控制平均值/添加湿度控制平均值介绍：

变量类型选择温度控制平均值/湿度控制平均值，输入变量名称，点击保存

后如图 8.2.4.2

图 8.2.4.1

图 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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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说明

1 变量名称 显示设置的变量名称

2 添加设备 点击添加设备，可以添加多台，以此获取设

备平均温湿度数据，如图 8.2.4.3

3 变量类型 此处显示添加的变量类型

4 添加控制设备 此处添加控制设备，点击后弹出如下图

8.2.4.4

表 8.2.4.2

图 8.2.4.3

可以下拉选择设备，再下拉选择条件，条件下拉框包括“<”、“>”、“=”、

“区间”四项选项。选择“<”、“>”、“=”在极限值框内输入，上限制和下

限值置灰；选择“区间”在上限制和下限值输入，极限值置灰。命令下拉框选择

设备要执行的命令，当温/湿度达到极限值或区间内值时，设备执行命令实现自

动控制。（添加湿度控制平均值同上）

图 8.2.4.4

点击完命令后，双击命令出现下图 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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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5

添加短信发送/添加语音发送介绍：

点击添加变量弹出下图 8.2.4.6，变量类型选择短信发送或语音发送，输入变

量名称，点击保存后出现图 8.2.4.7。

图 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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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加号弹出添加设备弹框：

图 8.2.4.7

序号 名称 说明

1 选择设备 点击出现设备下拉列表

2 推送类型 包括离线推送、报警推送。若勾选上离线推

送和报警推送类型时，设备离线或报警时

（离线判断时间为 3 分钟），会通过短信或

语音的形式进行报警推送。不勾选则设备离

线或报警时不会发送短信或语音

3 发送次数 设备报警时按照设置的条数发送语音或短

信；设备离线不受次数影响，只发送一次语

音或短信

4 发送间隔 设备报警时，短信或语音隔多久之后发下一

条。

5 联系方式 输入发送短信或语音的联系人

6 添加多个联系人 还可添加多个手机号，可以实现向多个联系

人发送报警短信或报警语音。

7 添加 点击添加将设置的信息保存

表 8.2.4.7

双击设备名称出现设置短信或语音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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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8

短信发送-短信猫/语音发送-短信猫介绍：

连接短信猫后，可以添加变量：短信发送-短信猫或语音发送-短信猫，实现

短信猫发报警短信或者语音。

点击添加变量弹出下图 8.2.4.9，变量类型选择短信发送-短信猫或语音发送-

短信猫，输入变量名称，点击保存后出现图 8.2.4.10。

图 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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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10

序号 名称 说明

1 选择设备 点击出现设备下拉列表

2 推送类型 包括离线推送、报警推送。若勾选上离线推

送和报警推送类型时，设备离线或报警时

（离线判断时间为 3 分钟），会通过短信或

语音的形式进行报警推送。不勾选则设备离

线或报警时不会发送短信或语音

3 发送次数 设备报警时按照设置的条数发送语音或短

信；设备离线不受次数影响，只发送一次语

音或短信

4 发送间隔 设备报警时，短信或语音隔多久之后发下一

条。

5 联系方式 输入发送短信或语音的联系人

6 添加多个联系人 还可添加多个手机号，可以实现向多个联系

人发送报警短信或报警语音。

7 添加 点击添加将设置的信息保存

表 8.2.4.10

双击设备名称出现设置短信或语音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8.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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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11

9. 日志数据

日志数据包括系统日志和设备日志

9.1.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展示所有用户的操作记录，只有管理员有权限。选择要查询的时间

范围，即可查询出该时间段的所有用户的系统操作记录。如图 9.1.1

图 9.1.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查询范围 在此选择查询的时间范围

2 操作记录 包括操作用户、操作内容、操作结果、IP、操作时

间

3 筛选列 筛选出在操作记录中显示的列表

4 导出记录 点击导出 Excel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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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印 打印当前查询的记录

表 9.1.1

9.2.设备日志

设备日志记录设备状态的改变，以及继电器状态的改变。可以选择库房和时

间进行具体查询，如图 9.2.1 所示：

图 9.2.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筛选库房 筛选查询的库房

2 查询范围 搜索查询范围

3 操作记录 包括设备名称、内容、操作时间

设备名称：显示状态改变的设备名称。

内容：设备状态改变以及继电器状态改变的记录。

时间：记录状态改变的时间

4 筛选列 筛选出在操作记录中显示的列表

5 导出记录 点击导出 Excel 表

6 打印 打印当前查询的记录

表 9.2.1

10. 大屏可视化

点击首页的大屏可视化，进入大屏可视化界面，如图 10.1，默认一分钟切换

一次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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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温湿度显示 显示库房的温度、湿度平均值

2 温湿度控制 轮显温湿度控制页面的设备实时状态

3 门禁管理 显示门禁状态，点击开门可以远程打开。

4 库房区域图显示 显示库房内所有设备点的位置，新添的设备默

认坐标为（0,0）。若不在监控主页移动新添

的设备，则在大屏可视化中不予显示，避免多

个设备聚集在一点无法显示。

5 温湿度实时曲线图 显示库房温湿度平均值的实时曲线。

6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传感器的实时状态

7 UPS 状态 显示电源当前的状态信息

8 传感器状态显示 展示光照的平均值，烟感、红外、水浸设备的

实时状态

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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