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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重要信息
在尝试安装、操作、维修或维护本设备之前，请对照设备仔细阅读这些说
明，以使自己熟悉该设备。下列专用信息可能出现在本手册中的任何地方，
或出现在设备上，用以警告潜在的危险或提醒注意那些对某过程进行阐述或
简化的信息。
当这两个符号中的任何一个添加到 “ 危险 ” 或 “ 警告 ” 安全标签时，表明存
在着电气危险，如果不遵循指示，将会造成人身伤害。
这是安全警示符号。用于警示您存在潜在的人身伤害危险。请遵循此符号提
示的所有安全信息，以避免造成可能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䰽
危险：指示存在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避免，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
害。

䄺ਞ
警告：指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避免，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
伤害。

ᇣᖗ
小心：指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避免，可能导致轻微或中度人身
伤害。

⊼ᛣ
注意：用于提请注意与人身伤害无关的事项。安全警示符号不得与此信息词
连用。

请注意
电气设备只能由具备资质的人员进行安装、操作、维修和维护。由于误用本
材料而导致的任何后果，施耐德电气公司概不负责。
具备资质的人员是指具有与电气设备架设、安装和操作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并且受过安全培训能够识别和避免其中可能引发危险的人员。

通告
FCC 第 15 部分通告
本设备按照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要求经过检测，检测结果证明符合 A 类数
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的设计目的在于当设备在商业环境中使用时，能够
针对有害干扰提供合理保护。本设备产生、使用并能够辐射射频能量，若未
遵循说明手册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住
区使用本设备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要修正干扰并自
行承担费用。设备选装的内置调制解调器的振铃等效数 (REN) 为 0.6。与设
备内置调制解调器的连接应使用 FCC 第 68 部分规定的电话线 （未配备）。
此设备不能用于公共投币电话服务或合用线路服务。
A 类数字仪器符合加拿大的 ICES-003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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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PowerLogic™ 以太网网关 EGX300
简介

EGX300 是一款基于以太网的设备，可在基于以太网的网络和现场设备之间
提供一个透明接口。现场设备包括仪表、监控器、保护继电器、 PLC、脱扣
器、电动机控制以及其他使用 Modbus、 Jbus 或 PowerLogic 协议进行通讯的
设备。
EGX300 使用 Modbus TCP/IP 协议来访问局域网 (LAN) 或广域网 (WAN) 中的
现场设备信息。此功能支持您使用监测软件来访问设备中的信息，以便对数
据进行收集、趋势描绘、报警 / 事件管理、分析以及其他功能。
EGX300 支持从许多常见的设备类型中实时报告数据，还提供了几项设备特
定的功能。它可提供有关本体设备和电路摘要页面，以及本体数据记录和实
时趋势等报告。
图 1：

EGX300 概述
实时视图

通过简便的浏览器即
可查看设备数据 —
无需软件

实时趋势

EGX300 网页

数据记录趋势

控制复位

EGX300

从其他 PowerLogic 网关
和 Modbus TCP/IP 接口
（如 ECC21 和 PM8ECC）
中提取信息至网页。

ION 6200

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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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800

Micrologic

EGX100

Sepam

请转至 www.schneider-electric.com，并在搜索字段中输入 “EGX300”。导航至
EGX Documents & Downloads （EGX 文献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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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EGX 以太网参数之后 （请参见 EGX 安装指南），可使用任何标准的
Web 浏览器通过以太网 LAN 访问 EGX。

登录到 EGX
操作
1. 启动 Web 浏览器。

结果
打开 Web 浏览器。

2. 在地址栏中，键入 EGX 的地址 （默认值为 打开 “ 登录 ” 对话框。
169.254.0.10），然后按 Enter 键。
3. 在文本框中键入您的用户名 （默认值为
Administrator）和密码 （默认值为
Gateway），然后单击确定。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打开 EGX 主页。

注意：用户名和密码区分大小写。
4. 从菜单栏中单击相应条目。

图 2：

打开所选菜单项。

EGX 主页

菜单栏

建议您在无需访问 EGX 时，将其注销。
要注销 EGX 会话，请单击注销或只需关闭浏览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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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ogic™ 以太网网关 EGX300
EGX 用户界面概述

EGX 用户界面包含多个网页，用于设备监测和控制，以及 EGX 诊断和设置。
有关每个网页的描述，请参见表 1。
表 1：

EGX 页面
EGX 网页

描述

参见
页面

设置
4

以太网和 TCP/IP

配置以太网和 TCP/IP 通讯设置。

串口

配置串口通讯参数。

8

远程设备连接

配置远程 Modbus TCP/IP 设备连接。

10

设备列表

配置、识别或验证菊花链上的本地串口设备。只能对远
程设备进行配置和验证。

11

设备记录

配置设备记录参数。

16

设备记录导出

配置设备记录导出选项。

19

日期／时间 1

手动或使用 SNTP 参数设置日期／时间。

23

SNMP 参数 1

配置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25

Modbus TCP/IP 过滤 1

配置哪些 IP 地址可通过 Modbus TCP/IP 来访问 EGX。

25

文档链接

配置文件和 URL 文档链接。

26

用户帐号 1

创建并编辑组和用户。

27

网页访问 1

为每个用户组配置网页访问权限。

28

首选项

配置 EGX 首选项。

30

可查看设备类型

配置在 “EGX 设备列表 ” 网页中可查看哪些受支持的设
备类型。

31

审计跟踪 1

配置 EGX 将以哪种方式报告系统消息：通过维护记录、
电子邮件和远程 Syslog 服务器。

31

系统接入点 1

启用并配置多个 EGX300 的组 IP 地址，从而允许它们相
互发现并查看彼此的信息。

33

实时数据

“ 单个设备页面 ” 表视图提供所选设备的基本读数。 “ 设
备摘要页面 ” 表视图提供一个或多个所选设备的摘要。
“ 趋势页面 ” 视图提供多台设备中的共同主题的实时图表
趋势。

35

设备记录

“ 单个设备页面 ” 为所选设备提供用户可选数量的图表趋
势记录。 “ 设备摘要页面 ” 提供多台具有共同主题的设备
的图表趋势记录。

38

仪表盘

“ 仪表盘 ” 以图表形式为所有已启用数据记录的设备显示
随时间累计的能耗信息。

44

系统接入点

“ 系统接入点 ” 页面显示 EGX300 和可从此 EGX300 中访
问的其他网络系统设备。页面中的每一行是一个指向
EGX300 登录页面的超链接。

47

访问相关的 EGX 文档和用户配置的文档链接。

48

可执行为设备定义的复位，并显示每次执行复位功能的
日期和时间。只有设备支持日期和时间复位功能时，才
会显示此功能。

48

监测

文档
文档
控制
复位

1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仅限管理员访问

3

PowerLogic™ 以太网网关 EGX300
设置

63230-319-234A2
06/2013

表 1：

EGX 页面
EGX 网页

参见
页面

描述

诊断
统计

显示用于排除网络问题的诊断数据。此网页还包含有关
特定 EGX 的信息，其中包括序列号、制造日期和介质访
问控制 (MAC) 地址。

49

读取设备寄存器

允许用户从与 EGX 相连的本地设备和远程设备中读取寄
存器数据。

53

通讯检测

验证在 EGX 上配置的所有设备的通讯状况。

54

显示设备上次维护的日期、时间和维护人员，并提供有
关已执行维护的条目详细信息。

55

维护
维护记录
1

设置

仅限管理员访问

要访问 “ 设置 ” 网页链接，请单击 EGX 菜单栏上的设置。

以太网和 TCP/IP 设置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以太网和
TCP/IP。

打开 “ 以太网和 TCP/IP” 页面。

2. 选择帧的格式和介质类型。如果不知道，
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选择帧的格式和介质类型。

3. 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以及网络管理员分
配给 EGX 的默认网关地址。

输入 EGX 的以太网参数。
注意：如果输入的 IP 地址已被其他设备使用，
则将提示您选择新的 IP 地址。请参见第 7 页上
的 “ 重复 IP 地址检测 ”。

4. 单击应用。

更新 EGX 以太网和 TCP/IP 设置。

* 有关选项列表，请参见下面的第 5 页上的表 2。

图 3：

4

以太网和 TCP/IP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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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GX 以太网和 TCP/IP 设置

选项

描述

设置

帧的格式

用于选择通过以太网连接发送的数据格式。 Ethernet II、 802.3 SNAP
默认值：Ethernet II

介质类型

用于定义物理以太网连接或介质类型。

•
•
•
•
•

自动获得一个
IP 地址

用于从 BootP 服务器中自动获取 IP 地址。
注意：需要网络管理员支持。

已启用或已禁用
默认值：已禁用

IP 地址

用于输入 EGX 的静态 IP 地址。

默认值：169.254.0.10

子网掩码

用于输入网络的以太网 IP 子网掩码地址。

默认值：255.255.0.0

默认网关

用于输入广域网 (WAN) 通讯所使用的网关
（路由器） IP 地址。

默认值：0.0.0.0

10T/100Tx Auto
10BaseT-HD
10BaseT-FD
100BaseTX-HD
100BaseTX-FD

默认值：10T/100Tx Auto

高级以太网设置

⊼ᛣ
网络性能降低
只有具备资格的人员才能修改 EGX 的高级以太网设置，并且要完全通读
和了解高级以太网设置后才能进行此类修改。
若不遵循这些说明，可能会降低网络性能。

操作

结果

1. 单击以太网和 TCP/IP 页面上的高级。

打开 “ 高级以太网设置 ” 页面。

2. 配置高级以太网设置 （有关可用选项，请
参见第 6 页上的表 3）。单击默认，以选择
所有选项的默认值。

设置高级以太网设置。

3. 单击应用。

更新 EGX 以太网和 TCP/IP 设置。

注意：将所做更改应用至 “ 高级以太网设
置 ” 页面时，系统不会保存对 “ 以太网和
TCP/IP” 页面所做的更改。
4. 单击确定，以批准所做更改并复位 EGX。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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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级以太网设置页面

表 3：

EGX 高级以太网设置
选项

描述

设置

生存时间

标识 TCP 数据包可能经过的路由器数量。

1 至 255 跳
默认值：60 跳

TCP 保持连接

检测空闲连接中的连接设备何时因重启或关闭 0 至 65000 秒
等事件变得不可用的计时器。设置为 0 时，表 默认值：30 秒
示禁用此设置。

BootP 超时

用于指定 EGX 等待 BootP 服务器分配 IP 地址 0 至 60 秒
的时间。（如果未分配任何 IP 地址，则系统将 默认值：15 秒
在超时后使用默认的 IP 地址。）

ARP 缓存超时

用于指定 “ 地址解析协议 (ARP)” 表中的条目
保留的时间。

0 至 65000 分钟
默认值：15 分钟

FTP 服务器

控制 FTP 服务器是否在启动过程中初始化。

已启用或已禁用
默认值：已启用

FTP 连接空闲时间

在指定的空闲时间之后关闭 FTP 连接的计时
器。

30 至 900 秒
默认值：120 秒

HTTP 连接空闲时间

在指定的空闲时间之后关闭 HTTP 连接的计时 0 至 65000 秒
器。
默认值：4 秒

HTTP 端口号

用于 HTTP 消息的 TCP 端口。以下端口号保
留供其他网络协议使用，您不能使用：20 和
21 (FTP) 以及 502 (Modbus TCP/IP)。

HTTPS 端口号

用于 HTTPS 消息的 TCP 端口。
1 至 65000
EGX 附带自签名证书。要使 EGX 成为完全受 默认值：443
信任的服务器，必须从证书颁发机构 （如
0 禁用 HTTPS 端口
VeriSign Authentication Services）获取证书。

0 至 65000
默认值：80
0 禁用 HTTP 端口

要添加 / 安装数字证书，请使用 URL
http://x.x.x.x./update_certs_shtml 手动导航至证
书更新页面。其中， x.x.x.x 是 EGX 的 IP 地
址。

6

HTTP 最大保持连接数

用于指定可用的 HTTP 最大保持连接数。

0 至 65000
默认值：100

Modbus TCP/IP 服务器
连接数

用于指定可用的 Modbus TCP/IP 服务器连接
数。

16 至 64
默认值：32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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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GX 高级以太网设置
选项

重复 IP 地址检测

设置

确定如何处理串口子网中 “ 设备 ID” 为 “0” 的 已禁用、已启用或启用
响应
Modbus TCP/IP 消息。已禁用 = 忽略所有消
息。已启用 = 所有消息均视为广播至串口，且 默认值：已禁用
预期不会有任何响应。启用响应 = 所有消息均
视为与串口通讯的正常消息，且预期将做出响
应。

Modbus TCP 代理

此设置确定远程客户端的 Modbus TCP/IP 消息 已启用或已禁用
是否会路由至在 EGX 中定义的远程 Modbus
默认值：已启用
TCP/IP 设备。

Modbus TCP/IP 客户端
超时

EGX 等待远程 TCP/IP 设备响应由 EGX 发起
的 Modbus TCP/IP 请求的时间。

0.1 至 10
默认值：5 秒

Modbus TCP/IP 客户端
连接超时

EGX 等待远程 TCP/IP 设备响应由 EGX 发起
的 Modbus TCP/IP 连接的时间。

1 至 10
默认值：2 秒

Modbus TCP/IP 服务器
连接的空闲时间

在指定的空闲时间之后关闭 Modbus TCP/IP 连 0 至 32767 秒
接的计时器。设置为 0 时，表示禁用此设置。 默认值：0

与网络相连时， EGX 将发布其 IP 地址。为避免出现任何重复的 IP 地址冲
突，EGX 将使用地址解析协议 (ARP) 来查看网络上任何其他设备是否正在使
用同一 IP 地址。下面的表 4 说明了 EGX 如何处理检测到的重复 IP 地址。
表 4：

重复 IP 的检测情况
情况

启动过程 / 电源恢复
检测到以太网连接

手动更改地址

收到 ARP 请求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描述

Modbus 广播

检测到重复 IP

电源 / 状态指示灯

还原为默认的 EGX IP 地址、子网掩码
和网关地址。系统每隔 15 秒发送一次
ARP 请求，直到该 IP 地址可用为止。
在 IP 地址变为可用之后， EGX 将使用
此 IP 地址。

闪烁四次，然后为暂停模式

EGX 保留以前的 IP 地址，并显示一条
消息，指出该 IP 地址已被其他设备使
用。

—

如果连接设备针对 EGX 的 IP 地址发送 闪烁四次，然后为暂停模式
四次 ARP 请求，则还原为默认的 EGX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地址。EGX 将
每隔 15 秒发送一次 ARP 请求，直到该
IP 地址再次可用为止。在 IP 地址变为可
用之后， EGX 将使用此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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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串口。

打开 “ 串口 ” 页面。

2. 选择物理接口、传输模式、波特率、奇偶校 选择串口选项。
验和响应超时 （请参见表 5）。
3. 单击应用。

图 5：

表 5：
选项

更新 “EGX 串口 ” 设置。

串口页面

串口设置
描述

设置

物理接口

用于选择 EGX 串口的物理连线方式。

RS485 四线制、 RS485 二线制
或 RS232
默认值：RS485 二线制

传输模式

用于选择数据通过串口连接的传输方式。

•
•

自动
Modbus ASCII

注意：使用自动模式，您可以
与同一菊花链上的 Modbus
RTU、 Jbus 和 PowerLogic
(SY/MAX) 从设备进行通讯。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6000* 或 57600*
默认值：19200

波特率

用于选择数据通过串口连接的传输速度。

奇偶校验

用于选择通过使用奇偶校验位来检查数据准 偶校验、奇校验或无校验
确性时所需的奇偶校验类型。
默认值：偶校验

响应超时

用于选择 EGX 从串口设备收到响应所等待
的时间。

0.1 至 10 秒
默认值：3 秒

* 仅当物理接口和传输模式为 RS232/Modbus ASCII 时才可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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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串口设置

⊼ᛣ
网络性能降低
只有具备资格的人员才能修改 EGX 的高级串口设置，并且要完全通读和
了解高级串口设置后才能进行此类修改。
若不遵循这些说明，可能会降低串口通讯性能。

操作

结果

1. 单击串口页面上的高级。

打开 “ 高级串口设置 ” 页面。

2. 配置高级串口设置 （有关可用选项，请参
见表 6）。单击默认，以选择所有选项的默
认值。

设置高级串口设置。

3. 单击应用。

更新 EGX 高级串口设置。

注意：将所做更改应用至 “ 高级串口设置 ”
页面时，系统不会保存对 “ 串口 ” 页面所做
的更改。

图 6：

表 6：

高级串口页面

高级串口设置

选项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描述

设置

帧之间的延时

定义从收到响应结束起至串口线路中新请求 0 至 100 毫秒
开始之间的最短静态时间。
默认值：50 毫秒

静态间隔扩展

允许用来表示 ModbusRTU 数据包结束的静 0 至 15 个字符
态间隔扩展为超过标准定义的 3.5 个字符。 默认值：6 个字符

Modbus TCP/IP 超
时异常代码

指出与 EGX 相连的串口设备在串口超时之 0x0A 或 0x0B
前没有响应时返回的异常响应代码。
默认值：0x0B
Modbus TCP/IP 使用 0x0B。但是，某些旧软
件套件使用 0x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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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可连接多达 16 个用户定义的不重复远程 Modbus TCP/IP 设备。您可手
动输入连接，也可从系统接入点发现的连接表中进行选择 （请参见图 7）。
这些连接可在 “ 设备列表设置 ” 中找到，用于远程设备配置。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远程设备连接。

打开 “ 远程设备连接 ” 页面。

2. 要手动添加连接，请输入要连接到的远程
设备的 IP 地址。

输入远程设备的 IP 地址。

3. 要添加系统接入点发现的连接，请单击 “ 添 输入所选系统接入点发现的连接的 IP 地址。
加 ” （位于 “ 发现的连接 ” 表中所需连接的
右侧）。
4. 单击应用。

图 7：

10

更新 “EGX 远程设备连接 ” 设置。

远程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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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设备列表

开始之前，请记住，在自动传输模式中，不得在使用混合协议的菊花链 （例
如，单一菊花链上既有使用 PowerLogic 协议的设备，又有使用 Modbus
RTU/Jbus 协议的其他设备）上使用串口从地址 1 或 16。

将设备连接至 EGX

图 8 和图 9 显示了如何将设备连接至 EGX。要将这些设备添加至 “ 设备列
表 ” 中，请遵循第 12 页上的 “ 设备列表设置 ” 中的步骤。
图 8：

拓扑图 — 仅限串口从设备

以太网连接
EGX300 网页
EGX

RS485 连接

串口从设备

图 9：

拓扑图 — 串口从设备和远程设备
以太网连接

EGX300 网页
EGX100 IP 地址：
169.254.0.28

EGX300 IP 地址：
169.254.0.75

RS485 连接
可使用多达 16 个远程 IP 连接

远程从设备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RS485 连接

串口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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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列表设置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设备列表。

打开 “ 设备列表 ” 页面。（如果只有本地连接，
请参见图 10 ；如果存在远程连接，请参见
第 13 页上的图 11。）

2. 您可以使用 “ 发现 ” 功能来查找本地连接的 打开 “ 设备发现 ” 页面，发现所有本地连接的设
设备 （请参见第 14 页上的 “ 设备发现 ”）。 备。
如果需要远程设备配置，请转到第 3 步。
3. 请参考第 13 页上的图 11，选择可查看设备 选择可用于定义连接至 EGX 的设备的监测地点
的数量 （1 至 64）。
数量。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连接。*

选择连接。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设备类型。*

选择设备类型。

6. 在设备名称文本框中，键入设备名称。

输入设备名称。

7. 在本地 ID 文本框中，键入串口从设备的地
址 （如果该设备位于串口端口上），或键
入要用来访问远程设备的地址。

输入设备的本地地址。

8. 在远程 ID 文本框中，键入远程设备的地
址。*

输入远程设备的地址。

9. 重复第 4 步至第 8 步，直到已输入所有设备 输入所有连接的设备。
为止。
更新 “ 设备列表 ” 设置。

10. 单击应用。

* 只有禁用被更新设备的数据记录功能时，才能更改此配置参数。请参见第 16 页上的 “ 设备记
录 ”。

图 10：

12

设备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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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表 7：

支持远程连接的设备列表页面

设备列表设置
选项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描述

设置

可查看设备数量

选择要显示的设备数量。

1 至 64
默认值：8

连接

选择连接站点。

串口或 IP 地址
默认值：串口

设备类型

选择要在列表中显示的设备类型。

受支持设备的范围。

设备名称

允许为各个设备指定名称。

—

本地 ID

您必须定义本地 ID。

—

远程 ID

您必须定义远程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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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发现 ” 选项支持 EGX 发现连接在串口上，且在 “ 设备列表 ” 上未列出
的 Modbus 设备。无论发现范围的设置如何，系统均会验证那些先前已输入
“ 设备列表 ” 的设备。
发现
开始执行 “ 设备发现 ” 时， EGX 将使用用户定义的地址范围来查询本地串口
（请参见第 15 页上的图 12）。 Modbus ASCII 或 RTU 协议用于在串口连接上
执行发现功能，具体情况取决于当前的串口配置。如果设备回复查询，则
“ 本地 ID” 将设置为当前的发现地址，且该设备将被分配一个默认的设备名
称。然后 EGX 将尝试识别设备类型。如果 EGX 认识已发现设备的设备类
型，则 EGX 将在 “ 设备类型 ” 字段中输入所识别的设备类型名称。如果
EGX 不认识设备的类型，则 “ 设备类型 ” 字段将设置为默认值 “Modbus”。
状态字段将显示发现状态。
验证
在发现过程中，系统将验证先前为所有连接 （指发现的起始和终止地址范围
内外的串口连接和远程连接）定义的所有 “ 设备列表 ” 条目。串口连接上的
验证协议由设备列表中设备的当前配置确定。 Modbus TCP/IP 协议用于验证
远程设备。 EGX 将显示 “ 设备列表 ” 中的本地 ID、已存储的设备名称和设
备类型，并查询设备。 EGX 还会显示查询识别的设备类型，并与以前定义的
设备类型进行比较。如果发现不同，或者发现以前定义的配置有效，则还会
显示状态。
注意：您可以编辑设备名称和设备类型，并逐个选择要在设备列表中存储的
设备。但是，如果已为设备启用记录，则仅可修改名称。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设备列表。

打开 “ 设备列表 ” 页面。

2. 要发现本地连接的设备，请单击发现。

打开 “ 设备发现 ” 页面。

3. 输入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

输入发现地址的范围。
注意：系统将验证以前在设备列表中已输入且
地址 （本地 ID）超出发现范围的设备。

4. 单击开始发现。（单击停止发现可停止此进 开始发现所有连接的和已定义的设备。
程）
注意：发现功能仅查找连接至 EGX 的本地
串口 Modbus 设备。远程设备必须手动添
加。请参见第 10 页上的 “ 远程设备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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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新设备名称。

重命名设备。

6. 选中要保存至 “ 设备列表 ” 的设备旁边的
保存复选框。

选择或取消选择要保存或删除的设备条目。

7. 在设备发现页面中，单击应用。

将所有标记为待保存设备的设备配置保存至设
备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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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设备发现

表 8：

设备发现选项

选项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描述

设置

起始 / 终止地址

定义将用于发现 EGX 串口上设备的 Modbus 1 至 247
地址范围。
默认值：起始：1 ；终止：10

保存

允许将所选设备保存至 “ 设备列表 ”。

已启用或已禁用
默认值：已启用

连接

显示已发现或验证设备的连接。

串口或 IP 地址 （适用于远程设
备验证）。

已定义

列出已为此设备定义的设备类型。

—

已指定

允许您从下拉列表中指定设备类型。

—

名称

允许输入设备的自定义名称。

—

本地 ID

显示本地 ID。

—

远程 ID

显示远程 ID。

—

状态

显示发现或验证状态。

有效、未知、失败、已找到、
发现中或测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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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记录

受 EGX 支持的每种设备类型均可使用记录功能。 EGX 可以按照预定义的间
隔 （5、 10、 15、 20、 30 和 60 分钟）来记录从本地和远程连接设备中接收
到的数据。下文阐述了 EGX 如何记录数据以及如何设置设备的记录功能。

间隔数据记录

电力监测系统中的许多设备无法将数据记录在永久性存储器中。 EGX300 可
按照预定义的间隔，为多达 64 台串口和远程连接设备提供此数据记录功能。
EGX 将记录的数据存储在永久性 FIFO （先进先出）文件中。
每个数据记录文件的记录容量均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取决于所选的记录间
隔。可以计算每个数据记录文件的记录容量，方法是将一个数据记录文件可
包含的最大可能记录间隔数 (171,072) 除以记录主题数和每天记录间隔数的乘
积。
记录文件容量 = 间隔数 （最大值） / （每个间隔的主题数 * 每天记录的间隔数）

例如，如果设备每隔 10 分钟记录 3 个主题，则此设备数据记录的记录容量
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每天记录的间隔数 = 每天的分钟数 / 记录间隔 （以分钟为单位）
= 1440 / 10
= 144 个间隔
记录文件容量 = 可能的最大间隔数 / （每个间隔记录的主题数 * 每天记录的间隔数）
= 171072 / (3 * 144)
= 396 天

记录容量将动态计算得出，并显示在 “ 主题选择页面 ” 上 （有关示例，请参
见表 9）。
表 9：

记录间隔示例

主题数

16

指定记录间隔的记录容量 （以天为单位）
5 分钟间隔

10 分钟间隔

15 分钟间隔

1

594

1188

1782

2

297

594

891

3

198

396

594

4

148

297

445

5

118

237

356

6

99

198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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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列表中的每个设备均可分别启用记录功能。记录主题专属于各自的设
备。要查看间隔数据记录，请参见第 38 页上的 “ 设备记录 ”。
注意：要启用 “ 设备记录 ” 功能，则必须在 “ 记录间隔 ” 下拉窗口中选择一个
时间值。建议您为正在配置的特定设备禁用记录功能。要执行此操作，请参
见图 13，并取消选中所选设备的记录复选框。
操作
1. 从 “ 设置 ” 菜单，单击设备记录 （请参见
图 13）。
2. 请参见图 13，选中要记录设备的记录复选
框。

结果
打开 “ 设备记录 ” 页面。
选择要记录的设备。

•

要选择所有设备，请单击全选，然后单
击应用。
要取消选择所有设备，请单击清除，然
后单击应用。
3. 选择记录间隔。
为所选设备选择记录间隔。
4. 单击应用。
更新 EGX 设备记录设置。
•

选项
要自定义记录内容，请启用设备记录功能，然 选择要记录的设备主题，然后返回至 “ 设备记
录 ” 主页面。
后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除零以外的记录间隔，并取消选中特定
注意：如果更改设备记录的默认主题，则该
设备的 “ 自定义 ” 栏中的主题旁边将显示一
设备记录选择复选框。
个星号 (*)。更改已处于活动状态的设备记
2. 针对要配置的设备，单击自定义下方的主题。
录的主题时，将清除以前已为该设备记录的
3. 请参见第 18 页上的图 14，选中要记录的主
所有数据。如果需要，应在执行更改之前从
题。
EGX 中检索备份数据。
• 要选择所有主题，请单击全选，然后单
击应用。
• 要取消选择所有主题，请单击清除，然
后单击应用。
• 要选择默认主题，请单击屏幕底部的
默认。
要删除数据记录，请选中要删除的数据记录的 选择要清除的数据记录。
清除数据复选框。
注意：要清除数据记录，设备的记录复选框
不得处于启用状态。
1. 要选择所有设备，请单击全选，然后单击
应用。
2. 要取消选择所有设备，请单击清除，然后单
击应用。
要禁用记录功能，请将记录间隔选择为零，确 关闭记录功能。
保已取消选中记录选项，然后单击应用。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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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别选择每个设备要记录的主题。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备记录 ” 页面，单击所需设备的主题 打开主题选择页面。
链接。
2. 请参见图 14，选中要记录的主题。
•
•
•

3. 单击应用。

图 14：

18

选择要记录的主题。

要选择所有主题，请单击全选。
要取消选择所有主题，请单击清除。
要选择默认主题，请单击默认。
保存要记录的主题选择。

主题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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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允许您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导出设备记录：电子邮件、 FTP 或
HTTP。下文描述了每种方法。
注意：如果电子邮件、 FTP 或 HTTP 服务器不与 EGX 处于同一以太网网段
中，请确保已正确配置 “EGX 默认网关 ”。请参见第 4 页上的 “ 以太网和
TCP/IP 设置 ”。

电子邮件导出
操作
1. 从 “ 设置 ” 菜单，单击设备记录导出。

结果
打开设备记录导出页面。

2. 选择电子邮件作为传输方式。

打开电子邮件设备记录导出选项。

3. 选中渐增的复选框。

仅选择自上次成功导出数据以来记录的新间隔
数据。

注意：如果传输计划为 “ 每小时 ” 执行一次
或按 “ 记录间隔 ” 执行，则系统将自动选中
“ 渐增的 ” 复选框。
注意：如果未选中渐增的复选框，则将在
每个计划间隔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
整个记录文件。
4. 选择每小时、每日、每周、每月或记录间
隔。

选择数据记录发送的频率。

5. 根据您在上一步中选择的选项，选择每日
的某个时间、每周的某天和 / 或每月的某
天。

选择数据记录发送的时间。

6. 在发件人地址文本框中，键入设备管理人
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电子邮件的发件人。

注意：由于大多数 SMTP 都需要电子邮件
的 “ 发件人 ” 地址，因此必须键入此地址。
7. 在收件人地址文本框中，键入将接收数据
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记录的电子邮件地址 （最多为 5 个）（每个
文本框一个地址）。
8. 在服务器 IP 地址文本框中，输入发送邮件服 输入发送电子邮件数据记录的服务器地址。
务器的地址 （0.0.0.0 至 255.255.255.255）。
注意：如果不知道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服务器的地址，请与网络管理员联
系。
9. 在服务器 TCP 端口文本框中，输入发送邮
件服务器的发送端口。

输入发送邮件服务器的发送端口。
默认值：25

10. 如果 SMTP 服务器要求用户登录信息，请
选中 SMTP 服务器要求用户登录复选框。

允许输入 SMTP 服务器的登录信息。

注意：EGX 支持 “Plain”、 “Login”、
“CRAM-MD5” 和 “Digest-MD5” 访问验证。
11. 如果已选中 SMTP 服务器要求用户登录复 记录 SMTP 服务器登录信息。
选框，则请在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12. 单击测试电子邮件 将使用您已设置的参数
发送一封测试电子邮件，或单击应用。

发送测试电子邮件和 / 或应用记录导出电子邮件
设置。

注意：单击测试电子邮件将应用记录导出
电子邮件设置，并发送一封测试电子邮
件；而单击应用则仅应用所做的设置。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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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设备记录导出页面 — 电子邮件

FTP 导出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单击设备记录导出。

打开 “ 设备记录导出 ” 页面。

2. 选择 FTP 作为传输方式。

打开 FTP 设备记录导出选项。

3. 启用渐增的复选框。

仅选择自上次成功完成发送间隔以来记录的新
数据。

注意：如果传输计划为 “ 每小时 ” 执行一次
或按 “ 记录间隔 ” 执行，则系统将自动选中
“ 渐增的 ” 复选框。
注意：如果未选中渐增的复选框，则将在每
个计划间隔通过 FTP 发送整个记录文件。
4. 选择每小时、每日、每周、每月或记录间
隔。

选择数据记录传输的频率。

5. 根据您在上一步中选择的选项，选择每日
的某个时间、每周的某天和 / 或每月的某
天。

选择数据记录传输的时间。

6. 在服务器 IP 地址文本框中，输入发送 FTP 服 输入传输数据记录的服务器地址。
务器的地址 （0.0.0.0 至 255.255.255.255）。
注意：如果不知道文件传输协议 (FTP) 服
务器的地址，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7. 在目录文本框中，输入目录。

允许您输入远程服务器的目录信息。

8. 在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记录服务器登录信息。

9. 启用被动复选框。

将 FTP 文件传输模式设置为被动模式。

10. 如果正在将数据导出到 StruxureWare Energy 附加 MAC 地址以创建唯一的文件名。
Operation，请单击附加 MAC 地址到文件名
复选框。
注意：如果发送到 Energy Operation 的两
个文件具有相同的名字，选中此复选框可防
止合并数据。有关记录文件格式的详细信
息，请参考第 39 页上的 “ 获取数据记录 ”。
11. 单击测试 FTP 可测试您已设置的 FTP 参
数，或单击应用。

向 FTP 服务器和目录发送测试文件，和 / 或应
用 FTP 设置。

注意：单击测试 FTP 将应用记录导出 FTP
设置，并传输测试文件；而单击应用则仅
应用所做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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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设备记录导出页面 — FTP

注意：如果传输计划为 “ 每小时 ” 执行一次或按 “ 记录间隔 ” 执行，则系统将自动选中 “ 渐增的 ”
复选框。

HTTP 导出
操作
1. 从 “ 设置 ” 菜单，单击设备记录导出。

结果
打开 “ 设备记录导出 ” 页面。

2. 选择 HTTP 作为传输方式。

打开 HTTP 设备记录导出选项。

3. 选中渐增的复选框。

仅选择自上次成功完成发送间隔以来记录的新
数据。

注意：如果传输计划为 “ 每小时 ” 执行一次
或按 “ 记录间隔 ” 执行，则系统将自动选中
“ 渐增的 ” 复选框。
注意：如果未选中渐增的复选框，则将在
每个计划间隔通过 HTTP 发送整个记录文
件。
4. 选择每小时、每日、每周、每月或记录间
隔。

选择数据记录传输的频率。

5. 根据您在上一步中选择的选项，选择每日
的某个时间、每周的某天和 / 或每月的某
天。

选择数据记录传输的时间。

6. 在服务器 IP 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HTTP 服
务器的地址。

输入传输数据记录的服务器 IP 地址。

注意：如果不知道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服务器的地址，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7. 在服务器 TCP 端口文本框中，输入 HTTP
服务器端口。

输入对外发送 TCP 端口。
默认值：80

注意：如果要使用安全套接层进行导出，
请输入 HTTPS 服务器 TCP 端口号 （通常
为 443）。
8. 如果用的是代理服务器，请在代理服务器
IP 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IP 地址。

输入传输数据日志的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意：如果您不知道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请联系您的网络管理员。
9. 在代理服务器 TCP 端口文本框中，输入
HTTP 服务器端口。

输入对外发送 TCP 端口。
默认值：0

注意：如果要使用安全套接层导出，请输
入 HTTPS 服务器 TCP 端口号，一般是
443。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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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结果

10. 在路径文本框中，输入 EGX 发布数据到服
务器后， Web 服务器将执行的服务器脚本
的路径。

输入服务器脚本的路径。

11. 在字段名框中，输入 Web 服务器要求的文
件名。

允许 EGX 将文件推送至现有的 WWW 服务器脚
本中。

注意：如果无此要求，请使用默认值
“datafile1”。
12. 在主机名框中，输入主机的域名。

如果 WWW 服务器在单个 IP 地址上托管多个
域，则此操作可识别特定的主机。（默认情况下
留空）

13. 在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记录服务器登录信息。

14. 如果要使用安全套接层进行导出，请选中
SSL。

所有通过 HTTP 导出的设备记录均会改成使用
安全套接层 (HTTPS)。

15. 如果正在将数据导出到 StruxureWare Energy 附加 MAC 地址以创建唯一的文件名。
Operation，请单击附加 MAC 地址到文件名
复选框。
注意：如果发送到 Energy Operation 的两
个文件具有相同的名字，选中此复选框可防
止合并数据。有关记录文件格式的详细信
息，请参考第 39 页上的 “ 获取数据记录 ”。
16. 单击测试 HTTP 可测试您已设置的 HTTP
参数，或单击应用。

向 HTTP 服务器和目录发送测试文件，和 / 或应
用 HTTP 设置。

注意：单击测试 HTTP 将应用记录导出
HTTP 设置，并传输测试文件。而单击应用
则仅应用所做的设置。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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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时间 ” 页面允许您设置 EGX 的日期和时间。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日期／时间。

打开 “ 日期／时间 ” 页面。

2. 配置年、月、日、小时、分钟和秒钟。

设置日期和时间。

3. 选择时区偏移。

将时钟设置为所选时区。

4. 要设置时钟以自动调整为 “ 夏时制 ”，请选
中启用夏时制自动调整复选框。

允许您设置时钟，以便自动调整为 “ 夏时制 ”。

5. 输入数字、日、月和小时以开始和结束 “ 夏 设置 “ 夏时制 ” 调整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时制 ”。
6. 单击应用。

图 18：

网络时间同步

保存日期／时间设置。

日期／时间页面

启用网络时间同步将通过允许网络时间协议 (NTP) 服务器来设置 EGX 系统
时钟的时间和日期。
注意：如果 NTP 服务器不与 EGX 处于同一以太网网段中，请确保已正确配置
“EGX 默认网关 ”。

操作

结果

1. 在日期／时间页面中，选中 “ 启用网络时间 显示 “SNTP 参数 ” 部分，以及上次成功的时间
同步 ” 复选框。
同步。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2. 配置时区偏移、轮询间隔、主要 NTP 服务
器 IP 地址和辅助 NTP 服务器 IP 地址 （请
参见第 24 页上的表 10）。

设置 SNTP 参数。

3. 单击应用。

保存 SNT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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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表 10：

启用网络时间同步

SNTP 参数设置

选项

24

描述

设置

时区偏移

时间将根据所选的协调世界时 (UTC) 值来
设置。

UTC −12:00 至 UTC + 13:00
默认值：UTC (GMT)

启用夏时制自动调整

允许您定义夏时制的开始和终止时间。

第一个至第五或最末个、周
日至周六、一月至十二月、
0:00 至 23:00
默认值： 从三月第二个周日
2:00 开始，至十一月第二个
周日 2:00 结束。

轮询间隔

控制 EGX 连接 NTP 服务器获取正确时间
的频率。

1 小时至 1 周
默认值：1 周

主要 NTP 服务器 IP
地址

EGX 连接以获取正确时间的主要 NTP 服务 0.0.0.0 至 255.255.255.255
器的 IP 地址。
默认值：0.0.0.0

辅助 NTP 服务器 IP
地址

EGX 连接以获取正确时间的辅助 NTP 服务 0.0.0.0 至 255.255.255.255
器的 IP 地址。
默认值：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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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支持 SNMP，允许网络管理员利用 SNMP 管理器远程访问 EGX，并以
MIB-II 格式查看 EGX 的网络状态和诊断信息。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 SNMP 参数。

打开 “SNMP 参数 ” 页面。

2. 选中启用 SNMP，以打开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激活 SNMP。

3. 输入系统信息、系统名称、系统地址、只读社区 输入 SNMP 系统信息和社区访问名称。
的名称和可读写社区的名称。
4. 单击应用。

图 20：

Modbus TCP/IP 过滤

保存 SNMP 设置。

SNMP 参数页面

此功能允许管理员为 Modbus TCP/IP 客户端分配对 （本地或远程）连接到
EGX 的设备的访问权限。
注意：匿名 Modbus TCP/IP 地址 (***.***.***.***) 可设置为 “ 只读 ” 或 “ 无 ”。
将此地址设置为只读时，不在过滤列表中的任何 Modbus TCP/IP 客户端均
可凭借只读访问权限访问串口从设备。将此地址设置为无时，则将阻止不在
过滤列表中的所有 Modbus TCP/IP 客户端访问。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 Modbus TCP/IP
过滤。

打开 “Modbus TCP/IP 过滤 ” 页面。

2. 选中启用过滤复选框。

激活过滤。

3. 在 IP 地址栏中，输入 Modbus TCP/IP 客户
端地址

输入有权访问与 EGX 相连设备的 Modbus
TCP/IP 客户端的 IP 地址。

4. 在访问权限栏中，选择 “ 只读 ” 或 “ 完
全 ”。

为相应的 IP 地址选择访问权限。设置为 “ 只读 ”
时，系统将支持以下 Modbus TCP/IP 功能代码：
十进制：1、2、3、4、7、8、11、12、17、20、
24、 43、 100
十六进制：01、 02、 03、 04、 07、 08、 0B、
0C、 11、 14、 18、 2B、 64

5. 重复第 3 步和第 4 步，以添加更多 IP 地址。 继续添加 IP 地址以便过滤。
6. 单击应用。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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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文档链接

Modbus TCP/IP 过滤页面

EGX 支持两种文档链接：
1. 本地文件访问 （存储在 EGX 本体上的文档）
2. 外部 URL 访问。
注意：要在 “ 文档 ” 网页显示上的本地文件文档必须使用 FTP 放在
EGX www/documentation 文件夹中。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文档链接。

打开 “ 文档链接 ” 页面。

2. 对于文件访问：选中要启用的文件名链接的 选中文档页面上显示哪些文件和 URL。
已启用复选框。
对于 URL 访问：选中要启用的 URL 链接的
已启用复选框。
3. 如果希望单击时在新窗口中打开所选文件
和 URL，请选中新窗口复选框。

选中单击时将在新窗口中打开哪些文件和 URL。

4. 在链接文本文本框中输入文档链接的标题。 设置文档页面中要显示的文档链接的标题。
5. 单击应用。

图 22：

更新 EGX 文档链接设置。

文档链接页面

注意：有关访问已加载文档的信息，请参见第 48 页上的 “ 文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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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用户已分配用户名和密码。每个用户属于一个组，每个组均具有 EGX
管理员分配的访问 EGX 网页的权限。
注意：系统有两个默认用户帐号：Administrator （默认密码为 Gateway）和
Guest （默认密码为 Guest）。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用户帐号。

打开 “ 用户帐号 ” 页面。

2. 如果要更改组名称，请在某个分组文本框中
键入新名称 （Administrator 组名称不能更
改）。

输入新的组名称。

3. 在 “ 用户 ” 部分中，为新用户输入用户名 （1 输入用户的名称和密码。
至 24 个字符）和密码 （0 至 12 个字符）。
EGX300 将检查密码的强弱，并显示指示强度
注意：用户名和密码区分大小写，且仅可包
的颜色和文字：
含字母和数字字符。
红色
= 密码为空 / 密码较弱
黄色
= 密码强度为中等
蓝色
= 密码强度较高
绿色
= 密码强度非常高
4. 为新用户选择组和默认语言。

为用户选择组和语言。

5. 对于每个要添加的其他用户，请重复第 3 步
和第 4 步。

继续添加用户。

6. 单击应用。

保存所有用户帐号设置。

表 11：

EGX 帐号和密码
帐号
Gateway

Guest

Guest

用户定义的帐号 （可支持多达 11 个帐号）

无默认值 — 密码由用户定义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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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访问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网页访问。

打开 “ 网页访问 ” 页面。

2. 选择每个用户组对网页所具有的访问权限
（“ 无 ”、 “ 只读 ” 或 “ 完全 ”）。

有关每组访问权限的说明，请参见下面的
表 12。

3. 要允许 Guest 访问网页，请选中 Guest 栏下方的 允许默认 Guest 组访问网页。
只读。
注意：如果 Guest 组为 “ 只读 ”，则其他组只能
设置为 “ 只读 ” 或 “ 完全 ”。
4. 对每个部分中的选项，请重复第 2 步和第 3 步。 选择每个网页的访问权限。
5. 单击应用。

表 12：

保存密码设置。

组访问
组

访问

Administrator

对所有网页具有完全访问权限
注意：建议您在首次登录时更改默认的管理员密码，以确保系统安全。

Guest

对所选网页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用户定义的三个组

通过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管理员可向每个组分配网页的访问权限。
访问权限如下：
•
•
•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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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无权访问所选网页
只读：授予某个组凭密码对所选网页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完全：组对所选网页具有与 Administrator 组相同的访问权限

网页访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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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网页和其他文件类型可通过 FTP 从您的计算机传输至 EGX。通过
FTP 发送至 www/monitoring、 www/maintenance 或 www/control 目录且扩展
名为 .htm、 .html 或 .shtml 的文件将会自动获得保护。每个文件夹都在 Web
界面的菜单栏上有一个对应的链接。单击菜单栏上的链接时，您已添加的网
页将显示在 “ 自定义页面 ” 下方的浏览器窗口左侧的菜单中。
注意：您不能在 “ 监测 ”、 “ 控制 ” 或 “ 维护 ” 文件夹内创建新文件夹。
自定义网页或其他文件通过 FTP 传输至 EGX 之后，您可以使用 “ 添加／删
除网页 ” 页面从 Web 界面中添加或删除这些网页或文件，无需从 EGX 中删
除。此页面可从 “ 网页访问 ” 页面中打开。

使用 FTP 添加网页

6

操作

结果

1. 启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 “ 地址 ” 文本 打开登录身份对话框。
框中键入 ftp:// 和 EGX 的 IP 地址 （例如，
ftp://169.254.0.10），然后按 Enter 键。
2. 在文本框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和管理 打开与 EGX 的 FTP 会话。
员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3. 打开新的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找到
要发送至 EGX 的自定义网页的位置，右键
单击此网页，然后单击复制。

将文件复制到剪贴板。

4. 切换回您在第 1 步中打开的 EGX Windows 打开要在 EGX 上保存该网页的文件夹。
资源管理器窗口，然后打开要复制网页的文
件夹 （例如， “/www/monitoring/”）。
5. 右键单击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的右窗
格，然后单击粘贴。

将自定义网页复制到 EGX。

注意：除了复制和粘贴文件，您还可以将文
件拖放至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
6.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中，单击关闭。 关闭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使用 FTP 删除网页
操作

结果

1. 启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 “ 地址 ” 文本 打开登录身份对话框。
框中键入 ftp:// 和 EGX 的 IP 地址 （例如，
ftp://169.254.0.10），然后按 Enter 键。
2. 在文本框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和管理 打开与 EGX 的 FTP 会话。
员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3. 打开自定义网页所在的文件夹，右键单击要 打开自定义网页所在的文件夹，然后删除文件。
删除的文件，然后单击删除。
4.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中，单击关闭。 关闭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在 Web 界面中添加 / 删除网页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网页访问。

打开 “ 网页访问 ” 页面。

2. 单击添加／删除网页 （请参见第 30 页上的
图 25）。

打开 “ 添加／删除网页 ” 页面。

3. 如果您向任意 EGX 文件夹添加自定义网页， 选择或取消选择自定义网页。
则将在每个文件夹名称的下方看到文件名列
表。选择您希望用户看到的网页。取消选择
您不希望用户看到的网页。
注意：取消选择网页时，不会将此网页从
EGX 中删除。
4. 单击应用。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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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首选项

添加／删除网页页面

此选项允许分别自定义每个 EGX。
操作

打开 “ 首选项 ” 页面。

2. 输入装置名称、默认主页、实时采样率和
通讯校验速率。

设置首选项。

3. 单击应用。

更新 “EGX 首选项 ” 的设置。

图 26：

首选项页面

表 13：

首选项设置
选项

30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首选项。

描述

设置

装置名称

允许您为 EGX 和关联装置输入自定义名
称。此名称将在 Web 界面标志中使用。

默认值：Powerlogic®
EGX300

默认主页

允许选择默认主页。

首页、电路摘要页面、负载电
流摘要、电流需量摘要、功率
摘要、电能摘要
默认值：首页

实时采样率

控制从设备中读取标准 “ 监测表 ” 视图内 5 至 60 秒
的数据的频率。
默认值： 5 秒

通讯校验速率

控制浏览器在标准 “ 监测表 ” 视图中显示 已禁用、 5 至 30 分钟
实时读数时通讯检测执行的频率。此功能 默认值： 15 分钟
会尝试自动将任何已停止使用的设备重新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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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设备类型

PowerLogic™ 以太网网关 EGX300
设置

通过 “ 可查看设备类型 ” 页面可管理 “ 设备列表设置 ” 网页中用户可选择的
设备类型。由于 EGX300 支持多种不同的设备，因此从 “ 可用设备类型 ” 列
表中删除设备类型时，可简化 “ 设备列表设置 ” 网页的配置。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可查看设备类型。 打开 “ 可查看设备类型 ” 页面。
2. 选择要用于设备列表配置的设备类型。

选择要用于设备列表配置的设备类型。

注意：单击全选可以启用所有设备，单击
清除可以禁用所有设备。
注意：对于当前正在使用的设备，不能更
改 “ 设备类型可用性 ”。
3. 单击应用。

图 27：

审计跟踪

保存 “ 可查看设备类型 ” 设置。

可查看设备类型页面

审计跟踪是一系列带有时间戳的记录或消息序列。它将记录配置更改、错误
和失败的认证事件，并识别发起事件的用户。
使用 “ 审计跟踪 ” 页面可设置四个报告组和消息通道。对于每个通道，您可
选择要查看消息的报告组。选择通道的报告组时，您将看到该报告组中生成
的任何消息。
消息通道为：

•
•
•

EGX 本体维护记录文件
远程 Syslog 服务器 （Syslog 是记录消息的标准）
电子邮件

所有消息均带有日期时间戳，其中包括报告组和用户识别信息。
“ 审计跟踪 ” 页面可划分为三个框，分别对应三个消息通道：维护记录、
Syslog 和电子邮件。（请参见第 33 页上的图 28）。您可以分别配置发送至每
个通道的消息。
从 “ 设置 ” 窗口中，单击 “ 审计跟踪 ”。将打开 “ 审计跟踪 ” 页面。请遵循
下表中的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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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审计跟踪设置
选项

描述

设置

维护记录
控制要在维护记录中显示的消息 消息生成后，将显示在 EGX 本体 请选中要包括在内的报告选
的报告类型。
维护记录中。
项。默认值：未选中任何选
项
Syslog
服务器 IP 地址

消息生成后，将转发至您指定的
服务器中。
服务器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将从此服务器 UDP 端口发送
端口
Syslog 消息。
报告
其消息可转发的四种报告类型。
设施下拉列表
严重度下拉列表

电子邮件
发件人地址

收件人地址

服务器 IP 地址
服务器 TCP 端口
SMTP 服务器要求用户登录
用户名
密码
报告
默认 / 应用

32

输入要将消息转发至其中的
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
输入此 IP 地址的 UDP 端口
号。默认值 = 514。
选中要转发其消息的报告类
型。
选择适当的类别。

提供有关系统中生成消息的位置
的粗略线索。将显示在 Syslog 中。
向用户指出消息的相对重要性。 选择适当的类别。
您必须为设施确定每种类型的重
要性。

消息生成后，原始发件人的电子 输入电子邮件的 “ 发件人地
邮件地址将显示在 “ 从 ” 字段中。 址 ” （原始发件人的地
址）。
电子邮件的正文包括：EGX IP 地 最多 49 个字符。
址、报告组名称、用户名、用户
IP 地址和来自报告组的消息。
消息生成后，将发送到收件人的 输入电子邮件的 “ 收件人地
电子邮件地址。
址 ” （所有消息收件人的电
子邮件地址）。每个地址最
多 49 个字符。
这是要发送电子邮件的服务器的 如果不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
IP 地址。
则不会发送任何电子邮件。
这是服务器 IP 地址的 TCP 端口
请输入 TCP 端口号。默认
号。
值为 25。
使用此复选框可启用登录，以接 选中此复选框可开始添加登
收电子邮件。 SMTP 服务器要求 录信息。
用户登录。
这是 EGX 将用来登录 SMTP 服务 键入 SMTP 服务器所需的用
器的用户名。
户名 （最多 31 个字符）。
这是 EGX 将用来登录 SMTP 服务 键入 SMTP 服务器所需的密
器的密码。
码 （最多 31 个字符）。
这是可转发消息的报告类型。您 选中需要消息的报告类型。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意数量的报
告类型。
单击 “ 应用 ” 或 “ 默认 ”。
单击 “ 应用 ” 可保存您输入的条
目。单击 “ 默认 ” 可将每个字段
返回至其默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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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系统接入点

审计跟踪设置

使用系统接入点可发现和链接其他与网络相连的施耐德电气公司制造的设
备。默认情况下，此功能已配置为运行，无需另外进行配置。
使用此设置屏幕可输入组的 IP 地址和相关信息。

操作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结果

1. 从 “ 设置 ” 菜单中，单击系统接入点。

打开 “ 系统接入点 ” 窗口。

2. 已启用

选中后，具有相同组 IP 地址的 EGX300 可彼此
发现。默认值 = 已启用。

3. UDP 端口

键入系统接入点发现使用的 UDP 端口的端口号
（从 1 至 65535）。默认值 = 59。

4. 组 IP 地址

键入支持多播或单播地址的组 IP 地址。默认
值 = 224.0.1.2。

5. 问候时间

这是指此 EGX300 通过发出 “ 问候 ” 消息，向
该网络上其他的施耐德电气系统访问设备表明
自身存在的间隔时间。 1 – 65535 秒，默认值 =
300 秒。

6. 保持时间

这是接收方在认为此 EGX300 不可用之前，保
持此 EGX300 发送的 “ 问候 ” 消息的时间。
从 2 至 65535 秒，默认值 = 600 秒。

7. 多播生存时间

您可以控制要在多大的网络区域范围内来发现
其他设备。此选项由多播允许转发至其他方的
次数来控制。允许的路由器跳转范围为 1 至
255。默认值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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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8. 社区

结果
组中的 EGX300 可划分为多个社区。具有相同
组 IP 地址和社区编号的 EGX300 能够彼此发
现。
如果将社区编号设置为 “0”，则允许 EGX300 发
现所有具有相同组 IP 地址的 EGX300，与社区
设置无关。默认值：0

9. 默认 / 应用

图 29：

34

单击 “ 应用 ” 可保存您的输入；单击 “ 默认 ”
则可返回列出的默认值。

系统接入点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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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EGX 提供的屏幕显示可以查看实时数据和趋势以及历史数据记录趋势。

实时数据

“ 实时数据 ” 页面实时提供所选设备的基本读数和设备摘要信息。

单个设备页面

要查看实时数据表，请转至 “ 监测 ” 菜单，并在 “ 实时数据 > 单个设备页面 ”
下选择一个设备。

基本读数设置
操作
1. 在显示页面的顶部，选择要在 “ 模拟量表 ” 图形
显示中显示的负载电流、功率、线电压 V LL 或
相电压 V LN。

结果
选择要在 “ 模拟量表 ” 图形显示中显
示的数量。
注意：模拟量表并非对所有设备类
型都适用。

2. 默认情况下，此量表会自动调整其显示范围。对于固 控制 “ 模拟量表 ” 的显示范围。
定范围，请选择范围。配置模拟量表范围的说明已在
下表中列出。
3. 单击应用。

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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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读数 ” 页面上的 “ 图形模拟量表 ” 的范围可配成或设置为自动调整
（图 31）。
操作

结果

1. 在 “ 启用自动调整 ” 下方，选中希望量表设 启用所选设备的自动调整。
置为自动调整的设备。
注意：单击全选可以启用所有设备的自动
调整，单击清除可以禁用所有设备的自动
调整。
2. 对于已禁用自动调整的设备，请输入每种
量表类型的最小和最大限值。

设置量表范围。

3. 单击应用。

更新 “ 自动调整 ” 设置。

图 31：

设备摘要页面

范围设置页面

设备摘要表视图可提供一个或多个所选设备的摘要。
操作

结果

1. 从 “ 监测 ” 菜单中，单击设备摘要页面。

展开树以便进行摘要页面选择。

2. 选择要查看哪个摘要页面。

打开设备选择列表。

3. 从 “ 可用的设备 ” 列表中选择一台设备，然后单击
下一步 （请参见图 32）。

为摘要选项选择一个设备。

注意：单击 >> 可以选择所有可用的设备。

36

图 32：

设备选择页面

图 33：

电路摘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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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多个设备和主题的实时趋势，请转至 “ 监测 ” 菜单，然后选择 “ 实时
数据 > 趋势 ”。
操作

结果

1. 从 “ 监测 ” 菜单中，选择实时数据。

展开数据树以便进行实时数据选
项选择。

2. 选择趋势。

展开数据树以便进行实时趋势选
项选择。

3. 选择实时趋势。

打开 “ 实时趋势 ” 设置页面。

4. 从 “ 可用的设备 ” 列表中选择最多四个设备。

选择趋势设备。

5. 从 “ 可用的主题 ” 列表中选择主题。

选择趋势主题。

注意：只有全部所选设备共有的主题才可用于趋势。趋势
主题的最大数量由所选设备的数量决定。所选设备数和主
题数的乘积必须小于或等于 8。
6. 单击下一步，打开 “ 实时趋势 ” 显示页面。

将打开 “ 实时趋势 ” 显示页面。

7. 要设置趋势参数，继续下一个表中的过程并请参考
第 38 页上的图 35。

允许设置趋势参数。

图 34：

选择设备和主题

操作
1. 选择绝对或相对趋势。

结果
选择图形模式。

注意：绝对将在每次取样后重新绘制图形的 x 轴，并使用
趋势开始以来收集到的所有数据填充该图形。相对则会在
每次取样之后使用最新数据更新图形，而 x 轴则始终保持
不变，以便显示所选的整体趋势时间。
2. 选择 1 至 15 分钟的趋势时间。该时间将是整个趋势的持续 选择趋势的时间长度。
时间。
注意：数据取样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进行，但根据串口子
网和 / 或远程设备上的通讯负载，取样时间可能会延长。
3. 选择开始取样，以启动所选设备主题的趋势。

启动趋势。

注意：到达趋势时间之前，可以通过单击停止取样来停止
趋势。如果停止取样之后，再按开始取样，则将启动新的
趋势。
4. 按数据点可查看趋势时间期间记录的所有取样主题的记录。 显示趋势期间所有取样主题值的
记录。
注意：每个间隔之后，所有主题的 “ 当前 ” 值以及计算得出
的 “ 最小 ”、 “ 最大 ” 和 “ 平均 ” 值均会填充至下图的表中。
5. 按新主题可重新选择趋势设备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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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实时趋势

设备记录

“ 设备记录 ” 页面提供了所选设备记录数据的图形和表格表示方法。有关配
置设备记录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6 页上的 “ 设备记录 ”。

单个设备页面

“ 单个设备页面 ” 提供从单个设备中记录的数据的图形和表格表示方法。
操作

结果

1. 从 “ 监测 ” 菜单中，单击设备记录。

展开树以显示可用的设备记录选项。

2. 在 “ 设备记录 ” 下，单击单个设备页面。

展开树以显示已记录可用于查看的数据的可用
设备。

3. 从设备记录列表中选择设备。

显示所选设备的设备记录。

4. 要查看数据范围，请从数据范围下拉列表
中选择一个范围。

绘制所选数据范围的图形。

5.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图形区域周围的选择
框，在图形区域上放大。

在所选图形区域上放大。

6. 要返回原始的完整视图，请在键盘上键
入 Z，或双击该图形。

视图将会缩小。

7. 单击数据点可以查看所选的间隔数据记录
表 （请参见下面的第 39 页上的图 37）

打开所选的间隔数据记录表。

8. 要查看不同的主题，请单击新主题。选中
要显示的主题的复选框，然后单击
应用。

启用所选主题的显示。

每个设备中记录的数据将以时间趋势图格式在网页中显示。时间趋势图已预
配置为显示从 “ 上一个全天 ”、 “ 上一个全周 ”、 “ 上一个全月 ” 或 “ 所有数
据 ” 开始的数据。
电能参数记录为累计值，但根据间隔显示为渐增值。所有其他参数均按记录
的实际值予以记录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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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间隔数据记录图

图 37：

间隔数据记录的数据点表

间隔数据记录可以使用表 15 中的方法进行检索：
表 15：

间隔数据记录的检索方法和文件格式
检索方法

检索的文件格式

FTP

逗号分隔变量 (CSV)

数据点按钮

HTML

Microsoft WebQuery

HTML

电子邮件

CSV

HTTP

CSV

要查看所有可用记录文件的列表，请执行第 41 页上的 “ 使用 FTP 获取间隔
数据记录 ” 部分中的第 2 步至第 4 步。文件将采用以下格式：
“Device Name”_“Local ID”.csv。其中， “Device Name” 是指定给从设备的名
称， “Local ID” 是分配给它的数字 “ 本地 ID”。例如，有个设备名为
“Building 1 Utility Entrance”， “ 本地 ID” 为 3，则其文件格式为 “Building 1
Utility Entrance_3.csv”。
导出记录文件时，日期和时间均会采用以下格式附加到文件名中：
“_YYYYMMDDHHMMSS.”。例如， “Building 1 Utility
Entrance_3_20100218115216.csv”，这表明该文件于 2010 年 2 月 18 日上午
11 点 52 分 16 秒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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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用以下格式记录 （请参见图 38）：
表 16：

间隔数据记录格式
CSV 格式的数据

行

描述

1

(BOM) 网关名称、网关序列号、网关地址、 此行包含第二行中的信息的列标题。
设备名称、设备本地 ID、设备类型名称、记
录间隔
注意：文件的前三个字节是三个字符的 “ 字节
顺序标记 ”(BOM)，表示 UTF-8。

2

EGX300SD,23227,157.198.184.116,Building 1
Utility Entrance,3, CM4000,15

此行包含有关 EGX 和记录设备的信息。

3

此行为空。

—

4

,,, 主题 ID 1, 主题 ID 2, 主题 ID 3

此行包含第五行中主题 ID 的列标题。主
题 ID 是被记录数量的数字参考。指定给
某个数量的名称在不同的设备和语言之间
可能略有不同。无论设备或语言如何，主
题 ID 均可用来识别数量。前三个逗号用
于在电子表格应用程序中进行布局。

5

,,,1617,1621,1625

此行包含已记录值的主题 ID。

6

此行为空。

—

7

错误、时区 （UTC 偏移）（分钟）、本地时
间戳、视在电能 (kVAh)、有功电能 (kWh)、
无功电能 (kVARh)

此行包含第 8 行及后续各行中记录的数据
的列标题。

8 及后 这些行包含已记录的数据。
续各行
0,-300,2008-10-09 14:15:00,1400738.219,1201962.707,647069.906,15
0,-300,2008-10-09 14:20:00,1400758.260,1201980.725,647078.602,15
0,-300,2008-10-09 14:25:00,1400778.198,1201998.661,647087.233,15

如果使用电子表格应用程序来查看 CSV 文件，则数据看上去与图 38 中的数
据十分类似。
图 38：

40

在电子表格应用程序中打开的间隔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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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记录进行故障排除时，可能会看到以下错误代码 （请参见第 39 页上
的图 36 和第 39 页上的图 37）：
错误
代码

定义

结果

19

出现通讯错误 （例如：CRC、协议或异常错误）。

25

发送请求之后，在允许的时间内没有收到相应的响应 除非上一个间隔已丢失，否则
时出现超时。
记录仍为启用状态。

38

无效数据。

100

在数据可以记录之前间隔时间已过。

除非上一个间隔已丢失，否则
记录仍为启用状态。

—
丢失间隔。

如果您在解决这些或其他错误状况时需要帮助，请与技术支持部联系。

使用 FTP 获取间隔数据记录

您可以使用 FTP 来获取数据记录文件，方法是通过 FTP 连接到 EGX 并传输
.csv 文件，如下列步骤所示。
注意：如果希望 EGX 通过 FTP 自动发送数据记录文件，则必须为 FTP 配置
“ 设备记录导出 ” （请参见第 20 页上的 “FTP 导出 ”）。
操作
1. 在计算机上创建一个文件夹，如
c:\egx_logs。

结果
创建一个用来存储 EGX 数据记录的文件夹。

2. 启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 “ 地址 ” 文 打开登录身份对话框。
本框中键入 ftp:// 和 EGX 的 IP 地址 （例
如， ftp://169.254.0.10），然后按 Enter 键。
3. 在文本框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和管
理员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打开与 EGX 的 FTP 会话，并显示存储在 EGX
中的文件。

4. 导航至 EGX 上的目录 “/logging/data”

打开 EGX 上的数据记录目录。

5. 复制记录文件，然后将它粘贴至您在第 1 步 将数据记录复制到文件夹。
中创建的文件夹。

使用数据点按钮获取间隔数据记录
操作

结果

1. 从 “ 设备记录 ” 网页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打开新窗口，显示已记录的数据。
图 36）中，单击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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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Ctrl+A，然后按 Ctrl+C。

选择所有数据，然后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

3. 打开 Excel，然后按 Ctrl+V。

将数据粘贴至 Excel 电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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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icrosoft Web 查询功能获取间隔数据记录
操作

结果

1. 启动 Web 浏览器。

打开 Web 浏览器。

2. 键入 EGX300 IP 地址，并随后输入
/stream/devlog_data.html?device=x （其中 x
是设备的本地 ID），验证记录文件是否可
用。

打开数据记录页面。

3. 启动 Excel，然后单击数据 > 导入外部数据 打开 Excel 新建 Web 查询对话框。
> 新建 Web 查询。
注意：显示的路径通常用于 Microsoft
Excel 2003。
4. 在新建 Web 查询对话框中，键入您在第 2
步中输入的记录地址，然后单击转到。

打开数据记录文件。

5. 单击最边上的箭头以选择所有数据，然后
单击导入。

选择数据，然后打开导入数据对话框。

6. 单击确定。

导入数据。

注意：如果希望每次打开电子表格时显示最新数据，请在 “ 导入数据 ” 对话
框中单击属性，并选择 “ 文件打开时刷新数据 ”。

使用电子邮件获取间隔数据记录

EGX 必须配置为将数据记录发送到电子邮件地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19 页上的 “ 电子邮件导出 ”。

使用 HTTP 获取间隔数据记录

EGX 必须配置为将数据记录发送到 Web 服务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21 页上的 “HTTP 导出 ”。

设备摘要页面

“ 设备摘要 ” 视图提供一个或多个所选设备的摘要。
操作

结果

1. 从 “ 监测 ” 菜单中，单击设备记录。

展开树以便进行设备记录选择。

2. 在 “ 设备记录 ” 下，单击设备摘要页面。
3. 在 “ 设备摘要页面 ” 下，单击多设备、单主 打开 “ 多设备、单主题 ” 页面的设置页面。
题。
4. 从可用的设备列表中选择一个设备。

为摘要选项选择设备。

注意：最多可选择四个设备。
5. 从可用的主题列表中选择一个主题。

选择要为每个所选设备显示的主题。

注意：只能选择所选设备之间共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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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下一步。

打开 “ 多设备、单主题 ” 显示页面

7.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图形区域周围的选择
框，在图形区域上放大。

在所选图形区域上放大。

8. 要返回原始的完整视图，请在键盘上键
入 Z，或双击该图形。

视图将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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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设备中记录的主题将以时间趋势图格式在网页中显示。时间趋势图已预
配置为显示从 “ 上一个全天 ”、 “ 上一个全周 ”、 “ 上一个全月 ” 或 “ 所有数
据 ” 开始的数据。
电能参数将根据间隔显示为渐增值。所有其他参数均按记录的实际值予以记
录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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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多设备、单主题设置页面

图 40：

多设备、单主题趋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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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支持四种仪表盘，它可以显示一段时间内累计的能耗信息。表 17 列出
了仪表盘及其子集。
表 17：

仪表盘类型
仪表盘

子集

按小时

上一日，按小时
本日，按小时
本日对比上一日，按小时

按天

上周，按天
本周，按天
本周对比上周，按天
上月，按天
本月，按天
本月对比上月，按天

按周

上季度，按周
本季度，按周
本季度对比上季度，按周
最近 13 周，按周

按月

上一年，按月
本年，按月
本年对比上一年，按月
注意：要求每个设备数据记录文件可以容纳两年的历史
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6 页上的 “ 间隔数据
记录 ”。
最近 12 个月，按月

查看仪表盘
操作

结果

1. 从 “ 监测 ” 菜单中，单击仪表盘。

显示仪表盘菜单 （请参见图 41）。

2. 从设备下拉列表中选择设备。

选择要显示数据的设备。

注意：仪表盘将显示单个设备中的数据。
3. 从主题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主题。

选择要绘制图形的主题。

注意：主题仅限于设备提供的渐增能耗主题。
4. 从时间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参数。

为所选的主题选择已记录数据的时间范围。

5. 单击应用。

打开所选仪表盘。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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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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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仪表盘中的数据均会以条形图格式显示在网页中。将光标悬停在图中的
条形上方时，系统将显示所选间隔的数据点值 （图 42）。

使用数据点按钮获取仪表盘数据

图 42：

仪表盘图

图 43：

仪表盘表

您可以将仪表盘中的数据保存在电子表格应用程序中，如下列步骤所示。
操作

结果

1. 从包含所需数据的仪表盘中，单击 “ 数据
点 ”。

保存仪表盘链接

2. 按 Ctrl+A，然后按 Ctrl+C。

选择所有数据，然后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

3. 打开 Excel，然后按 Ctrl+V。

将数据粘贴至 Excel 电子表格。

您可以保存仪表盘链接，以免每次访问仪表盘时都必须从主菜单中进行选
择。表 18 描述了保存仪表盘链接的方法。
表 18：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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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所选仪表盘的数据点 （图 43）。

保存仪表盘链接
描述

设置

浏览器书签

允许用户在已创建书签的计算机上
访问所保存的仪表盘。

在您的首选浏览器中按照说明设置
书签。

文档链接

允许所有 EGX 用户从 “ 文档 ” 页面
中访问已保存的仪表盘。

有关设置 URL 访问权限的信息，
请参见第 26 页上的 “ 文档链接 ”。

电子邮件

允许用户在电子邮件的正文中发送
仪表盘的 URL。

电子邮件收件人必须拥有 EGX 用户
帐号才能查看仪表盘。请参见
第 27 页上的 “ 用户帐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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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将仪表盘图表另存为图像，步骤如下。
操作

结果

1. 按照第 44 页上的 “ 查看仪表盘 ” 中的步骤 显示仪表盘图表。
操作。
2. 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显示为图像 «
（图 44）。

打开新窗口，在其中以图像形式显示仪表盘。

3. 在图像上单击右键并选择图像另存为 «

打开 “ 另存为 ” 对话框。

4. 输入文件名，选择保存文件的位置，然后
单击保存。

保存图像。

注意：默认文件类型为 PNG 图像。要更改
文件类型，请用您的首选扩展名替换该文
件名字段中的 .png。

注意：在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8 或更早版本中，此功能不可用。
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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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仪表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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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可以发现并提供指向 EGX300 和其他连接到网络的施耐德电气设备链
接。这为访问施耐德电气设备组成的网络系统提供了接入点。
“ 系统接入点 ” 页面将每个发现的施耐德电气设备作为超链接列出。将光标
悬停在列表中的设备上方时，列表左侧将显示该设备的其他详细信息。
单击任一设备，即可转到该设备的登录页面。

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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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详细信息的系统接入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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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 ” 页面允许您访问作为文件和 URL Web 链接存储在 EGX 上的信息。
有关加载文档链接的信息，请参见第 26 页上的 “ 文档链接 ”。
要打开文档链接，请单击页面顶部的 “ 文档 ” 连接，然后选择所需的链接。

图 46：

控制

文档页面

EGX 能够手动执行一组已按设备类型预定义的复位命令中的一个或多个命令。
操作
1. 从 “ 控制 ” 菜单中，单击复位。

结果
打开 “ 复位 ” 页面。

2. 在 “ 复位 ” 列表中选择一个需要查看或复位 选择设备并显示其复位选项，以及上次复位的
的设备。
日期和时间。
3. 选择需要复位的设备参数。

选择要对所选设备执行的复位操作。

4. 单击复位。

将请求复位的复位命令发送至所选设备，并显
示状态。

图 47：

复位

注意：为 “ 日期／时间 ” 参数显示的日期和时间是所选设备中的当前日期和
时间。如果选择要复位此参数，则 EGX 的日期和时间将发送至该设备。只
有设备支持 “ 日期／时间 ” 值报告功能时，系统才会报告 “ 日期／时间 ” 值。
例如，如果设备不支持 “ 上一次复位的日期／时间 ” 的 “ 最小／最大 ” 值，则
此处不会填充 “ 最小／最大 ” 值。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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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诊断

要访问 “ 诊断 ” 网页链接，请单击 EGX 菜单栏上的诊断。

统计

此页面显示自上次激活 EGX 以来累计的读数。如果 EGX 断电或该设备因配
置更改或其他事件而复位，则所有累计值将复位为 0。
操作

打开 “ 统计 ” 页面 （请参见下面的图 48）。

2. 查看数据。

请参见第 50 页上的 “ 解释统计 ”。

3. 单击复位。

将 EGX 累计的诊断数据复位为 0。

图 48：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结果

1. 从 “ 诊断 ” 菜单中，单击统计。

统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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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统计
统计

描述

以太网
链接状态

表示与链接合作方通讯所使用的速度和双工设
置的状态字符串。

帧传送成功

每次成功传输帧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冲突

每次检测到冲突而导致重新传输帧时就会递增
的计数器。

严重冲突

每次因达到最大冲突状态 （根据 “ 截断二进制
指数退避 ” 算法得出）而导致帧无法发送时就
会递增的计数器。

帧接收成功

每次成功接收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CRC 错误

每次接收到其校验和 /CRC 与计算结果不匹配的
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排列错误

每次接收到存在校验和 /CRC 错误且不以 8 位帧
边界结束的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帧数过长

每次接收到大于标准中定义的所允许的最大帧
（即大于 1518 个字节的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
器。

帧数过短

每次接收到小于标准中定义的所允许的最小帧
（即小于 64 个字节的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Modbus TCP/IP
服务器
已发送的帧

每次发送帧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接收到的帧

每次接收到帧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协议错误

每次接收到错误格式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活动连接数 1

表示在诊断页面刷新时处于活动状态的连接数
量的状态值。系统最多支持 64 个连接。单击活
动连接数将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所有活
动客户端连接的列表。

累加连接数

每次建立与 EGX 的连接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最大连接数

表示在任何给定时刻处于活动状态的最大连接
数量的状态值。

入站读信息

每次接收到读请求消息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入站写信息

每次接收到写请求消息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出站回复信息

每次发送回复信息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客户端
已发送的帧

每次发送帧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接收到的帧

每次接收到帧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协议错误

每次接收到错误格式消息后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1

有关更多详情，请单击链接。

超时

50

每次发送请求消息但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未收
到相应回复信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超时通
常是由于配置错误或设备未响应所造成。

连接超时

每次连接断开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接收到的异常

每次接收到异常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出站读信息

每次发送读请求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出站写信息

每次发送写请求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入站回复信息

每次收到回复信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细节 1

提供每个设备远程统计和串口统计的详细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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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描述

串口
已发送的帧

每次发送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接收到的帧

每次接收到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CRC 错误

每次接收到其 CRC 与计算结果不匹配的消息时
就会递增的计数器。通常是由于接线问题造成。

协议错误

每次接收到错误格式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超时

每次发送请求消息但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未收
到相应回复信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超时通
常是由于配置错误或设备未响应所造成。

接收到的异常

每次接收到异常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出站读信息

每次发送读请求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出站写信息

每次发送写请求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入站读信息

每次接收到读请求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入站写信息

每次接收到写请求消息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细节 1

提供每个设备远程统计和串口统计的详细表格。

HTTP 服务器
已发送的帧

每次发送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接收到的帧

每次接收到帧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活动连接数 1

表示在诊断页面刷新时处于活动状态的连接数
量的状态值。系统最多支持 20 个连接。单击
活动连接数将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所有
活动客户端连接的列表。

累加连接数 1

每次建立与 EGX 的连接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最大连接数

表示在任何给定时刻处于活动状态的最大连接
数量的状态值。

1

有关更多详情，请单击链接。

网关信息
固件版本

安装在 EGX 上的固件的版本。

系统空闲时间

指从 0% 至 100% 的百分比，表示处理器平均未
使用的时间。

MAC 地址

EGX 唯一的以太网硬件地址。

序列号

EGX 的序列号。

型号

EGX 的型号。

硬件版本

EGX 的硬件版本。

生产日期

EGX 的生产日期。

HTTP 客户端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发送成功

每次成功将文件发送至 HTTP 服务器时就会递
增的计数器。

连接出现错误

每次 EGX 无法连接至 HTTP 服务器时就会递增
的计数器。

验证错误

每次 HTTP 服务器无法验证用户或密码凭据时
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发送错误

每次无法将文件传输至 HTTP 服务器时就会递
增的计数器。

常见错误

每次因 EGX 无法发起事务而导致无法传输文件
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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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描述

FTP 客户端
发送成功

每次成功传输至 FTP 服务器之后就会递增的计
数器。

连接出现错误

每次 EGX 无法连接至 FTP 服务器时就会递增的
计数器。

验证错误

每次 FTP 服务器无法验证用户 / 密码凭据时就
会递增的计数器。

目录错误

每次 FTP 服务器无法找到请求目录时就会递增
的计数器。

发送错误

每次无法将文件传输至 FTP 服务器时就会递增
的计数器。

常见错误

每次因 EGX 无法发起事务而导致无法传输文件
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SMTP 客户端
发送成功

每次成功将电子邮件发送至 SMTP 服务器时就
会递增的计数器。

连接出现错误

每次 EGX 无法连接至 SMTP 服务器时就会递增
的计数器。

验证错误

每次 SMTP 服务器无法验证用户或密码凭据时
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发送错误

每次无法将电子邮件发送至 SMTP 服务器时就
会递增的计数器。

常见错误

每次 EGX 因无法创建电子邮件而导致电子邮件
无法发送时就会递增的计数器。

文件系统
总空间

以千字节为单位的 EGX 磁盘总空间容量。

可用空间

以千字节为单位的未使用的 EGX 磁盘空间总容
量。

1

52

有关更多详情，请单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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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ogic™ 以太网网关 EGX300
诊断

此选项允许 EGX 从本地设备或远程设备中读取数据。
图 49：

读取设备寄存器页面

操作

结果

1. 从 “ 诊断 ” 菜单中，单击读取设备寄存器。 打开 “ 读取设备寄存器 ” 页面。
2. 输入本地设备 ID （或从定义的设备列表中 输入要从指定设备中读取的寄存器。
选择）、开始数据地址和要读取的寄存器数
量。
3. 选择数据类型。

选择适当的数据类型。

4. 要更改数据在 “ 值 ” 列中的显示方式，请选 选择数据值的显示方式。
择十进制、十六进制、二进制或 ASCII。
5. 单击读取。

表 19：

根据所选配置读取设备寄存器。

EGX 读取设备寄存器设置
选项

© 2009-2013 施耐德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描述

设备名称

选择要从以前添加的设备列表中读取的设备。设
备列表中未定义的设备可通过输入其 “ 本地 ID”
编号来读取。

设备 ID

要读取的设备的地址 （本地 ID）。

起始寄存器

要读取的第一个寄存器。

默认值

1
1000

寄存器数量

要读取的寄存器数量 （1 至 125）。

10

寄存器列

列出寄存器编号

—

值列

列出寄存器存储的数据。检索到的值取决于与
EGX 相连的设备。有关存储的寄存器值的更多信
息，请参考连接设备的文档。

—

数据类型

选择 “ 保持寄存器 ”、 “ 输入寄存器 ”、 “ 输出线
圈 ”、 “ 输入线圈 ” 或 “ 设备 ID”。

保持寄存器

十进制、十六进制、
二进制或 ASCII 选项

选择一个选项，指定 “ 值 ” 列数据的显示方式。

十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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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检测
自动通讯检测

当您浏览 “ 实时数据 ” 视图时，默认情况下 EGX 每隔 15 分钟运行一次自动
通讯检测。要更改此计时，请参见第 30 页上的 “ 首选项 ”。此检测将验证在
EGX 上配置的所有设备的通讯状况，并尝试在当前浏览器会话中与任何标记
为 “ 停止使用 ” 的设备重新建立通讯。

手动通讯检测

某些特定情况下，您可能不想等待自动通讯检测间隔，并需要强制手动运行
检测。
操作

打开 “ 通讯检测 ” 页面。

2. 单击检测设备状态。

运行通讯检测。通讯设备在 “ 通讯 ” 列中显示
通过，并在 “ 状态 ” 列中显示服务中。如果未
通讯的设备失败多次，则将在 “ 通讯 ” 列中显
示失败，并在 “ 状态 ” 列中显示停止使用。

图 50：

54

结果

1. 从 “ 诊断 ” 菜单中，单击通讯检测。

通讯检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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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ogic™ 以太网网关 EGX300
维护

“ 维护记录 ” 向您提供了一种方式，帮助您记录在 EGX、连接装置或 EGX
所属系统上执行的维护。每个条目均记录了相应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执行维
护操作的用户的名称。
此记录还会自动列出系统的活动，例如启用或禁用功能等。您无需添加这些
项目的条目。
最后，此记录会列出 “ 审计跟踪设置 ” 页面中为 “ 维护记录 ” 指定的所有活
动 （请参见第 31 页上的 “ 审计跟踪 ”）。
操作

结果

1. 从 “ 维护 ” 菜单中，单击维护记录。

打开 “ 维护记录 ” 页面。

2. 选中要删除的条目旁边的删除复选框，然
后单击删除条目。

删除所选条目。

3. 单击删除记录可以删除维护记录中的所有
条目。

清除维护记录。

4. 要添加新的记录条目，请单击添加记录条
目，然后在条目详细信息文本框中输入维
护文本 （请参见下面的图 52）。

打开 “ 添加记录条目 ” 页面，并允许用户输入维
护的详细信息。

图 51：

维护记录

图 52：

添加记录条目

固件

EGX 上的固件可使用文件传输协议 (FTP) 来更新。有关最新的固件更新信
息，请转至 www.schneider-electric.com，或与当地的销售代表联系。

查找固件版本

EGX 由两个固件组件组成：可执行的二进制组件和磁盘图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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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执行的二进制组件固件版本
操作

结果

1. 打开 Web 浏览器并登录到 EGX。

打开 EGX 主页。

2. 在页面的左下角找到固件版本。

确定 EGX 的固件版本。

注意：如果最近刚更新过固件，请按 F5 键
刷新网页并更新显示的固件编号。
3. 此外，您还可以选择诊断 > 统计，在 “ 网关 同样可以确定 EGX 的固件版本。
信息 ” 部分中查找固件版本。

磁盘图像版本
操作

结果

1. 打开 Web 浏览器并登录到 EGX。

打开 EGX 主页。

2. 在页面左下角找到固件版本。

确定 EGX 的磁盘图像固件版本。

注意：如果您最近更新过固件，请按 F5 键
刷新此 Web 页面并更新所显示的固件号。
3. 此外，您还可通过 FTP 访问此 EGX，找到 确定 EGX 的磁盘图像固件版本。
文件 “version.txt”，然后双击该文件打开它。

获取新固件
操作

结果

1. 启动 Web 浏览器，在地址文本框中键入
www.powerlogic.com，然后按 Enter 键。

打开 PowerLogic 网站。

2. 选择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然后单击转到。 打开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 PowerLogic 网站。
注意：如果选择 “United States” （美国），
请继续第 3 步。否则，请按照特定国家或
地区的网站进行导航，以获取 EGX 固件。
3. 单击 Support （支持） > Downloads
（下载）。

打开下载页面。

4. 单击 EGX300 Firmware （EGX300 固件） 打开 “EGX300 Firmware” （EGX300 固件）页
链接。
面。
5. 单击固件文件链接 egxxxxx.bin （其中 xxxx 打开 “File Download” （文件下载）对话框，然
是固件版本号），然后单击 Save （保存）。 后打开 “Save As” （另存为）对话框。
6. 在 “Save As” （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或 将固件文件保存至指定的目录 / 文件夹。
创建存储固件文件的本地目录 / 文件夹，然
后单击 Save （保存）。
7. 单击 egxxxxx.upd 链接 （其中 xxxx 是固件
号），然后单击 Save （保存）。

打开 “File Download” （文件下载）对话框，然
后打开 “Save As” （另存为）对话框。

8. 在 “Save As” （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或 将固件 .upd 文件保存至指定的目录 / 文件夹。
创建存储固件文件的本地目录 / 文件夹，然
后单击 Save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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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

下载固件时，请勿断开 EGX 的电源。如果在编程过程中断开电源，则 EGX
将不能再正常运行。编程正在进行时，状态指示灯会快速闪烁。当闪烁停止
时，编程完成。
操作

结果

1. 启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 “ 地址 ” 文 打开登录身份对话框。
本框中键入 ftp:// 和 EGX 的 IP 地址 （例
如， ftp://169.254.0.10），然后按 Enter 键。
2. 在文本框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和管
理员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打开与 EGX 的 FTP 会话。

3. 在计算机上找到已保存固件文件
将固件文件复制到剪贴板。
(egxxxxx.bin) 的目录 / 文件夹，右键单击此
文件名，然后单击复制。
4. 右键单击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然后
单击粘贴。
注意：您还可以将固件文件拖放至 Window
资源管理器中，而不用复制和粘贴固件文
件。

将固件复制到 EGX，且 EGX 将重启。
注意：文件正传输并将程序安装至 EGX
时，电源 / 状态灯会快速闪烁。编程完成
后，EGX 将复位。完成编程的时间为 1.5 至
2 分钟。

5. 在计算机上找到已保存的磁盘更新文件
将磁盘更新文件复制到剪贴板。
(egxxxxx.upd)，右键单击此文件名，然后单
击复制。
6. 右键单击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然后
单击粘贴。

将文件复制到 EGX，且 EGX 将重启。

注意：您还可以将固件文件拖放至 Window
资源管理器中，而不用复制和粘贴固件文
件。
7. 要验证固件版本是否已成功更新，请按照
第 55 页上的 “ 查找固件版本 ” 中的步骤进
行操作。

验证更新的固件版本。

8.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中，单击关闭。 关闭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并终止与 EGX
的 FTP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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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支持以下以太网协议：

•

Modbus TCP/IP：Modbus TCP/IP 是 Modbus 协议和 TCP/IP 的组合，
Modbus 协议在设备之间提供主 / 从设备通讯， TCP/IP 通过以太网连接提
供通讯。 Modbus TCP/IP 用于通过 TCP 端口 502 在 EGX 和其他兼容
Modbus TCP/IP 设备之间交换数据。

•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HTTP 是一种处理万维网中文件和数据传输的
网络协议。它通过 TCP 端口 80 提供 Web 服务器功能。

•

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HTTPS 是一种使用 SSL 处理万维网中文
件和数据加密传输的网络协议。它通过 TCP 端口 443 提供安全的 Web 服
务器功能。

•

文件传输协议 (FTP)：FTP 是一种支持通过互联网在不同计算机之间传输
文件的网络协议。支持主动和被动 FTP 模式，主要使用 TCP 端口 21。

•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SNMP 以 MIB2 格式为基础，支持通过 UDP
端口 161 存储和发送用于网络管理目的的识别信息和诊断信息。

•

地址解析协议 (ARP)：ARP 用于将 IP 地址转换为以太网地址。 ARP 请
求由 EGX 发送，用来确定其地址是否为重复 IP 地址 （请参见第 7 页上
的 “ 重复 IP 地址检测 ”）。

•

简单网络时间协议 (SNTP)：SNTP 是一种通过 UDP 端口 123 使用 NTP
服务器来同步网络设备时钟的协议。

硬件
RJ45 以太网端口
控制电源

RS485 串口
以太网和串口
通讯指示灯

电源和状态
指示灯
偏置、端子和二线制 /
四线制跳接开关

复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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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串口
（RJ45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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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X 支持以下设备类型。此支持设备列表在本文档发布时是准确无误的。有
关更新信息，请访问 www.schneider-electric.com。
表 20：

EGX300 支持的设备类型

设备组

设备

有功谐波过滤器
断路器

Accusine
Compact NSX-A
Compact NSX-A
PowerPact - A
PowerPact - E
CM100/200
CM2000
CM3000
CM4000
ION7500
ION7550
ION7600
ION7650
DM6000
DM6300

电路监控器

数字仪表
数字温度控制器
驱动器

型号 98
ATV61
ATV71

电能测量仪

电能测量仪
Enercept
E5600
EM1200
EM1210
EM1250
EM1251
EM26-96
EM3550
EM3555
EM4800
EM6400
EM6433
EM6436
EM6436DUAL
EM6438
EM7230
EM7280
iEM3150
iEM3155
iEM3250
iEM3255
ION8600
Vigilohm IM20
Vigilohm IM20-H
TeSys T
BCPM-Model A
BCPM-Model B
BCPM-Model C
BCM50A
BCM100A
MCM
MotorLogic Plus
MotorLogic Plus II
Varlogic

绝缘监测设备
电动机管理
多路监控器

过载继电器 (SSOLR)
功率因数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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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EGX300 支持的设备类型

设备组

设备

电力参数测量仪

PM9c
PM200
PM300
PM500
PM600
PM700
PM800
PM1000
PM3250
PM5100
PM5300
PM5350
PM5350BW
PM5560

保护继电器

智能接口模块

软启动器
温度 / 湿度 / 光传感器
脱扣器

其他

ION6200 （标准和 Mega）
ION7300
Sepam 2000
Sepam 10 系列
Sepam 20 系列
Sepam 40 系列
Sepam 80 系列
SIM10Z
SIM10M
SIM6BZ
ATS48
MVSS/RVSS
ZED-THL-M
Micrologic A
Micrologic E
Micrologic H
Micrologic P
Acti9 SmartLink
Conext TL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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