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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软件GridVis
本软件GridVis
快速入门是UMG
快速入门是UMG
96-PA和
96-PA和
信息和技术参数可能会随时更改。
UMG UMG
96-PQ设备系列产品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96-PQ设备系列产品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信息和技术参数可能会随时更改。
请通过www.janitza.de了解有关软件的最新版本的信
请通过www.janitza.de了解有关软件的最新版本的信
的附件。以下步骤描述了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最常
的附件。以下步骤描述了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最常
息。 息。
见连接：。
见连接：。

安全 安全
请首选阅读并理解产品附带的使用信息，特别是其
请首选阅读并理解产品附带的使用信息，特别是其
应务必注意本文档中包含的安全注意事项，这些注意
应务必注意本文档中包含的安全注意事项，这些注意
中所包含的安全相关信息。
中所包含的安全相关信息。
事项如下所示并且包含以下软件危险程度：
事项如下所示并且包含以下软件危险程度：
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
遵守设备的使用信息是安全操作以及达到规定的功
遵守设备的使用信息是安全操作以及达到规定的功
注意注意
率特征和产品属性的前提。对于由于忽视设备的
率特征和产品属性的前提。对于由于忽视设备的
警告提醒危险情况，例如，由于数据丢失或IT网络
警告提醒危险情况，例如，由于数据丢失或IT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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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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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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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UMG
- 通过UMG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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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最常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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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模块RCM和RCM-EL的PC连接
设备与模块RCM和RCM-EL的PC连接
信息信息

6.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
通过UMG
通过UMG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是最常见的用于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是最常见的用于 6.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
7. 在工作范围内，您的项目将出现在窗
7. 在工作范围内，您的项目将出现在窗
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连接：
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连接：
口”Projects（项目）“左侧。
口”Projects（项目）“左侧。
RS232 RS232
RS232 RS232 RS485 RS485
1.
在带DHCP服务器的网络中在您的PC上通过以
1. PC/
在带DHCP服务器的网络中在您的PC上通过以
PC/
1.
UMG 96-PA/-PQ
UMG 96-PA/-PQ
RS485
RS485
GridVis®
GridVis®
太网电缆将您的UMG
太网电缆将您的UMG
604配置为“DHCP客户
604配置为“DHCP客户
将UMG
将UMG
604添加到项目中：
604添加到项目中：
端”（自动分配IP地址），并且DHCP服务器
端”（自动分配IP地址），并且DHCP服务器1.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1.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New
>“New
project（新
project（新
通过接口转换器
通过接口转换器
UMG 96-PA/-PQ
UMG
96-PA/-PQ
RS485 RS485
不可配置为“固定IP地址”（参见UMG
不可配置为“固定IP地址”（参见UMG
604的
604的 项目）”。
项目）”。
连接设备
连接设备
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2. 窗口“New
2.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project（新项目）“出现。
2. 通过RS485接口将您的设备与UMG
2. 通过RS485接口将您的设备与UMG
604连接（
604连接（
3. 在类别”DIN
3. 在类别”DIN
Rail（DIN导轨）“中的步骤
Rail（DIN导轨）“中的步骤
USB USB
参见安装说明书）。
参见安装说明书）。
PC/
PC/
1“Choose
1“Choose
file type（选择文件类型）”下选
file type（选择文件类型）”下选
USB USB RS485 RS485
2.
UMG
96-PA/-PQ
UMG
96-PA/-PQ
RS485 RS485
GridVis®
GridVis®
择“file
择“file
type（文件类型）”（UMG
type（文件类型）”（UMG
604）。
604）。
软件GridVis®
软件GridVis®
4. 点击按钮“Next（继续）“。
4. 点击按钮“Next（继续）“。
通过接口转换器
通过接口转换器
RS485 RS485
UMG 96-PA/-PQ
UMG 96-PA/-PQ
将软件GridVis®安装到您的电脑上并继续以下步
将软件GridVis®安装到您的电脑上并继续以下步
连接设备
连接设备
骤： 骤：
1. 打开将软电脑的软件GridVis®。
1. 打开将软电脑的软件GridVis®。
图：UMG
图：UMG
96-PA背面
96-PA背面
2. PC/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2. PC/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 RS485>
以太网 以太网
RS485
3.
UMG 96-PA/-PQ
UMG 96-PA/-PQ
UMG 604
UMG 604
“New
“New
project（新项目）”。针对现有的项
project（新项目）”。针对现有的项
GridVis®
GridVis®
目，在“file（文件）”
目，在“file（文件）”
>
>
通过作为网关的UMG
通过作为网关的UMG
604 project（打开项目）“下选择您的项
604
注意注意
“Open
“Open
project（打开项目）“下选择您的项
UMG 96-PA/-PQ
UMG 96-PA/-PQ
RS485 RS485
连接设备
连接设备
目。
目。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IT网络中断并造成财产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IT网络中断并造成财产
3. 窗口“New
3.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project（新项目）“出现。
损失！损失！
除该连接方式之外，UMG
除该连接方式之外，UMG
96-PA的扩展模块以及
96-PA的扩展模块以及
4. 在步骤1"choose
4. 在步骤1"choose
project
project
（选择项目）“下点
（选择项目）“下点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以获取适用于您设备的正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以获取适用于您设备的正
UMG击按钮“Next（继续）”。
UMG
96-PQ系列还提供用于进行通信的以太网接
96-PQ系列还提供用于进行通信的以太网接
(gedrehtes
(gedrehtes
Patchkabel)
Patchkabel)
击按钮“Next（继续）”。
确以太网设置。
确以太网设置。
口。有关带以太网接口的扩展模块的信息参见模块
口。有关带以太网接口的扩展模块的信息参见模块
5. 在步骤2“Project
5. 在步骤2“Project
path（项目路径）”下选
path（项目路径）”下选
的使用信息。
的使用信息。
择： 择：
- “Project
- “Project
name（项目名称）”。
name（项目名称）”。
- “Project
- “Project
path（项目路径）“.
path（项目路径）“.
(gedrehtes (gedrehtes
Patchkabel)Patchkabel)
5. 在步骤“Configure
5. 在步骤“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
connection（配置连接）”
(gedrehtes (gedrehtes
Patchkabel)Patchkabel)
的窗口出现。
的窗口出现。

下图为带插接好的模块RCM-EL的设备背面：
下图为带插接好的模块RCM-EL的设备背面：

设备与模块的PC连接不仅适用于UMG
设备与模块的PC连接不仅适用于UMG
96-PA，而
96-PA，而
且也完全适用于UMG
且也完全适用于UMG
96-PQ系列的设备！
96-PQ系列的设备！
此处应务必注意相关设备的其他使用信息！
此处应务必注意相关设备的其他使用信息！
在进行PC连接（软件GridVis）以及配置和读取带模
在进行PC连接（软件GridVis）以及配置和读取带模
块设备时，以下选项可供使用：
块设备时，以下选项可供使用：
• 通过设备的RS485接口
(适用于带模块RCM或
• 通过设备的RS485接口
(适用于带模块RCM或 9. 点击按钮“OK“。
9. 点击按钮“OK“。
RCM-EL的设备)
- 说明参见之前的步骤。
RCM-EL的设备)
- 说明参见之前的步骤。
10.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10.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a
a
• 通过模块的以太网接口
(仅适用于带模块RCM• 通过模块的以太网接口
(仅适用于带模块RCMnew device
new device
to the to
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the 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EL的设备)。
EL的设备)。
目中）”。
目中）”。
6.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Connection
6.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Connection
type（连接
type（连接
类型）“>”TCP/IP“并在字段“Host（主
类型）“>”TCP/IP“并在字段“Host（主
PC和带模块RCM-EL的设备之间通信连接：
PC和带模块RCM-EL的设备之间通信连接：
机）“中输入您的设备的IP地址。
机）“中输入您的设备的IP地址。
将UMG
将UMG
96-PA或PQ系列设备集成到项目中：
96-PA或PQ系列设备集成到项目中：
以太网连接，例如：
以太网连接，例如：
UMG UMG
604的IP地址通过编程模式中的参数地址
604的IP地址通过编程模式中的参数地址
以太网 以太网 设备UMG
1. 在项目窗口中点击目录“Device（设备）“前的
设备UMG
96-PA或带模块
96-PA或带模块 1. 在项目窗口中点击目录“Device（设备）“前的
®
®
与DHCP服务器或PC
与DHCP服务器或PC
PC/GridVis
PC/GridVis
300至303确定（参见UMG
300至303确定（参见UMG
604的用户手册和
604的用户手册和
RCM-EL的PQ系列
RCM-EL的PQ系列
加号。加号。
安装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 RS485 RS485
通过模块RCM-EL的
通过模块RCM-EL的
信息
信息
以太网接口连接基础设备。
7.以太网接口连接基础设备。
点击按钮“Connection
7. 点击按钮“Connection
test（测试连接）“。
test（测试连接）“。
例如：UMG
例如：UMG
96-PA、PQ系列
96-PA、PQ系列2. 点击"Device（设备）目录中的子目录
2. 点击"Device（设备）目录中的子目录
RS485 RS485
的UMGs等等。
的UMGs等等。
带模块RCM-EL的设备具备用于通信的一个以太网接
带模块RCM-EL的设备具备用于通信的一个以太网接
8.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8.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前的加号。
“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前的加号。
口以及一个RS485接口（现场总线），这两个接口均
口以及一个RS485接口（现场总线），这两个接口均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devicedevice 3.
依据主/从原理连接更多设备
依据主/从原理连接更多设备
显示之前安装的UMG
3. 显示之前安装的UMG
604。604。
可分别通过窗口Communication
可分别通过窗口Communication
(通信)进行配置。
(通信)进行配置。
info（显示设备信息）“。
info（显示设备信息）“。
4. 鼠标右键点击
4. 鼠标右键点击
子目录“by
子目录“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
type（依据设备类型）“。
通过以太网连接PC时，带有模块RCM-EL的设备可
通过以太网连接PC时，带有模块RCM-EL的设备可
用作网关（主站）。
用作网关（主站）。
5.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菜单项“New（新建）”。
5.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菜单项“New（新建）”。
6.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Others（其他）”。
6.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Others（其他）”。

1/3

2
4

信

与PC之间建立连接
2 与PC之间建立连接
UMGUMG
96-PA和UMG
96-PA和UMG
PQ-系列
PQ-系列
- 通过UMG
- 通过UMG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
4 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最常见连接：
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最常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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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
通过UMG
通过UMG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是最常见的用于
604作为网关与PC连接是最常见的用于6.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
7. 在工作范围内，您的项目将出现在窗
7. 在工作范围内，您的项目将出现在窗
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连接：
PC和设备之间通信的连接：
RS485
RS232
RS232 RS232
RS485
RS232
口”Projects（项目）“左侧。
口”Projects（项目）“左侧。
1.
在带DHCP服务器的网络中在您的PC上通过以
1. PC/
在带DHCP服务器的网络中在您的PC上通过以
UMG 96-PA/-PQ
1.PC/
UMG 96-PA/-PQ
RS485
GridVis®
RS485
GridVis®
太网电缆将您的UMG
太网电缆将您的UMG
604配置为“DHCP客户
604配置为“DHCP客户
将UMG将UMG
604添加到项目中：
604添加到项目中：
端”（自动分配IP地址），并且DHCP服务器
端”（自动分配IP地址），并且DHCP服务器1.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1.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New
>“New
project（新
project（新
通过接口转换器
通过接口转换器
UMG 96-PA/-PQ
RS485 RS485
UMG 96-PA/-PQ
不可配置为“固定IP地址”（参见UMG
不可配置为“固定IP地址”（参见UMG
604的
604的 项目）”。
连接设备
项目）”。
连接设备
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2. 窗口“New
2.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project（新项目）“出现。
2. 通过RS485接口将您的设备与UMG
2. 通过RS485接口将您的设备与UMG
604连接（
604连接（
3. 在类别”DIN
3. 在类别”DIN
Rail（DIN导轨）“中的步骤
Rail（DIN导轨）“中的步骤
RS485 RS485
USB
USB
PC/
参见安装说明书）。
参见安装说明书）。
USB
1“Choose
1“Choose
file type（选择文件类型）”下选
file type（选择文件类型）”下选
UMG 96-PA/-PQ
2.PC/
UMG
96-PA/-PQ
RS485
GridVis®
RS485
GridVis®
择“file择“file
type（文件类型）”（UMG
type（文件类型）”（UMG
604）。
604）。
软件GridVis®
软件GridVis®
4. 点击按钮“Next（继续）“。
4. 点击按钮“Next（继续）“。
通过接口转换器
通过接口转换器
RS485 RS485
UMG 96-PA/-PQ
UMG
96-PA/-PQ
将软件GridVis®安装到您的电脑上并继续以下步
将软件GridVis®安装到您的电脑上并继续以下步
连接设备连接设备
骤： 骤：
1. 打开将软电脑的软件GridVis®。
1. 打开将软电脑的软件GridVis®。
图：UMG
96-PA背面
图：UMG
96-PA背面
以太网
RS485
2. PC/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2. PC/
选择菜单栏：“file（文件）”
> RS485>
以太网
UMG 604UMG 604 UMG 96-PA/-PQ
3. “New
UMG 96-PA/-PQ
GridVis®
“New
project（新项目）”。针对现有的项
project（新项目）”。针对现有的项
GridVis®
目，在“file（文件）”
目，在“file（文件）”
>
>
通过作为网关的UMG
604
注意 注意
通过作为网关的UMG
604
UMG 96-PA/-PQ
RS485 RS485
“Open
“Open
project（打开项目）“下选择您的项
project（打开项目）“下选择您的项
UMG 96-PA/-PQ
连接设备连接设备
目。 目。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IT网络中断并造成财产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IT网络中断并造成财产
3. 窗口“New
3.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project（新项目）“出现。
损失！损失！
除该连接方式之外，UMG
96-PA的扩展模块以及
除该连接方式之外，UMG
96-PA的扩展模块以及
4. 在步骤1"choose
4. 在步骤1"choose
projectproject
（选择项目）“下点
（选择项目）“下点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以获取适用于您设备的正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以获取适用于您设备的正
UMG 96-PQ系列还提供用于进行通信的以太网接
(gedrehtes Patchkabel)
UMG
96-PQ系列还提供用于进行通信的以太网接
(gedrehtes Patchkabel)
击按钮“Next（继续）”。
击按钮“Next（继续）”。
确以太网设置。
确以太网设置。
口。有关带以太网接口的扩展模块的信息参见模块
口。有关带以太网接口的扩展模块的信息参见模块
5. 在步骤2“Project
5. 在步骤2“Project
path（项目路径）”下选
path（项目路径）”下选
的使用信息。
的使用信息。
择： 择：

(gedrehtes Patchkabel)
(gedrehtes Patchkabel)

5

下图为带插接好的模块RCM-EL的设备背面：
下图为带插接好的模块RCM-EL的设备背面：

设备与模块的PC连接不仅适用于UMG
96-PA，而
设备与模块的PC连接不仅适用于UMG
96-PA，而
且也完全适用于UMG
96-PQ系列的设备！
且也完全适用于UMG
96-PQ系列的设备！
此处应务必注意相关设备的其他使用信息！
此处应务必注意相关设备的其他使用信息！
在进行PC连接（软件GridVis）以及配置和读取带模
在进行PC连接（软件GridVis）以及配置和读取带模
块设备时，以下选项可供使用：
块设备时，以下选项可供使用：
• 通过设备的RS485接口
(适用于带模块RCM或
• 通过设备的RS485接口
(适用于带模块RCM或9. 点击按钮“OK“。
9. 点击按钮“OK“。
RCM-EL的设备)
- 说明参见之前的步骤。
RCM-EL的设备)
- 说明参见之前的步骤。
10.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10.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a
a
• 通过模块的以太网接口
(仅适用于带模块RCM• 通过模块的以太网接口
(仅适用于带模块RCM- new device
new device
to the 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to the 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EL的设备)。
EL的设备)。
目中）”。
目中）”。
6.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Connection
6.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Connection
type（连接
type（连接
PC和带模块RCM-EL的设备之间通信连接：
PC和带模块RCM-EL的设备之间通信连接：
类型）“>”TCP/IP“并在字段“Host（主
类型）“>”TCP/IP“并在字段“Host（主
机）“中输入您的设备的IP地址。
机）“中输入您的设备的IP地址。
将UMG
将UMG
96-PA或PQ系列设备集成到项目中：
96-PA或PQ系列设备集成到项目中：
以太网连接，例如：
以太网连接，例如：
以太网 以太网 设备UMG
96-PA或带模块
UMG ®604的IP地址通过编程模式中的参数地址
UMG 604的IP地址通过编程模式中的参数地址
设备UMG
96-PA或带模块1. 在项目窗口中点击目录“Device（设备）“前的
与DHCP服务器或PC
1. 在项目窗口中点击目录“Device（设备）“前的
PC/GridVis
与DHCP服务器或PC
PC/GridVis®
RCM-EL的PQ系列
RCM-EL的PQ系列
300至303确定（参见UMG
300至303确定（参见UMG
604的用户手册和
604的用户手册和
加号。加号。
通过模块RCM-EL的
通过模块RCM-EL的
安装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 RS485 RS485
信息 信息
以太网接口连接基础设备。
例如：UMG
96-PA、PQ系列
7. 以太网接口连接基础设备。
点击按钮“Connection
7. 点击按钮“Connection
test（测试连接）“。
test（测试连接）“。
例如：UMG 96-PA、PQ系列
2. 点击"Device（设备）目录中的子目录
2. 点击"Device（设备）目录中的子目录
RS485 RS485
的UMGs等等。
带模块RCM-EL的设备具备用于通信的一个以太网接
的UMGs等等。
带模块RCM-EL的设备具备用于通信的一个以太网接
8.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8.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前的加号。
“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前的加号。
口以及一个RS485接口（现场总线），这两个接口均
口以及一个RS485接口（现场总线），这两个接口均
依据主/从原理连接更多设备
依据主/从原理连接更多设备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devicedevice 可分别通过窗口Communication
3. 显示之前安装的UMG
3. 显示之前安装的UMG
604。 (通信)进行配置。
604。 (通信)进行配置。
可分别通过窗口Communication
info（显示设备信息）“。
info（显示设备信息）“。
4. 鼠标右键点击
4. 鼠标右键点击
通过以太网连接PC时，带有模块RCM-EL的设备可
通过以太网连接PC时，带有模块RCM-EL的设备可
子目录“by
子目录“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
type（依据设备类型）“。
用作网关（主站）。
用作网关（主站）。
5.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菜单项“New（新建）”。
5.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菜单项“New（新建）”。
6.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Others（其他）”。
6.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Others（其他）”。

- “Project
- “Project
name（项目名称）”。
name（项目名称）”。
- “Project
- “Project
path（项目路径）“.
path（项目路径）“.
(gedrehtes Patchkabel)
(gedrehtes Patchkabel)

设备与模块RCM和RCM-EL的PC连接
3 设备与模块RCM和RCM-EL的PC连接

5. 在步骤“Configure
5. 在步骤“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
connection（配置连接）”
的窗口出现。
的窗口出现。

软件GridVis®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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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步骤“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
10. 在步骤“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
的窗口中出现。
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
的窗口中出现。
1. 通过鼠标右键打开设备的上下文菜单：
1. 通过鼠标右键打开设备的上下文菜单：
- 在窗口“Projects（项目）“
- 在窗口“Projects（项目）“
> ”Your
> ”Your
pro- project（您的项目）“
ject（您的项目）“
> “Device（设备）“
> “Device（设备）“
> ”by>type（依据设备类型）“>
”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
”UMG”UMG
96-PA“
96-PA“
> “Device
> “Device
x（设备x）“中。
x（设备x）“中。

13.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13.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信息 信息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devicedevice
6.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6.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info（显示设备信息）“
96-PA或PQ系列）
单"Nominal
values（标称值）“中依据现有的图示的程序窗口依据设备（UMG
单"Nominal
values（标称值）“中依据现有的
info（显示设备信息）“
(gedrehtes Patchkabel)
图示的程序窗口依据设备（UMG
96-PA或PQ系列）
(gedrehtes Patchkabel)
。
以及在您的PC上使用的Windows版本可能会与实际
网络条件选择额定频率。
网络条件选择额定频率。
。
以及在您的PC上使用的Windows版本可能会与实际
之间存在偏差！
之间存在偏差！

a
项

的

。

4.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4.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7.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7.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单“identity（身份）”下的输入字段"Name（
单“identity（身份）”下的输入字段"Name（
8. 在类别“UMG
96 Series（UMG
96系列）”中
8. 在类别“UMG
96 Series（UMG
96系列）”中
名称）"中输入您的设备名称。
名称）"中输入您的设备名称。
选择“file
type（文件类型）“UMG
96-PA（
选择“file
type（文件类型）“UMG
96-PA（
11. 在“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下的
11. 在“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下的
或从PQ系列中选择您的UMG
96）。96）。
或从PQ系列中选择您的UMG
重要设置:
重要设置:
-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连接类型“Ethernet-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连接类型“EthernetGateway（以太网网关）（例如：用于RS485上
Gateway（以太网网关）（例如：用于RS485上
的设备）”。
的设备）”。
- 在输入字段“Address（地址）“中输入您的
- 在输入字段“Address（地址）“中输入您的
UMG 604的IP地址（在设备上读出参数地址
UMG 604的IP地址（在设备上读出参数地址
300至303）。
300至303）。
2.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Configuration（配
2.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Configuration（配 - 在选择字段“Device address（设备地址）”中
- 在选择字段“Device address（设备地址）”中
置）”。
置）”。
选择您的UMG
96-PA或PQ系列的UMG
96的设96的设
选择您的UMG
96-PA或PQ系列的UMG
3. 窗口“Configuration
3. 窗口“Configuration
[device[device
x] （配置[设备x]
x] （配置[设备x]
备地址
(参见设备的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备地址
(参见设备的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5.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5.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出现在工作区的右半边。
）“出现在工作区的右半边。
12. 点击按钮“Connection
test（测试连接）“。
12. 点击按钮“Connection
test（测试连接）“。
单“transformer（互感器）”下的输入字段中输
单“transformer（互感器）”下的输入字段中输
入电压和电流比。
入电压和电流比。
9. 点击按钮“Next（继续）“。
9. 点击按钮“Next（继续）“。

14. 点击按钮“OK“。
14. 点击按钮“OK“。
15.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a
15.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a
new device
to the 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new device
to the 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信息
信息
目中）”。
目中）”。
为避免数据损失，应通过按钮“Transfer（传
为避免数据损失，应通过按钮“Transfer（传
输）”或“Transfer
输）”或“Transfer
to（传输至）”保存设备配置
to（传输至）”保存设备配置
的更改！
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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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
1. 通过鼠标右键打开设备的上下文菜单：
1. 通过鼠标右键打开设备的上下文菜单：
- 在窗口“Projects（项目）“
> ”Your
- 在窗口“Projects（项目）“
> ”Your
pro- project（您的项目）“
> “Device（设备）“
ject（您的项目）“
> “Device（设备）“
> type（依据设备类型）“>
”by type（依据设备类型）“>
”UMG
> ”by
”UMG
96-PA“
> “Device
x（设备x）“中。
96-PA“
> “Device
x（设备x）“中。

10. 在步骤“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
10. 在步骤“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
的窗口中出现。
的窗口中出现。

13.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13. 如果测试连接结果良好，则出现带序列号、
信息信息
6.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device
6.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硬件版本和固件版本的窗口”Show
device
单"Nominal
values（标称值）“中依据现有的 图示的程序窗口依据设备（UMG
info（显示设备信息）“
单"Nominal
values（标称值）“中依据现有的
info（显示设备信息）“
图示的程序窗口依据设备（UMG
96-PA或PQ系列）
96-PA或PQ系列）
Patchkabel)
(gedrehtes(gedrehtes
Patchkabel)
。
网络条件选择额定频率。
。 网络条件选择额定频率。
以及在您的PC上使用的Windows版本可能会与实际
以及在您的PC上使用的Windows版本可能会与实际
之间存在偏差！
之间存在偏差！

a
项

的

。

4.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4.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7.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7. 窗口“New
project（新项目）“出现。
单“identity（身份）”下的输入字段"Name（
8. 在类别“UMG
96 Series（UMG
96系列）”中 单“identity（身份）”下的输入字段"Name（
8. 在类别“UMG
96 Series（UMG
96系列）”中
名称）"中输入您的设备名称。
名称）"中输入您的设备名称。
选择“file
type（文件类型）“UMG
96-PA（
选择“file
type（文件类型）“UMG
96-PA（
11. 在“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下的
11. 在“Configure
connection（配置连接）“下的
或从PQ系列中选择您的UMG
96）。
或从PQ系列中选择您的UMG
96）。
重要设置:
重要设置:
-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连接类型“Ethernet-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连接类型“EthernetGateway（以太网网关）（例如：用于RS485上
Gateway（以太网网关）（例如：用于RS485上
的设备）”。
的设备）”。
- 在输入字段“Address（地址）“中输入您的
- 在输入字段“Address（地址）“中输入您的
604的IP地址（在设备上读出参数地址
UMGUMG
604的IP地址（在设备上读出参数地址
300至303）。
300至303）。
2.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Configuration（配
2. 在子菜单中点击菜单项“Configuration（配
- 在选择字段“Device
address（设备地址）”中
- 在选择字段“Device
address（设备地址）”中
置）”。
置）”。
选择您的UMG
96-PA或PQ系列的UMG
96的设
选择您的UMG
96-PA或PQ系列的UMG
96的设
3. 窗口“Configuration
[device
x] （配置[设备x]
3. 窗口“Configuration
[device
x] （配置[设备x]
备地址
(参见设备的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5.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备地址
(参见设备的用户手册和安装说明书)。
5. 在窗口“Configuration（配置）“中的菜
）“出现在工作区的右半边。
）“出现在工作区的右半边。
12. 点击按钮“Connection
test（测试连接）“。
单“transformer（互感器）”下的输入字段中输
12. 单“transformer（互感器）”下的输入字段中输
点击按钮“Connection
test（测试连接）“。
入电压和电流比。
入电压和电流比。
9. 点击按钮“Next（继续）“。
9. 点击按钮“Next（继续）“。

14. 点击按钮“OK“。
14. 点击按钮“OK“。
15.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a
15. 点击按钮“Finish（完成）“结束步骤“Add
a
new device
the 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信息
new device
to thetoproject（将新设备添加到项
信息
目中）”。
目中）”。
为避免数据损失，应通过按钮“Transfer（传
为避免数据损失，应通过按钮“Transfer（传
输）”或“Transfer
to（传输至）”保存设备配置
输）”或“Transfer
to（传输至）”保存设备配置
的更改！
的更改！

软件GridVis®
- 记录设置
- 记录设置
6 6 软件GridVis®
检查以及在必要时配置在菜单“Recording
检查以及在必要时配置在菜单“Recording
confi-confi信息信息
guration（记录配置）”中记录的应保存测量设备
guration（记录配置）”中记录的应保存测量设备
的数值。
的数值。
• GridVis®设备配置以及记录设置描述了基本设
• GridVis®设备配置以及记录设置描述了基本设
记录包含一个测量值或测量值的平均值。
记录包含一个测量值或测量值的平均值。
置。 置。
• 图示的程序窗口依据设备以及在您的PC上使用的
• 图示的程序窗口依据设备以及在您的PC上使用的
Windows版本可能会与实际之间存在偏差。
Windows版本可能会与实际之间存在偏差。
• 更多有关您的设备的功能、信息以及设备设置参
• 更多有关您的设备的功能、信息以及设备设置参
见软件GridVis®的在线帮助。
见软件GridVis®的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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