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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由汇川技术自主研发、生产的产品。

本文主要内容是基于智能硬件 ( 全文以 IOT-WL430DE 为例 ) 的远程 PLC 调试操作指导，完
成操作可以通过智能硬件，远程上传或下载 PLC 程序。远程调试和远程监控是汇川工业云
平台的基础功能之一，它让用户打破空间限制，安坐在家即可完成远端设备 PLC 程序的调
试和更改，改变技术人员须出差到设备现场调试的工作模式，不仅节省了人员差旅费用，而
且减少时间，缩短周期，降低对设备生产的影响。

汇川智能硬件产品可采集本地设备运行状态、故障等数据，可以通过 4G 网络、WIFI 或以太
网等形式与汇川的物联网服务器通信，实现远程调试维护等功能，用户可通过访问 WEB 服
务器对本地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和故障分析。具有安全可靠、应用广泛、稳定性强的特点。

由于 PLC 的品牌型号众多，不同品牌型号的 PLC 在实现与汇川工业云智能硬件的通讯上有
各自不同的配置操作要求，需要用户按要求完成通讯参数配置，才能建立起远程调试的通道。

如果本文内容未能解决问题，请联系相关负责人。

更多资料内容请关注“汇川工业云”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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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汇川 H3U 系列 PLC 远程调试

1.1 概述
实现对汇川 H3U 系列 PLC 设备的远程监控与远程调试：采用 TCP/IP , 通过远程局域网方式，
实现 PLC 的远程监控与调试。

1.2 设备型号
本章适用的设备型号：

 ■ IOT-WL430DE（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3.1）；

 ■ 汇川 H3U（PLC）； 

 ■ UKEY（SJK1149 ）；（U 盾 )

1.3 网络拓扑与接线
智能硬件可以实现远程调试、远程监控。基本的数据通路是：目标设备→物联网智能硬件→
用户设备端。不同的应用只是数据链路或数据链路的形式不同，整个拓扑结构是相同的。
IOT-WL430DE 典型应用如下图所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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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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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路1

4G/3G/以太网

用户

远程调试

远程监控

APP监控

物联网智能硬件

WEB监控

上位机软件

目标设备

微信监控

微信监控请关注“汇川工业云”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前言的二维码。

工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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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流程图如下：

开始

确认设备接线正确

调试前准备

建立连接

配置以太网参数

配置智能硬件IP

• 包括软件、网页、网页账户

• 设置PLC IP地址

• 登录Uweb网页配置参数

绑定目标设备 • 登录Uweb网页绑定设备

远程调试

远程监控

结束

• UKEY认证后远程调试

• 在Uweb网站上监控设备

• 通过USB连接PC与PLC

• 包括电源线连接正确，设备正常

目标设备即是相连接的 PLC 设备。

1.4 远程调试
1.4.1 调试前准备

检查接线请参考第 3 页上的“1.3 网络拓扑与接线”。

准备硬件产品配置：UKEY。

准备软件产品配置：

 ■ Uweb 网页，即开户时给定的域名，通常格式为 XXXX.dataserver.cn，举例：hcdemo.
dataserver.cn。

 ■ 安装调试助手，登录 Uweb 网页，选择右上角调试助手下载，即可下载软件。

      

 ■ AutoShop 软件（如上图），登录汇川官网（www.inovance.com），搜索 Auto-
Shop，即可下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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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PC 与 H3U 建立连接
操作步骤：

1） 使用 USB 线将 PC 与 H3U 相连。

2） 打开 AutoShop，新建工程，选择 H3U 系列 PLC。

 

3） 选择“工具”，进入“通讯设置”界面→选择“USB”点击测试，“已连通”表示已经
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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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配置以太网通讯参数
1） 在工程管理下选择“通讯配置”进入“以太网”配置界面→根据需求配置 PLC 的网口 IP

（如配置成 192.168.3.4）后确定。

主站配置请右键添加，不添加默认从站

2） 点击“下载”按钮，选择下载选项中的“配置”→“以太网配置”，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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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完成后，进入以太网配置界面，在线读取 PLC 的 IP 地址，若与上述网口 IP 地址配
置显示为一致（如上为 192.168.3.4），则表示 PLC 的 IP 地址已成功配置。

4） 完成上述步骤后，去掉 PLC 和 PC 电脑的 USB 连接线。

1.4.4 配置智能硬件 IP
1） 打开 Uweb 网页 hcdemo.dataserver.cn 登录账户→选择实时监测下的“档案管理” →

选择“智能硬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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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连接的智能硬件（IOT-WL430DE），点击“配置 IP”，填写 IP 参数，点击“确定”→
提示配置成功。

NOTE

1) 目标设备 IP：配置 PLC 的网口 IP 参数；
2) 智能硬件 IP：配置智能硬件的 IP，与 PLC 的 IP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 IP（如，

PLC 的 IP 为 192.168.3.1，则填写的 IP 为 192.168.3.X，X 在 2-254 之间）。
3) 确保智能硬件与目标设备在同一局域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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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绑定目标设备
绑定目标设备之前需要新建开发包和新建目标设备。

 ■ 新建开发包

1） 打开“档案管理”->“监控配置”->“开发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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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右上角“添加开发包”，控制器选择“汇川 H3U”，智能硬件选择“IOT-WL430DE”。

3） 点击“云协议”，添加协议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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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建目标设备

1） 选择“档案管理”→“设备型号管理”→“添加”，添加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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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档案管理”→“目标设备管理”→“添加”。设备型号选择刚刚添加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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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绑定设备

1） 打开 Uweb 网页→档案管理→智能硬件管理，图详见第 8 页上的“1.4.4 配置智能硬
件 IP”。

2） 选择智能硬件注册码展开列表，选择相应的设备地址，点击“设备绑定”；选择目标
PLC，点击“确认”。

绑定成功显示如下图。

一个智能硬件可以绑定多个 PLC，推荐绑定 4 个 PLC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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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远程调试 PLC
如需远程调试 PLC 设备，必须先完成 PLC 设备的远程认证。步骤如下：

 ■ 远程认证

1） 插入 UKEY，打开调试助手，输入智能硬件所在客户端的网址、账号参数，点击“登录”。

2） 选择要远程调试的 PLC，点击“认证”。远程调试通道标记由“未认证”变化为“认证成功”
后，表示调试通道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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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远程通讯

完成 PLC 设备的远程认证后，启动远程调试。步骤如下：

1） 打开 AutoShop 软件，新建工程，选择 H3U 系列 PLC。

 

2） 选择“工具”里的“通讯配置” ，选择“Ethernet”作为 PC 和 PLC 的连接方式，输入
PLC 的 IP 地址（如上文设置的 192.168.3.4）。然后点击“测试”，提示“连接成功”
即表示通道建立成功。

3） 点击“确定”，即可建立远程局域网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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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远程读取 PLC 的元件值、上载或下载 PLC 工程等远程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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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远程监控
H3U 网口协议默认为 Modbus Tcp 协议，不用再单独配置，可直接进入 Uweb 网页→进入“实
时监测”页面→选择绑定的目标设备名称进入详细监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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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汇川 AM600/AM400 系列 PLC 远程调试

2.1 概述
实现对汇川 AM600/AM400 系列 PLC 设备的远程监控与远程调试：采用 TCP/IP , 通过远程局
域网方式，实现 PLC 的远程监控与调试。

2.2. 设备型号
本章适用的设备型号：

 ■ IOT-WL430DE（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3.1）；

 ■ 汇川 AM600(PLC)； 

 ■ UKEY（SJK1149 ）。

2.3. 网络拓扑与接线

调试流程图详见第 3 页上的“1.3 网络拓扑与接线”。

2.4. 远程调试
2.4.1 调试前准备

检查接线请参考第 3 页上的“1.3 网络拓扑与接线”。

准备硬件产品配置：UKEY。

准备软件产品配置：

 ■ Uweb 网页，即开户时给定的域名，通常格式为 XXXX.dataserver.cn，举例：hcdemo.
dataserv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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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装调试助手，登录 Uweb 网页，选择右上角调试助手下载，即可下载软件。

       

 ■ InoProshop 软件（推荐 V1.20.3 以上版本）；登录汇川官网（www.inovance.com），
搜索 InoProshop，即可下载软件。

2.4.2 PC 与 AM600 建立连接
1） 使用 USB 线将 PC 与 AM600 相连。

2） 打开 InoProShop，新建工程，根据连接的 AM600 型号选择设备型号。

3） 点击“Device”进入通讯设置界面，点击“扫描网络”，选择扫描显示的 AM600 模块，
建立本地 USB 直连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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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配置以太网通讯参数
1） 点击“系统设置”，设置网络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确保与 IOT-WL430DE 在同一局域网段）

（IOT-WL430DE 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3.1）。

结果：模块圈灯由灰变绿，表示本地通讯建立。

验证：切换至系统配置界面，读取网络，显示读取的 PLC 的 IP（此处是 192.168.3.3）。

2.4.4 配置智能硬件 IP
1） 打开 Uweb 网页 hcdemo.dataserver.cn 登录账户→选择实时监测下的“档案管理” →

选择“智能硬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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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连接的智能硬件（IOT-WL430DE），点击“配置 IP”。

3） 填写 IP 参数，点击“确定”→提示配置成功。

NOTE

1) 目标设备 IP：配置 PLC 的网口 IP 参数；
2) 智能硬件 IP：配置智能硬件的 IP，与 PLC 的 IP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 IP（如，

PLC 的 IP 为 192.168.3.1，则填写的 IP 为 192.168.3.X，X 在 2-254 之间）。
3) 确保智能硬件与目标设备在同一局域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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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绑定目标设备
绑定目标设备之前请先新建开发包和新建目标设备，详见第 10 页上的“1.4.5 绑定目标设
备”。

1） 打开 Uweb 网页→档案管理，图详见第 8 页上的“1.4.4 配置智能硬件 IP”。

2） 选择智能硬件下面的 PLC →点击“设备绑定”；选择目标设备点击确认“绑定”。图详
见第 8 页上的“1.4.4 配置智能硬件 IP”。（注意在“档案管理”→“目标设备”→“新
建”PLC。）

3） 绑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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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远程调试 PLC
 ■ 远程认证

如需远程调试 PLC 设备，必须先完成 PLC 设备的远程认证。步骤如下：

1） 插入 UKEY-> 打开调试助手，输入智能硬件所在客户端的网址、账号参数登入。

2） 选择要远程调试的 PLC 点击“认证”→认证成功后标示远程调试通道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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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远程通讯

完成 PLC 设备的远程认证后，启动远程调试。步骤如下：

1） 打开 InoProShop ，根据下接的 AM600 型号全称选择工程型号。

2） 点击“Device”进入通讯设置界面→点击“网关”选择“添加网关”进入网关设置界面
→将 PLC 的 IP 设置成网关 IP →“网关”通道选择前文填写的网关（Gatew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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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扫描网络” →选择设备，点击“确定”，建立远程局域网连接。

如上图所示，表示建立远程局域网通讯成功，可以开始进行远程监控 PLC 元件值、下载 PLC
工程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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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远程监控
2.5.1 USB 通讯配置 Modbus Tcp 监控参数

1） 点击“Network Configuration”进入配置界面→以太网配置选择“Modbus TCPcong 从站” 
。

2） 点击“ ”登入，根据提示将配置下载到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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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表示建立远程局域网通讯成功，可以开始进行远程监控 PLC 元件值、下载 PLC 工
程等操作。

2.5.2 远程监控 PLC 数据
1） 参照第 8 页上的“1.4.4 配置智能硬件 IP”和第 10 页上的“1.4.5 绑定目标设备”。

2） 结果：进入 Uweb 网页→进入“实时监控”页面→选择绑定的目标设备名称进入详细监
控页面。



 - 29 -

智能硬件远程调试手册（PLC篇）                                                                                                                                                              2.6.参数配置

2.6. 参数配置
 ■ 数据配置须知

AM600 数据类型，可在 Uweb 开发者平台中 excel 表格配置。

元件 名称 个数
存储特性

默认 存储属性可更改 说明
I 输入继电器 64KWords 不保存 否 X：1 位

B：8 位

W：16 位

D：32 位

L：64 位

Q 输出继电器 64KWords 不保存 否

M 辅助继电器 240KWords

- -

保存 可

SM 特殊标志 10000bits 保存 特殊使用 特殊标志

SD 特殊寄存器 10000Words 保存 特殊使用 特殊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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