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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述： 
基于 comway 通信平台开发的 Dcweb 云监控，为用户提供了基于 Web 页面显示现场设备数据的

功能，既可以通过计算机端浏览器 HTTP 网页访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访问。不仅能显示实时数

据和历史数据，也能进行远程 DO、AO 控制，使得数据监控真正进入“云端”。 

二、 登录 Dcweb 云监控及账号管理： 
1. 开通 Dcweb 云监控账号 

 通过 comway 无线串口软件接入 DCWEB 系统，需提供无线串口系统的账号和密码，联系天

同创新技术支持开通 DCWEB 功能。 

 通过 VPN 软件接入 DCWEB 系统，直接联系天同创新技术支持开通 DCWEB 功能。 

 

Dcweb 系统的入口网址：dcweb.comway.com.cn，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 

 
 

2. 建立分级账户 
账户分为：公司管理员、操作员、公司成员、系统管理员（需要特别申请开通） 

 公司管理员账户：向公司技术支持申请开通，公司管理员账户基于 Comway 无线串口系统

账户开通。 

 管理员：负责添加操作员、公司成员账户，.在“公司账户管理”点击“添加账户”实现。 

 操作员：读取显示设备数据+控制 DO 开关。 

 公司成员：读取显示设备数据 

 系统管理员账户（需要特别申请开通）：由 Dcweb 系统的超级管理设置开通，可以管理多

个公司。 

http://www.comway.com.cn/2018-contactus.html
http://www.comway.com.cn/2018-contactus.html
http://www.comway.com.cn/2018-contactus.html
http://dcweb.comway.com.cn/
http://www.comway.com.cn/2018-contac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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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在“账户信息”界面，设置输入关联的 comway 无线串口系统账户和密码，然后点击“保

存”。 

 

3. 设置报警、存储策略和下载历史数据 

如上图所示，管理员账户可以下载账户配置及历史记录，历史记录数据截止到下载时刻的前一天。

操作员和公司成员没有下载权限。 

存储策略：变化存储（即仅存储数据值发生变化的记录） 

报警频率：默认报警三次即不再发送微信报警，可设置每个查询周期超出阀值均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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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统设置： 
1. 设备列表的建立 

[1] 通过 Comway 无线串口平台的接入设备 

设备的添加、删除需通过 Comway 无线串口软件实现，具体操作细节参考“COMWAY 无线串口

软件说明”。 

 
 

[2] 通过 VPN 方式接入的设备 

在 VPN-HUB 或者 DC-VPN 软件如下图界面，点击配置连接 DCWEB。 

 

 

如下图所示，设置 DCWEB 连接地址和和端口，并正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在 DCWEB 即可自动

导入 VPN 设备列表的全部设备。 

http://www.comway.com.cn/2018-solution-wuxian.html
http://www.comway.com.cn/2018-solution-wuxian.html
http://www.comway.com.cn/2018-solution-wuxi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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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模式下基于modbus tcp协议通信读取数据，因此需要添加通讯端口，例如： Modbus TCP “502”

端口。设备的采集指令同样是 modbus rtu 协议，系统自动转换为 Modbus TCP 协议发送到基于 VPN

网络接入的设备。 

 

其他设置参考后续文档中管脚设置的说明 

 

2. 设备数据读取方式的配置： 
在“设备管理”点击设备页面进入“设备详情”页面，在此设置上传数据“协议类型”和“轮询

周期”。 



Comway Dcweb 云监控使用说明  

6 

 

 

点击“设备位置修改”在地图选点或手动选择，然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设备位置的标定。 

 

 

4. 设备采集变量的设置： 
在“管脚设置”页面，点击“新增管脚”按钮设置 Modbus 查询指令，选择相应的管脚类型进行

设置。 

 

[1] Modbus 查询指令的设置： 

Modbus 协议基本格式示例： 

字节序列 1 2 3 4 5 6 7 8 

内容 01 04 00 00 00 01 31 CA 

名称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数量 CRC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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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设备 ID 新增管脚时，需要选择管脚类型：AI、DI、DO，AO 四种。 

 
 

[2] 设置模拟量查询指令（AI） 

如下图所示，设置 AI 查询指令 010400000001（设备地址+功能码 03 或 04+寄存器起始地址+

读取的寄存器数量） ，CRC 校验码系统自动计算填入。 

 

返回数据的解析方式： 

返回数据的类型：2字节整数、2字节无符号整数、4字节长整型、4字节单精度浮点型、8字节双

精度浮点数，modbus协议中每个寄存器的数据空间为2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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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根据modbus设备的数据解析方式进行选择，注意高低位顺序。 

 

最大和最小原始值，指基于 modbus 指令的返回数据和所选择的解析方式得到的原始值，注意正

确设置最大和最小原始值的范围，最大原始值不要低于返回的数据值，从而导致无法正常显示数据。 

 

数据显示的最大和最小值和数据原始值是线性变换的关系，其数据范围的设定可以帮助客户正确

显示现场设备的实际数据，例如调整小数点位置等。如上图所示，显示数据的值为原始值的十分之一。 

 

[3] 数字量输入查询指令(DI) 

选择管脚类型 DI，编辑管脚名称，如下图所示管脚名称：电机状态，设置 DI 查询指令：示例指

令：010200000001（设备地址+功能码 02+寄存器起始地址+读取的寄存器数量） ，CRC 校验码系统

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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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量输出指令(DO) 

DO 控制指令：功能码 05，示例指令 01050000FF00 /010500000000（FF00 置为 1，0000 置为 0），

CRC 校验码系统自动计算填入。 

 

DO 查询指令：功能码 01，示例指令 010100000001 

 
通过 DO 和 DI 配合使用，才能准确了解 DO 控制的结果，即 DO 输出的结果通过 DI 来读取显示，

从而保证远程控制的正确实施。例如，WRC-826 RTU 的 DO 控制继电器启动，可以增加一个 5-12V

的电源，连接到 DI，通过监控 DI 的变化，确认 DO 输出的结果。 
 

[5] 模拟量输出指令(AO) 

AO 输出指令：功能码 06，示例指令 01060000 （设备地址+功能码 06+寄存器起始地址），后续

写入数值需要点击输入按钮输入。 

http://www.comway.com.cn/2018-wrc-826.html


Comway Dcweb 云监控使用说明  

10 

 
 

如下图在监控页面设置 AO：1 先点击“设置数值”；2 填入十进制数值；3 点击确定发送。 

 
 

[6] 字符串格式： 

字符串格式的数据报文是 Comway 系列产品独有的报文格式，设备定时主动上报该报文，适用于

微功耗电池供电产品，在设备详情页选“string”即为字符串报文格式。 

 

管脚设置页面 找到对应列 AI/DI，点击“编辑”设置参数。 

http://www.comway.com.cn/2018-wrc-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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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web 系统收到字符串上传即回复确认帧，当 WRC-826/825/816  RTU 设备启用了响应确认帧机

制，如下图所示，可以保证数据上传不会丢失数据。 

 

 
 

5. 创建设备定义模板及应用 
一个项目中的设备定义，多是完全相同的，为此提供设备定义模板，让用户设置一次即可通过选

择设备定义模板将相同的配置应用于账户内的其他设备。 

 

当已经完成了一个设备的管脚设置，可以在系统设置—设备管理页面，勾选设备，然后将此设备

的管脚参数保存到模板，如已经建立了设备模板，在此页面也可以应用模板到选定的设备，如下图所

示： 

 

也可以在“设备模板”页面点击“新增模板”，创建新模板 

http://www.comway.com.cn/2018-wrc-8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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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相应的参数例如：串口设备、modbus 协议。 

 

点击模板名称进入，然后点击“新增管脚”或“报警模板”设置，其操作和前面的设备管脚设置

完全一致。 

 

6. 导出导入设备参数模板 
在“设备模板”点击“导出”存为模板文件。 

 

导入模板 选择“*.json”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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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态管理 

[1] 创建 WEB 端组态画面 

在“系统设置”菜单的“组态管理”界面，点击“新建组态”选择“网页端”确定创建。 

 

 

点击“组态设计”进入组态编辑页面。 

 
 

   在“元件库”点击仪表盘选中拖入右侧画布，点击仪表盘在页面右侧设置关联的设备和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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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开关控制和指示灯组件关联的设备和管脚。指示灯可以在图片设置中选择变化样式。 

 

 

点击保存画面在菜单栏选择“监控大屏”观看，点击右上角“控制台”返回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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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手机小程序端组态 

 
 

选择变量值来显示管脚数据，开关和指示灯、参照 WEB 端设置。 

 

保存后在手机端“小程序”观看。 

 

四、 设备监控： 
1. 计算机端访问 Dcweb 网页 

点击“设备监控”会显示所有设备和设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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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备进入 显示对应的监控信息： 

 
DO 输出，通过点击如上图的开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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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双击对应的管脚可以进入编辑页面修改参数 

 
 

点击左侧主列“数据报表”中“历史数据”查看历史曲线图，红色箭头所示“温度”、“湿度”

点击可以关闭或显示曲线。 

 
 

2. 手机端-微信小程序显示数据实现控制 
微信搜索“dcweb”或扫描二维码安装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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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的登录名和密码可以是管理员账户或者是管理员开通的普通公司账户。 

 

用户在个人微信的小程序中初次登录 DC-WEB 后，系统即将此账户和个人微信账户绑定，即此

账户只能在绑定的个人微信上登录。 

 

登录后点击“监控”查看“设备列表”，即显示账户内所有设备的列表，包括在线状态。 

查看设备的各个管脚的状态信息，可以点击设备，进入设备监控页面。公司成员账户只能查看各

个管脚的数据和状态，管理员账户和操作员可以控制设备的 DO 和 AO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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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暂停数据监控 
首次进入监控页面，需要启动“数据读取”进行采集，根据设备的响应时间设置超时时间（缺省

5s）。 

 
 

也可以在“设备详情”页面，点击按钮关闭或者启动 Modbus 指令的轮询，如字符串协议定时上传，

暂停时同样可以停止接收和解析数据。  

 

五、 报警管理： 
1. 报警设置： 

点击“新增报警设置”设置报警参数（显示值报警） 

 

 
 



Comway Dcweb 云监控使用说明  

20 

当选择 AI 类型的输入管脚，可以设置报警阈值或者如下图选择等值报警。 

报警类型包括：低于阀值，高于阀值，在两个值之间，或者等于一个值，相关设置值都是十进制。 

 

当选择 DI 类型的输入管脚，报警类型如下图所示 

 
 

2. 微信报警： 
登录小程序绑定账户，然后关注“COMWAY IOT”公众号，接收设备的报警信息。 

 

设备报警时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报警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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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警历史信息的查看： 

在数据报表的“历史报警”中，可以依据：设备名称、管脚名称、报警信息以及报警时间等信息

来检索用户关注的报警信息。 

 
 

六、 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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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萤石云开放平台（open.ys7.com）获取账户的 Appkey 和 Secret。    

 

 

 

在 dcweb“账户信息”界面，选择视频来源“萤石云”输入萤石云账户生成的 AppKey 和 AppSecret

保存。 

 

 

 

在“系统设置”菜单点击“视频监控 ”将摄像头绑定到 DTU/RTU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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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进入视频设置，添加视频字幕，即可将绑定设备的数据投射显示在视频中。 

 

七、 用户私有化设置： 
1. 私有域名解析映射： 

以下示例仅供参考 

须进行实名认证和域名备案,否则无法正常解析。 

 
 

登录控制台：选择域名注册、解析。 

 

修改记录集：输入 dcweb.comway.com.cn 或者 PING 到的公网 IP：152.136.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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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用户私有化登录页面--Logo 图片和网址： 
 

在“账户信息”页面，点击 logo 更换私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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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帮助连接 

 
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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