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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在使用前，请您仔细阅读本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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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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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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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 18 号院 3 号楼 5 层 501 

电话：010-84170010      邮编：1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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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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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庭 11 栋 2001 室 

上海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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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数据采集系统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和人工

智能等领域中，对其准确度、存储大小以及控制方法等技术指标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绝大多数

数据需要实时传输。 

为减轻云平台的压力，实现低延迟，高可靠性的数据传输，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映翰通）推出了边缘计算网关系列产品（InGateway900 系列），满足工业 4.0

的需求，提供从设备到云的完善解决方案，具备实时的采集数据，分析数据， 实时上传数据和

告警等相关功能 

为全面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产品性能，降低维护成本，映翰通开发建设数字化远程

监控平台以及数据采集 APP（InPPI）。 

本文档以使用 InPPI 应用的角度出发，描述基于 InGateway900 系列使用时所需的系统环

境、流程和注意事项等，以便于用户理解使用。 

1.1 名词解释 

 网关（InGateway900 系列边缘计算网关） 

 SDK（Python 开发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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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搭建 

2.1 准备项 
 网关系统固件（版本 11333 及以上） 

 SDK（版本 1.3.1 及以上） 

 InPPI APP (版本 0.0.8 及以上)  

 PPI Server (西门子 S7-200 PLC） 

2.2 系统固件升级 
登陆网关的 WEB 页面（默认 IP：192.168.2.1 | 用户名：adm | 密码：123456），点

击“管理>>系统升级>>浏览>>选择要升级的文件>>升级”并选择对应网关固件进行升级，待

计时结束后重启系统。 

 

2.3 PySDK 安装升级 
点击“APP>>APP>>运行状态>>升级”并选择对应 SDK 文件进行 PySDK 安装/升级，

等待倒计时结束后系统会自动应用升级版本的 Py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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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启用 Python APP 管理 
首先启用 Python APP 管理功能，开启才能使用 Python APP 的所有管理功能。 

点击“APP>>APP>>APP 管理”，勾选“开启 Python APP 管理”，点击保存并应用。 

 

查看 APP 运行状态，“运行”表示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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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InPPI 进行数据采集 
采集结构图如下： 

 

提示：这里以 InProfibus APP 为例进行说明 

3.1 安装并运行 InPPI APP 
1）点击“APP>>APP>>APP 管理>>浏览>>选择打包好的 InPPI APP 文件>>上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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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修改配置文件，可参看附录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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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动 APP。 

 

4）点击“APP>>APP>>运行状态”，查看到 APP 运行状态为“running”,表示 APP 已成

功在网关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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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查看日志，在新打开的标签页中查看到 APP 详细的运行日志，用于分析 APP 的运行

情况。 

3.2 配置变量表 
第一步：点击“APP>>变量表”，勾选“开启>>协议类型，选择 PPI>>应用并保存”打

开服务，启用后本页隐藏项将保持展开。 

 

第二步：配置“设备列表”。首先我们点击设备列表中新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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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设备配置界面，填写“名称”（名称用于标识不同的控制器），填入“主站地址”和

“从站地址”取值范围（1-126）且二者不能相同；选择与所连 PLC 一致的“串口”“波特率”“校

验位”。 点击新增，依次填写对应的 ppi“寄存器类型”，“寄存器地址”，“数据类型”然

后点击应用并保存。 

 

第五步：然后点击采集组下新增填写“组名”、“采集时间”、“上传间隔”点击应用并

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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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新增组中的添加进入变量的编辑页面，在新的网页（新增>>编辑>>确定）添加

该采集组下面的变量即可。 

 

注意：配置完成后需要手动重启 APP 才能使用新的配置。 

重启 InPPI APP，通过网关的“APP>>变量状态”查看采集的实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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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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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据监控管理等功能。In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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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关未绑定到账户下时，会绑定至网关中配置的设备远程

监控平台注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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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状态”栏，查看到 Connected，表示网关与监控平台连接正常。 

 

http://www.shebeiyu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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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陆设备云平台并查看 InPPI

数据 
登陆设备云平台（www.shebeiyun.net），然后却换到设备详情页面。 

 

 

查看到 InPPI 实时采集数据，表示 InPPI APP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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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配置文件 
InPPI 配置文件采用 YAML 格式，编写更改都需遵循其基本的格式要求。 

6.1 配置文件示例 
config: 
  desc: InPPI configuration 
  id: GATEWAYIG000000001 
  version: 2 
controllers: 
- address: 2 
  baud: 9600 
  dev: /dev/ttyO1 
  id: plc1 
  io: 
  - address: I0.1 
    type: bit 
  - address: IB2 
    type: byte 
  - address: VB3 
    type: byte 
  - address: MD5 
    type: dword 
  machine_address: 0 
  name: plc1 
  parity: N 
groups: 
- name: One 
  polling_interval: 8.0 
  uploading_interval: 8.0 
  vars: 
  - address: IB2 
    controller_name: plc1 
    desc: One_1 
    id: '1' 
    unit: M 
    writeable: 0 

6.2 配置文件详解 

6.2.1 文件信息 

配置文件信息有版本号、文件 id、描述、日志等级控制等参数。其版本号作用是指定 InPPI 

APP 配置文件的解析方式，文件 id 是远端更新配置文件的依据（预留）。具体格式如下： 

config: # 配置文件基本信息 
  desc: InPPI configuration  # 配置文件描述 

  id: GATEWAYIG000000001   # 配置文件 ID 

  version: 1    # 配置文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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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控制器 

控制器描述了 PPI 协议连接 plc 的主从站地址, 相关串口设置参数, 寄存器地址，数据类

型等信息。目前只能配置一个控制器。具体使用格式如下： 

controllers:           #关键字段 控制器 

- address: 2           # 主站地址 

machine_address: 0  # 从站地址 

  baud: 9600            # 波特率， 可选 9600/19200 

  dev: /dev/ttyO1      # 串口类型， /dev/ttyO1 对应 RS232， /dev/ttyO3 对应 RS485 

  id: plc1               # 控制器 id 

  name: plc1             # 控制器名称， 与控制器 id 相同 

  parity: N              # 奇偶检验位，N 表示无校验， O 表示奇校验， E 表示偶校验 

  io:                     #关键字段 io 
  - address: I0.1       # 寄存器地址(目前测试支持的寄存器有：I/IB/IW/ID, V/VB/VW/VD, 
Q/QB/QW/QD, M/MB/MW/MD, S/SB/SW/SD, SM/SMB/SMW/SMD) 
    type: bit            # 数据类型（所有的数据类型有：bit, byte, int, dint, word, 

dword, float。注意：需要与对应的寄存器类型匹配， 例如 I0.1 就只能是 bit）  

6.2.3 采集策略组 

策略组主要实现对采集的 IO 值进行策略计算，将每个 IO 以采集轮询间隔分组，可以建立

多个采集组（请参照 6.1 配置文件实例），采集组不能同名，不能是中文。以下是采集策略组

的基本结构。 

groups:                        # 采集策略组 关键字段 

- name: One                    # 采集组名 1(不支持中文， 可以设置多个采集组) 

  polling_interval: 8.0      # 轮询采集间隔，单位秒 

  uploading_interval: 8.0   # 上传间隔， 单位秒 

  vars:                         # 采集变量 

  - id: '1'                    # 变量 ID(组内全局唯一) 

controller_name: plc1    # 要采集的控制器名称（已经配置的控制器） 

address: IB2               # 采集的 ppi 寄存器地址（该地址应该在对应的控制器有配置） 

writeable: 0               # 是否可写（1 表示可写， 0 表示不可写，如果设置为 1 可写，

可以在设备云平台进行写操作） 

    unit: M                     # 单位 

desc: One_1                # 变量描述(组内全局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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