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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压缩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说明 

 

一、螺杆压缩机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构成 

螺杆空压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是在原螺杆压缩机电脑网络监控系统基

础上开发的一套计算机通过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多个用户空压机运行的软件,系统

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运行该系统可用于厂家远程监控、诊断用户空压机运行，帮助

用户远程修改空压机用户参数，厂家参数，实时查看空压机历史故障。整套软件易学易

用，使用方便，在业界同类产品中保持领先地位.(螺杆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

运行模型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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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最低配置： 

工控机，Pentium 2G 及以上，能连接上 Internet 网络，128M 内存，带鼠标，RS485

接口或 RS232 接口加 RS485 转 RS232 转接口，40G 硬盘，显示器支持 1024×768 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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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98、Windows XP、Windows2000 操作系统。能够连接 Internet 网络 

 

客户端网络安装： 

硬件设置：首先单独调试好每一台空压机，确认每台空压机都能正常运行。 

分别设置每台空压机的联网参数，在设备已停止状态下按“↓”键进入如下界面。选择

用户参数。按“→”键进入操作方式预置，设置通信方式为：计算机。通信编码设为：

0001——0032，返回用户参数界面， 

 
运行参数 

日历 

用户参数                 
厂家参数 

 

 

 

 

 

     

进入用户参数——》压力温度预置，正确设置好每台空压机的压力下限及压力上限  

 

客户端网络连接： 

计算机联网控制需要采用屏蔽效果好的通信线，将网络中空压机运行控制器的通信

端口 A、B 并联起来 A 接 RS485+ B 接 RS485-，布线过程中宜尽量避免强电干扰。信号线

与电源线分走不同管道。 

 

 

二、螺杆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客户端的安装： 

执行安装光碟中客户端目录下的 Setup.exe 文件，根据提示点击下一步，完成客户

端程序的安装，在选择安装目录时，请注意选择一个剩余空间较大的分区。以便能存储

更多天的空压机运行数据。 

 

三、螺杆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客户端功能介绍： 

螺杆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客户端采用 RS485 总线与客户空压机通信，客

户端计算机通过 RS485 总线查询所连接空压机运行状态、用户参数、厂家参数、控制空

压机运行状态，修改空压机的用户参数，厂家参数等。计算机可根据用户的设定，自动

控制网络中空压机启停。轮休。合理调用网络中空压机运行。实现无人值守运行。客户

端计算机还能通过 Internet 网络将监测到的空压机运行数据发送到厂家服务器。并响

应服务器发送来的控制命令。 

  1）远程监控空压机运行： 

        计算机轮留查询空压机运行数据，分析后将空压机运行数据显示到对应的空口

中计算机监控的空压机台数可设定，最多允许同时监控 32 台空压机运行。 

  2）控制空压机运行： 

      用户可远程通过光标点击空压机运行界面中开机、关机、加载、卸载、复位、查

用户参数、查厂家参数等按钮远程控制空压机的运行,查询及修改空压机的运行及

设定参数。 

  3）联网运行：客户端系统能根据用户设定的联网参数，结合当前用户的用气量，合

理控制网络中空压机的启动、停机、加载、卸载等。 

  4）Internet 通信：客户机将当前监控的空压机运行数据通过 Internet 网络传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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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并响应服务器发来的控制命令，并转发给所监控的空压机。实现通过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空压机运行。 

 

四、螺杆机 Internet 网络远程监控系统客户端使用指南： 

     客户端程序安装完成后，会在用户电脑桌面增加一个如下图标 。双击图标执行

程序，出现如下界面 

 

 

用户首先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设置系统参数后才能进入监控界面。设置系统参数步

骤如下。 

1、用光标点击系统参数，弹出系统参数设置界面或通过菜单选择参数设置，系统参数

弹出系统参数设置界面。 

2、根据自身情况正确设置好通信端口、从机台数，、保存数据天数等数据，点击确定完

成参数设置，以下是系统参数中，各项参数的意义。 

 

波特率：9600 计算机与空压机通讯时采用的波特率是 9600BPS 

通讯端口：Com1、Com2 一般计算机有两个串口。根据网络连接情况选择对应端口 

主机号码：对应计算机所联的空压机中的一台空压机。1 对应地址编码为 0001 的空压

机，2 对应地址编码为 0002 的空压机。依此类推，在联网运行模式中计算

机将根据此处所设置的主机号码对应的空压机的供气压力与联网参数中设

定的联机加载压力及联机卸载压力比较，控制网络中空压机运行、加卸载等。 

从机台数：计算机监控的空压机台数。系统将根据此处设定的从机台数，生成相应的空

压机运行参数界面。并将相应的空压机运行数据显示到界面中。 

轮休激活时间：联网运行模式中，若有空压机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且有空压机处于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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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计算机开始计时，等到累计时间大于此处设定时间后计算机将控制空

压机轮休，将休息的空压机启动起来。运行的空压机停机，并重新开始累计

时间。 

保存最近几天数据：计算机不断采集空压机运行数据，并存到硬盘中，因硬盘容量限制，

不可能无期限将数据存储起来，计算机只保留此处设定天数的数据。并根据

时间的推移删除以前的数据。 

启动方式：此处若选择手动启动则主界面上顺序启动不起作用，不能顺序开机， 

顺序启动间隔时间：当用户将启动方式设为顺序启动时，计算机启动两台空压机的间隔

时音。 

每几回合查询未联机设备：计算机给网络中所有空压机发送一次控制为一回合。当网络

中有空压机未与计算机联机（计算机发送命令无回应）时，隔几个回合再给

无回应的空压机发一次查询问命令。 

查询无回应空压机重复次数：计算机发送查询控制命令后空压机无回应。计算机针对无

回应空压机重复发送命令的次数。可选值为 1，2，3。设为 1 时计算机对无

回应空压机不再重复发送控制，2 重复一次，3 重复 2 次。 

开关空压机再次确认：设为需要确认时，用户有光标点击空压机关开机系统会弹出提示，

要求用户确认，设为不需要时，用户点击开关空压机不会弹出提示。 

启动用户值班记录：当设为启动，下次运行本系统会先弹出用户权限管理界面。要求验

证用户身份，只有授权用户才能进入系统。当用户想进入无人值守运行模式

时，启动用户值班记录要设为启动才能进入。 

选择对用户值班记录进行记录：设为记录，则间隔记录用户值班记录频率中所设定的时

间记录一次当前空压机运行状态，值班人等信息。 

 

系统会根据用户设置的从机台数生成相应数的从机运行数据监控窗口，用户可通过

此窗口监控空压机的运行。若用户已接好了空压机与计算机的连线，正确设置了空压机

的通信参数，选择了正确的通信端口，空压机的运行数据会立即显示到窗口中，从机运

行界面监控窗口如下所示用户可通过光标点击窗口中按钮远程控制空压机运行。查看修

改参数等（此处计算机监控了两台空压机）： 

 

 

 

 

3、初始运行注意事项： 

       用户设好系统参数后，监控界面都显示“__号空压机未与空压机连机”：此提示

表明计算机未收到空压机发来的数据，请检查空压机用户参数，操作方式预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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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通讯方式是否设成了了计算机，通信编码是否是 0001-0032 顺序编号;检查通信线

是否已正确连接；检查系统参数中通讯端口是否已正确设置。 

 

4 、查询及修改用户参数： 

用户点击监控界面中查询空压机参数界面将查询到的空压机参数显示到对应栏中

供用户查阅、修改。当用户修改询空压机设定参数时，需验证用户口令。只有授权用

户才能对询空压机参数进行设置。若用户所选取询空压机未与电脑联机，则用户无法

进入询空压机参数界面。（注意：只有询空压机在停机状态时修改询空压机参数才能生

效）。 

 

             

 

5、查询及修改厂家参数： 

   光标点击厂家参数按钮，或由菜单参数设置，选择厂家参数，系统将弹出一密码验

证界面，输入厂家密码，系统验证正确后，将发送查询厂家参数给空压机，空压机响

应后系统将查询到的厂家参数显示示到厂家参数界面，用户可在些界面中设置空压机

的各项厂家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系统验证后将用户设定的值传给空压机保存。

（注意：只有空压机在停机状态时修改空压机参数才能生效）。 

 

 

输入厂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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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运行模式：   

1）独立运行：计算机为主机，空压机运行控制器为从机。计算机轮流查询各空压机

的运行数据。分析计算得到空压机当前供气压力、排气温度、各相电流及空压机当前

运行状态，将分析的结果显示到相应栏。用户可根据显示数据发送相应的控制命令给

空压机控制器，从而实现了空压机运行的远程控制。用户还可利用系统提供的从机参

数查看设置界面，非常方便的查看及修改各从机运行参数。独立运行模式中计算机不

会主动发送控制命令给空压机。 

 

2）联网运行：当多台空压机组成一个供气网络，给同一个气罐供气时，计算机采集各

空压机的供气压力与联机控制中用户设定值相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选取合适的空

压机发送相应的控制命令，控制空压机的起动、停机、加载及卸载，从而使气罐中压

力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稳定。通过合理的设置，系统能使各空压机的运行时间保持相对

平衡，减少空压机的频繁起动、停机，减少对电网的冲击，达到节能的效果。网络组

成可由用户任意设置。计算机只选取加入网络的空压机发送控制命令。联网设置中联

机加载与联机卸载各分为五级。用户设置完联网各项参数后，操作鼠标点击确定按钮

进入联网运行模式。程序采集空压机联机供气压力与用户设置值相比较，若供气压力

小于联机加载一级压力，程序自动将联机卸载压力级数复位(联机卸载压力级数置为一

级)，并在所加入联机网络的空压机中寻找一台停机或空载的空压机，若找到则对空压

机发送开机或加载运行命令。所控制的空压机进入加载后。联机加载压力级数进入下

一级。延时一段时间后继续与下一级加载级数所对应值比较。若供气压力大于用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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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联机卸载一级压力则程序将联机加载压力级数复位(联机加载压力级数置为一

级)，并在所加入联机网络的空压机中寻找一台正在加载运行的空压机发送卸载控制命

令，所控制的空压机进入空载运行状态后，联机卸载级数进入下一级, 延时一段时间

后继续与下一级加载级数所对应值比较。通过联机控制能使供气压力维持在一定范围

内。（联网运行必需首先正确设置了联网参数，系统启动后自动进入独立运行模式,进

入联网运行模式，点击系统菜单下按钮，启动网络） 

 

 

 

7、用户管理： 

为防止非授权人员通过计算机远程控制空压机运行，客户端可选择使用用户登陆界

面。当启用了用户登陆界面后，下一次进入本系统是会提示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系

统验证正确后才能发送控制命令。管理员在在此界面中增加、删除用户及修改管理员密

码，普通用户在在此界面中更改自己的密码。 

 

 

8、数据处理： 

历史故障：系统将采集的空压机运行故障记录到数据库中，用户需要查看过去一段

时间的空压机运行故障情况，可从历史故障中查看。查看步骤：⒈点击历史故障按钮，

弹出历史故障界面。⒉菜单：数据处理→查看历史运行故障数据 ，弹出历史运行故障

数据界面。系统默认查询当天的历史故障。 

导入导出值班记录数据：当用户在系统参数中设定了选择对用户值班记录进行记录时，

系统每隔用户设定的时间记录一次网络中空压机的运行情况，用户可将数据导出保存，

也可输入选择条件，选择数据生成报表，打印。进入导入导出值班记录数据界面如下

操作： 

菜单：数据处理→导入导出值班记录数据 弹出值班记录数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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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显示所有空压机的记录，用户可选择输入不同条件，然后点击显数数据。系统根据

用户条件查询数据，显示到界面中。针对当前显示的数据用户可生成报表，或将数据导出到

一个文件中。 

生成报表：系统提供了值班记录数据报表、运行故障记录数据报表用户可通过对应的导入导

出数据界面,选择数据生成各类报表，并打印存档。 

生成值班记录数据报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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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连接服务器： 

用户选择菜单：系统控制，连接远程主机弹出如下界面。点击连接服务器按钮，

系统将尝试联接服务器，联接成功后在界面左下角状态栏出现 Connected 提示。连接

不成功将会给出提示。客户与服务器连接成功后可互发聊天信息。 

 

 
  客户端连接不成功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客户端网络不通，不能上 Internet 网。检查网络 

2）客户端装有防火墙软件，不允许程序访问外部网络。重新设置防墙。 

3）服务器端未联接在网上，客户端能上网，找不到服务器。通知服务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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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器端最低配置： 

Pentium 2G 及以上，能连接上 Internet 网络，宽带上网,服务器最好拥有固定的

IP 或有固定的域名，方便用户访问。128M 内存，带鼠标，显示器支持 1024×768 分辨

率。Windows2000 操作系统。能够连接 Internet 网络.若您使用防火墙或是 IP 共享器

上网，所有的外部网络服务皆只能传到您的防火墙或是 IP 分享器，然后再由防火墙或

是IP分享器负责传达室递资料到内部网络的机器。若您的防火墙有支持IP forwarding .

或是使用 IP Masquerade.可在防火墙设定 port 转址到防火墙内的 PC（请参参考您的

防火墙或是 IP 分享器手册）增开端口号为 8090-8100。如不打开通讯端口客户无法和

服务器连接）。 

 

六、服务器端软件安装： 

执行安装光碟中服务器端目录下 Setup.exe 文件，根据提示完成软件的安装。 

 

七、远程监控： 

       启动服务器端程序，系统进入侦听状态，当有客户连接到服务器时，系统将弹出客

户端监控界面，在此界面中显示客户机的空压机运行状态、供气压力、排气温度、运行

时间等信息。若用户需要查看更详细的信息，可点击监控界面的全面监控按钮，全面监

控客户空压机的运行。全面监控的界面及操作方法与客户端基本相同。 

 

 

    进入全面监控界面后，服务器端可对当前全面监控的客户端发送控制命令，控制空压机

的运行，通过 Internet 网络，修改用户空压机的用户参数、厂家参数、系统参数等。 

 

八、互发信息 

    服务器和客户端可相互发送聊天信息。每条信息长度不能超过 25 个汉字。 

 

http://www.fsai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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