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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软件&硬件说明 

 

 

特别说明： 

 

良好的工作学习习惯：全局领略，细节突破。 

本文篇幅虽然较长，通读全文，可对亿维物联网有个全面的了解，对物联网应用事半功倍。 

 

1、 HMI 进入组态工程后，长按左上角 5 秒，可以进入系统设置 

2、 HMI/网关默认 IP:192.168.1.100, 

UN PLC 默认 IP:192.168.1.254， 

X PLC 默认 IP:192.1681.1.254 

3、 AnyAccess 设备注册后，请绑定相应的物联网卡。 

4、 物联网触摸屏，Uniface 和 AnyAccess 中的 link 配置要一致。 

5、 官网软件或已更新，获取最新软件，请移步亿维官网。 

6、 新板软件的文中图示按钮位置或已改变，请参考新版本。 

 

7、 亿维物联网云平台 http://www.unimatiot.com，及亿维云平台 APP,功能不再更新。建

议客户使用二级域名及新的手机 APP(工业设备云)。 

二级域名平台，即 2.0 平台，功能更强大，标识中性。 

 

 

 

 

 

 

 

 

 

 

  

 

http://www.unimat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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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相关软件 

 

按住 Ctrl 键，点击链接可直接下载。 

0.2. HMI 编程软件 

为及时获取最新版本，请移步官网下载最新版本软件。文中链接或不存在，或版本已更新。 

官网下载地址： 

http://www.unimat.com.cn/down-196.html 

 

用于 HMI 画面组态、更新固件。对于物联网屏，可先在 Uniface 组态实时数据、历史数据、

报警、脚本等功能，通过配置导出，AnyAccess 导入。 

下载地址：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

%E5%8A%A8%E4%B8%8B%E8%BD%BD/HMISetup_220120.2.0221.rar 

0.3. 设备管理平台 

设备管理平台，Anyaccess 软件或有更新，相关图标位置或与本文不一致，以实际为准。 

A. 软件版：AnyAccess_X64  or AnyAccess_X86  

设备管理平台，根据不同电脑系统，安装相应的软件。 

用于，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报警、脚本等功能配置 

下载地址： 

AnyAccess_X86  设备管理平台适用于 32 位操作系统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

%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86.exe 

AnyAccess_X64  设备管理平台适用于 64 位操作系统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

%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64.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HMISetup_220120.2.0221.rar
http://www.unimat.com.cn/down-196.html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HMISetup_220120.2.0221.rar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HMISetup_220120.2.0221.rar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_x64.rar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_x86.rar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86.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86.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86.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86.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64.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64.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64.exe
http://www.unimat.com.cn/upload/%E4%B8%8B%E8%BD%BD%E4%B8%AD%E5%BF%83/%E9%A9%B1%E5%8A%A8%E4%B8%8B%E8%BD%BD/AnyAccess2.0.210924_x6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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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网页版： 

设备管理平台：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 

海外版：http://www.deviot.cc/dev/login 

网页版设备管理平台，不能远程上下载，其他功能和 AnyAccess 一样。 

0.4. 云组态平台 

用于设备云组态，大屏显示，设计报表，设置权限。 

地址：http://xxx.deviot.cn      xxx 为二级域名，申请前，需用设备管理平台注册一个账号。 

示例：http://tsd.deviot.cn 

 

海外版：http://xxx.deviot.cc/   xxx 为二级域名，申请前，需用设备管理平台注册一个账号，

建议用邮箱注册账号。 

 

云组态平台地址为《申请二级域名》申请的域名。 

0.5. 关于账号 

设备管理平台 AnyAccess 

网页版设备管理平台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 

云组态平台 http://xxx.deviot.cn/iotyun/login， 

亿维物联网平台 http://www.unimatiot.com/ywyun/login 

手机 APP,工业设备云 

共用一个账号。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
http://xxx.deviot.cn/
http://tsd.deviot.cn/
http://xxx.deviot.cc/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
http://xxx.deviot.cn/iotyun/login
http://www.unimatiot.com/ywyu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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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相关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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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全流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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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注册&域名申请 

1.1. 用户注册&域名申请 

所需软件:AnyAccess，即设备管理平台，下载链接设备管理平台 

 

A. 打开软件，点击用户注册； 

 

B. 注册成功后，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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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登录后，点击左上头像，点击域名申请； 

 
 

D. 填写相关信息，申请域名； 

 
账户：《用户注册》申请的账户，如手机号码 1888888888；公司名称，如 unimat； 

二级域名，如 unimat。 

完整的域名，如：tsd.deviot.cn，此域名即用户自己特有的云组态平台登录地址。 

浏览器输入此域名，可进入云组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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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短信提示审核通过 

用户申请后，管理员会一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核。通过后，会收到通知短信，如下。 

 

1.2. 手机 APP 

1.2.1. APP 下载 

A. 扫描下载 APP 

进入二级域名，扫描下载最新的手机 APP. 

 

 

B. 修改域名为申请的二级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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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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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海外手机 APP 

A. APP 下载安装完成后，需对 APP 进行设置，图示区域点击十下 

 
B.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输入：47.242.12.83/DevManager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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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认后，输入海外二级域名，如 yd.deviot.cc 

 

 

2. 添加设备 

流程： 

1、设备管理平台内，即 Anyaccess 内，进行设备注册 

2、云组态平台，即二级域名内，添加虚拟设备 

说明： 

设备管理平台内的设备，即真实设备，一个 SN 号对应一个设备。 

虚拟设备： 

设备管理平台内注册了设备，云组态平台内不会自动添加成虚拟设备。 

只有设备管理平台内，注册了真实的设备，设备管理平台内才能添加虚拟设备。 

虚拟设备可以是真实设备的一个变量，或几台真实设备的合集。 

2.1. 设备注册 

设备管理平台内进行设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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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号及密码，见设备背标 

 

参考文档：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deviceManagement/deviceRegistration.html 

2.2. 流量卡绑定 

 
 

 

3. 数据配置 

 

常用的数据配置有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报警数据、脚本配置、通信配置等。 

背标：产品身份标识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deviceManagement/deviceRegist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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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信配置 

物联网触摸屏，Uniface 和 AnyAccess 中通信配置的 link 名称要一致。 

 

 

3.2. 实时数据 

设备管理平台内，选中设备，组态相关数据。实时数据，类似于组态软件中的变量表。 

用于 PC 端或手机端，查看实时数据。 

 

3.3. 报警数据 

报警推送途径有：微信、短信、电话、APP. 

其中条数限制如下： 

微信 100 条/设备/天 

短信 10 条/设备/天 

电话 10 条/设备/天 

APP 暂无限制 

 

流程：手机号码注册账号→该账号关注公众号→报警配置→报警联系人添加→消息推送配置 

3.3.1. 微信报警 

A. 手机号码注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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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入口：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 

参考文档：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register.html 

 

B. 关注公众号 

 

C. 设备管理平台，点击头像，选择绑定微信 

 

 

 

 

 

D. 绑定微信绑定成功提示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register.html


 

17/78 

 

3.3.2. 报警配置 

设备管理平台内，添加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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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alarmData/alarmConfiguration.html 

 

 

3.3.3. 报警联系人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basicConfiguration/alarmContact.html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alarmData/alarmConfiguration.html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basicConfiguration/alarmCont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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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消息推送设置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basicConfiguration/beingPushed.html 

 

3.3.5. 电话/短信报警充值 

 

流量卡绑定、充值：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basicConfiguration/trafficInformation.html 

3.4. 历史数据 

用户云组态历史数据分析，或物联网触摸屏历史数据显示。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basicConfiguration/beingPushed.html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ocDev/guide/basicConfiguration/trafficInform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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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组态 

流程：用户注册→设备注册→添加实时数据→添加虚拟设备→添加模板→绑定模板→发布模

板 

4.1. 添加实时数据 

设备管理平台即 Anyaccess 内，在已注册的设备中添加实时数据 

 

4.2. 添加虚拟设备 

如只需要实现远程上下载功能，可跳过此步。 

4.2.1. 添加虚拟设备 

云组态平台，即二级域名内，设备中心—>虚拟设备→新增设备—>查询，查询可以看到设

备管理平台即 Anyaccess 内注册的真实设备，选择相应的真实设备，→填写相应的信息—>

点击确定，虚拟设备添加完成。 

新申请的二级域名，未建分组的，需先建立设备分组。 

A. 新增分组 

 

B. 添加虚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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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虚拟设备说明 

A. 一对一 

场景：一个虚拟设备对应一个真实设备，应用最广 

虚拟设备 映射 真实设备 

虚拟设备 X1 → 真实设备(SN 102521040114) 

虚拟设备 X2 → 真实设备(SN 102521040115) 

虚拟设备 X3 → 真实设备(SN 102521040116) 

 

B. 多对一 

场景：多个虚拟设备对应一个真实设备，即一个真实设备拆分成多个虚拟设备 

将一个设备某个或某些变量虚拟成一个设备 X1，将其他的某个或某些变量虚拟成设备 X2 

虚拟设备 映射 真实设备  

虚拟设备 X1 → 
真实设备(SN 

102521040114) 

VW0 

虚拟设备 X2 → VW2 

虚拟设备 X3 → VW4 

C. 一对多 

场景：一个虚拟设备对应多个真实设备，即多个真实设备合并成一个虚拟设备，即将多个网

关或屏，虚拟成一个设备 

虚拟设备 映射 真实设备 

虚拟设备 X1 

→ 真实设备(SN 102521040114) 

→ 真实设备(SN 102521040115) 

→ 真实设备(SN 102521040116) 

 

参考文档： 

http://www.deviot.cn/docYun/guide/device-center/virtual-device.html 

http://www.deviot.cn/docYun/guide/device-center/virtual-de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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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添加模板 

4.3.1. 关于模板 

模板分为标准模板，和非标准模板。 

A. 标准模板 

每个设备只能绑定一个模板，多个设备可以绑定同一个模板。对于一些标准机型设

备，建立一个模板，其他设备可以绑定同一个模板，所有数据会按照变量名称自动对

应，无需另外建立模板绑定。设备按照当前设备的变量名寻址，模板上的设备名会内

部自动变更。例如，模板1有变量1#开关，A设备和B设备都绑定了模板1，A设备的变

量名1#开关和B设备的变量名1#开关是默认分别对应A/B设备，不会出现串变量。 

B. 非标准模板 

非标准模板，一个模板可以组态多个设备的不同变量，适用于集中监控 

4.3.2. 添加模板 

在云组态平台即二级域名内，添加模板 

 

 

4.4. 模板绑定 

在云组态平台即二级域名内，将已添加的虚拟设备绑定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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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模板发布 

A. 在云组态平台即二级域名内，在已添加的模板进行组态设计 

 
B. 组态设计，类似触摸屏画面设计，添加相应控件，绑定相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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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模板发布，在组态设计里，点击右上角三角形箭头，选择相应的设备，点击发布。 

 

D. 组态监控里，或手机 APP 查看相应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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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及用户管理 

域名管理员，即申请二级域名时提供的账户，可在云组态平台对设备及用户进行管理。 

可以添加不同的设备组和用户组。 

 

将设备分享给新用户：新增用户->分配权限 

5.1. 添增用户 

 

5.2. 分配权限 

将需要分享的设备，分配给相关用户 

 

6. 个性化 

云组态平台，即二级域名内，系统管理—>个性化→个性化，上传相关图片和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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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设置 

可在系统设置里，修改 IP，修改上网方式，查看网络信号，U 盘更新等操作。 

进入系统设置方法：设备上电，进入组态后，长按左上角 5 秒 

网线型的设备可以通过本地投屏的方式，讲触摸屏页面投屏至电脑，投屏之后可以进入系统

设置。参考章节局域网投屏 

8. 上网方式、IP 设置 

可通过三种方式渠道： Anyaccess、Uniface、HMI/网关系统设置。 

推荐使用，局域网投屏这种方式设置。 

8.1. Anyaccess 设置 

Anyaccess 本地网线直连 HMI/网关，如下图进行设置。断电重启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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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页面，也可以进行 Wifi 设置，交换机/路由模式选择，服务器选择等操作。 

8.2. Uniface 设置 

Uniface 打开创建的工程，点击网关设置图标，可对网关等设备进行 IP 设置，上网模式选

择，服务器选择等操作。下载后重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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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MI/网关系统设置设置 

参考章节：局域网投屏 

8.4. 路由、交换机模式 

对于网关产品，路由模式和交换机模式，可以自定义。设置为路由器模式时，网关 WAN\LAN 

IP 独立，且要设置为不同网路，网关可跨网段访问 HMI、PLC 等第三方设备；WAN 口 IP 可

以自动获取。交换机模式下，WAN\LAN IP 相同且固定，不能自动获取。 

注意事项： 

路由模式 

WAN 口 LAN 口 

IP 用途 IP 用途 

固定 自动获取 连接 HMI、PLC 固定 连接 HMI、PLC 

路由模式下，WAN\LAN IP 不能同一网段，可跨网段连接 HMI 或 PLC 

  

交换机模式 

WAN 口 LAN 口 

WAN\LAN,IP 相同且固定， 

都可用于连接 HMI、PLC 

 

9. 应用：投屏 

 

投屏三种方式：局域网投屏、远程投屏、手机投屏 

 



 

29/78 

9.1. 局域网投屏 

Uniface 软件内置了一个小巧的 VNC 软件，可实现局域网内投屏。 

A、软件位置：右键软件图标，打开文件文件所在位置，找到 tvnviewer。建议发送到桌面 

 
B、填入局域网内触摸屏的 IP 地址，点击 connect，即可将触摸屏画面投射到电脑上。 

电脑操作，触摸屏同步操作。类似 QQ 的远程桌面。 

 
C、场景： 

a、调试，不必到触摸屏前操作 

b、进入组态后，长按左上角，进入系统设置，可查看设置系统. 

系统设置里可修改 IP。 

c、Ubox 产品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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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远程投屏 

打开 Anyaccess，选中需要远程投屏的设备，通讯配置>远程下载>开启透传>投屏 

 

 

9.3. 手机投屏 

打开工业设备云 APP,选中需要投屏的设备，点击 VNC 监控>开启透传。 

APP 中如无 VNC 监控，请打开二级域名扫码下载最新的 APP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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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投屏前，需在二级域名添加虚拟设备。参考章节添加虚拟设备 

 

 

10. 应用：只需要远程上下载功能 

 

流程：软件→用户注册→申请二级域名→设备注册→远程上下载 

 

 

只需要远程上下载功能的，不需要在云组态平台即二级域名内添加虚拟设备，只需要在设备

管理平台即 Anyaccess 内将设备注册。 

 

物联网设备有一个默认的连接，为以太网接口，设备默认 IP 为 192.168.1.100. 

透传后，同一网段的设备，如 HMI/PLC，都可以进行上下载。 

串口上下载时，需建立一个串口链接，接口参数需和要下载的设备参数一致。 

网口或串口上下载，只要建立了网口或串口链接，不管设备品牌或协议，一般情况下，都可

以上下载。 

10.1. 通用网口远程下载 

A. 打开 Anyaccess 设备管理平台，登录，选中需要下载的设备。依次点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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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传状态显示占用，先点击“关闭透传” 

B. 出现下图状态说明透传通道打开成功。说明：不能搜索 PLC 或 HMI 的 IP。 

若打开成功，不能远程上下载，或提示透传失败，或打开 VPN 失败，请检测虚拟网卡是否

正确安装。虚拟网卡安装请参考章节《虚拟网卡》 

 
  

1 

2 

3 



 

33/78 

10.2. 通用串口远程下载 

如图 1，我们用网关和亿维 120L 系列 PLC 连接，协议我们选择 X3 的协议。 

图 1 

如图 2，我们将连接的参数更改为 PLC 本身对应的参数。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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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我们开启串口透传，准备下载程序，可以看到我们选择的协议还是 X3 的协议。 

图 3 

 

如图 4，我们在 S7-200 软件里可以看到设置的参数和我们在 anyacess 里设置的参数是一样

的。 

图 4 

如图 5，设置好参数以后我们进行 PLC 的搜索，可以看到 PLC 成功搜索到了。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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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网口远程下载示例 

10.3.1. 网口远程下载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 

透传正常打开后，打开西门子 STEP 7-MicroWIN SMART 编程软件，点击通信—>添加

CPU—>输入 CPU 实际的 IP 地址，确定，再次确定，即可上下载。 

 

10.3.2. 网口远程下载三菱 PLC 

A. 打开三菱编程软件，菜单栏点击在线—>当前连接目标，选择其他连接方法，点击其他

连接方法 

 
B. 如图，选择经由集线器连接，输入 CPU 实际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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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通信测试，提示连接成功，即可远程上下载 PLC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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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网口下载施耐德 PLC 程序 

10.3.4. 网口下载 KTP 系列屏程序 

开启透传，下载时选择显示地址相同的设备点击搜索即可。 

 

10.4. 串口远程下载示例 

10.4.1. 串口下载台达 PLC 

通信端口选择 COM8，其余无需更改即可正常连接 PLC 下载程序。 

 

 

10.4.2. 串口下载信捷 PLC 

串口下载信捷 PLC 时，选择 COM8 端口即可正常连接 PLC 下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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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 PLC 后，下载程序提示下图错误，则需要勾选蓝牙虚拟串口选项。 

 

 

 

 

11. 应用：报警推送 

流程：软件→用户注册→申请二级域名→添加设备→报警数据 

11.1. 新建报警 

Anyaccess 里新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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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推送途径设置 

Anyaccess 中，基本设置>消息推送配置。 

推送途径有：短信，APP，微信，电话推送，邮箱推送。其中短信和电话推送需充值，充值

途径：Anyaccess 配置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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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推送人添加 

Anyaccess 中，基本设置>消息联系人内添加 

 

 

11.4. 微信推送：关注公众号 

被推送人需微信关注公众号。 

 

12. 应用：手机 APP 或电脑端查看组态监控 

流程：软件→用户注册→申请二级域名→添加设备→报警推送→云组态 

13. 应用：物联网触摸屏报警，历史数据配置导入导出 

原理：报警、历史数据需要云端配置，以云端为准。云端配置后，会下发至本地。 

对于普通触摸屏，已配置报警和历史数据等信息的组态工程，转换成物联网触摸屏时时，需

注意：触摸屏 Uniface 里组态的报警，导出，然后导入到云端。云端设备上线时，，通过云端

把配置下发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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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导出 JSON 格式的文件 

 

13.2. 导入 JSON 格式的文件 

设备管理平台，Anyaccess 选中设备，右键，配置上传已导出的 JSON 文件。 

 

13.3. 下发 

设备上线后，点击查询，相关配置会自动下发到云端及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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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下发成功，尝试点击基本配置>>基本信息配置同步。 

14. 应用：网关 Anyaccess 历史/报警使用说明 

14.1. 添加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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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添加历史数据 

历史数据用于能耗汇总计算以及报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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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同步配置 

进行以上所有配置，可以通过进行同步，将来设置载到 Ubox。也可稍

等片刻自动下载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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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地址标签 

方便多数据情况时，特别在历史和实时数据以及报警数据都是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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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数据引用设置 

 

 
 

历史数据引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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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应用：1.0 到 2.0 设备升级 

1.0/2.0 是指物联网产品固件版本，和硬件无关，可以通过 Uniface 软件下载固件，切换版本。 

1.0 多用于亿维物联网平台 www.unimatiot.com.cn，2.0 多用于二级域名平台 xxx.deviot.cn. 

二级域名平台，也可以管理 1.0 的设备、模板、组态等。 

 

15.1. 1.0、2.0 版本区别及切换 

A. 版本区分： 

打开 Anyaccess，选中设备，基本设置>基本信息>设备版本，设备版本中，倒数第五个数字

为物联网版本信息，数字为 2，2.0 版本；数字为 1，1.0 版本。 

 

http://www.unimatiot.com.cn，2.0多用于二级域名平台xxx.devio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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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配置设备功能的区别： 

版本/功能 1.0 2.0 

通信配置 Uniface Anyaccess 

实时数据配置 Uniface Anyaccess 

历史数据配置 Uniface Anyaccess 

报警配置 Uniface Anyaccess 

脚本 Uniface Anyaccess 

IP 地址，上网模式等配置 Uniface Anyaccess/Uniface 

数据传输 Uniface Uniface 

MQTT 转发 无 Anyaccess 

数据映射 无 Anyaccess 

   

画面组态及云平台组态的区别： 

版本/功能 1.0 2.0 

本地画面组态 Uniface Uniface 

云组态 亿维物联网云平台/云组态

平台 

云组态平台 

手机 APP 亿维云平台 工业设备云 

 备注：亿维物联网云平台地址：http://www.unimatiot.com/。云组态平台地址即申请的

二级域名。 

C.  亿维物联网云平台和云组态平台的区别： 

版本/功能 亿维物联网云平台 云组态平台 

组态监控 支持 支持 

仪表盘/大屏监控 无 支持 

集中监控 无 支持 

设备仪表盘 无 支持 

自定义公司名称 无 支持 

自定义企业 logo 无 支持 

自定义登录背景 无 支持 

http://www.unimatiot.com/


 

49/78 

用户权限管理 无 支持 

用户设备管理 无 支持 

数据报表分析 无 支持 

 备注：亿维物联网云平台支持功能少，云组态平台支持功能多，且可以自定义企业信息，

推荐使用云组态平台。 

 

D. 版本切换： 

打开 Uniface，下载工程，下载时，勾选切换版本，切换 IOT 版本。切换时，会有版本提示，

及时确认，否则会造成下载失败。勾选下载后，原 1.0 版本会升级为 2.0；原 2.0 会退回 1.0. 

 

2.0 版本切换到 1.0 时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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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版本切换到 2.0 时的提示： 

 

 
E. 版本查看 

设备在线后，在 Anyaccess 上可查看当前设备的版本信息。在基本配置，基本信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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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Uniaface 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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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Anyaccess 配置上传 

导出文件是 json 结尾文件。 

注：①不要修改文件格式数据的导入仅支持 json 格式。 

②1.0 设备不支持配置上传，若设备是 1.0 请在设备升级到 2.0 完成后进行配置

上传操作。 

 

15.2. 数据转移 

需要特别注意 2.0 设备只能在二级域名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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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 设备升级到 2.0 设备第一步需要将配置的实时数据、历史数据以及报警数据，转移。

为了减少这一步的工作量方便客户使用。增加数据导出这一新功能。由Uniface有数据导出，

和 Anyaccess 上的配置上传。共同完成。 

 

15.3. 平台设置 

设备升级后设备管理以及模板都需要升级修改。 

15.3.1. 设备管理 

升级后设备管理中会显示异常，需要点击修复。 

注：①若点击修复无反应，可以点击删除然后重新添加虚拟设备。 

②运用非标模板时候需要重新添加虚拟设备。 

 

15.3.2. 模板管理 

设备升级为 2.0 后对应的模板也要修改为 2.0。 

注：当设备绑定时候无法修改需要先解绑，然后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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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模板数据 

有 1.0 转换至 2.0 后设备数据做了改变。原来的数据已经不能显示了。需要在模板中重新绑

定数据，以确保您的云组态能正常显示数据。具体操作与之前使用云组态方式没有差异。都

是在一般→数据项点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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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非标模板的转换 

非标模板从 1.0 升到 2.0。 

第一步与标准模板一样，点击编辑修改设备版本即可。 

第二步针对非标模板数据。在使用上较大的区别与原有 1.0 设备，需要特别注意。非标模板

需要设置模板数据源。由于非标模板灵活度极高，具体使用可以查看使用说明，这里不再赘

述。 

 

 

 

 

 

15.5. 使用 Unimatiot 域名平台即老平台的迁移 

老平台的迁移至二级域名平台，设备可以直接再虚拟设备添加。但是模板迁移需要联系当地

技术或销售来进行迁移操作。 

 

16. 应用：设备间云交互之数据转发 

16.1. 功能介绍 

亿维物联网产品，包含物联网屏和物联网网关。物联网产品之间可以通过云平台实现

数据交互的功能。例如这样的应用场景：一个控制系统由山顶和山脚两个控制器控制实现功

能，且两个控制器之间需要连锁。但山顶和山脚不便布线。亿维物联网产品的数据映射功能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需求。在两边的控制器布置物联网产品（物联网屏或者网关）和控制器

通信，读取和写入控制器数据，然后通过亿维云平台的数据映射功能来实现两个控制器间的

数据交换。 

16.2. 版本信息 

数据映射功能需要设备版本在 2.0 以上才能支持。设备版本信息可以在下图所示入口

查看。若版本信息不对，请联系技术支持获得对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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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组态步骤 

16.3.1. 添加设备连接 

在设备管理平台（即 2.0 版本以上的 AnyAccess）添加设备连接信息，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对应的接口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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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设备连接的参数选项卡里出现的内容会根据前面选择的连接服务变动，若是串

口协议，则参数里需要正确设置波特率站地址等信息。若是网口协议，则需要正确设置 PLC

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等信息。 

 

16.3.2. 添加实时数据 

在设备管理平台（即 2.0 版本以上的 AnyAccess）添加实时数据，设置对应变量名称和

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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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添加完后，点击配置同步，把变量信息传送至设备。最后变量后的发布状态都应该

是下发成功，如有未下发的，再次点击配置同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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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 组态数据映射 

两个设备的实时数据添加后，就可以进行数据映射的组态了。数据映射是由源设备周

期地向目标设备写入对应地址的值，实现数据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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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实际效果验证 

点击保存后，数据映射功能开始起作用，这时可以返回到实时数据去查看和验证源设

备的数据值变化后，对应的目标设备里的值是否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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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应用：设备复制，设备替换 

将设备 A 的数据，如实时数据、报警、历史数据、link 等信息复制到设备 B 中。常用于设备

替换，或同配置新设备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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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应用：云组态进阶 

18.1. 说明 

本文属于物联网晋级使用手册。假设使用者已经初步具有物联网使用技能，能绑定物联

网设备、添加数据。 

随着物联网深入的使用，各种各样的的应用场景逐渐展开。物联网灵活使用至关重要。 

我公司为了满足各种应用场景，云平台采用了虚拟设备+标准/非标准模板的方式。实现

一对一的标准模式，多对一以及一对多的非标准模式。需要说明“对”前是指实际的物联网屏

或者 Ubox。“对”后是现场整个设备，可能是单个控制柜，也可能是分为多个工序的一个设

备。 

① 一对一：标准应用场景一台设备对应一个云组态及数据分类。 

② 多对一：多个实体 SN 号对应一个设备。例如：整个生产线由于距离过长，使

用了多个实体设备，但是展示要表现为一个设备。 

③ 一对多：一个实体 SN 对应多个设备。例如：多个小型设备接入一个局域网后

通过一个实体设备数据上传，但是展示要表现出各个小设备。 

18.2. 应用实现 

现将设备三种使用依次介绍，并给出实现步骤。 

18.2.1. 一对一 

一对一标准模板具有强复制性。在成套标准设备上，不需要每台设备都编写变量，

也不需要每个设备都编写一次云组态。伫立于一个设备对应一个物联网的场景，完全可

利用 anyceess 的设备复制与云组态的绑定，实现一次编写重复使用。 

注：其中一是指一个 SN 设备，不是指一个虚拟设备（一个 SN 可以生成多个虚拟

设备） 

A. 模板、设备与数据 

首先可以制作一个模型（也就是项目中的第一个工程），一边后续批量使用。 

a.在 Anyaccess 添加 SN 设备与数据（具体可参考 Anyaccess 帮助文档）。 

b.添加虚拟设备。点击 ①设备中心->②虚拟设备->③新增设备->④查询。然后根

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设备信息。一对一标准设备要特别注意的是蓝色框中的标准模板一

定要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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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创建标准模板。点击 ①组态管理->②模板管理->③添加模板 。创建模板需要注

意蓝色框中模板类型，一对一标准选择标准模板。 

 

d.模板数据。云组态直接在模板中点击组件添加数据项。云组态读取与之绑定设备

该名称的数据，如果该设备没有这数据名的数据，会显示红色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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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标准设备使用 

模板工程制作完成后。通过复制数据和绑定编写好的云组态进行批量的复制工程。 

数据。在 anyaccess 中选择设模板工程点击设备复制，将模板工程中的所有数据，包括

实时数据、报警数据、历史数据、脚本以及数据转发。 

 
云组态。在云平台上一个云组态可以与多个设备进行绑定，相同的设备使用同一个模板

绑定，云组态里的数据会自动读取对应的数据，无需再重新常见模板，也无需再连接数据项。 

以下图为例。设备：测试 A 与测试 B 是同一项目，他们数据都一样，画面也一样，就使

用同一个模板。模板未作任何改动直接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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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一对多 

一对多是将一个实际设备（一个 SN 号）分开成多个虚拟设备。 

使用场景：多个小型设备在一起为了节省将其通过一个物联网设备上传到平台，并在平

台分开使用。也可是老项目改造，原本就在一个上位机内，要将设备上云，而后分开展示。 

A. 模板与虚拟设备 

a. 在 Anyaccess 添加 SN 设备与数据（具体可参考 Anyaccess 帮助文档）。 

b. 虚拟设备创建与标准一对一类似。需要注意的是一对多可以用标准也可以用非标

（蓝框中标准模板勾选创建为标准设备，不勾选创建为非标设备）。个人建议选择

标准模板这样在直观理解会较为简单。（使用非标设备可参考 2.3.2 建立数据） 

标准：需要在各个云组态模板中的组件添加数据。 

非标：需要添加数据源在使用上较为繁琐，有点是灵活度高。 

 

c. 在模板上使用标准模板（模板要和设备对应同为标准），标准模板只需要在制作模

板时候在模板内连接数据项即可，无需再像非标模板一样添加数据源。在使用上与

一对一一样，连接变量然后与设备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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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准模板无法在同一个 SN 号生成的虚拟设备中使用一对一那个用法。 

d. 多个虚拟设备分别对用其制作模板即可。 

 

  

18.2.3. 多对一 

多对一是将多个实际设备（多个 SN 号）整合成一个虚拟设备。 

应用场景：对于生产线等环境下多台设备相互配个组成整个系统，在没控制柜有一个物

联网设备，但是在云端上要标识为一个设备。 

使用此共能请务必看 非标设备云组态数据章节的内容。 

A. 非标设备云组态数据 

在非标设备与模板有较大的区别与原来用法。特别是关于云组态数据使用。 

a. 由于数据来自与多个 SN 设备为了方便统一管理，避免出现同名数据，需要在模板

中重现建立模板数据源，以确保其数据名唯一。 

 

 

b. 模板数据源建立后需要进入虚拟设备将数据源与设备数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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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结尾 

通过或组合或分散的使用可以将云设备的灵活发挥出来。满足各种应用场景。 

 

 

 

 

 

 

 

19. 应用：私有化部署 

 

19.1. 私有化部署有关平台 

私有化部署完成后，会有三个 Web 端平台 

1、设备管理平台 

如：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本平台为亿维的设备管理平台；部署后，客

https://www.gongyeyuniot.com/dev/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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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会有一个独立的平台地址。 

2、运维平台 

此平台用于添加网关等物联网产品的 SN 和密码。只有添加了 SN 和密码的产品，才能在私

有设备管理平台绑定设备。 

3、云组态平台 

用于云组态 

 

19.2. 登录运维平台，添加产品 SN 和密码 

设备管理>设备列表>新增，或上传。 

 

 
上传文件格式：csv 文件格式(创建 EXCEL 文件，另存为 CSV 格式)，文件内容如下。 

 
运维平台，对设备和用户做权限修改、查询设备和用户信息（只有管理员权限可以进行操作；

在运维平台添加设备的 SN 信息，才能在设备管理平台注册该设备） 

 

19.3. 物联网产品服务器修改 

打开 Uniface 软件，新建工程，点击网关设置按钮，设置自定义服务器地址。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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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将工程下载到物联网产品。注意网络模式。 

19.4. 绑定设备 

设备管理平台服务器修改，如下图，修改私有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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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关闭软件，重新打开进入私有设备管理平台，绑定设备。 

19.5. 其他参考亿维平台应用。 

 

 

20. 常见问题 

20.1. UBox 无法上网问题查找 

该方案要使用电脑，将电脑和Ubox通过网线直连连接。通过电脑查询物联网设备运行情况，

对解决问题提供参考。 

20.1.1. 设备连接 

右键点击 Uniface 快捷方式，选择文件所在位置。或者自己进入安装根目录。 

选择 tvnviewer.exe 运行。 

在 IP 输入设备的实际 IP（保证电脑 IPV4 与设备 IP 在同一网段内），然后点击 connect 连接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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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打开设备命令 

进入设备界面，与 HMI 操作相同。 

先长按左上角也就是①部位 5 秒。会弹出属性设置界面。选择系统设置。进入系统设置界

面。选择网络模式选择界面，点击画面圈出的小箭头，进入配置网络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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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命令执行 

进入检测界面，可在①处选择各种命令，选择后点击②命令，点击命令后会有短时卡顿情况，

是设备正在执行命令的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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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建议检测及问题分析 

建议如果是 4G 卡模式： 

① 在网络选择模式的画面中，确认网络模式是在 4G。 

 
②  选择 4G 网卡驱动。如果显示如下表示正常，如果不是请联系技术重新安装

4G 模组，或者换新。 

 
③ 选择识别 SIM 卡。如果显示一串文字以及 OK 表示识别 4G 卡，如果是显示

ERROR 表示没有识别到 4G 卡，这时请检查 4G 卡是非安装到位。 

 
④ 选择 4G 信号强度。范围+CSQ 9，99~31，99 。逗号前表示信号，31 表示信

号 最 好 ， 9 表 示 最 差 。 请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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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选择 ping 服务器。设备如果能 ping 通说明设备上网没有问题。如果 ping 不

同服务器，在确保前边①-④都正常，设备有可能出现问是某一进程没启动，

请联系技术支持或者研发。 

 
 

 

20.2. 充值说明 

为了方便客户使用，让用户实时掌控自身流量使用，根据实际情况充值流量，电话以及短信。

推出了个人充值服务。流量查新再月初和月末由于移动商结算，可能查询流量不准确。 

20.2.1. 流量充值 

流量卡会在停机的三个月后注销，请在注销之前充值。 

对于老版本 1.0 设备需要自己添加流量卡绑定添加卡背面的 20 位 SN 码，新版 2.0 设备会

自动绑定。平台充值暂时仅支持支付宝。



 

75/78 

 

20.2.2. 设备短信以及电话充值 

短信以及电话是推送方式之二，与微信公众号和 APP 不同的是，需要提前缴费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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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虚拟网卡 

若提示透传失败，或打开 VPN 失败，请检测虚拟网卡是否正确安装。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 TAP 字样的虚拟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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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打开电脑的网络连接，查看是否有 TAP 网卡，如有其他虚拟网卡，请禁用。 

 

若无 TAP 虚拟网卡，打开 Anyaccess 安装目录，找到 iphelper 文件，管理员运行。 

虚拟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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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打开 PLC/HMI 编程软件，手动输入 PLC 或 HMI 的实际 IP 地址，按照直连 PLC/HMI 下

载方法下载。 

 

右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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