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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万德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万德电气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软件学院战略合作组建的国家高

新技术校企联合体，公司致力于工业物联网数据采集通讯层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边缘计算控制的技术开发

和应用。公司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实习基地，具有国家高技术企业、工程技术中心、优质创新示范

企业等多项荣誉。公司拥有 ISO9001、ISO20001、ISO27001、ITSS等相关专业论证；同时公司的网络

安全产品通过公安部相关资质论证，拥有公安部专业销售许可。

      目前公司研发聚焦于能源物联领域，研发中心依托浙江大学和宁波财经学院等高校资源，形成以博士

为核心、硕士为主力的研发团队，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诸多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两大类：1、数据传输单元（DTU）、智能网关、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

企业能耗管理端设备等数据采集通讯层硬件设备和软件，以及上述设备的综合管理平台；2、基于微网控

制技术和智能拓扑运算的配电网控制调度系统和企业级综合能源管控系统。

       未来公司将致力打造基于物联网通讯层的相关软硬件产品，以公司相关硬件产品为基础，采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通用物联数据接入平台，为工业物联网建设单位提供方便快捷的数据接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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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简介

     Wonder box融合于万德物联

网系统， 将现场大量的、不同区域工

业设备的数据在本地端汇集处理， 

实现数据的本地分析处理，同时也可

根据需求向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分发， 

实现远程数据监控、设备诊断、程序

维护和故障报警等功能， 为用户提

供安全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工业物联网数

据远程采集传输方案。

     三系列硬件产品均搭载安全操作

系统， 具备网络接入功能， 可以在安

全控制链路环境接入万德云平台， 

利用平台通用工具进行通讯配置、在

线组态、设备管理维护。其软件商城

配备了不同的应用软件和协议规约

库，下载后经简单配置即可快速启

用，用， 能满足不同的行业和功能应用

需求。

Wonder
Box

    Wonder Box系列产品是宁波万德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多年工程应用实践， 潜心研发的面向工业、电

力、市政建筑、农业等众多行业的智能终端系列物联网解决方案， 是集数据采集、工控机、边缘计算网关、云服务于一

体的智能设备。它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型号， 实施方案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领域和项目规模来灵活搭配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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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监控

支持远程重启、停机和监控

状态

权限分级

可分配不同权限的账户信

息， 便于厂商和终端客户使

用

安全隔离芯片

独立双系统“2+1”结构， 物

理隔离系统架构， 用摆渡方式

保障数据安全传输

丰富应用库

提供丰富规约库和应用解决方案

下载安装使用， 后期实现功能扩

展， 节约硬件投入

配置简单

支持局域网有线、4G/5G

无线连接， 无需复杂配置， 

应用简单方便

多方式监控

支持 HMI现场屏幕、电脑客

户端、手机 APP和网页远程数

据监控

数据报警

移动 APP可推送报警信息， 也

可配置短信、微信推送

协议可扩展

开放编程接口， 用户可自行进行二

次开发编程和规约库自定义扩展

Web组态

可自行用 Web端图形化组态界

面进行现场设备拓扑关系配置

      Wonder Box是现场设备与客户端连接桥梁中的智能采集分析终端， 负责数据处理、现场控制逻辑、数

据展示并连接云端服务器。具有以下特点：

█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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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遵守GB/T 2027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和终端设备隔离部件安全技术要求》相关规定， 且通过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检测

机构的检测认证， 并取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同时也遵守GB/T 1762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系列标准》中相关规定， 满足国家节能中心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

线监测端设备接口协议规范》及《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检测规范》中对端设备应用软件的相关规定。

      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 （WDK-1000/V2.0） 由万德高科自主创新研发， 是

为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定制的高安全性隔离设备。它支持工业网闸的基础访问

控制， 并提供针对主流工业协议和规约的摆渡支持， 能阻断病毒传播和黑客

攻击。

      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支持多种网络通讯方式， 人机交互界面友好。具备强

大的EMC防护能力， 能够在恶劣电磁环境下高效、稳定运行。独立双主机

“2+1”架构， 非IP物理隔离， 能有效保障网络和数据安全。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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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



● 工业级独立双主板架构
● 高速背板总线及电气隔离板卡设计,隔离电压2000Vrms
● CPU低功耗无风扇设计， 智能状态监测
● 2kV隔离通讯设计， 整机通过EMC Ⅲ级检验认证

稳定可靠的系统平台

● 以企业为单位， 集成采集器、仪表、计量信息等参数， 快速构建数据采
集与上传信息通道
● 支持批量复制参数， 快速构建项目

简洁高效的配置工具

● 采集通讯协议
● 支持IEC 61850、IEC 60870-5、Modbus、DL/T 645、CJ/T 188、OPC UA/DA等标
准规范， 每个接口独立可配置
● 最大可支持计量点数：60000点
● 配置/维护接口：具有本地接口和远程维护功能
● 多数据中心转发：最多同时支持5个数据中心上传数据

丰富的软件功能

● 信息摆渡：专有自定义文件格式， 单向传输
● 信息加密：文件加密摆渡转发， 数据有效性验证与文件解析
● 信息交互：内网至外网的数据单向传输

安全的信息摆渡

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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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采用模块组件化设计， 通过本地能耗平台采集分析， 经省平
台上送， 采集网关配置系统可独立部署。
     整体系统采用物理隔离驱动层、数据服务层、数据应用层、数据接
口层分层架构设计， 在保障本地应用系统数据安全性的同时， 可向三
方应用提供内网机采集的能耗数据。
     内网主机和外网主机可支持Windows、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 
可支持第三方自行部署能耗采集和数据上传软件系统。
     本地能耗平台基     本地能耗平台基于MVC框架， 集成Consul安全组件， 保证系
统的安全稳定。关系型数据库存放原型数据， 响应快速；而采集实时
数据写入时序数据库， 方便大数据的聚合、统计及分析。

     采集软件适配了Modbus RTU/TCP、DL/T 
645-2007/1997、CJ/T188-2004、IEC 60870-5、IEC 
61850、OPC UA/DA等标准通信规约， 并支持私有规约
匹配， 能高度适用于各个工程工作。
     软件支持直接采集仪表能耗数据     软件支持直接采集仪表能耗数据， 通过OPC UA/DA
协议从第三方自动化信息系统采集能耗数据， 手工填报
能耗数据。软件包含数据汇总计算、数据验证、数据存储、
数据上传等功能， 并使用数据算法对计算处理进行优化， 
保证了数据采集的实时性与准确性。

     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用先进网络通信技术、智能仪表
采集、边缘计算服务器、图形组态工具等对用户的水、
电、气、煤、热、新能源等能源介质使用情况及设备运行
状态进行7*24H不间断监测服务， 并在设备端实时记
录、展示能耗数据， 根据政府及企业能耗在线监测平台
接入， 规范为平台上传数据。

配套软件系统
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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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显示企业的总体用能情况， 包括分
项用能概况、累计用能总量、 最近24小时用能
情况、实时告警、费用统计、接入计量点表统计
等。

数据维护：可根据选定时间范围内查询计量
点表的上报数据， 并计算其差值、系数。

实时监测实时监测：展示计量点表的实时遥测、遥信的
数据， 展示智能电表上送的各项参数。

用能报表：展示各分项、各时段、各区域及各
分路用能情况， 生成相应用能报表。

用能分析：展示分路、分区、分项用能情况及
分析结果。

数据上传数据上传：根据相应平台规范， 向上级数据平
台定时传输能耗数据。

技
术
参
数

06

430*350*133mm

Ubuntu、Windows10/11、CentOS、国产银河麒麟

Ubuntu、Windows10/11、CentOS、国产银河麒麟



      智能通讯组件系列产品是一种工业物联网数据采集通讯处理终端。它利用标准通讯规约和私有通讯协议，采集仪表和设
备的现场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加密传输。支持同时连接多种实时采集设备，实现多协议采集数据透明传输和路由。该系
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能耗企业能源管理、楼宇智能化、电力监控及变电所、医院、学校等重点领域。 目前该系列有两款产品
：TXJ-A4027、TXJ-DTU。可根据具体的使用场景和需求选择不同型号。

          TXJ-A4027尺寸小、功耗低，使用导轨方式安装。支持RJ45、RS485、RS232等通讯接口。分为标准款和基础款两种
型号，支持个性化定制。

技术参数

标准款 基础款

█  智能通讯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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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用途数据传输单元 TXJ-DTU具有更小的尺寸和更低的功耗。支持4G、以太网等通讯方式，有4G-DTU（CAT1）、
Ethernet-DTU（标准款）、Ethernet-DTU（基础款）三种型号，支持个性化定制。

EMC防护等级：III级。数据加密：通过使用AES 256位的加密
算法及CA身份认证， 加密后的监测数据
能够安枕无忧地传输。

一键配置：支持导入Excel台账， 一键生
成拓扑智能通信网关结构及配置文件。

可编程扩展：支持通过编辑脚本对通讯管理
机进行功能扩展， 接入私有协议、处理业务数
据、上送私有平台。

状态监测：支持监测通讯管理机自身的CPU、
内存、重要进程等运行状态， 同时监测智能仪
表等装置的故障状态。

数据采集：支持Modbus RTU/TCP、IEC 
60870-5、IEC 61850、OPC UA/DA、DL/T 
645-1997/2007等标准通讯协议。

数据上传：支持私有云、阿里云、百度云、华为云、中移物联、腾讯云数据上送协议；支持OPC UA/DA、MQTT、Http
数据转发；支持上送多地市的绿建能耗平台；支持Modbus TCP等标准协议；支持IEEE-1888泛在绿色社区控
制网络国际标准协议、《国家机关单位及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分项计量数据传输导则》、《宁波市民用建筑能耗监测系统
建设实施细则》、《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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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采集：支持多种标准协议采集，可编程扩展
2）. 加密上传：基于CA证书加密认证传输
3）. 物理隔离：利用专有芯片实现安全加密信息摆渡
4）. 本地展示与状态监测：以多种图形形式表现
5）. 断点续传：1周以上数据断点续传招回
6）. 本地存储：2年历史数据
7）. 告警提醒：告警确认、APP小程序推送7）. 告警提醒：告警确认、APP小程序推送
8）. 设备控制：权限控制、操作级别控制

      

▼产品功能

       智能综合测控终端(CKZD-100)是一款应用于供配电领域,具备电力监控、能源管理、电气火灾漏电检测等多种系统功能,是集通
讯网关、上位机为一体的智能化测控装置。具备2+1双主机隔离安全主架构,信号输入端子及整机具备高强度电气防护性能。适用于各
种商业建筑、市政楼宇、工矿企业、变电所等场合， 支持个性化定制。

存储：内存8GB，固态硬盘128GB

存储：内存8GB，固态硬盘128GB

█  智能综合测控终端（CKZD-100）



▼系统结构

      智能综合测控终端实现了内外网的安全物理隔离，上位机、下位机采用独立CPU、独立主板和Linux安全OS操作系统，
实现了严格的TCP/IP网络阻断。
      数据采用芯片级硬件隔离，单向受控，达到可信传输，能够较好地实现不同电力业务安全区之间的数据通信和控制。
      其中上位机安装了能耗分析、电力监测系统，负责与外网服务平台的数据对接，而下位机则经过企业内网防火墙，可以
与电力监控系统操控区打通，采集电力核心元器件的状态，比如时间同步装置、测控PMU、保护、合并单元、智能终端等
。下位机同时可以采集状态区数字电表、直流屏、保护测控装置、UPS的参变量数值。

      

电力监控系统工作站

能耗监测系统工作站

本地HMI

水表 数字电表 天然气表 流量计 柴油发电机 光伏发电保护测控装置 变压器 温控仪 直流屏 UPS

下位机

上位机

隔离与交换控制单元

软件防火墙

远端监测系统



      万德高科设备管理平台是一个面向物联网的全托管云服务
，为设备与云应用的交互提供安全可靠的连接通信能力。整体
架构基于微服务设计，可利用组件模块化定义应用服务，对边
缘业务进行编排，实现边缘节点的统一管控、软硬解耦。

       万德高科设备管理平台定位为Pass服务云平台，能降低物联网企业研发、运营和运维成本，提高物联网项目的落地能力。
万德高科设备管理平台提供了一系列开发物联网应用所必需的基础服务组件。平台提供高效简洁的配置工具和行业套件，可支
持多种设备的数据通讯，实时展示设备状态，进行设备状态管理。平台提供实时通用人机可视化监控组态软件，灵活实现各种
工业场景数据虚拟可视化。在此平台上开发运行的各行业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配电、水务、环保、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
、煤矿、化工等行业。配合万德边缘计算网关、通讯网关和网络隔离安全设备，形成云、边、端、网整体协同解决方案。

█  万德高科设备管理平台

整
体
业
务
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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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租户、多项目管理，可实现不同机构、分组用户在同一平台处理不同项目业务数据互相独立，可控共享。

(2)产品定义与管理：完善的物模型定义，基于物联网标准TSL模型文件格式。支持产品类别多层级管理，产品基
础信息管理。物模型支持属性、功能、事件、标签定义。模型标识支持双向定义，对上平台代码、名称、数据类
型、上报周期等关键参数定义，对下通讯协议组、设备地址、变量标识、采集周期、变量类型等参数定义。产品
定义的TSL模型支持分享、下载、导入，与智能网关等边缘设备协同，可备份，下发到现场设备。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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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组件管理：可根据网关设备和项目区域设置并在线调试各种网络连接组件，包括：UDP、HTTP客户端、Web-
Socket服务、MQTT客户端、CoAP客户端、HTTP服务、MQTT服务、Websocket客户端、CoAP服务、TCP客户端等
组件模式。

(5)网关设备虚拟串口配对功能：通过配置具备串口连接功能的DTU和智能网关设备的串口功能参数，实现无限物理远距
离串口直联通讯，通讯监测、协议解释、数据存储完全在本地完成，能免去云服务器资源占用、本地通讯干扰和远距布
线的麻烦。

(3)设备导入与管理：支持设备批量导入、导出、激活。可实时卡片式展示设备在线离线状态，运行上报数据、所属产品
物模型，可设备功能调用指令（带参数）下发，还能管理设备日志、告警设置及记录。支持设备变量图形、曲线可视化
。支持设备固件升级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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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网关设备配置的云备份与恢复功能：通过云平台提供的分布式对象文件存储服务，可以将用户和工程配置人员修改好
的本地采集数据、本地通讯配置文件（参数）、设备通讯模型/驱动文件选择性地上传云平台私人空间或者公共分享空
间，在需要时可在对应设备端下载使用或者还原。

(7)在线编辑组态能力，可视化动态渲染技术实现：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用户可以组态成符合用户习惯的监测、操作界
面，能够更好地通过数据、动画等反映现场状况及远程控制，实现一定程度的数字孪生效果。组态界面里不仅能够绑定
设备、添加测点参数，还能识别元件间的组态拓扑连接关系。组态界面支持嵌入echarts图表，实现丰富图表、曲线展
示效果。



(8)组态软件基于Html5技术运用：可以实现跨平台、跨浏览器的数据访问体验，完成传统组态软件所不能实现的功能，
更好地利用组态资源。同步的Web网络发布，支持二次开发，快速实现在线发布及访问。提供JavaScript编程语言功能
，提供编译及运算引擎，可实现数据改变、条件、自定义函数等多事件脚本。

(9)通讯数模一体化管理：平台支持通讯网关、工业仪表（系统）在线组态拖曳式生成配置，生成通讯端口、连线配置，
通讯参数配置与自动生成。平台自动识别通讯设备并列、串联关系，与平台通讯专门配置界面协同，模型结构、通讯参
数配置互认，可相互导入、导出。 

(10)规则引擎－数据转发：规则引擎中可使用SQL来订阅消息网关中到数据，并将处理后的数据转发到指定的地方，如
发送消息通知、推送到MQ等。支持标准SQL语法与拓展函数，支持聚合函数，窗口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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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PP：配置APP（小程序），支持现场设备扫码绑定通讯网关，可通过二维码直接导入设备，采集控制一体化导入
平台，配置下发对应网关，减少传统网关基于通道和仪表通讯模型的繁琐配置，把对现场配置通讯工程师的要求降到最
低，成倍提高工程实施效率。 

(12)通用模块：数据记录、统计分析、图形报表、实时报表、标准报表、自定义报表、事故追忆、操作记录、轨迹查询
、自由组态的大数据展示、地理信息管理。

(13)平台级不断丰富完善的海量硬件设备库：通过现场大量工程应用实际和合作伙伴的产品系列化数据，兼容市面常见
智能仪表和通讯网关。

(14)便捷的国际化应用：多语言资源在线切换，支持中、英语言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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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关管理 2.仪表通讯配置

4.运行监控3.系统组态配置

       万德工业边缘计算网关是一款全新的工业数据采集转发智能设备，具有简洁、轻量化WEB UI配置界面，丰富的通信接
口硬件，高性能运算资源和大容量数据存储单元。核心设计思想为一套针对业务数据处理的“操作系统”，对基础资源做了
安全和易用性封装，将设备通讯封装成了驱动程序，将报警、存储、触发器、用户权限体系等封装成了各种“操作系统”服
务。我们提供了基于Elk的精减JS脚本引擎和组态画面设计模组，供用户定制开发各种工程应用本网关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万德边缘计算通信网关系统以满足物联网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为设计目标，致力于构建工业互联网的现场级大脑
中枢系统。

1.支持多种通讯链路，如RS-232
、RS-485、以太网、WiFi、
NB-IoT、LoRa、4G全网通、电
力载波、Zigbee等。

2.支持采集工业现场的多种工业设备
协议，并向其他系统或设备提供数据
分发服务。如OPC UA/DA、DNP3
、IEC61850、IEC60870-5、DL/T 
645-1997/2007、BACnet、MQTT
、Modbus、Restful API、HTTP 
Post、Web Socket、PLC等。

3.支持众多边缘计算特性，如JS
脚本系统，数据存储，规则引擎
，离线缓存，定时器， 触发器，
设备报警，远程同步更新，网络
管理，网关级联与托管。

4.支持基于Web的画面组态功能
，用户可在任意地点通过手机或
PC机画面组态和运行工况的监测
。

5.基于管理云平台服务，实现导
入海量设备驱动库，工程配置文
件远程备份，在线调试，远程技
术支持。

6.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功能布局
合理清晰，简单易用，带给用户
极致便捷运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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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状态信息总览界面

       全BS网页轻量化界面，负责搜索局域网内的网关和DTU，对网关的局域网网络参数、4G无线上网参数设置；工程配置文件
的下载/上传、串口/网络调试、日志查询、固件增量升级、时钟同步、APN组网配置、MQTT承载串口通讯等。

网关管理1

       实现通道、设备信息、规约参数的配置，负责多种通讯协议驱动的集成管理，支持设备台账的批量导入导出。仪表通讯配
置完毕的工程可立即生效或发送至管理的子网关。可以管理其他网关和DTU,并实现数据的级联。

仪表通信配置2

       对上游系统通讯点位进行导入与绑定，可以对不同的仪表设备数据点位进行归集，形成虚拟影子设备，也可对真实测点设
置表达式，生成二次计算虚拟点位。所有数据支持可配置的发布与订阅（以MQTT、Modbus TCP、WebRestful API、
IEC60870-5、BACNet方式)。可支持常见的越限、累次等条件设置告警点位。支持JS脚本系统，扩展系统自定义应用。

系统组态配置3

       通过运行监控软件可实现数据的监控、显示、控制、通道报文监视等功能；用于直观排查数据配置的正确性、历史数据采集
的连续可靠性等。可基于本地Web组态页面绘制图形SCADA，支持动态表格和曲线，支持控制指令下发。

运行监控4

       可远程调试，支持从平台下载及时更新的海量设备通讯驱动库及不断扩展的三方平台转发协议库，本地工程文件可一键备份
云平台，设备健康状态按需监测，具有多种异常告警提醒方式。

云平台支持5

       远期规划：DHCP服务配置管理，WiFiAP，软件防火墙，路由与转发配置，基于Snort的安全审计报告。

工业路由器功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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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仪表数据采集实时监测界面

Linux系统调试界面

计量器具型号管理界面

移动网络通讯状态监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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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方便的开发环境， 支持多种协议设备接入。

强大的在线编辑能力， 可视化动态渲染技术实现。

基于HTML5技术运用， 实现跨平台、跨浏览器的数据访问体验。

提供了JavaScript编程语言功能， 实现传统组态软件所不能实现的功能以及更好利用组态资源。

提供了编译及运算引擎， 实现数据改变、自定义函数等多事件脚本。

高度同步的Web网络发布， 支持二次开发， 快速实现在线发布。

       万德物联网在线组态软件 MX-SCADA 是一款通用人机可视化监控组态软件， 采用了先进的实时动态渲染技术和实时数据处理引擎
技术。软件提供便捷的配置工具和行业套件， 具备良好的用户开发界面和高效的实现方法， 可支持多种设备的数据通讯， 能实时展示设备状
态。它提供软、硬件接口实现， 可快速实现与系统集成， 可以结合其他万德产品构建信息化工业物联网。软件可广泛应用于配电、水利、环保、
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煤矿、化工等行业， 结合行业使用特点， 采用行业监控套件及丰富的采集驱动， 快速提高客户的投资回报率。
  

系
统
功
能

元件图元管理        丰富的元件图元，支持图元库的管理功能，支持元件库的新增、移除功能

 数据源管理          可配置的数据源管理，实现图元与数据模型的绑定
 
在线编辑            支持组态文件的在线编辑功能， 可视化的的动态渲染，提供JavaScript编程
  
 数据绑定           可实现对异地设备的集中控制，让用户远程绑定测点数据
   

   实时展示           通过画面的各种图元与点位图，可直观地观察到工业的现场情况

  

 导入导出           生成在线组态文件，支持文件的导入导出

   

█  传输层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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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德物联网智能规约转换软件 （IOT-PROTOCOL）
适用于不具备物联网接入能力的各种感知层在线监测设
备， 通过该规约转换软件， 在线监测设备厂商不需要做任
何的额外开发， 只需要提供本身监测设备的通讯接口、通
讯规约或数据库， 通过简单配置， 就能实现设备物联网接
入能力， 完成设备智能化改造。

…
…

数据库

传感器采集装置

Modbus等

数据链路

规约转换器

支持多种数据源配置及配置文件读取。

支持四遥数据自动采集， 数据实时上送功能。

支持实时数据处理功能， 数据缓存， 过滤筛选。

支持控制协议下发、数据召唤功能。

支持多种物联网通讯协议：MQTT、SOAP、CoAP、LwM2M 等。

支持多种转换通讯协议：IEC60870-5、IEC61850、Modbus TCP/RTU、CDT 协议等。

MQTT协议等

IoT数据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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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wande-electric.com 

Phone: 0574-87879696
宁波市鄞州区清逸路66号宁波检测认证园B座5楼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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