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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为了避免火灾或者电击，切勿将这些产品置于雨中或者潮湿的地方。 

 

警告：为了减小电击危险性，严禁拆除盒盖或背部面板。 

内部无耐用部件，维修时应让有资格的服务人员操作。 

 

在本产品外壳有此闪电标志的地方，是提醒用户在此处连

接的电压为危险电压，有产生电击的危险，请注意人身安

全。 

 

本手册中标有此惊叹号标志的地方，提醒用户该章节操作

为重要操作或与故障维修有关，请一定按照本手册进行操

作。 

 
警告 

 

本设备需要由有适当技术培训和经验的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安装，他们能清楚知道他

们所面临的危险。此中的操作描述有专门为服务人员陈述。 

  

警告 

 

请使用本监控系统支持的调制调解器。  Dixell 对使用本监控系统不支持的或未经

Dixell 认可的调制调解器而造成的损坏或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警告 

 

Dixell 保留更改本产品使用手册的权利，如有更改，恕不通知。最新版本产品手册可

以从 Dixell 网站上下载获得。  

  

警告 

 

此手册中包含的介绍说明适合于型号 “XWEB-EVO 300D” / “XWEB-EVO 500D” / 

“XWEB-EVO 500” / “XWEB-EVO 3000” / “XWEB-EVO 5000”。任何特殊的产品特性

都有清除指出。 

  

警告 

 

本监控系统满足 EN 12830 标准，如果与探头一起使用时，也满足 13485 标准。 

  

警告 

 

这时一个 A 级别产品。在住宅环境内能产生辐射干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使用者应

该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  

  

警告 

 

Dixell 保留未经事先通知客户而改变此产品组成的权力，以确保完全相同的和没有改

变的产品特性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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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首先祝贺您购买了此产品。 

XWEB-EVO 代表了今天市场最先进的监测、控制和监控系统产品之一。使用者将从一个使用方便、为各种要

求高度定制的电源工具中获益。它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来显示网页，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来保证它的高效

性和可靠性。硬件是基于高可靠性的工业平台，几乎不需要任何的维修。 

Web 界面可以在型号 XWEB3000 / 5000 EVO 上直接插一个显示器、鼠标和键盘就可以本地使用。在显示器

和键盘上的本地界面在型号 XWEB500D 上也可用。 

远程的对所有的型号你都可以用一个正规的电脑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例如 Intenet Explorer®，或者 Mozilla 

Firefox®登陆使用 web 页面。 

XWEB-EVO，对于 300D / 500D 的型号使用 DIN 安装导轨。500 的型号墙式安装， 3000/5000 的型号可放置

在桌面或 使用安装支架。 

 

  
 

XWEB-EVO 的设计和操作不仅仅只是基于 Dixell 网络的控制器。它的主要应用是各种类型的超市、工业制冷

和空调。  

另外除了普通的监控系统， XWEB-EVO 还提供 (针对所有型号)： 

- 按照食品卫生标准 UNI EN 12830, HACCP 的温度记录 

- 系统和控制器的报警追踪和管理 (对中心产品进行集中管理) 

- 有计划的操作运行管理控制器(仅用于 500D/500/3000/5000 型号) 

- 控制器参数编程 

- 压缩机房管理 (压缩机组优化器, CRO)。更好的管理冷却功率的有效性。 

- 其他更多 

以下功能添加到 XWEB-EVO 5000 型号中： 

- 监督 (SPV)。  负载控制，照明控制等； 

- 防凝露加热器控制 (DEWP)。可用于防凝露加热器的管理。 

这些功能对节能优化运行有很好的作用。 

    
  

解决方案 

管理 

（压缩机组优化） 

压缩机组管理 

防凝露加热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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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手册的收件人 

此手册的内容是为专业用户设计的，例如 XWEB-EVO 安装者或终端用户。XWEB-EVO 的配置和使用程序是

这个手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者必须是专业人员，例如能源管理者或超市主管。  

 

除了这个手册之外，我们也建议您阅读在产品包装里提供的纸质格式的和 Dixell 站点的"手册"部分下面的电子

格式的安装手册。 

 
 

3. XWEB-EVO 的使用 

 

3.1 初次使用设置步骤 

设备第一次通电时， XWEBEVO 会要求使用者执行安装一些特定的设备运行的基本参数。下面界面列出的是

通过网站服务器设置"设置导航"的过程， 如果你使用默认的地址 http://192.168.0.150 (针对 300D/500D/500 

型号) 或者 http://192.168.0.200 (针对 3000/5000 型号) 登陆 Xweb。对 XWEB3000/5000 型号可以从本地接口

进入相同的页面 。 

 

a) 设置导航语言。 

 
 

指定一个你需要的，点击旗子。初始导航配置将继续使用选择的语言。 

b) 系统语言/ 本地键盘 (仅用于 XWEB3000/5000 型号) 

 
 

系统语言： 它是指系统部分使用的语言，不是指使用者，因此是它的语言。例如，对于报警或者系统通知，

指定你所需要的，从列表中选择语言然后按"下一步"。这个语言也供管理员用户使用。 

本地键盘： 显示连接到 XWEB 的键盘配置。一旦您选择了您首选的参数，按"下一步"继续这个步骤。  

 
 

http://192.168.0.150/
http://192.168.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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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系统识别 

 
 

这些盒子描述系统，显示名称和用于表示给用户机器的负责维修和服务的少数参数。一旦您选择了您首选的参

数，按下"下一步"继续这个步骤。 

 

d) 日期/时间  时区设置 

 
 

XWEBEVO 时间的配置参数。时间可以一直手动修改，或者和一个有日/周/月间隔的 NTP 时间服务器自动同

步。我们建议使用您的地区附近的 NTP 服务器，例如，在您自己的国家。我们建议问您的网络管理员询问您

将使用的 NTP 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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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网络设置 

 
 

对于 XWEB 网络端口配置，一般地，这些参数要取得网络管理员的同意，所以建议联系网络管理员来寻求指

导和支持。  

- ‘Lan enable’局域网启用’’: 禁用仅使用本地接口 (监控器和键盘) 来使用 XWEB 的检查。通过这种方式，将

不能使用本地网络或互联网来访问服务器。禁用不是一个普遍程序：如果有疑问，保持这项启用。  

- ‘自动 DHCP’’自动地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 如果您的网络提供了一个 DHCP 服务器且您想让它告知

XWEBEVO 使用哪个 IP，您可以启用这一项。禁用这一项意味着用户需要配置 XWEBEVO 必须明确指出

以下参数： 

 主机名称 

 IP 地址 

 IP 掩码 

 IP 网关地址 

 DNS1 IP 地址 

 DNS2 IP 地址 

 区域名称/IP 搜索 地址 

- ‘主机名称’：网络中识别机器的名称。例如 XWEB0001 

- ‘IP 地址’: 用于访问 XWEB 的明确地址。IP 地址共有 2 种类型：私有和公用。当客户端连接到外部必须无

法访问的网络时使用前者；当通讯仅在网络 PC 之间启用时就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192.168.x.y 就是一个

私有地址的例子。当需要在 Internet 上显示时则使用公用 IP 地址。 

- ‘IP 掩码 ’: 是一个属于子网掩码的过滤器，允许路由包直接到达客户端。例如，一个子网掩码

255.255.255.0 仅允许 XWEB 直接访问 IP 地址与此掩码除最后一个八位字节外匹配的 PC 客户端。所有其

他的请求将路由到网关(如果存在的话) 。 

- ‘IP 网关’: 网关是设备用来处理网络流量的路径，它不可以直接访问目的 IP。例如 192.168.0.1。 

- ‘DNS1/DNS2 IP 地址 ’: 为了在 Internet 上访问一个 web 服务器，你必须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如

www.dixell.com 的名称。事实上为了保证网络的效率和安全，必须使用特殊的通讯协议，此名称会被转换

成一串数字(IP 地址)。此操作由 DNS 域名服务器来完成。网络服务提供者或网络管理员通常可以提供一

个 DNS 域名服务器，例如 10.100.1.20 。 

- ‘域名搜索/IP 地址’。例如 MYCOMPANY.COM 

- ‘第二 web 服务器端口’: web 服务器正在监听的网络端口。其默认端口号是 80.然而对于一些网络需求，可

能需要更改默认端口号(端口号 81 和 8080 可能是最常用的) 。 

- ‘启用本地 DHCP 服务’: 当你不想将 XWEB 连接到网络，而仅想连接到网络接口没有指定一个 IP 的 PC 时，

启用这个功能才有意义。如果不确定，保持此选项不启用以避免造成网络冲突。 

- ‘启用网速协议’: 在发生连接断开事件后，启用与网络之间的自动网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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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调制调解器设置 

 
 

XWEB 需要一个调制调解器来发送传真，在某些情况下，发送邮件。第一种情况，系统独立工作，第二种

情况，需要安装拨号连接（参考下一点）。注意：只有 Dixell 支持的调制调解器才可以使用。  

 

可能的选择： 

1. 禁用 

2. Dixell 内置调制调解器。 它是一个内置的模拟调制调解器。 

3. Dixell 外置式调制调解器。它是 XWEBMODEM 外置式调制调解器。 

4. 外置 GPRS 调制调解器。它是 TC35-KIT 外置调制调解器。  

5. 内置 GPRS 调制调解器。它是一个内置调制调解器 GPRS (不支持的) 

6. 外部通用调制调解器。 

 

g) 拨号上网设置  

 
 

拨号上网参数的设置对于通过调制调解器建立一个与网络提供者的连接是必须的，用来发送邮件。这在

XWEBEVO 通过以太网线与本地网络连接还没有访问邮件发送服务器的情况下也是有用的。配置参数由供

应商提供，参考本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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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mail 设置 

 
 

XWEBEVO 可以发送邮件，通常用来通知报警的状态更新，有必要通过完整的配置来激活这个服务。配置

参数由您的网络供应商或者您的网络管理员提供。 

 XWEBEVO 支持不同类型的验证协议：  

 无验证 

 普通用户/名称  

 TLS 用户/名称 (不用 STARTTLS) 

 TLS 用户/名称 

  SSL 用户/名称 

 TLS 协议与 25 和 587 端口有关；SSL 协议通常与 465 端口有关。 

 

i) SMS 设置 

 
 

       XWEB 可以通过 SMS 发送短信。以下服务类型可以使用： 

• 通过局域网的 Netech 网关。访问以下链接： http://www.netech.it/ir_smsalert 来配置 SMS。当完成

了在线注册后，您将受到一个有激活码的邮件，然后您就可以认证 XWEB 配置。  

• 通过 sopen KOREA 网关。 如果您的 XWEB 已连接到因特网 ，要在韩国发送短信，您就需要使用 

sopen 服务。 （仅在 Korea 可行） 

• 通过 RAVEN XE 网关。如果您已经连接到 XWEB raven XE 调制调解器，您可以使用您的电话发送

信息。  

http://www.netech.it/ir_sms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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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打印机设置 (仅用于 XWEB3000/5000) 

打印机可以本地连接或者使用一个网络打印机。要得到一个检测过的打印机的列表，可以去网站：

www.dixell.com 然 后 浏 览 XWEB 支 持 部 分 或 者 点 击 以 下 链 接 ： 

http://www.emersonclimate.com/europe/ProductDocuments/DixellLiterature/PrintersXWEB.pdf 
 

本地打印机 

一旦您选择了本地打印机，通过本地打印机列表框选择您的打印机链接的端口，然后选择正确的打印机驱

动器。如果您的打印机型号没有列出，选择列表中名称最相似的型号。 

 

Windows 网络打印机 

一旦您选择了 Windows Network Printer，系统会自动搜索可用的网络打印机。几分钟过后 (基于网络的大

小/复杂度)，全部的打印机列表将会出现。如果您的打印机没有出现在列表中，就不能使用；可以试着重

复搜索过程。在选择了打印机之后，再选择适当的打印机驱动器。如果您的打印机型号没有列出，选择列

表中名称最相似的型号。 

 

k) 中心通告设置 （在导航设置中无法使用，只有去系统设置中） 

 

 
 

您可以设置您的 XWEB 和中央控制系统的连接为电话呼叫中心。 

 

l) 辅助输出设置 (仅用于 500, 3000/5000 型号) 

 
 

• 辅助输出设置 

The boxes set the normal logic for relays 盒子为 AUX XWEB 继电器设置正常的逻辑。禁用盒子 '紧跟报

警延时'可以让电压继电器与读出报警状态同步。  

 

• 输出远程设备设置 (在设置导航期间不可用) 

这个部分用来配置任意的 XJR40D ，使它作为一个扩展的 XWEB 报警继电器使用。 

 

• 数字输入 (在设置导航期间不可用， 仅用于 xweb500evo) 

本节是用于在数字输入状态改变期间配置发送到在网络 Modbus / 485 上配置的工具的命令。 

 
 

http://www.emersonclimate.com/europe/ProductDocuments/DixellLiterature/PrintersX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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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Wizard 结尾 

 
 

第一个配置程序就结束了： 按下 "apply"去应用这个配置，然后重启系统。 

 

当系统重启后将出现下一个界面： 

 

 
 

重启后等待几分钟就可以访问登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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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登录 

从您的 PC 机地址栏里输入 XWEBEVO 的 IP 地址来进入这个系统。用一个直接的本地连接 [屏幕、鼠标和键

盘]，这个操作是不需要的，很简单的在屏幕上开通就可以。  

 
 

用户将会直接进入 "登陆" 页面。从这个地方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始终访问这个系统个使用界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来访问这个系统。如果登陆的细节是正确的就进入了主页，如果不行就重复这个操作。请注

意输入密码的字母字符和首字母。 

使用在"导航设置"过程中完成的用户名密码设置，您只能首次访问连接到这个系统： 

用户名： Admin 

密码： Admin 

注意: 请尽快修改这个密码，否则任何人都可以阅读这个手册，取得登陆细节。图标  将显示在右下方，

它表示 XWEBEVO 中的操作已开始运行和一个报警已经检测到(例如，高温) 。需要使用一个有效的用户名和

密码登陆来识别报警类型和分析系统状态。报警图标不会自动假定 XWEBEVO 已经激活了继电器输出 (例如试

用一个报警器)或者已经通知报警给某人了。这取决于管理员决定怎么配置  XWEBEVO。 

图标 将显示在左下方。它表示使用非管理员用户登录的使用界面已经被锁定。此块通常是专业运营商来

执行确认一个系统维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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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XWEB 系统设置 

 

3.3.1 引言 

在这个配置中， XWEB-EVO 系统需要连接到它的 Modbus 设备的端口 。确保以下：  

1. 控制器的网络连接合适，要特别注意设备地址的配置，避免无法认证副本。 

2. 所有设备处在正确的上电状态。创建一个连接的设备的清单，然后把这个清单和由程序自动检测

到的设备数量进行对比。  

XWEBEVO 允许控制不同的设备线路（也叫"nodes"），它可以使用不同的物理连接和配置来通信。获得网上

文献。 

 

3.3.2 主页和导航栏 

XWEB-EVO 显示的登陆页面是 “Desktop Overview”。这个在后面手册中有更进一步说明，在与 Desktops 相

关的部分。 

用户也可以浏览在页面导航栏 DESKTOPS 菜单中分组的其它主要页面。或者其它出现在 MENU 菜单中典型

配置的页面。 

导航栏在所有页面都是可见的，它可以让用户运行 LOGOUT ，也就是说，要显示页面端口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在导航栏中向用户提供附加信息，例如： 

 系统的日期和时间 

 连接用户的信息  

  "非管理" 用户的阻止访问状态。  锁定激活； 锁定没有激活。 

点击挂锁图标禁用锁定：将会出现一个确认操作的对话框。当系统被锁定之后，在登陆页面会出现一

个指示图标。 

 兼并状态。  激活的；  没有激活 

 报警状态。至少有一个激活图标   

 

点击以下图标可以在导航栏中访问其他页面： 

  Desktop Overview 桌面总览 

  Desktop DeviceView 桌面设备查看 

  Desktop Chart 桌面图表 

  Desktop Parameters 桌面参数 

  Desktop Alarms 桌面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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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KTOPS 和 MENU 菜单可以通过点击同一个页面右手边的按键来访问。  

对于 DESKTOPS 页面，导航栏是通过传送栏来执行的，在这里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页面。  

 

 
 

或者，您还可以使用键盘捷径向下滚动页面：  

 

ALT-H (Desktop Overview) 

ALT-W (Desktop DeviceView) 

ALT-G (Desktop Chart) 

ALT-P (Desktop Parameters) 

ALT-A (Desktop Alarms) 

ALT-L (Desktop System logs) 
 

对于 MENU 页面， 导航是通过连接“XWEB SYSTEM SETUP” 和 “TOOLS”部分的方式来执行。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想要部分的名称来访问。 

 

3.3.3 系统配置 

 XWEB 系统是根据机械调试来配置的，通过在"设置导航"章节中描述的过程。 

随后，系统配置可以通过访问 MENUXWEB SYSTEM SETUPSystem Setup. 查看章节 3.1 - 初次使用设

置步骤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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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控制器配置 

 控制设备的配置阶段要考虑到每个链接的控制器和系统之间的联系。对于每一个设备，该系统将代表

并配置它的属性和功能。系统与所选设备相关的只显示设备本身的典型特征（类型、报警、输入等）。要修改

错误的配置参数，兼并必须关掉。如果他们继续开启，将会在访问页面出现一个错误的信息： 

 

 
 

当进入编程模式，可以从这个页面展开以下操作： 

 

A. 设备查找 

 

为 Dixell 设备执行寻找控制器网络。这个过程在没有配置设备时自动启动。这个过程也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当工

具都配置以后通过访问"Find"来进行手动运行。 

 
 

 
 

为控制设备 (也叫 "nodes")执行一个搜索：  

1. 指定一个协议。 

 dixell485：控制器搜索，对于有限网络最佳 (无无线网) 

 dixell485xev：控制器搜索，对连接 XEV 模块的最佳 (无无线网) 

 dixell485-icool： 控制器搜索， 对无线网络最佳(使用 iCOOLL 型号) 

 mb485tcpip：控制器搜索， Modubus-485 连接 tcp/ip 网关 

 mbtcpip： 在 tcpip 搜索 Modbus 

2. 指定 485 串行线  

XWEB300/500EVO 型号可以管理串行线 1。XWEB3000/5000EVO 可以同时管理串行线 2。每条线路可

以最多有 247 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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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是否系统需要通过控制黑色时间来运行搜索。激活这个参数允许停止搜索过程中噪音是否被在线检测。  

如果不确定是否启用该功能，禁用它。 

4. 指定检测的 Modbus 地址范围。  

5. 按 "Start search"运行这个操作。  

搜索结果可能显示检测到的可以添加到网络配置的设备的列表。 

系统设备库的存在通过图标 显示在"Library" 栏中。 

消失的库必须安装，另一个图标会显示出来。 

当选择某一行后，设备的名称和适当的组别可以配置（如下所示）。 

 

 
 

确认设备的配置，选择它们然后按"Apply"。 

注意：从这个窗口不可以替换已经在配置中存在的控制器的设置。 如果至少有一个选择的地址已经存在在

"Device List"中，您将会收到一个错误信息：  

 

 
 

如果您已经修改了物理地址并需要在系统配置中替换，您必须首先把它从设备配置中移除。 

 

B. 添加/移除设备，手动设置 

 

与仪器网络配置的联系可以通过用户从控制器设备手动添加或者删除。您需要访问 "Add/Remove Device(s)" 

这一栏。 

 

 
 

系统中库的列表都显示在这个窗口中。  

 添加一个设备 

1. 从列表中选择需要使用的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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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Add Device(s)" 区域上的 Drag’n’Drop： 

 
 
 

3. 指定网络上的设备配置参数。 

 

 
 

正确的执行这个过程将更新屏幕左边的控制器配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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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一个设备 

1. 选择您希望从网络配置中删除的设备。  

 
 

2. 在"Remove Device(s)"区域运行一个 drag’n’drop。 注意：点击边框区域正确的执行这个拖动。 

3. 确认这个删除。 

 

C. 设备组的配置 

 

用户可以分配控制器设备组，这样可以通过一个功能图或超市里的物理定位来命令配置。 

在"Overview"主页面可以查看组的单独数据。 

访问 "Group Manager" 栏来配置组。 

 

 
 

 添加一个组 

1. 按下 "Add group" (+) 键  

 
2. 输入组名 例如 "BT" 

 

3. 选择添加到组的设备。 SHIFT 和 CTRL 键可以用来多次选择。  

4. 在组框中运行设备的 drag’n’drop 。 注意：点击边框区域正确的执行这个拖动。 

 

也可以直接使用"Device Find" 过程来分配设备到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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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备资源配置 

 

对于已经添加到控制器网络配置的设备，可以定制他们的资源。例如，变量名称以及其它功能。选择"Device 

Resources"设备资源栏来访问这个功能。  

 

 
 

 定制设备名称 

 

 启用设备 

No: 通过启用这个选项，XWEB 不会查询这个设备因此没有显示这个设备的值。这个选项在您想创建一个前置

设备配置但又不希望它们保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之时还是很有用的。 

 

Yes, 在关机模式时不记录： 通过开启这个选项，XWEB 会查询设备。如果设备开机，会保存实时数据存储在

历史记录中。在设备关闭期间时，设备数据不可用。 

 

Yes, 在开关机模式时都记录: 通过开启这个选项，XWEB 会查询设备。设备在开机或关机时都显示实时数据然

后把他们保存在历史记录中。这个选项在这个工具被当做’探头’使用时是很有用的，从关机的设备读取的数据

不一定有效，而是需要 Dixell 检查具体哪个工具来使用这个功能。 

 
 Main Sampling 主要样本(分钟:秒钟) 

主要历史数据注册时间。这个时间表示取样两天之后每个样本的最大分辨率。 

 
 No-Link timeout 无连接超时 

系统检测到离线设备情况的时间之后。 

 
 XWEB Clock-Sync 时钟同步 

启用 XWEB 设备时钟同步。这个选择项仅对有 RTC 实时时钟的设备可用。系统定期进行更新操作。 

 

 定制变量描述和计量单位 

选择您将要更改描述的变量。在"Custom name" 或 "Unit" 这一栏里按类型编辑字符。 

 
 

 主要数据阀值登记(红色下划线) 且不是抽样 (仅对数字类型变量)。 

这个功能允许您保持阀值不变，即使已选的变量的主要数据低于了选样时间，这样即使两天之后也允许用

图形详细描述相同的变量。在"Sodsc" 这一栏把与变量相关的方框打钩，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注意：开

启这项功能也可以大规模地减少 XWEB 的历史内存。仅短期几天启用这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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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DeviceView" 设备视图页面变量。 

如果与相同变量相一致的盒子都启用，则此变量是插入在 DeviceView 页面中。默认情况下，在这方面的

每个变量都启用。 

 

 激活通知变量启用 

 变量是插入到设备通知里的快照表里面的。例如，如下图所示，变量被插入在表格“3 行”里。这个表的

所有值都是与通知发送时相关的显示。 

 

 激活图片变量 

 变量是插入到设备通知里的快照图里面的。例如，如下图所示，变量插入到“4 行”的曲线图里。  

 

 
 
 

 复制一个设备的配置 

XWEB-EVO 允许复制一个设备的配置来减少在网络中的设备配置操作数量。选择 source control 源代码控制

然后点击"Clone Settings 复制设置"来进行这个操作。 

 

 
 

从下拉式菜单选择： 

- “Everything”: 仅适用可兼容的设备。复制所有设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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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 Settings”: 适用所有设备。仅复制目标设备上可检测到的所有可兼容的参数。 

在网络上选择您希望应用复制配置参数的设备然后点击 OK。‘name 名称’、 ‘sampling 取样’、 ‘no-link time out

无连接超时’ 和 ‘clock syncro 时钟同步’参数，此时，复制所有变量边的描述和他们显示的参数。  

 
 
 

设备高级配置 

 

在上面右边按下 “Switch Mode”来访问高级配置参数。  

 

 
 

用户可以配置设备的变量类型（资源），对它们每一个，配置如下： 

- 取样：明确资源的收集时间。如果设置在 00:00，取样时间就是设备的 ("主要取样") 总体时间。默认这个

参数设置在“00:00”。这个参数是相对于所有控制器可读的有用的资源而不是可控制的。  

- 保存： 变量数据记录激活。如果这个复选框禁用，变量在实时运行时间/设备查看页面显示，但不会保持

历史趋势。这个参数功能时默认激活的。这个参数是相对于所有控制器可读的有用的资源而不是可控制的。 

- 查阅频率： 这个参数为资源设置活动的查询周期。禁用减弱所有资源的读写操作；每个 X 都可以激活他

们在查询周期的延时。参数默认设置是禁用的或每一个（每个查询周期的变量管理，对模拟和数字资源）

或激活控制资源。 

导出模板 

 

 
 

应用配置 

 

 

Apply 键是用来应用在 Web-浏览器上对 XWEB-EVO 系统所做的任何改变。我们建议即使是最小的修改也要

应用这个程序。  

 

E. 设备模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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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控制器的配置都可以导入到模板库中。这些设备可以使用“Add/Remove Devices 添加/删除设备” 部分来设

置，如下图所示： 

 

 
 

3.3.5 用户/登记配置 

用户配置页面允许配置 XWEB-EVO 登记。这个登记在系统中涉及外部用户的所有操作。用户是预期

的，例如，那些访问网站界面的人；用户也可以是接收报警通知的人。 

系统调试后，将会有一个单用户配置和启用： Admin.对那些使用英语完全访问网站界面的是有保障的。用户

属于 "超级管理" 层面的。 

有权访问这个页面的用户可以： 

 显示/修改用户使用权限 

 

点击屏幕右手边的"用户细节"和’’用户权限’来更新用户列表部分。应用这些系统部分的修改，在"Users" 部分按

下"Save"。删除用户，选择期望用户然后按下"Delete"。注意：不可以删除 ‘超级用户’ 的用户；注意：对于同

一个用户用户权限可能不同于那些设置在指定的配置文件之上的：用来产生一个用户的配置文件名称是默认的。  

 显示/修改配置文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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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屏幕右手边的配置文件列表更新。通过访问 "Profile Permissions" 部分可以浏览或修改配置属性，任何系

统可以接受的修改都可以，通过按配置文件清单中的"Save" 键来确认。 

 

 创建/删除配置文件 

点击配置文件部分的 "New"来添加一个配置文件。  

 

 
 

为配置文件命名，然后选择一个起始配置文件：新的配置文件将和起始配置文件有相同的访问权。 

从系统删除一个配置文件，选择要删除的配置文件然后在配置文件区域按下"Delete" 。 

注意： 超级管理员/管理员/用户配置文件不能删除。 

 

 创建/删除用户 

点击用户部分的 "New"来添加一个新用户。 

 

 
 

完成必须要填的数据然后按"Confirm"确认。每个用户创建时都选择了配置文件权限的。用户名称/密码参数是

用来访问网页的。用户的名和姓的条款将在书中说明。  

 

 桌面和用户/配置文件权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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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可以让他/她执行操作的数量。 

在桌面部分配置访问桌面，在登陆设置后立即访问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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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报警配置 

从 MENUXWEB SYSTEM SETUPAlarms Management 来访问报警配置。进入这个页面可以定制

报警的类型和通知参数：XWEB-EVO 用这个信息检测从控制器发出的报警然后把它们的状态通知给用户。  

 

 工作原理 

XWEB-EVO 在一个报警类型中检测当前控制器报警。一旦设备报警检测出来，在某个确定的时间段（查看延

时参数，"报警分类参数"）之后系统就会确认这个报警。在报警确认之后，第一用户也会被通知。如果报警持

续，其他的通知将会发送给同一报警接收人 (查看报警重新发送时间， "报警等级参数")。如果报警持续时间超

过了报警等级的最长时间（查看报警重新发送使用时间，等级参数），等级会水平移动，将后来的报警通知发

送到后来等级的接收人。报警恢复后一般也会通知：有很多参数可以用来根据您的要求自定义通知，这个将在

接来下几页中单独介绍。 

 

以上是一个 PDF 文件的报警通知的例子，以附件的形式包含在新的报警通知的邮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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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器列表  

配置的控制器列表一般存在屏幕左手边。点击那个透镜- 如下图所演示 – 选择 "Category Settings"类别设置这

一栏，在这个栏里显示所有报警配置变量的清单。  

 

 

按键也是在窗口的左手边。 

1. “Clone Alarm Settings” 复制报警设置，在设备之间复制相同的报警类别设置。 

2. “Save Configuration” 保存配置，用来应用任何的修改。注意：每个标签有改变都要执行保存操作，否

则任何的修改都会丢失。 

在窗口右手边有三个不同的标签识别以下描述的配置参数。 

 

 Alarm-Category 报警类别参数标签 

 Alarm-Categories 报警类别是一个报警类型的清单，目的是把需要用同一种方式处理的报警分组，从报警检

测和报警通知方面而言。  

例如，可以创建一个类别命名为"Temperature Alarms 温度报警" 或 "Pressure Alarms 压力报警"，并将所有这

种类型的报警归结为以上提到的报警分类。  

 

访问那个标签向下滚动报警类别配置列表，每个报警类别有一个通知等级清单显示 (如以上演示) 。 

- 按 "+"来添加一个新的类别  

- 修改类别按  

- 删除类别按  

- 显示类别的报警配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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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参数： 

 

- 名称： 识别类型本身； 

- 延时：报警过程中的待机时间，从控制器网络读取到这个报警到它的报警生效时间：如果报警在这个时间

结束前解决，则这个报警源就被忽略了。这个参数对来自 I/O 板块的"open door 门开"状态的延时管理是很

有用的：这个变量不是一个报警，但如果当它确实是一个报警时 XWEB-EVO 可以用的到。 

- 报警复位累积：当报警复位后系统会发送通知。但是系统在发送累积的通知之前会在这个参数所指的时期

内等待其他报警复位。这样可以减少通知线路的工作，当线路缓慢时（例如传真线路）减少任何的临界状

态。这个参数与在"alarm notification parameters 报警通知参数"中的"Accumulation 积累"时间工作类似。

然而在报警类别的情况下，这个时间在所有的 "Alarm Level Settings"”报警等级设置”之间分配。 

- Alarm-Level 报警等级设置： 通知等级。这个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需要通知的第一等级（初级水平）数字

最低(“设置 1”)。通知等级的向上升级是基于参数设置的"Settings 设置"。 

- 报警类型， 快速配置 (可选)：配置设备可识别的所有报警类型的列表。 类型的唯一选择不会改变报警类

别配置。但相反，准备这些报警接收的类别，下一次用户就可以分配一个设备给同一类别。例如：已经配

置好了一个"High Temperature 高温"报警类别，拖动一个控制器列表然后移动到同一个类别：这样就分配

了这个类别列表中所有控制器的“高温”报警。 

 

 参数等级标签 

报警通知参数明确了通知等级。每个等级都包括了接收报警通知的用户。  

 

- 按 "+"来添加一个新的等级  

- 修改参数等级信息按   

- 删除等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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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参数每个 "Setting"都需要设置： 

 

- 设置名称：明确通知等级  

- {166 开始通知 167}：激活新报警通知发送 

- 连续地通知： 激活报警结束通 

- 发送单独通知：激活这个参数会使积累时间无效。如果系统同时检测到了两条报警，用户将会收到两条单

独的通知。  

- 累积时间：系统等待检测到新报警然后累积通知的时间。  

- 重复发送时间：持续性报警的通知间隔时间。例如，一个新的报警信息发送了，但是被忽略或丢失了，在

过了这个指定的时间之后系统将会再次发送同一的信息。这个参数是至关重要的”等级”攀爬逻辑：如果在

第一次通知后这个参数的值是 0，则”等级”就会直接提高。 

- 重发 TTL：在现有的等级规章下通知连续激活报警的最长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后，等级就会上升到报警类

别里指出的下一个等级。  

- 服务激活： 

1. AUX2/AUX3：报警通知由本地继电器发出，继电器物理位置存在于 XWEB-EVO 设备后面。这个

继电器的配置参数在如下页面中找到 “MenuXWEB SYSTEM SETUPSystem SetupAUX 

Outputs”  

2. RAUX1/ RAUX2/ RAUX3/RAUX4：报警通知由远程继电器发出，继电器物理位置在一个连接到

Modbus 网络上的的 XJR40D 控制器上。这个控制器的继电器参数在以下页面中可以找到 

“MenuXWEB SYSTEM SETUPSystem SetupAUX Outputs”  

3. 打印机：报警通知由连接/配置到 XWEB-EVO 的本地打印机给出。这个打印机的配置参数在如下

页面中可以找到 “MenuXWEB SYSTEM SETUPSystem SetupPrinters” 

4. XCENTER 中心：报警通知发送到 Dixell XCenter system 中心系统。通过访问以下页面配置这个

系统 “MenuXWEB SYSTEM SETUPSystem SetupXCenter” 

5. FAX 传真：报警通知由一个从电话线发出的传真信息来执行。 

6. FAX OCR： 执行报警通知的传真信息通过电话线以固定宽度字体格式发送，因此自动分段。 

7. EMAIL 电子邮件：报警通知的执行以如下演示的邮件信息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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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部分是浏览器呈现的格式。文本最适合自动剖析器，如下：  

 

Content-Type 内容类型: text/plain 文本/无格式; charset="UTF-8"字符集=="UTF-

8" 

Content-Transfer-Encoding 传输编码: 8bit 

 

Alarm Report 报警报告: XWEBEVO Xweb EVO 系统名称|XWEB EVO 系统描述 

START 开始|18/10/2013 17:26|RS1-007 New_XR170Cxxxxx|Low Value Pb1 

 

 

是常见的所有其他电子邮件格式的文本。 

8. EMAIL IMG：报警通知由发送一个信息来执行，邮件文本里包含了一个图片。格式如下： 

 
 

9. EMAIL ATT：报警通知由发送一个含有一个 PDF 文件附件的信息来执行，包含了和 EMAIL IMG

一样的信息。 

10. SMS：报警通知由发送一个 SMS 信息来执行。  

- Email/Fax 邮件/传真头： 由客户制定的文本输入邮件和传真的主题。 

- 日历：报警通知的日历过滤器，日历指出了在哪个时期通知信息不发布

 。日历的设置在系统 TOOLS 工具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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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邮件格式都会被自动机器人分析检查"text/plain"章节。 

以下是一个电子邮件的例子： 

 

 
 

 系统报警标签 

 

激活系统报警必须由系统来管理，通过邮件 i.e. 来通知。  

系统发送的信息和"system messages"管理的信息类型是一样的。 

选择“Email” + “EMAIL INFO”来发送，您选择的扩展的电子邮件格式如下图所演示。邮件客户端的邮件以如下

形式出现 (Outlook 2007)： 

 

 
 

文本格式的相同邮件会被分段，最重要的信息会用黄色点亮： 
Date: Tue, 1 Oct 2013 15:38:58 +0000 

To: <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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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Xweb EVO system name <example@domain.com> 

Subject: Caution: Cpu HT / Stp 

MIME-Version: 1.0 

Content-Type: multipart/alternative; boundary="---------EVO40DFF36D5A44ECBC" 

Return-Path: example@domain.com 

X-OriginalArrivalTime: 01 Oct 2013 15:38:57.0073 (UTC) FILETIME=[5774E210:01CEBEBC] 

 

-----------EVO40DFF36D5A44ECBC 

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utf8" 

Content-Transfer-Encoding: 8bit 

 

IP:10.100.81.208 

GATEWAY:10.100.81.1 

EXTERNAL-IP:10.100.81.208 

DNS1:10.100.80.20 

DNS2: 

 

-----------EVO40DFF36D5A44ECBC 

 

 
Diminutives errors, of subject 
Acq OFF        The acquisitions are stopped. 
Cpu HT         High temperature of CPU 
Ist LS         History disc space almost exhausted 
Log LS         Log disc space almost exhausted 
Tmp LS         Temporary disc space almost exhausted. 
Eml            Email sending errors 
Fax            Fax sending errors 
Sms            SMS sending errors 
Prn            Print errors 
Trap           Trap to xcenter sending errors 
Di1            Error from digital input 1 
Di2            Error from digital input 2 
BlackOut       Return from blackout error 
Stp            Evo configuration error. 

 

其他信息 

 
IP:             => IP address. 
GATEWAY:        => Network gateway address. 
EXTERNAL-IP:    => (coincides with EVO IP) 
DNS1:           => First dns 
DNS2:           => Second dns 

 

 

 报告标签 

这个窗口允许用户从某个报告来验证报警配置。选择识别报警的过滤器然后按"Apply Filter"”应用过滤器”。 

- 设备报警列表，与任何报警类别都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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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报警清单 

 

 

- 完全配置 

 

 

3.3.7 启动/停止获取 

XWEB-EVO 主要识别两种互相排斥的状态 ： 

1. 获取停止。这种状态允许配置设备的基本参数。例如，它为客户提供了与系统相关的或控制器网络配

置相关的配置参数的必要的访问。这种状态不允许监控或管理。因此，控制器报警也不能检测和通知。  

2. 获取激活。这种状态允许配置的设备建立与仪器网络的联系，因此，允许监控和管理。注意：这个状

态必须由安装者在设备配置结束时激活。  

获取的状态在导航栏显示，这样用户就可以在每个 XWEB-EVO 页面识别它。  

 

获取激活：  

获取未激活：  

 

访问 MENUACQUISITIONSStart Acquisition 以开始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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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MENUACQUISITIONS Stop Acquisition 来停止获取 

 

3.3.8 系统版本/更新 

 访问菜单“XWEB System SetupSystem Update”来访问控制面板更新。这个窗口显示了所有已应用的

更新，有必要检查是否有跟进一步的更新存在。 

根据系统的配置，有三个安装新的更新的关键点： 

 资源库。通过网络连接来远程安装。在以下章节配置 “XWEB System SetupSystem 

SetupUpdates”。 

 Usb。通过 USB 键来本地补丁安装。 

 上传。用来远程安装从网页下载的更新程序 。 

3.3.9 重启 

 访问菜单 “XWEB System SetupReboot”来重启设备软件。重启仅对有用的人有用，例如客户服务团队。  

 

3.3.10 关机 

 访问菜单“XWEB System SetupShutdown”来关机。关机仅对有用的人有用。!!注意!! 这个操作是不可

逆的，所以当设备关机之后它不会再次开机直到设备再次上电或按下开机键。我们建议远程访问系统的用户禁

用该操作。关机仅对有资格的人有用，例如客户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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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布局安装模式 (仅用于 500D/500 和 3000/5000 型号) 

 访问菜单 “XWEB System SetupLayout Setup Mode”来建立一个系统可用的有图形小工具的定制的桌

面。  

 

 
 

用户通过按"Menu"访问在面板上通过拖拽 drag’n’drop 用小部件填充桌面。这个过程需要用户在想要的小工具

上按住鼠标左键，例如 "image"”图像”，然后把它拖拽到指定的工作区域。  

一旦桌面小窗口到达了合适的位置，继续进行尺寸标注和配置。后者通常通过按" wrench 扳手"键来执行。 如

下图中的： 

 

 
 

页面–每个桌面小工具的类型都不同– 详细说明了主题参数的，按下扳手键都会打开。  

 

支持的窗口小部件有：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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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 

 

 饼图 

 

 计量器  

 温度计  

 全局参数配置  

 微设备视图  

 设备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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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输入   

 

3.4 菜单工具 

XWEB-EVO 允许使用不同的工具来管理设备编程。打开 MENU 然后选择 TOOLS 来访问这些工具页面，如下

演示。 

 
 

这个菜单中的很多功能都需要使用一个虚拟计算机 JAVA.。认证管理请查阅此手册最后一页 ( “6.11 如何管理

JAVA 证书” )。 

 

3.4.1 时间表(仅用于 XWEB500D/500/3000/5000 型号 ) 

 这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快速有效的管理发送到工具的重复的命令。命令有，例如，发送灯光开或关的命

令或者定融霜周期时间表。图形显示单一的管理命令。通过访问菜单"TOOLS" 然后按"Scheduler"来运行

"Scheduler" 。将会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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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是一个操作和配置时间表的例子：  

 

 

 
完整的日期范围 (从 00:00 到 24:00)显示在窗口的底部。每小时标记为一个垂直的占位符。  

 

 设置保存 

访问菜单项 Save 来保存配置。注意，一旦你保存了就不能恢复以前的版本了。  

 打印时间表配置 

访问菜单项 SettingsPrint 在你的浏览器上本地打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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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表配置导出 

访问菜单项 SettingsExport 的文档来导出时间表配置，以一个 TXT 文档。当搜索这个菜单时，您将会被问

到明确要保存的文档的路径和名称。我们建议文档保存为.txt 扩展名。(例如 “scheduler_xweb.txt”)。 

 
 

 时间表激活 

无条件的激活时间表，访问菜单 SettingsEnable 设置。 

 

 
 

完全禁用时间表，访问菜单文件然后 取消任何激活同一时间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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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一个数字输入来激活或者禁用时间表。通过设置一个 “通过数字输入 DI X Y 激活时间表” 激活/禁用逻

辑，在那里 X 可以是 1 或 2 而 Y 可以是开/闭。 

 

 创建/设置事件级别 

访问菜单 SettingsClassesNew Class 来创建一个新级别或 SettingsClassesname 来修改已存在的 。 

   
 

在"Class Name"里填写然后选择一个设备类型。选择所有与设备等级操作相关的工具。例如，发送一个命令到

设备或者运行以下描述的其他类型操作。  

 

 创建/设置命令事件到设备 

发送命令到时间，在指定的等级设备上通过点击(+)按钮来创建事件。 

 

每个事件相对应的发送网络控制器的命令到一个或多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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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设置报告事件 

创建一个定时的报告，访问菜单 EventsAdd Printing Event 来创建一个新事件。事件报告通常使用 HACCP 

自动报告。每个事件相对应的生成一个报告然后通过系统配置的一个媒体（打印机、传真、邮件）来发送。  

 

从所选变量开始创建报告，一次选择它们或者使用快速选择过滤器 (快速选择)。 

 

激活时间：报告创建时的时间。  

标记颜色：在时间表中标记事件颜色 (仅对打印机  / )。 

添加事件到所有天： 分配事件给日历中创建的所有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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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输出名称：页眉中使用的报告名称 (仅对实时报告/打印)。 

有两种创建报告类型：实时的或者存档的。第一个需要一张在一定的时间关于那个工具状态的"照片"。就如以

下图片所示： 

 

第二个需要一个从事件时间起直到 48 小时这个时间内优先发生的关于那个工具状态的"图片"。我们有两种类

型的代表： 

 

 无扩展：  

 

 

 扩展的：是指有一列变量代表的数据。当阅读列表中的数据时，是指标题表中指出的变量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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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copies 打印份数”在本地打印机打印，在 xweb 上配置的。 

FAX 通过在 xweb 上配置好的传真机发送传真。 

Email 通过邮件转发，报告在邮件中或者作为附件带在邮件中。 

 

 创建/设置系统信息事件 

点击 (+)按钮来发送系统信息。  系统事件单独连接到 “XWEB System 

Events”，并且不能被删除。  

 

  

系统事件的收件人和媒体在 SettingsSystem Events 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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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设置事件生成的历史数据 Excel 文档 。 

XWEB-EVO 可以生成历史数据 excel 文档。有一个从事件第一次发生开始的 48 小时极限。配置这个选项请访

问菜单 EventAdd Export Event。 

 

选择事件所连接的等级。 

为报告选择变量。 

为创建包含有报告数据的 Excel 文档设置服务器参数： 

可行的协议有： FTP/SFTP/SCP。需要一个密码来连接到接收 Excel 文档的服务器。为了正确的 "server"，

"port" 设置，例如， 我们建议从您的网络管理员寻求支持。服务器地址 Server-Address 必须是一个可行的 IP。

服务器路径 Server-Path 必须是一个可行的路径，字母数字用"/"分隔符 (例如：“myPath/mySubPath”)。生成

文档的路径必须存在。如果这个路径不存在，XWEL 会尝试生成一个，但是目录生成命令必须在接收的服务器

地址上激活为选择出来的协议。Branch-Code 必须是一个字母数字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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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配置好了，Excel 文档就会生成为：  <PATH>/<BRANCH>-<datetime>.XLS 如下截图所示。 

 

 
 

文档的格式如下图所示，每个 Excel 工作表都对应描述一个单独的设备。 

 

 

 
 

 更改/删除事件 

点击事件：在那个时间所形成的所有事件清单都会打开，如下演示所示： 

 

要删除事件，选择事件之后，点击 。 

 

 使用时间表日历 

对所有默认的日历天数，系统使用"type of day" (默认日期)。当第一次配置时间表时，这个日期是系统推荐的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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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一个新的日期类型点击 SettingsDays 

 

可以创建其他类型的天，然后与日历相关联。时间表就会对相关联的天执行相关联的事件。  

 

例如，可能您为周末配置了特殊的事件，您的日历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周末与公共假期相关联。 

 

创建一个新的天的类型，访问菜单 “Edit DaysNew day definition”。系统要求配置如下图片窗口参数。  

需要明确天的类型的名称，例如"周末"，然后给它一个可识别的颜色。颜色在日历上的视觉识别是很重要的。  

 "Enabled 激活"参数表明配置在天上的事件是否激活。参数 "Yearly 全年"表示这个天与日历相关联的操作是否

与所有几年都相关联。注意：一旦天创建起来， 参数"Yearly"不能再修改。 

修改已存在的天的类型，从菜单 “Edit DaysModify Current Day...”选择需要修改的天。访问菜单“Edit 

DaysDelete Day”来删除当前天。 

在日历上关联天，访问菜单 “Edit DaysCalendar Association”。点击天然后选择想要的天的类型来关联天。

也可以通过点击红色区名称来关联工作日天的类型，例如，应用天 " weekend 周末"中所有的周日。 

配置以前创建的天的类型，访问菜单 Days 然后选择 the day。 

注意级别是所有天的类型共用的。但是每个天都明确了它本身的具体事件。 

 

 显示选项 

访问菜单“Show Logs”显示时间表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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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菜单“WindowsShow Calendar”显示日历。  

访问菜单 “WindowsShow Logs”显示时间表日志，发送命令的清单和其他执行的活动。  

 

访问菜单 “WindowsShow Commands/Printing/System Events/Export Events”来显示/隐藏当前天的事件。  

 

 

 

 

3.4.2 设备线路测试 

 点击菜单 “TOOLSDevices Line Test”来访问设置设备的通信测试页面。 

 

 
 

访问窗口显示了配置工具的通信连接的统计表。每个设备都在栏目上： 

 Device：设备名称 

 Success (%):成功通信总百分比。 

 Time Out (%):超时错误百分比。 这种类型错误发生在设备关闭或者设备没有获取到时。 

 Exception (%): 异常错误的百分比。这种类型错误发生在设备已经获取到，但是在参数配置和 XWEB-

EVO 上显示的有矛盾时。 

 Crc-Error (%): CRC 错误百分比。这种类型错误发生在当设备可以获取到，但是线路有类似干扰问题

时 。 

 Overrun (%): 意料之外的传输包裹错误百分比。这种类型错误发生在当设备可以获取到，但是但是线

路有类似干扰问题时 。 

 Unknown (%):其他检测到的错误百分比，与那些先前报告的行里都不同的。例如：平等或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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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可以依据栏来排列。建议按"Success (%)"来轻易识别大多数有问题设备的地址。  

表格不能自动刷新，但是可以通过按"Reload media"来手动更新。 

按 "Selected" 和"All"键可以重置统计结果。 

 

识别设备配置错误： 

需要显示异常错误的工具，可以让系统运行一个新的特定测试的工具，这样可以查出大多数问题的大小。下面

的例子演示了识别一个有一定异常错误百分比的工具，但是没有其他类型的通信错误： 

 

 
 

选择之后开始执行测试。 "test cycle" 测试周期值识别了每个设备源将要被执行读取的数量。 

 

 
 

在按下 "Start test"”开始测试”后，配置变量显示不响应，例如，Pb3 没有被工具参数激活。 

 
 

3.4.3 绩效管理器  (仅用于 500D/500/3000/5000 ) 

 Performance Manager 绩效管理器 (或 Performance Meter 绩效仪) 是一个工具，用于分析和确认机组正

确尺寸，设备控制、运行情况。 

要执行这个步骤，配置一个设备类别，完成计算注明适用的时间范围. 

 

 Tool class configuration 工具类别配置 

创建设备类别用于进行哪个计算：登录菜单 “Class 类别Create Class 创建类别” 注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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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name 类别名: 类别名称 

- Devices of class 设备类别: 激活的设备必须属于该类别。设备列表根据"Typology Filter 类型筛选器"筛选

显示，这有助于仅显示某一组的设备。  

- SetPoint 设定点: 选择设定点变量。测量单位取决于所选变量。 

- Probe 探头: 选择连接到设定点的探头变量。测量单位取决于所选变量。 

- Normal Range 正常范围: 选择探头值的正常范围。测量单位和探头变量一致。 

- Defrost Offset 除霜偏置: 选择除霜后时间，不考虑计算制冷百分比的探头值。以分钟计。 

- Sampling 采样: 服务器计算过程中所需数据采样周期。例如，你配置每小时(60 分钟)采样一次，所需数据

为最后两天的，系统会发送 48 条"data 数据" (每小时 1 个样本)。由于参数值增加，发送的数据将减少。

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使用较忙或慢的工具的电话网络。该参数值被用来作为'default 默认'至，并且在计算

中更改(window Performance 性能窗口View Class 查看类别) 

- Avg.Factor 平均因数: 作为样本发送到服务器的数量。系统连续采样的平均数。例如，以上面服务器发回

的 48 条数据为例，如果你要设置此值为 1：假定数据在不同范围，在图表层将有多达 48 个可能处理的各

种颜色 low /ok/high 出现。而且，如果平均值是 4，将最多有 12 色出现(平均 4 小时的数据)。该参数有避

免超出临时值范围的功能，而不影响计算或图示。该参数值被用来作为'default 默认'至，并且在计算中更

改(window Performance 性能窗口View Class 查看类别) 

Select 选择键/Deselect All 全部取消键用于快速选择所有显示的设备 

Create 创建键/Cancel 取消键用于创建并保存系统中的类别。或者取消任何修改并关闭窗口。  

 执行计算并显示结果 

登录菜单 “Performance 执行View Class 查看类别” 用图形表示执行计算。系统需要客户定义一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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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计算工具类别 

- Circular 循环/Main Data Interval 主数据区间: 从 XWEB 历史记录中选择数据源。循环数据定义为数据，

系统最大可能的采样频率，有时间限制，为近两天的采样；主数据是有频率，在"device setup 设备设置"

里记录参数定义，通常在 15 分钟。 

- Sampling 采样: 设置在类别里的采样值为默认值。这里，可以被修改来执行计算。 

- Avg.Factor 平均因数. 设置在类别里的平均因数值为默认值。这里，可以被修改来执行计算。 

不执行任何计算关闭窗口，按取消键。按"Show 键"执行计算并显示结果，见下例: 

 

不同的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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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执行Data ScreenShot 数据截屏” 

 

 

 

“Performance 执行Export To Text File 导出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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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压缩机机组优化器 (C.R.O., 仅用于 500/5000) 

 C.R.O.用于由 Dixell 开发的专有运算逻辑，该逻辑结合了冷却系统的复杂性与用户必须设定在一个程序

级的参数的简单性。它基于两个基本参数来保证冷库的尽可能的最佳。压缩机组的吸气压力（由 XC1000D 

1.1 版以上控制器检测到）和从 “冷耗”观点看更关键的效用。 

根据 XWEB-EVO 的型号的不同，该功能可以有不同数量的 CRO 发动机。以下的参数类型适用于所有型号。

首次打开 CRO 菜单时，如下图所示窗口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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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ility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 

创建一个新设备类别去使用 C.R.O .。操作该项目所需的数据是从这些控制器中提取的。打开"Class 类别"菜单，

创建一个包含所需设备的类别。这些设备是共用饱和压力设定点的设备。 

 

使用 Create 创建/Edit 编辑/Delete 删除 菜单选项修改设备类别。每个设备类别可以且必须安排一个 CRO 设

备 。不允许同一类别应用于多个设备。 

Access the menu Operation 登陆菜单操作Parameters Engine 与所需 CRO 设备要设置的配置参数有关。

C.R.O. 模块，要更好的管理制冷能力的可用性，及时的，修改压缩机站设定值(typically 典型的, 用于常温模式

下的设备).  

 

 

 

- Execution interval 执行间隔: 表明一个新设定点多长时间发送到设备 (以分钟计). 

- Analysis interval 分析间隔: 反向，表明多长时间数据将被分析(类别设备操作，以分钟计).  

- Reference class 参考类别: 是受最坏可能计算影响的一套控制器.  

- Device 设备: 受修改设定值影响的机组控制器.  

- Set-Point 设定点: 允许选择使用哪个设定点：典型的，机组吸气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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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t case threshold 最差阈值: 允许定义 C.R.P. 逻辑的干预阈值 (以%计)。 

- Neutral zone 中性区: 不干预逻辑内，指定波动区间(以最坏可能百分比为中心) 

- Initial value 初始值: 初始设置值. 该值可以是一个估计值：及时，设定值发送到机组将依据算法(通常

以 °C 计)更改。 

- Min. and Max. Set-points 最小及最大设定点: 根据吸气压力最大和最小相关的安全限值：为防止 C.R.O.

压力过度增加或减少，避免安全设备触发(通常以 °C 计)。为优化能源消耗，最小值尽可能的越高越好。 

- Release and Call Gain 释放和调用增益: 调用和释放增益是两个参数，他们由当前设定值增减或减少多少

决定。调用增益参数用于设定值需要减少。一个调用增益设定值高于释放增益值对于快速降低温度(通常以

m°C/%计)是用于的。 

- Post Defrost Time out 除霜超时: 忽略计算百分比(以分钟计)，除霜后的持续时间。 

- Simulation Mode 仿真模式: 激活仿真模式，不发送通过该算法计算设定值。 

- Cycling Mode 循环模式: 激活循环模式，组合持续激活循环时间(以时间计) 和禁用算法。应用到该系统时，

这种模式用于检查质量。通常，循环时间设置不会超过三天。该算法禁用时，一个重置命令被发送到机组

以恢复初始状态。  

通常，该机组测量单位以°C 表示，但是，C.R.O. 适应机组的测量单位。不管怎样，应在下一阶段修改测量单

位，必须重新配置 CRO 开始禁用的算法参数里设置点变量，随后，重新在“Devices Setup 设备设置”里配置测

量单位并重新配置 CRO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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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情况下的实际百分比低于该设置（除中性区外），用于新设置点的公式是: 













1000
%

gain

oldnew

RLS
SetSet  

% (所计算百分比值) - (最坏情况下的百分比值) 

gainRLS 释放增益参数值 

 

反之亦然，实际百分比应高于该设置（除中性区外），用于新设置点的公式是: 













1000
%

gain

oldnew

CALL
SetSet  

% (所计算百分比值) - (最坏情况下的百分比值) 

gainCALL 调用增益参数值 

 

所计算百分比值参考分析范围，基于实际时间系统条件变化。 

 

按激活系统，激活每台设备。按禁用系统，禁用每台设备. 

设备状态显示在该窗口顶部。  

 

 -  

 
 
 

 CRO 结果与图表 

从制冷调用查看点显示最差的三个设备的状态，打开 menu Operation 菜单操作View Data 查看数据. 

 
选择类别，然后选择该报告报出有问题的设备。被认为是最近阶段最坏的三台设备，将显示在屏幕上(如下图

所示)。最坏的设备被表示在红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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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设备，除了名字外，也显示出了制冷调用数量。"Ch." 相当于压缩机启动，而"On 开/Off 关"相当于

最终电子膨胀阀的调用。这些值用于计算算法的制冷调用百分比。 

每行对应不同的时段，该时段内 C.R.O.算法已发送到机组的新设定点：该设定点显示在右侧，在"Set 设置"列

下面。 

 

从前面所描述的窗口，按"Graph Results 图形结果"显示相同的图形信息。用户被询问显示图形工具，以显示

图形。 

 
 

该图标显示了选的区间内收集到的数据；连同该机组设定点作为一个点划线。禁用 C.R.O. 时，中心线是一条

中心线：固定点和浮动点上的区域是节能区。 

机组设定点显示在下面的第一个图表中，同时该图表下面，显示的是同一时段的相关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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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露点管理 (单个 XWEB5000) 

 露点管理概念使 XWEB-EVO 能够照防凝露加热器进行调整，以减少电耗。  

XWEB-EVO 按照 XM600 控制器，发送命令到露点温度设定点。冷凝建立在该系统附近控制台窗口。在级别

配置中对这些控制器进行定义。每个工具管理一个类别。每个工具可涉及到系统不同区域，设置不同设定点和

参数。 

如果至少激活一个露点加热器，如下所有配置成为系统要运行的露点项目的一部分： 

 Class Configuration 类别配置 

要创建一个类别，登录菜单“Class 类别Create Class 创建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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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ame 类别名: 在配置露点设备中使用的级别名称. 

Typology Filter 类型筛选器: 只允许显示选定设备清单的筛选器. 

对于清单中的每个设备，被定义为： 

- Check enabled 检查是否激活: 定义该设备是否是这个类别的一部分。 

- Set Dew Variable 设置露点变量: 定义将要发送露点值的变量。注意：如果该 Set Dew Point variable 设置

露点变量不在列表中，可能是被工具提前禁用。 Access Device-Setup 登录设备设置Advances and 

enabling 提前激活. 

- Offset 偏置: 将值添加到 Set Dew value 设置露点值。反映了 XM600 安装在玻璃上的温感读取的非正常温

度和玻璃真实温度之间的差值. 

要修改已有类别, 访问菜单 “Class 类别Edit Class 编辑类别” 

要删除已有类别, 访问菜单“Class 类别Remove Class 删除类别”. 

With keys 用按键: 

- Select 选择/Deselect All 取消全选: 在该列表选择/取消全选, 结合他们的类别 

- Create 创建: 确认窗口中输入的参数并创建类别 

- Cancel 取消: 不确认输入的参数，关闭窗口 

 Dew-point Engine Configuration 露点设备配置 

 

 

登录 Operation 操作菜单Engine Parameters X 表示要运行的露点管理设备编号 

 

这些设备中每一个的如下参数都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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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ion Interval 运行间隔: 发送露点设置的周期 (以分钟计) 

- Destination Class 目标类别: 用于接收露点设定值的设备类别 

- Control Device 控制设备: 用于计算露点设定值的设备。可选择 XH50P 或 XH55P ，必须通过“XH50/55P 

Device --XH50/55P 设备”指定的相同设备计算。该控制器连接了室内的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湿度传感器。

如没有可用设备，通过指定的室内温度或湿度读取的变量，可以为 XWEB-EVO 计算 Dew-point Set 露点

设定值。显示了 Temperature 温度/Humidity 湿度控制器以及 Temperature 温度/Humidity Input 湿度输入

的参数。  

- Constant Set Offset 设置偏置值常量: 添加了露点设定值偏置  

- Min./Max. Set 最小/最大设定: 露点设定极限值。如果这些值较高或较低，将被发送到该设备配置类的控制

器。 

With keys 用按键: 

- Enable 激活/Disable Engine 禁用设备: 激活或禁用该露点设备。在窗口上部可以看到该设备状态反馈，如

下所示. 

  
 

- Close 关闭: 关闭该窗口，保存适用参数的任何修改。注意：系统应用前，参数的修改必须保存。要保存，

运行该项目的保存操作(露点的)  

- Cancel 取消: 关闭该窗口，取消适用参数的任何修改。 

 

 Project saving (露点的) 

所有露点管理参数都是同一项目的一部分。参数每次被修改，应用到系统，通过访问菜单 ProjectSave 运行

项目保存操作 

 项目日志的控制(露点的) 

 

ERRORS 错误: 

列出系统发送到"Result 结果"列的可能错误 

 

"Valid 无效" => 数值列中，计算出数值并发送到主设备显示. 

"Syntax error 语法错误" => 用户定义的公式有错误。数学算法不完善. 

"No device data 无设备数据" => 没有设备数据且数学算法不完善. 

"No link device 无连接设备" =>同上, 该设备 NoLink 未连接 

"Device OFF 设备关闭" =>同上, 设备处于 Off 关闭模式. 

"Math div by 0 除数为 0" => 数学算法停止，因为除数为"0"。 

"Value not allowed 数值不可用" => 公式变量值不可用 (超出范围) 

"Mathematic 数学" 出现在"Device 设备"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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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设置到主设备时可能出现的如下错误: 

"Timeout 超时" => 设备无响应. 

"Exception 异常" => 未被设备接收的值. 

"Unknown 未知" => 未知错误. 

"Success 成功" => 值已成功发送. 

"device 设备"列显示该设备名称/地址. 

 

3.4.6 XWEB5000 监控系统 (仅用于 XWEB5000) 

 该监控概念显著扩大通过 XWEB5000 干预系统管理的可能。监控通过监控设备上的监控单元作为独

立干预的能力。为简化概念，它可以有助于考虑到一个功能模块，该模块上有控制器检测到的所有变量(温度, 

压力, 运行状态, 报警, 等等...)，这些变量可作为输入、输出，也可能发送特殊命令到同一控制器。该监控器里

输入和输出间的基本连接，就是说，在一个用户已编程的特殊算法中系统工具每次输入变量满足设定条件。注

意这个事实，即发送验证某些命令验证，如下某些输入条件的建立，输入条件故障时不伴随发送附加命令。换

句话说，用户考虑和意识到直接动作时，必须出现反向动作。否则，系统无法在需要时恢复初始参数。 

鉴于这种新工作工具的重要性，对于终端用户，Dixell 试图使其用法尽可能简单。这就是为什么，该事件通过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因此，无必要的编程知识(与伴随正常的 PLC 编程语言发生的形成对比) 

THE PROJECT 项目 

从实际情况看，这就是为什么用户必须提前熟悉已实现的监控项目，以教育目的，本章节考虑到项目涉及到以

下几点： 

安装问题，演示需要监控应急发电机运行状态，该电机仅在停电时激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监控器必须发送

一系列指令到该设备以便进行管理，以最高可能等级，启动停电期间节能功能。在所讨论的例子中，发电机是

通过 Dixell XJA50D 控制器（alarm/status 报警/状态获取模块）来监控的：电机被激活时，模块信号通过相应

的数字输入变量。应急发电机操作过程中，该 XWEB-EVO 必须发送"energy saving 节能"命令（工作设定点的

变化），仅用于兼容设备以及"save cold 保冷" 降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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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 ELS 和 ODC 

每个项目至少包括三个独立模块: 

 SDC (源设备类别) 是一组控制器变量(探头值, 操作状态, 等等...)组成用于监控项目的输入。 

 ELS (事件逻辑监控) 组合通过 SDC 执行的输入与输出的功能模块，也就是说，发送命令到监控项目

控制器。 

 ODC (目标设备类别) 是一类发送命令有关的工具 

其他模块可以和这些模块相关，如 STE (系统时间事件) ，也可以是那些随着 XWEB5000 项目发展，将被

Dixell 添加进来的其他模块。. 

 

SDC BLOCK 

选择"Create 创建"菜单。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SDC ，验证 XJP30D 模块数字输入状态。当输入被激活至少 3 分

钟时，考虑激活发生器。 

 

 
 

在"SDC name—SDC 名称"下输入一个合适的名称。从设备类型筛选，选择需监控的工具。进入"activation 激

活"并在我们实例中选择“Generic digital input 通用数字输入” 。  

 

如果该模块配置了多个变量和设备，由上述参数构成的逻辑规则对应于：: 

OUTPUT 输出 =  ( (RL ‘VarA’-Addr1) ACT (RL ‘VarB’-Addr1) ) DL 

( (RL ‘VarA’-Addr2) ACT (RL ‘VarB’-Addr2) ) DL 
( (RL ‘VarA’-Addr3) ACT (RL ‘VarB’-Addr3) ) ) 

这里 

RL = Rever logic 逆反逻辑(复选框 = not) 

ACT = Activation logic 激活逻辑. AND 或 OR 

DL = Device Logic 设备逻辑. AND 或 OR. 

‘VarA’-Addr1 = 地址 1 设备 A 变量.  

 

必须在数值上执行控制，设置条件(greater 更多, less 更少, equal 相等) 及相应的临界值。  

根据上述计算模块输出结果。值 0 对应于状态 DIS (禁用)。值 1 对应于状态 ENA (激活)。前面的这些更改发

送到下一个模块(ELS), 随后执行进一步过程及发送命令到连续的下一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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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 状态可以激活延时，设置参数 DELAY 延时。上述假设逻辑一直持续至返回 TRUE 真实值。 

上述假定的逻辑继续得到满足并返回真实值。假定 DLY 延时值，逻辑保持模块状态至延时结束。 

 
ENA 状态可以保持 DURATION 持续时间参数设置的最大时间。然后，该模块状态从 ENA 切换为 DUR 。  

 
 

ODC BLOCK 

选择"Create 创建" 菜单。我们将创建一个 ODC ，发送简化的设定命令。正常工作设置是通过命令增加几度，

并发送到 2 walls. 

在"ODC name--ODC 名称"下输入一个合适的名称。从设备类型筛选，选择需监控的种类。选择工具并进入

"available commands 可用命令"。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有已激活的“energy saving ON 节能开” 命令。  

填写 "ODS Active Label--ODS 激活标签" 和 "ODS Not Active Label—ODS 未激活标签"。这些标签用来决定

分配一个"Monitoring type 监控类型" 规则，使 XWEB-EVO 系统能够识别有效的发送命令。 

 

 
 

输入注意事项可能性，可以随后对于理解所创建的逻辑模块的意义是非常有用的。  

 

ELS BLOCK 

选择"Create 创建"菜单。我们将创建一个 ELS 连接两个已发现的模块。ELS 作为一个筛选器，组合输入 (发生

器状态) 和输出 (发送命令到设备) 。 

在"ELS name—ELS 名称 "下，输入一个适当的名称。该模块可以链接 SDCs 到 ODSs 。  

用户可以创建多个功能模块，仅链接那些问题项目，其他模块可用于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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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可配置多个输入，如 SDC 和/或 STE 模块。逻辑组可以关联到他们每一个: AND 和/OR 或/DIS 。执行

规则是(∑And | ∑Or) & ∑!Dis ，这里， And=AND 与 ， AND 里的所有参数的逻辑; 

Or=OR 或，OR 里的所有参数的逻辑; 

Dis=NOT 非，DIS 里的所有参数的逻辑. 

以 C=输入条件(SDC/STE)为例: 

C1 AND 
C2  OR 
C3 AND 
C4 OR 
C5 AND 
C6 DIS 
C7 DIS 

逻辑结果是: ( (C1&C3&C5) | C2 | C4 ) & !C7 & !C6 

 
每个输入的逻辑配置作为相同输入的标签显示在项目屏幕上。如上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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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project 完整项目 

通过宏模块方式显示整个项目: 

 

 
 

按所有模块上的"Note 注意"来查看模块完成阶段所写内容。  

在 ELM 模块上按"On/Off"激活或取消执行模块. 

在所有模块上用鼠标右键点击，可以进行修改或复制。 

 
 

 STE 模块 

该逻辑模块可以管理定时事件。这是一个可编程过滤器，其状态可以被添加到项目中并链接到 ELS 模块。它

用于设置 night/day 夜间/白天或每小时筛选。  

输入条件(自 SDC 模块)出现时, 系统也检查 STE 状态。 鉴于这一验证，ELS 被激活。反之，ODC 里的事件

将不运行。 

STE 模块对应于"Supervision Time Event 监控时间事件"里配置的"classes 级别" 。从菜单“Tools 工具

Manage Supervision Time Event (STE)管理监控时间事件(STE)” 访问。 

 

 

 
 

与 STE 模块不同，它可以从菜单"STE Management "创建。  

对于每一个，可以从菜单添加一个 band 时间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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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删除或修改时间区间，移动红色/绿色三角 (红色=区间结束, 绿色=区间开始)或用鼠标在三角形上点击打开

编辑时间区间自身菜单。 

 

  
 

对于不同的 STE 模块，可随日程表变化创建区间。可以创建时间区间链接到"type of day 天类型" 然后与日程

表关联。 

 

  Default Day 默认天 

  holiday 节假日 

 
上述图标显示"default Day 默认天" 和 "holiday 节假日"区间之间的不同。第一个 "type of day 天类型" 用于年的

所有标准天，而 "holiday 节假日"是与节假日相关联的，例如 12 月 25 日。 为此，通过访问菜单“Edit Days 编

辑天Calendar Association 关联日历”使用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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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 BLOCK--EMM 模块 

EMM 模块可以接收报警或通知  

有了 EMM 模块你可以接收关于激活的监控程序状态的报警或通知。  

接收器清单根据 ALARM configuration 报警设置填写的接收器手册。信息文本是打算发送的 fax 传真/mail 邮件

的内容。EMM 也报告有关控制器的状态，通常是对应于通过 ODC 或 SDC 激活条件修改控制器的状态。ELS

后添加 EMM 模块。这意味着一旦激活 SDC 和 ELS ，ODC 和 EMM 将按照所选设置发送一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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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IMULATION 项目模拟测试 

一旦项目被实现, 确定前可以进行部分或完整模拟测试。有三种类型的模拟测试: 局部测试, 现场模拟及运行环

境模式测试. 

LOCAL TEST 局部测试 

产生一个初步想法，各种必需输入状态发生时，这种模式是有用的。登录"Tools 工具"菜单，然后是"Local test

局部测试"。  

选择该模式时，系统删除 ODS 模块，作为不能提供发送任何命令到该工具的模拟测试 –既不能写也不能读。  

通过点击 SDC 的状态，对其状态进行强制。反过来激活 ELS 模块。链中断 ODC 模块，模拟测试，命令发送

但是实际上没有实现。  

 
上图中，DIS 状态时，点击 SDC 模块: 模块能够激活模块 ELS，变成红色。ODC 模块发送错误命令。 

从"Tools 工具"菜单选择"Modification mode 修改模式" ，回到修改模式。 

ON-FIELD SIMULATION 现场模拟 

输入状态可以通过测试方法强制以便产生和确认命令发送到该设备。注意这个测试已实际发送命令到该设备，

并不是一个模拟，然而结果真实和反应了系统响应。强制输入状态，移动鼠标指针到 SDC 或 STE 模块，右击

激活"Disconnected inputs 断开输入" 模式。用户现在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左键，在响应项"ENA" (激活) 或 "DIS" 

(不激活)，强制一个输入点的状态。根据程序，ELS 模块将通过命令发送需求至下一个 ODC 。注意退出现场

测试模式时，系统返回至上之前的项目条件，必要时将命令发送到设备。因此，放弃项目前考虑潜在附加命令

的发送。 

 

 

RUNTIME MODE 运行环境模式 

该模式允许用户确认，实时的，在监控项目执行下，系统的操作状态。用户不能以任何方式，和项目进行交互。

注意：每次进行运行环境模式时，由 SDC 状态决定系统投入工作的状态。当运行时模式被停用时，系统重置。

这可能会引起附加命令的发送. 

 

ACTIVATION of projects 项目激活 

该系统允许同时执行多个项目，用户必须决定要激活哪个。从菜单"Projects 项目"，"Project activation 项目激

活"，通过适当的复选框选择需激活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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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FEEDBACK 视觉反馈 

一旦监督程序运行，它从图表形式为客户提供重要信息。下表汇总了可能的工作情况。 

 

Logic block 逻辑块 Value 值/colour 颜色 Description 描述 

SDC 

ENA/绿色 开 

DIS/灰色 未激活 

DLY/灰绿色 等待激活延时期限 

DUR/蓝色 激活并等待持续时间的期限 

STE 
ENA/绿色 开 

DIS/灰色 未激活 

ELS 
红色背景 开 

绿色背景 未激活 

ODC SENT/黄色 命令发送中 

ODS 

??? 状态位置 

Act 数字条件激活 

NotAct 数字条件未激活 

Set 
如果所有设置相同，控制在设定

点动作 

NEQ 不同设定值，控制在设定点动作 

 
 

3.4.7 备份/恢复 

此过程允许用户保存(和/或恢复)所需系统数据. 可以在 XWEB 内存或在客户电脑硬盘上创建备

份，也可以创建在 USB 所连接的存储设备上。注意：USB 用于程序恢复或备份，完成操作前

不要拔下。恢复过程将覆盖 XWEB 已存储的数据。这意味着 XWEB 将恢复到执行备份时的状

态。 点击图标时，用户须选择完成哪种操作: 

 
备份和恢复过程，可以运行 xweb 的部分数据，例如： 

 EVO system configuration - EVO 系统配置. XWEB 基本配置 

 Operating configuration 操作配置. 操作配置. 控制器配置，报警时间表，其他 

 Alarm/System logs 报警/系统日志. 

 Main historical data 主要历史数据. 

Backup 备份 

该操作可以在"Sections 部分"中选择的数据，保存在"Destination 备份至"中选择的设备。 

 
最彻底的备份是选择"Sections 部分"中的所有项目运行。按"Start backup 开始备份"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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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e 恢复 

该操作可以恢复 XWEB 内存里的数据。 

 
 

用户需要选择要恢复的 备份数据来源: “Evo system backup disk-EVO 系统备份盘” 可以上传以前运行在

XWEB 内存的备份；“Usb connected to evo-连接到 evo 上的 USB”可以恢复 USB 设备里的数据；“Upload 

backup 上载备份”可以通过浏览器远程上载备份。 

一旦选择数据来源，从"Section 部分"中选择数据进行所需恢复的数据。按"Start restore 开始恢复"完成操作。 

 

3.4.8 每日导出 

 该步骤允许 XWEB 的配置，每天创建一个新的数据记录 ，可以从 HTTP 调用外部服务器恢复. 

 

 
 

用户必须注明: 

 历史记录用于所需 variables 变量. 点击鼠标选择这些变量。所选变量以黄色表示。对于快速配置，用

户可以使用"fast selection 快速选择" 选项。  

 激活服务 

o or on demand 或需求. 用于复制数据到插入的 USB 设备。 

o or export at time 或按时间输出: 通过 HTTP 调用刷新数据导出。刷新时间。 

 Export from 从……导出: 导出数据的起始时间 

 Record interval 记录间隔:标识从系统导出的样本间最小时间间隔的筛选。 

 Format CVS / EXCEL- 格式 CVS / EXCEL 

 

一旦配置，用户必须通过按 APPLY 确认。 

 

要恢复数据: 以如下格式连接:  

http://IP_EVO/getdailydata?g=1?u=<username 用户名>?p=<md5 password 密码> 

 

http://ip_evo/getdailydata?g=1?u=%3c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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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 transmits a zip file with the name "export_xls_YYYYMMGGhhmm.zip" or 
"export_csv_YYYYMMGGhhmm.zip". 

例如:  

    export 导出_xls_201311271234.zip (对于以 xls 导出的) 

    export 导出_csv_201311271234.zip (对于以 csv 导出的) 

 

如果您已经导出到 USB ，文件将被复制为与下图一致的图标 

 
 

如果数据已导出为 CSV ，注意约定应用是: 

 Comma, separator columns 逗号，分隔符 

 Point, as decimal separator 句号，作为小数点 

 

 

 Giorno/Mese/A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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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日历设置 

 访问此选项可以进行系统使用的日历管理.  

 

 
 

对于选定的日历，用户通过点击在同一日历上或点击"Add New Event 添加新事件"添加事件. 

 

 
 

用户必须设置期间名称、时间间隔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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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数据日志状态 

 访问此选项可以监控 XWEB 中存储的大量数据 

 

 
 

a. Log 日志: 使用内存 

b. First Date 开始日期: 永久存储器中最早记录的样本 

c. Last Date 最后日期: 永久存储器中最近记录的样本 

d. Approximate Log Duration 大致日志持续时间: 删除最旧数据的大致日期 

e. Registration Time 注册时间: 串行采样时间(polling 轮询). 

 
 

3.4.11 运行时间数据 

 访问该选项可以监控系统总体状态. 选择用户必须从左上角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监控状态工具组. 

 

 
 

报警的设备有红色背景，如上面的第一个图像 

从这个窗口也可以发送命令到所选设备。点击它们的区域，出现如下图所示所选设备左边的箭头时. 

 

 
 

在所选设备，你可以从右上角的'Commands 命令'按钮发送命名。用户必须从下拉菜单选择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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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更多已选定工具，屏幕显示所有设备共同的唯一控制. 

 

3.4.12 语言管理 

 访问语言管理面板允许用户管理系统中管理的语言。出厂系统提供给客户如下语言： 

1. English 英语 

2. Italian 意大利语 

3. Spanish 西班牙语 

4. German 德语 

5. Portuguese 葡萄牙语 

6. Russian 俄语 

 

可以添加或删除其他语言，译文处理成 Excel 文件. 

硬件系统所装软件出厂版本 2.0，多达 10 种操作语言。其他安装语言可以减少存储温度数据的持续时间少于

一年。 

 

Add New Language 添加新语言 

 
用于另外安装特定的新语言 

1. 已存在于系统的语言承袭译文。 

2. 语言名称的首字母缩写格式。对话框左侧显示语言，右侧显示该国家对方言的管理。 

3. 扩展格式的语言名称。 

 

Export Language 导出语言 

 
导出是翻译的准备步骤。选择： 

1. 语言来源译文(如 English 英语) 

2. 需要译成的语言(如 Japanese 日语) 

Xweb 导出包含所有英语和中文 strings 字符串 的 Excel 文件。中文字符串不可以被翻译，但是可以由翻译者

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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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Language 导入语言 

 
用于导入翻译系统。其格式应是 Excel 表格。 

 

Clone Language 复制语言 

 
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复制译文。 

 

Remove language 删除语言 

 
用于删除语言. 

 
 
 

3.5 桌面管理 

桌面显示了 XWE-EVO 提供给用户的主要任务。  

 



 

XWEB EVO OPR EN r2.0 2015.04.27_CN          XWEB300D/500D/500/3000/5000 EVO                    76/107 
 

3.5.1 桌面概述 

该 "Overview 概述" 桌面就是用户登录后的显示桌面。该桌面为用户提供网络工具状态概况，并允许执行的程

序，如发送全局命令（如灯光开或关）和 HACCP 打印。 

 
 

 Setup controllers 设置控制器 

每个配置的设备通过一个依据设备自身状态着色的方框表示。这些设备按组别配置自动分成几部分。. 

 

颜色 意思 

绿色 未检测到报警 

红色 报警 

白色 获取关闭 

橘色 连接状态 

 

将鼠标光标移动所需设备。自动弹出一个窗口，显示设备名称和其他信息。 

 
 

点击设备对话框，打开"Device View 设备查看" 桌面，可查看所需设备的完整信息。  

 Active alarms 有效报警表 

"Active Alarms 有效报警" 部分显示的是有效报警清单，在实时时间，与配置的控制相关。 

在表格第一行，报警清单可使用过滤器，可见的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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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CP Print” HACCP 打印配置 (仅用于 500/3000/5000 型号) 

执行打印操作前，必须配置 “HACCP Print” 按键。因此，如下所示，用户必须通过点击扳手键登录配置菜单，

进行配置。 

 

 

 

点击配置键，然后打开配置窗口，你可以看到：: 

1. 温度变量. 选择相应的筛选，按"Add 添加"创建一个筛选   

 

通过名称筛选，选择所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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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打印过程中将出现默认时间 

 

打印操作过程中，想要打印的用户也可以修改时间。  

 

3. output 导出类型 

- 下载浏览器: 用于打开浏览器里的文件。该浏览器必须有 PDF 文件插件。 

- 以 XWEB 默认打印机打印: 使用菜单中配置的打印机进行打印xweb 系统设置System Setup 系统设置

Printers 打印机 

- send Email to 发送邮件到: 用于发送邮件。必须从菜单配置一个邮件服务器xweb 系统设置邮件  

 HACCP Print Execution 执行 HACCP 打印 

“HACCP Print” HACCP 打印键可以打印或发送 HACCP 报告。按下该键将出现如下对话框：如需要，询问客

户是否修改，以及确认该报告所需时间范围。  

 

导出类型表示报告配置概要。  
 

 Global Command 全局命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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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Command 执行全局命令 

 

 

 

 配置 "HACCP Print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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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设备查看桌面  

"Device View 设备查看" 桌面提供给客户所选设备监控到的所有资源。将列出所有监控到的变量，包括：  

 analogue variables 模拟变量. 设定点和模拟输入/导出：模拟导出的探头值(如 0-20mA 导出) 

 digital variables 数字变量. 机器状态，数字输入/导出，报警. 例如, "stand-by 待机" 状态, 数字输入及

高温报警. 

3.5.2.1 设备选择 

 
 

使用"device category 设备种类"  筛选帮助选择所需设备：选择种类限制为可用设备。然后，通过选择所需设

备，页面被刷新，同一台设备的信息将提供给用户。也可以通过“< >”键浏览设备：被用于找到最近的 Modbus

地址的设备。 

 

 
 

选择一个设备显示 Selecting a device displays: 

 the variables grouped by group of pertinence 按组别分组的变量 (Analogue 模拟量/ Status 状态/ Alarm 报

警等..). "deviceView 设备查看"区; 

 the graph for the device 该设备曲线. "dataChart 数据表"区; 

 the list of available commands per device 每台设备的可用命令列表. "commandButtons 命令按钮"区; 

 list of device parameters 设备参数列表. "parProg 参数配置"区 

 

所有页面值及相关曲线实时(轮询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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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变量显示 

本节显示，对于所选设备，监控的变量清单及他们的实时值。变量被分为模拟、状态、设定点、报警、输入导

出等部分。有两种显示类型: 

 Complete 完整的:相当于"Only active 仅激活" 按键。显示所有设备变量。 

 Reduced 简化的: 相当于"Show all 全部显示" 按键;数字变量显示的仅限于那些处于"On 开"状态的。

"On 开" 相当于"Alarm 报警" 区域变量的一个报警。这种模式可以减少显示列表仅显示所需变量，便于操作

者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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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完整的 Reduced 简化的 

  
 

显示在蓝色 中的状态用于数字变量，红色 仅用于报警变量。  

 

在全视图模式，可以选择或取消选择这些变量。每个值的选择允许包含在不同页面，如下图所示 

 

 
 

3.5.2.3 设定点修改 

点击设定点的值可以快速修改设定点。如下图所示，对话框进入编辑模式。  

 
 

输入新设定值，然后按"enter 回车键"确认。设定值写入控制器前将被要求确认输入的值. 

对于每一次写入，用户将被通知是否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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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point change successful 设定值修改成功 Set-point change with error 设定值修改失败 

  
 

要执行该操作，必须在全视图界面模式.  

3.5.2.4 启动快速获取调制解调器 MODEM (FSM) 

FSM 模式旨完成快速选择性监控资源用于设定时间限制为 10 分钟 。这种型号的监控器允许用户进行控制器

调试和/或运行控制器应用，就像其他设备"disconnected 离线"。控制器获取时间延时最小，实时时间内该设备

读取更多或更少。 

注意：为了让一个控制器速度更快，其他控制器将受到影响。FSM 模式下，其他控制器的采样时间有可能会

增加。 

一个控制器要运行 FSM，首先，在"device view 设备查看"中选择所需变量，然后按"Start FSM 启动 FSM"

 。按下该键时，FSM 模式启动前，请确认出现的如下信息: 

 

 
 

一旦确认，用户将被通知该设备已进入 FSM 模式。 

 

 
 

FSM 模式保存主数据档案中的所有读数采样。FSM 模式期间的所有数据采样同样被做了标记，通过浅蓝色背

景表示在曲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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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5 发送命令到设备 

通过"Single view 单个控制器查看" 对话框，命令可被手动发送扫所选设备，如"Device OFF 关闭设备", 

"Device ON 打开设备", "Active Defrost 激活融霜", 等。按如下所示按钮可以发送命令: 

  
请求确认后，用户被告知该命令是否发送成功. 

3.5.2.6 实时曲线的变量区 

"single view 单个控制器查看" 窗口的曲线是"real time 实时" 曲线，默认显示设备的"Pb1"变量。显示间隔为近

3 小时。 

 

 
 

用户也可以在这个区域查看其它变量：要在曲线中添加或删除变量，全视图时在"device view 设备查看"中选择

这些变量。 

 

曲线可以用鼠标滚动"flag "光标: "flag "提供曲线中详细变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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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曲线内最大、最小值 

 

  他们被用彩色点标记。每个点的值和日期也被显示. 

 

GRAPH OPTIONS 曲线选项 

  

点击扳手图标，进入该菜单: 

 Settings 设置: 从这里，可以更改曲线的查看区间，选择显示或隐藏最大、最小值，也可以改变背景色。 

   
 

 Values 值: 修改曲线变量的颜色 

 

3.5.2.7 参数编程 

"parProg 参数编程" 部分用于管理工具操作相关参数. 

 Parameter reading 参数读取 

按"Read 读取"运行. 工具参数列表被上传，设备读取的相关值； 

 

 Parameter modifying 参数修改 

读取后，用户可以修改工具参数。点击"Write 写入"执行该工具新参数的转存操作。 

 

 
 

 Save 保存: 创建备份保存参数映射。通过浏览器，将参数映射保存在 XWEB-EVO 中或以 ZIP 文件下载到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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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 加载: 从先前已保存备份加载参数映射。加载的映射来自文件或 XWEB-EVO 。 

 
 

 Export 导出: 保存为一个包含所选参数映射为 CSV, PDF, XLS 格式的 ZIP 文件 到电脑; 或与 WIZMATE 兼

容的 BIN 文件。 

 
 

3.5.3 图表桌面 

"Chart 图表"桌面允许用户创建一个 XWEB 监控的变量曲线。首次访问桌面，将出现空白窗口。以后，就会出

现客户上一次登录的曲线窗口。 

 

3.5.3.1 曲线配置 

点击扳手(桌面右上角图标)登录配置窗口。这里，用户必须指定变量及时间才能创建曲线。 

确认显示参数时，该曲线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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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SETTINGS 设定” 

在该窗口选择 

 

Chart Source 图表源 

- Main 主要部分: 如果您希望创建一个图表，使用追溯两天以上的历史数据，必须激活该选项。 

- Circular 周期:在轮询周期内， 以最快速度提供这些记录档案。 但仅限于过去两天的。如果你希望在最近

收到的报警通知中进行系统排错，选择该选项。  

 

Layout 布局图 

- Show min./max.显示最小/最大值:  

该参数的激活后，用户可以查看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红点标记(用于最大值) ，蓝点标

记(用于最小值) 。该值的日期显示在旁边。最小值和最大值对应于图表中所选时间段

内的实际值。 

   

- Show background 显示背景:   

激活背景显示。如果曲线显示的是单个控制器的数据，背景颜色将是: 

 

 
 

如果曲线显示的是两个或多个控制器的数据，背景颜色所提供的信息是: 

 

 
 

- Enable real time 激活实时时间:  

使图形显示在“automatic update 自动更新”模式。该模式仅显示近三个小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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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 持续时间 

选择图表的时间范围。如果“enable real time 激活实时时间” 选项未激活，将显示"last 24/48 hours 近 24/48 小

时; last week 近一周; today 今天; yesterday 昨天; from/to 从/至"等附加选项。可用范围取决于样本最大持续时

间 

 

TAB VALUES 标签值 

在该窗口，选择用于创建图形的变量列表。变量可以涉及到任何工具。同样，选择每个变量代表的颜色。  

 
 

 
 

TEMPLATES 模板 

在该窗口，管理图表预配置。曲线图的显示属性可被保存并在以后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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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 曲线读取 

 
 

曲线区域被分为如下部分： 

 

A) Axis area 轴区域(蓝色): 变量按轴线分组，例如所有的°C 温度具有适当的轴线，Watt 功耗也将有一个

轴线。 

 

B) Analogue variable graph area 模拟变量图表区域(绿色). 所有的模拟变量, 即使与不同的控制器关连，

也可以在同一区域内查看。  

 

C) Digital variable graph area 数字变量图表区域(紫色). 所有的数字变量, 即使与不同的控制器关连，也

可以在同一区域内查看。  

 

D) Graph overview area 曲线查看区域 (橙色). 该曲线表示从所有服务器请求的所有曲线，不考虑缩放因

数。此曲线可作为其导航参考。 

 

模拟量和数字量变量都包括在同一图表中，即使来自不同的设备。  

 

3.5.3.3 特定时间读取值  

用鼠标移动光标查看曲线，如下所示。所选时间内变量值显示在标记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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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 区域内放大 

要在图形范围内放大，点击并按住鼠标的一个点并拖拽至所需放大的区域.  

 

  
 

3.5.3.5 在总览图形区域中放大 

要在总览图形区域中放大，在图形上点击并按住鼠标的一个点并拖拽至所需放大的区域. 

 

 
 

3.5.3.6 数据导出 

图形数据可以导出成 Excel(R)格式。要进入此步骤，在图形配置窗口按"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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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在此对话框内用户须设置采样间隔时间 

 

 
 
 

通过点击"Ok"确认，系统保存一个 Excel 文件到用户电脑。 

 

 
 

该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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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报警桌面 

 

"Alarms 报警"桌面使客户可以看到系统检测到的所有控制器网络报警清单。 

首次登录，报警清单按如下默认设置显示，用户可以随后更改: 

 

 
 

3.5.4.1     报警显示筛选 

用户可以使用筛选进行： 

- Level 级别. 仅可看到发到特定级别的报警. 例如‘Service 维修’； 

- Alarm-category 报警-分类. 仅可看到配置了指定类别的报警. 例如"Serious alarm 严重报警"； 

- Device type 设备类型(组). 仅可看到一组设备产生的报警. 例如"BT"； 

- Device name 设备名称. 仅可查看指定设备产生的报警. 例如‘RS2-005 New_XW90T’； 

- Alarm start period 报警起始时间. 仅可看到指定时间内检测到的报警. 例如"last 10 days 最近 10 天" 或 

"day/y 日/年"； 

- Note 注意. 仅可看到指定用户登录系统的 “Note 注意”报警。 

- Notification 通知. 仅可看到向特定用户通知的报警. 

每次修改筛选，按"Apply 应用" 更新页面。产生的报警清单向客户提供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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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代码: 唯一的报警 ID 代码。该代码对应于在某时刻探测到的确切报警。 

- Name 名称: 报警名称 

- Category 类别: 报警分类  

- Start 开始: 系统检测到报警的日期/时间. 不考虑可能已配置为管理相同报警的时间延时。 

- End 结束: 系统检测到报警复位的日期/时间。信息仅可用于复位报警:或如果报警存在仍激活。 

- Duration 持续时间: 报警持续时间。信息仅可用于复位报警。 

- Terminated By 终止于: 报警复位.  

  “SELF 自身”: 控制器显示报警复位.  

 “NO LINK 无连接”: 由于 XWEBEVO 和控制器之间通讯故障造成的报警复位;  

 “SYS STOP 系统停止”: 由于控制器获取中断造成的报警复位; 

 “CONF CHANGE 配置更改”: 报警配置更改造成的报警复位. 

- Device Name 设备名称: 报警设备名称. 

- Addr 地址. 报警设备地址. 

- Not: 已指派注意的报警. 

- NTI: 发送了通知的报警. 

通常在表中的数据根据“代码”值显示。点击标题，可以改变原排序列；这种情况下，“代码”将用作次排序

索引。 

代码作为主排序列: 
 

 
名称作为主排序列: 

 
 

3.5.4.2 报警清单导出 

按  将报警列表导出成 Excel 文件并保存至电脑.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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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 显示报警详情 

点击一个报警，所选报警页面将被更新为新的详细报警信息. “报警详细信息”部分将更新包含注意列表和用户

通知列表的报警. 

 

3.5.4.4 读取/写入报警事项 

点击"New note"可以添加注意：从报警注意详情，尤其是从"Notes 注意" 部分. 

 

 

 
 

点击同一行的灰色区，保存该条注意. 

点击该注意文本旁的 bin 图标，删除该条注意。  

 

3.5.4.5 检查报警通知 

报警条件被正常通知到报警配置的用户级别。如果报警持续，XWEB-EVO 系统继续通知。如下图所示，通过

"Notifications 通知"部分被记录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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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桌面 参数 

"Parameters 参数" 桌面允许用户读取及修改控制器网络内所连设备的参数。 

 

3.5.5.1 参数读取 

选择所需设备，有可能读取指定组所需参数。从菜单上的右侧选择"Read 读取"并运行"Execute 执行"。该参数

列表页面将进行更新。加载取决于参数的数量和连接速度。 

 

 
 

下面的列被定义: 

Sel:  选择需要导出参数的对话框. 

ID:   参数索引 

Label:   参数说明 

Value:  参数当前值 

Min./Max.: 参数最大/最小区间值 

Udm:  测量单位 

Description: 参数功能描述 

 

3.5.5.2 参数写入 

选择所需的设备，运行参数读数，再进入"Value 值"列修改参数值。 

 
所有所需参数都修改后，选择"Write 写入" 并按"Execute 执行"。XWEB-EVO 将打开所有兼容设备列表，你可

以进行 "writing 写入"。选择所需设备，点击"Ok 确认"。 

 

3.5.5.3 参数映射保存 

参数可以保存到电脑或者 XWEB-EVO 本地内存；可用于其他设备或稍后自身的使用。 

选择所需设备并运行参数读取。运行完毕，按"Save 保存"。XWEB-EVO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内可以选

择所选设备映射保存路径。选择"EVO backup folder 备份文件夹" 保存至 XWEB-EVO 内存或者选择 "Client 

download 客户端下载" 将映射保存至浏览器，将下载为一个如下所示的 ZI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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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同一文件可以在这台或其他 XWEB-EVO 中重复使用。注意：不能使用过早的 XWEB 版本的文件。 

 

3.5.5.4 参数映射加载  

利用上述过程生成的参数映射文件可以通过从操作菜单中选择“Load 加载”并按下“Execute 执行”加载。该

XWEB-EVO 将请求要加载参数：来自 XWEB-EVO 或 PC 上的文件。注意：只可以加载保存在 XWEB-EVO

中的文件 

3.5.5.5  导出参数映射 

参数映射可被导出成 CSV, PDF, XLS 或 WIZZMATE 格式。选择"Export 导出" 并按下"Execute 执行"。将出现

一个对话框，选择参数映射的格式保存到您的电脑。注意：下载到您的电脑文件将总是 ZIP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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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系统日志桌面 

通过登录，"系统日志"桌面使用户能够看到事件清单描述最有效的动作 

 
 

初次访问，系统显示最近三天发生的所有事件清单。用户可以选择显示不同的筛选应用。  

- Period 周期: 设置要考虑和分析的时间。 

- User 用户: 查看所有用户事件或某一特定事件 

- IP address 用户地址: 查看定义了 IP 地址的事件。地址是“127.0.0.1”对应于同一 XWBEVO 系统生成的事

件地址。 

- Level 级别: 查看所有级别事件或某一特定事件 

- Context 上下文: 查看上下文所有的事件或某一特定事件 

3.5.6.1 系统日志导出 

登录该页面，用户可以通过点击"Export to File"将表格导出成一个 Excel 文件。浏览器下载一个 XLS 文件，打

开成如下图所示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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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通过 PDA 或智能手机访问系统 

在您的 PDA 上打开浏览器，以下面的格式输入 XWEB 的 IP 地址 

http: // <IP> /xwebmobile/index.html 
 

这样可以用 PDA 打开站点配置页面 

 
 

通过按(+) 添加一个或多个站点，请注明名称和 IP 地址。 

 
 

站点配置完成，点击所需访问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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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访问该站点，将进入登录界面。输入需要访问的 EVO 的用户名/密码。如果设备有激活的报警，右下角将出

现红色报警信号图标. 

 

 
 

进入后，将出现菜单页面导航 

 
 

1. 点击打开设备，显示首个配置了变量的设备的列表。如果需要更改设备，通过下拉菜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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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打开报警显示页面，可显示报警 

 
 

点击 APPLY 确认，显示筛选，将出现报警清单 

 
 

按下一个特定报警，打开同一报警详细信息页面 

 
 

对于上面提到的页面，点击左上角的返回键(<)，返回前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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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标权 

Consider It Solved 及 Intelligent Store 是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的注册商标，Emerson Climate Technologies 的

标志是艾默生电气公司的服务商标和注册商标.  

Windows 和 IE 浏览器是微软公司在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Oracle 和 Java 是 Oracle 和/或其附属公司的注册商标. 

Firefox 是 Mozilla Foundation 的注册商标. 

Yahoo! 是 Yahoo! 股份的一个注册商标. 

Linux 是 Linus Torvalds 的一个注册商标. 

其他名称可能分别是其他所有者的注册商标. 

 

5. 配件 

型号 描述 名称  订购 

MODEM 
串行模拟调制解调器

modem, 兼容 PDA, 56kbps XWEB MODEM 

XWEBMODEM-200 24Vac 

XWEBMODEM-400 110Vac 

XWEBMODEM-500 230Vac 

MODEM 
串行 GSM 调制解调器

modem, 仅用于发送短信 
TC35-KIT TC35-KIT 

CABLE 可兼容网线, 3m ### CAB/WEB/NET 

CABLE 可兼容交叉网线, 1m ### CAB/WEB/PC 

 

6. 常见问题解答 

 

6.1 300/500 保养方法  

 
 

6.2 3000/5000 保养方法 

清洁时必须断开 XWEBEVO 的连接，记得任何原因不能打开该设备，否则将不被保修。按下面的操作步骤，

在安装手册中查看后背板图。包装箱中我们提供纸质说明书，也可以从网站“手册”部分下载电子版说明书. 

按下并快速释放开关按钮(2)； 

等待前面的所有的 LED 灯关闭，包括电源灯; 

断开外部调制解调器，如果有(7); 

断开并行打印机或 USB (6); 

断开显示器和鼠标(5); 

断开电话线和/或 LAN 局域网网线(4); 

断开 RS485 端子， 继电器及数字输入(3) 

现在断开电源线(1) 并拿走 XWEB; 

 

 

持续按下并按钮 (2)可强制关闭系统。用这种方法关闭时，XWEB 记录事件，但是不能保证

正确的数据维护。同样适用于系统关闭前电源线被切断的“强制”断电. 

 

 
 

6.3 使用密码无法登录系统 

检查大小写。XWEB-EVO 需要区分大小写。 

 

6.4 浏览器无法访问到该 XWEB-EVO 

从连到你电脑的网络连线开始检查，线缆检查完，检查 XWEB-EVO 可以连接的 IP 地址：从命令行运行 PING

命令，验证网络路由上正确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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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图 1 

如果没有收到回复，你的电脑无法与 XWEB-EVO 通讯。再次检查网线或与网管联系。注意，如果收到回复，

它可能不是来自 XWEB-EVO：可能来自网内另一台设备。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仍旧很难通过浏览器访问，请

联系网络管理员咨询。 

 
 

6.5 电脑页面显示不完整或不正确 

临时的浏览器或 JAVA 文件，也被称为缓存文件，有时可能阻止 XWEB-EVO 的正确使用。这时，例如

XWEB-EVO 被替代，并被使用相同网页地址访问。 

要解决一个问题，从电脑里删除这些临时文件。这些文件的删除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你的操作系统及系

统设置。参考你的电脑记录和/或获得电脑专家或者网络管理员的支持。 

 

 如下，是从 IE9 删除缓存的步骤: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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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是清空 JAVA 1.6 缓存的步骤: 

点击 Start 开始按钮 , 点击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然后点击 JAVA 图标. 点击 “Settings 设置” 及 “Delete 

Files 删除文件...” (见下图): 

 

    

图 3 

 

6.6 收到 IP 地址不兼容信息 

这可能意味着 XWEB-EVO 正使用的 IP 地址也被另一个网络资源占用。建议为 XWB-EVO 更改一个新的、空

闲的 IP 地址。如果不能确认哪个 IP 地址可以使用，请联系网管。 

 

6.7 XWEB-EVO 可以管理多少个控制器 

XWB3000/5000EVO 可以同时管理两个独立的 RS485 串行线路。每个线路最多可以连 247 个控制器，这样在

一个 Modbus-RTU 网络中，就可以管理多达 494 个 RS485 串口的控制器。  

XWEB300/500EVO 尽可以处理一路串行线路。XWEB300EVO 最多可以管理 18 个控制器，XWEB500EVO

最多可以管理 100 个控制器。 

 

6.8 如何管理报警 

XWEB-EVO 监控报警状态并按用户设置的配置通知任何更改。配置 XWEB-EVO 的人员必须按如下步骤执行，

才可以获得完整配置: 

3. 系统. XWEB-EVO 系统期望在系统设置中配置所有的通知到其他媒介（如 E-Mail 服务器）。见本

手册 3.3.3 章节-系统配置系统配置. 

4. 预订. 所有报警接收人须在系统中记录，并且必须有他们的邮件、传真或者其他配置的联系方式。

见本手册 3.3.5 章节 - 用户/用户/预订配置  

5. 控制器需从 XWEB-EVO 定义控制器网络，XWEB-EVO 就可以监测到该控制器的报警状态。见本

手册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章节-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控制器配置 

6. 报警.根据必须要监测到的报警定义规则。见本手册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章节-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报警配置。 报警分为报警类别-定义如何必须处理的报警和必

须通知的报警。这个信息按级别定义(又称为发送设置) . 

6. 报警.根据必须要监测到的报警定义规则。见本手册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章节- 

 REF _Ref358022800 \h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报警配置。 报警分为报警类别-定

义如何必须处理的报警和必须通知的报警。这个信息按级别定义(又称为发送设置) . 

6.9 报警邮件如何重新发送 

通常已安装的 XWEB-EVO 经邮件通知报警。媒介的配置预期所有步骤描述见 6.8 章节- 如何管理报警如何管

理报警.  

服务可以配置为以不同方式重新发送邮件，应在报警条件下持续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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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预期使用期限级别重新发送的第一种类型，其中邮件一直重发给同一个收件人。在等级设置中，影

响该类型重发的参数是“重发时间”和“重发期限”。  

2. 重新发送的第二种类型是通过增加通知级别，随后通知被发到新收件人组。在等级设置中，影响该类

型的重发的参数是类别参数等级(见下图)和“重发期限”。 

 
 

3. 重新发送的第三种类型是通过增加通知界面，随后在媒介邮件通知。这意味着邮件要通过 LAN 界面的

发送失败，可能要通过 DIAL-UP 拨号 (modem 调制解调器)重发。在等级设置中，影响该类型通知的

参数可由下图中的系统配置参数邮件部分的截图阐明. 

 
 

6.10 平板电脑可兼容性 

XWEB-EVO 通常经平板电脑网页浏览器正常访问用户界面；尤其，在 DESKTOPS 菜单页面。根据屏幕大小

重新调整 HTML 页面的大小。  

 
 

 
 
 
 
 
 
 
 
 
 
 
 

 
 

设备配置页面和其他例外页面一样，是不兼容的: 

 Menu 菜单Tools 工具Compressor Rack Optimiser 压缩机机组优化器 (仅用于 XWEB500/5000) 

 Menu 菜单Tools 工具Performance Manager 性能管理器(仅用于 XWEB500D/500/5000) 

 Menu 菜单Tools 工具Dew-Point Manager 露点管理器 (仅用于 XWEB5000) 

 Menu 菜单Tools 工具Supervisor System 监控系统 (仅用于 XWEB5000) 

上述页面可能会出现浏览器错误  

“Your browser understands the <APPLET> tag but is not running the applet for some reason." 你的浏览器完

全忽视<APPLET>标签!  

表明该问题时平板电脑不能打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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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如何管理 JAVA 证书 

XWEB 界面要求客户电脑安装使用 JAVA 虚拟机。XWEB 支持 JAVA6 和 JAVA7 版本。需要运行一些应用，

这些应用存在于 MENU 菜单TOOLS 工具，如时间表 。 

首次运行 JAVA 应用，会被要求确认用于 JAVA 程序 DIXELL 证书的安装。 

 
 

点击“复选框”，接受并安装证书。然后按“Run 运行” 

如下图，参阅控制面板(Windows)，检查您的电脑上安装了哪些证书。  

 

 
 

6.12 如何运行 XML 读取器 

XWEB-EVO 返回, 通过第三方系统的方法，使用经 URL 调用的 HTTP ，设备的实时数据以标准的 XML 格式。 

格式: 

http://<IP-ADDRESS>/cgi-bin/rt_format.cgi?DEVLST=<DEVICELIST> 

这里  

 <IP-ADDRESS> 对应 IP 地址 XWEB 的数据被恢复 

 <DEVICELIST> 对应设备串行地址列表. 如果想显示多个地址，必须通过分隔符’|’ (pipe)分隔。指示的

串行地址是那些配置了工具以及相关所有配置工具行的：下面例子演示了如何显示地址=2 返回 两个

控制器(一个用于 RS1 ，一个用于 RS2)。 

例如: 

 http://10.100.81.208/cgi-bin/rt_format.cgi?DEVLST=2|3|247 

http://10.100.81.208/cgi-bin/rt_format.cgi?DEVLST=2|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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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heading 

<xwebEVO name="XWEB EVO SYSTEM NAME"> = 表明了 XWEB-EVO 系统类型和名称的基本分支 

 

基本分支记录了 URL 中指示的每个设备的分支 

下面是每个返回设备的属性: 

 name=设备名称 

 adr=设备串行地址  

 uid= xweb 中配置的设备的单义地址。区分工具地址和多种串行线 

 lanid=串行线.  

例如: <device name="New_XR570C" adr="2" uid="1" lanid="RS1"> 

 

设备树中每个变量可以是 

 analogInput = 模拟量变量 

 setPoint = 设定值 

 digitalInput = 数字输入 

 deviceStatus = 设备状态 

 outputStatus = 设备导出状态 

 alarm = 报警 

 

每个类型的特性: 

Name = 变量名. Example <name>"Low Value Pb1"</name> 

Value = 变量值, 现存的. 对于模拟变量，圆点作为十进制分隔符，例如: <value>6.2</value>. 对于数字变量 0=

未激活 1=激活 2=未知；例如: <value>1</value> 。对于不可用变量值: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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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_format.xml
 

 
 
 
 
 
 
 
 

注意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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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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