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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在使用前，请您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非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

以任何形式传播。 

由于不断更新，本公司不能承诺该资料与实际产品一致， 同时也不承担由于实际技术参数

与本资料不符所导致的任何争议，任何改动恕不提前通知。本公司保留最终更改权和解释权。 

版权所有©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本手册图形界面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带双引号“”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

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技术支持联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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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0）6439 1099      传真：（8610）8417 0089 

成都办事处 

电话：028-8679 8244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

号，天府新谷10栋1406室 

广州办事处 

电话：020-8562 957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5号远洋新三

板创意园B-130单元 

武汉办事处 

电话：027-87163566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东路 2 号巴

黎豪庭 11 栋 2001 室 

上海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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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IG902 边缘计算网关是映翰通公司面向工业物联网领域推出的新一代 4G 边缘计

算网关。该产品凭借全球部署的 3G/4G 无线网络和多种宽带服务，提供随处可得的不

间断的互联网接入。以其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全面的安全性和无线服务等特性，实现

多达万级的设备联网，为真正意义上的设备信息化提供数据的高速通路。 

IG902 拥有强劲的边缘计算能力，在物联网边缘节点实现数据优化、实时响应、敏

捷连接、智能分析；显著减少现场与中心端的数据流量，并避免云端运算能力遇到瓶颈。

优化网络架构，更安全、更快响应，同时更智能化实现现场业务。 

网关型号：  

 

IG902-B         IG9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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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网/登录WEB/设置通信参

数 
本章根据选择的联网方式，描述网关联网、登录 WEB 和快速设置通讯参数，如果

本章节的设置通讯参数无法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请参看第三章设置通讯参数补充内容。 

2.1 联网 

2.1.1 蜂窝联网 

1) 无线拨号（SIM 卡） 

1. 将 SIM 卡插入卡槽 1，将 4G LTE 天线与 ANT 口连接后，设备插电源。网关通过

串口或 LAN 口 PLC 控制器相连。 

 
 

注意： 

插拔SIM卡操作时，必须拔掉电源，以免造成数据丢失或设备损坏。 

电源 

ANT 天线 

连接 PC 

按压卡槽旁边按钮 

插入 SIM 卡 

 

连接 PL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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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 PC 与网关设备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方法一：自动获取 IP 地址（推荐） 

方法二：使用固定 IP 地址，设置 PC 和网关 EF/GF 口在同一网段。设备初始 IP 地址

为：192.168.2.1，子网掩码均为 255.255.255.0。选择“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输

入 IP 地址（在 192.168.2.2~192.168.2.254 中任意值），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2.1），单击 确定 。 

  
自动获取 IP 地址                   使用固定 IP 地址 

 
3.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192.168.2.1（192.168.2.1 为设备默认地址），进

入设备 web 管理界面。 

 
4. 登录设备。 

 
5. 点击“网络>>拨号接口>>启用”。待网络连接状态显示为“已连接”并且显示已

分配相应 IP 地址等状态时说明 SIM 卡已成功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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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持双卡模式的设备，当 SIM 卡插入卡槽 2 时，需启用双 SIM 卡。 

 
 

2) 有线拨号（PPPoE 服务器） 

1. 如果使用 PPPoE 服务器拨号，接线如下图。 

 

电源 

连接 PC 

连接 PPPoE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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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 PC 与网关设备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并登陆网关 WEB。（参看无线拨号） 

3. 点击“快速向导 >> 新建 WAN”，“接口”选择“gigabitethernet 0/1”, “类

型”选择“ADSL 拨号（PPPoE）”，输入 PPPoE 服务器的名称和密码，勾选

网络地址转换（NAT），点击 应用并保存 。 

 

2.1.2 以太网联网 

1. 设备插上电源和网线，LAN (FE 1/1 或 GE1/1)口连接 PC，WAN 口连接外网。

网关通过串口或 LAN 口控制器（PLC）相连。 

 

2. 设置 PC 与网关设备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并登录 WEB。（参看蜂窝联网） 

电源 

连接 PC 

连接 PL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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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网络>> 新建 WAN 端口”，给 WAN 口配置 IP 地址，使网关接入 Internet。 

 
4. 推荐使用“动态地址（DHCP）”，如果选择“静态 IP”，根据所联网络实际情

况，在手动配好网络参数后，保存即可。 

     
动态分配 IP 地址                配置静态 IP 参数 

 
5. 点击“工具>>PING 探测”检查是否成功接入互联网。在“主机”中填入国内常用

网址来进行测试，出现如下图所示说明表明设备已经成功接入互联网。 

 
 

2.1.3 Wi-Fi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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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插上电源和网线，将 Wi-Fi 天线与 WLAN1/2 口连接。网关通过串口或 LAN

口 PLC 控制器相连。 

 
 

2． 设置 PC 与网关设备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并登录 WEB。（参看蜂窝联网） 

3． 进入“网络>>WLAN 接口”界面，如下图启用 WLAN 接口并配置参数： 

 
4． 点击“状态”，查看到当网络连接状态为“已连接”。 

电源 
Wi-Fi 天线 

连接 PC 



  IG902 边缘计算网关用户手册  

8 

 

5． 点击“快速向导”>>“新建 WLAN”配置参数： 

 
6． 点击“防火墙>>网络地址转换（NAT）”，如果出现“dot11radio 1”连

接，表示 Wi-Fi 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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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建IPsec隧道 
在联网完成后，可以使网关和网络中的其它设备或云平台建立一个专用虚拟隧道，

以新建 IPsec 隧道为例，点击“快速向导 >> 新建 IPsec 隧道”，选择要建立隧道的

接口，输入对端的 IP 地址，隧道两端的子网地址和掩码。在第一阶段，填写隧道两端

的标识名和连接秘钥，点击 应用并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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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讯参数设置（补充） 
本章节是第二章的补充，如果第二章设置通讯参数方法满足不了您的设置需求，可

参照本章内容设置通讯参数。 

3.1 静态路由 
在没有配置静态路由的情况下，两个子网中的计算机 PC1、PC2 之间是不能通信

的。此时就需要管理员给两个局域网之间建立静态网关，使 PC1、PC2 可以相互通信，

如下面拓扑图所示。 

 

网关配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点击“路由>>静态路由”配置边缘计算网关 a，“目的网络”填 PC2 的

网关 xxx.xxx.xxx.0，“子网掩码”默认为 255.255.255.0，0.0.0.0 表示所有；“接

口”和“网关”可以任填一个，“接口”指网关 b 的接入口，“网关”需提前在网关 b

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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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配置边缘计算网关 b，参数配置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PC1 和 PC2 可以相互通信，静态网关添加成功。 

3.2 自动获取IP地址（DHCP） 
DHCP 采用客户端/服务器通信模式，由客户端向服务器提出配置申请，服务器返

回为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等相应的配置信息，以实现 IP 地址等信息的动态配置。 

 网关设备作为 DHCP 服务器的职责是当工作站登录进来时分配 IP 地址，并且确保

分配给每个工作站的 IP 地址不同，DHCP 服务器极大地简化了以前需要用手工来

完成的一些网络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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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作为 DHCP 客户端，登录到 DHCP 服务器后接收 DHCP 服务器分配的 IP 地

址，所以设备的以太网接口需要配置为自动方式。 

 

3.3 域名解析（DNS） 
DNS 帮助用户将域名转化成 IP 地址供计算机识别，用户只需记住简单的域名而不

用管其 IP 地址。一般在 WAN 口使用静态 IP 的时候才需要设置此项。 

域名服务器：设备通过 DNS 服务器进行动态域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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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转发：设备作为 DNS 代理，在 DNS 客户端和 DNS 服务器之间转发 DNS 请求

和应答报文，代替 DNS 客户端进行域名解析。 

如果网关开启了 DHCP 服务，会默认开启 DNS 转发功能并且不能关闭。 

您可以设置指定[ 域名 <=> IP 地址 ]将 IP 地址和域名相对应后，通过访问域名就

可以访问对应的 IP。 

 

 

3.4 动态域名（DDNS） 
边缘计算网关使用拨号方式获得公网 IP 地址，设置 DDNS 将用户的动态 IP 地址

映射到一个固定的域名解析服务上。 

网关配置步骤如下： 



  IG902 边缘计算网关用户手册  

14 

第一步：配置设备的动态域名参数。如果使用定制的域名（Custom），在服务器

官网找到 DDNS 表达式，“Url”输入 http://用户名：密码

@ddns.oray.com/ph/update?hostname=主机名称；配置如图 1 所示；如果使用普

通的域名参数，均填入注册账号、密码和主机名称。配置如图 2 所示。选择 Disable

表示不使用动态域名； 

 

域名参数配置 1

 

域名参数配置 2 

第二步：配置好动态域名保存应用以后等待几分钟，然后 ping 该主机名称（域名）

确认动态域名配置成功，如下图所示： 

mailto:密码@ddns.oray.com/ph/update?hostname=
mailto:密码@ddns.oray.com/ph/update?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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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端口映射（NAT） 
软件界面快速向导和防火墙处，均可以设置端口映射。 

点击快速向导新建端口映射：点击：“快速向导 >> 新建端口映射”，使网关访

问外网。 

bridge1：桥接口；Cellular 1：SIM 拨号口；Gigabitethernet0/1：WAN 端口。 

如下图，Cellular1 口的 1000 端口，映射到 10.5.16.21 的 2000 端口，映射后通

过网关 Cellular1 口可以访问 IP 地址为 10.5.16.21 的公网服务器。 

 

点击防火墙新建端口映射：通过拨号上网，其中 GE 0/2 口连接一个服务器，该服

务器 IP 地址为 192.168.2.23。配置网关使其公网可以访问该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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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Z 方式）网关配置： 

 

3.6 VPN应用 

3.6.1 一对一IPSec VPN 配置 

在网关 A 和网关 B 之间建立一个安全隧道，对客户分支机构 A 所在的子网

（192.168.1.0/24）与客户分支机构 B 所在的子网（172.16.1.0/24）之间的数据流进

行安全保护。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加密算法采用 3DES，认证算法采用 SHA。 

组网 IPSec VPN 拓扑图： 

 

组网设置步骤： 

（1）设置网关 A 

第一步：单击导航树中的“VPN>>IPSec”进入“IPSec 配置”界面，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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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单击导航树中的“VPN>>IPSec”进入“IPSec 配置”界面，单击

“IPSec 隧道配置”处的<新增>，在新打开的界面配置参数，如图 4-50 所示。 

 

注意： 

本地标识和对端标识地址一般不用填写。 

建立ipsec VPN时，IPSec Profile不用配置，只有DMVPN时才用到IPSec Profile。 

 

（2）设置网关 B 

第一步：单击导航树中的“VPN>>IPSec”进入“IPSec 配置”界面，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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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单击导航树中的“VPN>>IPSec”进入“IPSec 配置”界面，单击

“IPSec 隧道配置”处的 新增 ，在新打开的界面配置参数。 

 

（3）查看 VPN 状态  

进入“IPSec 状态”界面，查看状态为“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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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OPENVPN  

OpenVPN 是基于 TCP/UDP 的 VPN，可以应用于任何端口。其举例拓扑图： 

 

图中，设备 A 与 OpenVPN 服务器建立一条 OpenVPN 隧道。隧道两端的虚拟 IP

分别为 192.168.5.2 和 192.168.5.1。 

a. 如果设备 A 设置其 OpenVPN 为网关模式，此时去往 192.168.8.0/24 子网的将网

关到 OpenVPN 隧道，到达 OpenVPN 服务器。相应地，OpenVPN 服务器也要

增加一条静态网关，使得去往 192.168.9.0/24 的包网关到 OpenVPN 隧道。这样，

PC A 和 PC B 通过 OpenVPN 隧道连通了，并可以双向访问。 

b. 如果设备 A 设置其 OpenVPN 为 NAT 模式，OpenVPN 服务器并不需要增加关于

192.168.9.0/24 静态网关。此时 PC A 可以访问 PC B，但 PC B 不能直接访问到

PC A。适用于主动上传的情况。 

网关配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配置设备的 OpenVPN 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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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隧道建立成功后，对应不同认证类型需要不同证书配置。认证类型和证书

对应情况如下： 

None ------ 不需要证书 

Pre-shared Key ----- 不需要证书 

User/Password ----- 只需要 CA 证书，如：ca.crt 

X.509 Cert(multi-client), X.509 Cert ----- 需要 CA 证书，设备公钥证

书，设备私钥证书。如：

ca.crt, my.crt, my.key 

注意： 

1. CA 和公钥证书的后缀为.crt; 私钥证书的后缀为.key。 

2. 使用证书功能时，设备的时间必须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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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配置好网关以后，配置 OpenVPN 服务器。增加一条到达 192.168.2.0/24

的静态网关，route add -net 192.168.2.0 netmask 255.255.255.0 dev tun0  (假

设 OpenVPN server 的网络接口为 tun0) 

3.6.3 证书管理 

一般情况可在本界面导入 VPN 的一些证书，如果没有本地证书，可勾选“启用简

单证书申请协议”在线申请证书。 

 

 

3.7 链路备份 

3.7.1 接口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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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为使网关在有线网故障时通过拨号上网，接口备份拓扑如下图： 

 

 

网关配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打开“快速向导>>新建 WAN”，配置有线上网参数。 

 

第二步：打开“网络>>DNS 服务>>域名服务器”，配置对应参数。配置完成后检

查确认 PC 能正常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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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打开“链路备份>>SLA”，配置对应参数，其中 IP 地址应设置为公网或

专网内可 ICMP 探测的主机地址，例如 203.86.63.233 是 PC 所属的企业网关地址。 

 

第四步：打开“链路备份>>Track 模块”，配置对应参数。 

 

第五步：打开“链路备份>>接口备份”，配置对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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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打开“路由>>静态路由”，配置对应参数新增 3 条路由，其中 10.5.3.234

是 PC 所属的局域网路由。其中距离参数表示优先权，数值越小越优先。 

 

第七步：拔掉网线制造有线上网故障，稍后网关便会通过 cellular 口拨号上网；当

把网线重新连好，稍后又会使用有线上网。 

3.7.2 VRRP热备份  

若干网关同时连接到一个网络中，其中 A 作为主机使用，为 A 网关做一个备份，

当 A 网关出现故障时，B 网关可以代替 A 网关暂时作为主机使用。 

1. 组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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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A把网关A和网关B组成的VRRP备份组作为自己的缺省网关，访问Internet 

上的主机B。 

VRRP 备份组构成： 

 备份组号为 1 

 备份组虚拟网关的 IP 地址为192.168.2.254/24 

 交换机 A 做Master 

 交换机 B 做备份交换机，允许抢占 

2.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网关A 

第一步：配置G0/1 

单击导航树中的“链路备份>>VRRP”进入“VRRP”界面，配置 VRRP。 

 

单击导航树中的“链路备份>>VRRP”进入“VRRP 状态”界面，查看 VRRP 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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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配置G0/2 

单击导航树中的“网络>>以太网接口”进入“以太网口 0/2”界面，配置以太网口

0/2。 

 

 (2) 配置网关B： 

第一步：配置G0/1 

单击导航树中的“链路备份>>VRRP”进入“VRRP”界面，配置 VRRP。 

 

单击导航树中的“链路备份>>VRRP”进入“VRRP 状态”界面，查看 VRRP 状

态。 

 

第二步：配置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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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导航树中的“网络>>以太网接口”进入“以太网口 0/2”界面，配置以太网口

0/2。 

 

主机 A 缺省网关设为 192.168.2.254。正常情况下，网关 A 行使网关的职能，当

网关 A 关机或出现故障，网关 B 将接替行使网关的职能。设置抢占方式的目的是当网

关 A 恢复工作后，能够继续成为 Master 行使网关的职能。 

3.8 访问控制 
控制网关允许还禁止访问网络端口。 

网关配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打开“访问控制（ACL）”，单击 新增 添加访问控制列表并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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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 应用并保存 ，即可在界面中看到刚刚新建的访问控

制列表 ID 为“101”的相关信息。 

 

第三步：在“网络接口列表”里“接口名称”选择“cellular1”，“出站规则”选

择“101”，单击 新增 并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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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基本设置 

4.1 用户管理 
点击“管理>>用户管理”，在用户管理界面创建用户、修改密码和删除用户。 

用户分为超级用户和普通用户： 

 超级用户：由系统自动创建且只有一个，用户名为 adm，默认密码为：123456，

具有对网关的所有访问权限。 

 普通用户：由超级用户创建，可以查看网关的配置，但不能修改网关的配置。 

用户权限分三个级别： 

 用户权限 1-11：只能查看参数，不能配置参数； 

 用户权限 12-14：可以配置以太网接口 LAN 地址、系统时间配置、静态路由

配置、防火墙基本配置、虚拟 IP 映射、系统日志配置、证书申请、访问控制、

系统升级等菜单。 

 用户权限 15：可以查看并配置所有参数。 

说明： 

对于超级用户（adm），不能修改其用户名，也不能删除它。但可以修改超级用户的

密码。 

 

4.2 系统时间 
为了保证本设备与其它设备协调工作，用户需要将系统时间配置准确。 

手动同步时间。点击“管理>>系统时间>>系统时间”，设置网关和相连主机时间

同步，或者自定义设置网关时间，并选择网关所在的时区。手动同步时间时，一般只需

点击 同步时间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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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同步时间。点击“管理>>系统时间>>SNTP 或者 NTP>>启用”，对网络内

所有设备进行时钟同步，从而使设备能够提供基于统一时间的多种应用。 

其中，SNTP 为 NTP 的简化版，启用 SNTP，网关可以与下端设备进行本地时间

同步，映翰通设备自动同步时间一般指启用 SNTP。 

启用 NTP，网关既可以作为客户端又可以作为服务器对网络内所有设备进行时间

同步。 

 

4.3 系统升级 
点击“管理>>系统升级>> 浏览 ”，选择升级文件，点击 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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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软件升级的过程中，请不要在 Web 上进行任何操作，否则可能会导致软件升级中断。 

 

4.4 重启系统 
点击“管理>>系统重启>> 确认 ”。一般在 WEB 界面找不到网关模块时可以重

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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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修改语言/网关名称 
点击“管理>>系统>>基本设置”修改系统语言和网关名称。 

 

4.6 管理服务 
当网关要使用“HTTP”、“HTTPS”、“TELNET”和“SSH”功能时，需要

在 WEB 界面“管理>>管理服务”开启该项功能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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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查看系统日志 
点击“管理>>系统日志”查看系统日志。 

在此页面还可以“清除日志”、“下载日志”、“清除历史日志”、“下载历史日

志”。历史日志指在“系统日志设置”界面规定保存更长久的日志。 

“系统诊断记录”文件为加密文件，因为下载系统诊断记录时会把网关的配置信息

也下载下来，所以需要使用我司的解密工具解密后才能查看。 

 

因为网关储存容量有限（默认为 512KB），如果想把日志信息全部保存下来，需

要借助远程日志服务器（如:Kiwi Syslog Daemon 软件）的配合，此款软件通过联系

销售提供或者用浏览器下载。在 WEB 设置好日志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网关将会把所

有的系统日志上传到远程日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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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告警 
告警功能使用户及时获知网关异常，当异常产生时网关将发出告警，用户可以选择

系统定义的多种异常并选择合适的通告方式来获知这些异常。所有告警都将被记录在告

警日志中，使得用户能尽早的发现异常，并供用户在需要时排查问题。 

1）点击“管理>>告警>>状态”，可以查看上电以来系统产生的所有告警。 

告警状态分为： 

 存在（Raise）：表示告警发生还没有被确认。 

 确认（Confirm）：表示发生的告警用户暂时不能解决。 

 全部（All）：表示发生的全部告警。 

告警等级可分为： 

 EMERG：设备发生了某种严重的错误可能导致系统重启。 

 CRIT：设备发生了某种不可恢复的错误。 

 WARN：设备发生了某种影响系统功能的错误。 

 NOTICE：设备发生了某种影响系统性能的错误。 

 INFO：设备发生了某种正常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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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警输入：选择关心的告警类型，勾选后该项异常时产生报警。 

3）告警输出：当有告警产生时，系统会自动以邮件的形式把告警内容发送到目的邮箱

地址，普通用户不配置此项功能。 

“Email 告警”填写发送邮箱的信息，“邮件地址”填写接收告警的邮箱地址。 

其 中 ， 邮 件 服 务 器 地 址 可 以 在 浏 览 器 上 搜 索 到 （ 例 如 ： 使 用 腾 讯 企 业 邮 箱 填

smtp.exmail.qq.com）。 

 

4）告警映射：有 CLI（console 口）和 Email 两种接收告警的方式。若要启用 Email

映射则要在告警输出部分启用并配置好邮箱地址。 

4.9 导入/备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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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管理>>配置管理>> 浏览 ，选择配置文件>> 导入 ”把配置文件导入到网

关。 

“备份 running-config”指备份当前运行的配置到 PC（常用）； 

“备份 startup-config”指备份启动文件到电脑。 

 

4.10 恢复出厂设置 

4.10.1 网页方式 

点击“管理>>配置管理>> 恢复出厂设置 ”，在重启系统后恢复出厂成功。 

4.10.2 硬件方式 

采用硬件方式恢复出厂设置步骤： 

  第一步：在设备面板上找到 RESET 复位键； 

  第二步：设备加电后 10 秒内长按 RESET 键不松开； 

  第三步：当 ERR 灯变红后，松开 RESET 键； 

  第四步：当 ERR 灯熄灭后，再重新按住 RESET 键 1 秒后松开； 

  第五步：当看到 ERR 灯闪烁三下后熄灭，表明恢复出厂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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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关连接到云平台 
支持两种连接协议：设备远程监控平台（MQTT 协议）和网关平台（OVDP 协议）；

推荐使用设备远程监控平台，在云平台可自动添加设备，无需手动添加设备。这两种平

台只能选择一种进行连接。 

1） 设备远程监控平台 

具体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管理>>设备远程监控平台>>设备远程监控平台>>启用”，输入云平台

的地址和注册该云平台的账号，点击 应用并保存 。 

第二步：登录云平台添加网关设备。 

 

2） 网关平台 

具体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管理>>设备远程监控平台>>网关平台 Decice Management>>启用”

填入云平台地址，点击 应用并保存 。  

第二步：登录云平台添加网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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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业接口（DTU） 
设置网关 DTU 功能，使其可以和服务器相互通信，其拓扑图如下图。 

 

网关配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配置 DTU 串口参数。串口参数要和对端设备串口参数保持一致。 

 

第二步：配置 DTU 功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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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创建并启用服务器，边缘计算网关通过 DTU 功能连接服务器，连接成功

后边缘计算网关会自动向服务器发送 DTU 标示（DTU 标示参数为空则不发送）。 

 

第四步：连接边缘计算网关的 PC 通过 DTU 功能和服务器可以相互发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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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PP开发 
本部分以开发一个 InModbus APP 应用程序（以下简称 APP）为例，以便于用户

利用 Python 语言实现应用服务的快速开发。 

7.1 InModbus APP 

7.1.1 InModbus APP安装 

1）进入网关的 web 页面 APP >> APP >> APP 管理 ,勾选“开启 Python APP 管理”

和“开启 IDE 调试”，点击 浏览 选择打包好的 InModbus APP 文件，点击 上传 将

APP 上传至网关。 

 

2）导入自定义的 APP 配置文件，如果无需修改配置文件，网关将默认使用 APP 压缩

包中的默认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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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置启动 InModbus APP。 

 

4）InModbus APP 状态查看。 

进入网关的 Web 页面“ APP >> APP >> 运行状态”，可以查看 Python APP

的一些详细信息。例如：名称、版本、运行状态、运行时间和动作等。当需要查看 APP

的运行日志时，只需点击 查看日志 即可在新打开的标签页中查看。如果 InModbus

不能正常启动，需检查系统固件版本和 Python SDK 版本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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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开启设备远程监控平台 

设备远程监控平台是对现场设备进行监控的服务软件，实现维修管理、能耗监控资

产管理和变量监控管理等功能。InModbus APP 的采集的数据将通过设备远程监控平

台内置的应用上传到平台。 

使用设备远程监控平台需先到 http://www.shebeiyun.net 注册平台账号，然后

通过注册账号的邮箱登陆平台，登陆成功后网关将与这个账号绑定。 

 

如需将数据上传至 www.shebeiyun.ne 以外的平台，可忽略此章节。但需使用

InModbus2 已支持的平台，并且在配置文件中设置连接参数。 

 

进入网关的 Web 页面 “管理 >> 设备远程监控平台 >>设备远程监控平台”  

启用设备远程监控平台，输入服务器地址：www.shebeiyun.net，注册账户：注册邮

箱(如 xxx@inhand.com.cn)，其他选项没有特殊需求则默认即可，然后<应用>。连接

状态查看可在“状态”页面查看，Connected 表示连接正常。 

http://www.shebeiyu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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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启用变量编辑服务 

通过网关的“APP >> 变量表 ”，勾选“开启”>>  应用并保存  打开服务，启

用后本页隐藏项将保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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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配置完成后需要手动重启APP才能使用新的配置。 

 

7.1.4 配置修改 

7.1.4.1.新增/修改设备 

设备对应编辑配置文件控制器部分，在“变量表”页面设备列表中点击<新增>添加

设备，完成<应用并保存>即可。 

 

注意： 

设备信息中设备名称等一经保存后将无法修改。 

 

部分参数： 

1、设备名称(不能使用特殊字符及纯数字) 

2、变量地址序号（新建时可为空，系统默认生成） 

3、寄存器地址（采集组使用该寄存器地址时无法修改/删除） 

 



  IG902 边缘计算网关用户手册  

48 

7.1.4.2.新增/修改采集组 

采集组对应编辑采集策略组配置，主要实现对采集的 IO 值进行策略计算。为了满

足用户灵活应对不同的需求，配置文件引入了微表达式。表达式格式：<value>表示当

前寄存器地址采集的值，values['id']表示指定 id 寄存器地址计算后的值。 

 

 

注意： 

采集组信息中“组名”等保存后将无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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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命令行指令说明 
1 帮助命令 

在控制台输入 help 或 ? 可获取命令帮助，在输入命令的过程中可随时输入 ? 获

取当前命令或命令参数的帮助，在命令或命令参数唯一时还能自动补全命令或参数。 

1.1 help 

【命令】help [<cmd>] 

【功能】获取命令的帮助。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cmd> 命令名 

【举例】 

 输入： help 

获得当前所有可用命令的列表。 

 输入： help show 

显示 show 命令的所有参数及其使用说明。 

2 视图切换命令 

2.1 enable 

【命令】enable [15 [<password>]] 

【功能】切换到特权用户级别。 

【视图】普通用户视图 

【参数】15  用户权限级别，目前只支持权限级别15（超级用户） 

<password>   特权级别对应的密码，如果不输入则会给出输入密码的提

示 

【举例】在普通用户视图下输入： enable adm 

切换到超级用户，密码为123456。 

2.2 disable 

【命令】disable 

【功能】退出特权用户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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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超级用户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无。 

【举例】在超级用户视图下输入： disable 

返回普通用户视图。 

2.3 end 和 ! 

【命令】end 或 ! 

【功能】退出当前视图，返回前一视图。 

【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无 

【举例】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end 

返回到超级用户视图。 

2.4 exit 

【命令】exit 

【功能】退出当前视图，返回前一视图（如果当前为普通用户视图则退出控制台）。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exit 

返回到超级用户视图。 

 在普通用户视图下输入： exit 

退出控制台。 

3 查看系统状态命令 

3.1 show version 

【命令】show version 

【功能】显示网关的型号、软件版本等信息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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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如下信息： 

型号                 : 显示设备当前出厂型号 

序列号               : 显示设备当前出厂序列号 

说明                 : www.inhand.com.cn 

当前版本             : 显示设备当前版本 

当前 Bootloader 版本   : 显示设备当前版本 

3.2 show system 

【命令】show system 

【功能】显示网关系统信息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system 

显示如下信息： 

例如：00:00:38 up 0 min, load average: 0.00, 0.00, 0.00 

 3.3 show clock 

【命令】show clock 

【功能】显示网关的系统时间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clock 

显示如下信息： 

例如 Sat Jan  1 00:01:28 UTC 2000 

3.4 show modem 

【命令】show modem 

【功能】显示网关的MODEM状态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mo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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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如下信息： 

Modem 类型 

状态  

厂商  

产品名称  

信号级别  

注册状态  

IMSI 号码  

网络类型 

3.5 show log 

【命令】show log [lines <n>] 

【功能】显示网关的系统日志，默认显示最新的100条日志。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lines <n> 限制显示的日志条数，其中 n 为正整数时显示最新的n 条日志，

为负整数时显示最早的 n 条日志，为0表示输出所有日志。 

【举例】输入： show log 

显示最新的100条日志记录。 

3.6 show users 

【命令】show users 

【功能】显示网关的用户列表。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users 

显示系统用户列表如下： 

  User: 

------------------------------------------------- 

* ad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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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带 * 号的用户为超级用户。 

3.7 show startup-config 

【命令】show startup-config 

【功能】显示网关的启动配置。 

【视图】超级用户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startup-config 

显示系统的启动配置。 

3.8 show running-config 

【命令】show running-config 

【功能】显示网关的运行配置。 

【视图】超级用户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running-config 

显示系统的运行配置。 

4 查看网络状态命令 

4.1 show interface 

【命令】show interface 

【功能】显示网关的接口状态信息。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interface 

显示所有接口的状态。 

4.2 show route 

【命令】Show ip route 

【功能】显示网关的网关表。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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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输入：Show ip route 

显示系统的网关表。 

4.3 show arp 

【命令】show arp 

【功能】显示网关的ARP表。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无 

【举例】输入： show arp 

显示系统的 ARP 表。 

5 网络测试命令 

网关提供了 ping、telnet 和 traceroute 等网络测试工具用于网络测试。 

5.1 ping 

【命令】ping <hostname> [count <n>] [size <n>] [source <ip>] 

【功能】对指定的主机执行ICMP探测。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hostname>  要探测的主机地址或域名 

count <n>  探测的次数 

size <n>  探测数据包的大小（字节） 

source <ip>  指定探测时所使用的IP地址 

【举例】输入： ping www.g.cn 

执行对 www.g.cn 的探测并显示探测结果。 

5.2 telnet 

【命令】telnet <hostname> [<port>] [source <ip>] 

【功能】telnet登录到指定的主机。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hostname>  要telnet登录的主机地址或域名 

<port>  telnet的端口 

source <ip>  指定telnet登录时所使用的IP地址 

http://www.g.cn/


  IG902 边缘计算网关用户手册  

56 

【举例】输入： telnet 192.168.2.2 

telnet 登录到 192.168.2.2。 

5.3 traceroute 

【命令】traceroute <hostname> [maxhops <n>] [timeout <n>] 

【功能】对指定的主机执行网关探测。 

【视图】所有视图 

【参数】<hostname>  要探测的主机地址或域名 

maxhops <n>  探测的最大网关跳数 

timeout <n>  每一跳探测的超时时间（秒） 

【举例】输入： traceroute www.g.cn 

执行对 www.g.cn 的网关探测并显示探测结果。 

6 配置命令 

在超级用户视图下，网关可用 configure 命令切换到配置视图对网关进行管理。一

些设置命令同时支持 no 和 default 两种变形，其中 no 表示取消某项参数的设置，

default 表示恢复某项参数为默认配置。 

6.1 configure 

【命令】configure terminal 

【功能】切换到配置视图，从终端输入配置。 

【视图】超级用户视图 

【参数】无 

【举例】在超级用户视图下输入： configure terminal 

切换到配置视图。 

6.2 hostname 

【命令】hostname [<hostname>] 

default hostname 

【功能】显示或设置网关的主机名。 

【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hostname>  新的主机名 

http://www.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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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hostname 

显示网关的主机名。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hostname MyRouter 

设置网关的主机名为 MyRouter。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default hostname 

恢复网关的主机名为出厂设置。 

6.3 clock timezone 

【命令】clock timezone <timezone> <n> 

default clock timezone 

【功能】设置网关的时区信息。 

【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timezone>  时区名称，3个大写英文字母 

<n>  时区偏差值，-12~+12 

【举例】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clock timezone CST -8 

设置网关的时区为东八区，时区名为CST（中国标准时间）。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default clock timezone 

恢复网关的时区为出厂设置。 

6.4 clock set 

【命令】clock set <YEAR/MONTH/DAY> [<HH:MM:SS>] 

【功能】设置网关的日期和时间。 

【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YEAR/MONTH/DAY >  日期，格式为：年-月-日 

<HH:MM:SS >  时间，格式为：小时-分钟-秒 

【举例】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clock set 2009-10-5 10:01:02 

设置网关的时间为2009年10月5日上午10点01分02秒。 

6.5 n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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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ntp server <hostname> 

no ntp server 

default ntp server 

【功能】设置网络时间服务器的客户端。 

【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hostname >  时间服务器的主机地址或域名 

【举例】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sntp-client server pool.ntp.org 

设置网络时间服务器地址为pool.ntp.org。 

7 系统管理命令 

7.1 reboot 

【命令】reboot 

【功能】重启系统。 

【视图】超级用户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无 

【举例】在超级用户视图下输入： reboot 

系统重新启动。 

7.2 enable password 

【命令】enable password [<password>] 

【功能】更改超级用户的密码。 

【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password>  新的超级用户密码 

【举例】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enable password 

按照提示输入密码。 

7.3 username 

【命令】username <name> [password [<password>]] 

no username <name> 

default username 

【功能】设置用户名、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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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配置视图 

【参数】无 

【举例】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username abc password 123 

增加一个普通用户，用户名为abc，密码为123。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no username abc 

删除用户名为abc的普通用户。 

 在配置视图下输入： default username 

删除所有普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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