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场到云端
WAGO云连接与WAGO云数据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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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O云数据控制方案
从现场到云端
WAGO云数据控制方案助力商业模式转型
WAGO云数据控制
(Microsoft Azure)

MQTT

扩展

WAGO云数据控制方案可实现现实世界与数字
世界的互联。该方案不仅可对所有WAGO PFC控制
器 及 其 应 用 和 数 据 进 行 管 理 和 监 控，而且还可借
助门户网站作为Microsof t A zure云服务的用户
界面，方便用户通过网关访问如下功能——项目、
控制器及用户管理、控制器状态监控、警报及邮件
发送等。无论是分布式数据采集还是从现场层到云
端的集中式数据提供，亦或不受位置限制的实时数
据访问，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ETHERNET

现有系统

ETHERNET

升级改造——并行安装到现有系统
WAGO云数据控制
(Microsoft Azure)

优势：
• 通用解决方案可进行个性化仪表板设置，适于
多种应用
• 可扩展loT解决方案：通过REST/OPC UA接口实
现扩展和客户定制功能
• 通过报警处理功能实现中央系统状态监控和
通知
• TLS 1.2加密保障安全通信
• 中央数据可视化，独立访问WAGO云数据控
制，不受位置限制。
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wago.com/cloud

新系统安装

WAGO云优势详解
适于多种应用的通用型解决方案
WAGO云数据控制可根据应用需求轻松设置个
性化仪表板，从而在仪表板中以表格、图表和图示
的形式清晰显示数据和信息。无论是机器及系统过
程优化还是计算机中心监控，WAGO云数据控制都
能从与之相连的PFC控制器中提取位置、状态、电
流测量值和测量数据趋势等数据和信息，并根据客
户需要准确地显示在图表中。

中央状态监控
云报警处理功能有助于实现中央状态
监控，如果超出所定义的限定值会触发报
警信息。与此同时，无论身处何处，技
术人员都可运用云技术对设备和系统进
行监控，从而确保出色的可用性并通过
持续监控将停机时间降至最短。

通信安全

中央数据可视化，访问不受位置限制

无论云技术及相关不间断数据交换应用于何
处，保障机器和系统的通信安全都是至关重要
的。除了采用传统安全措施(如防火墙，密码保护
和个人用户权限)保护数据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之
外，WAGO PFC100和PFC200控制器还通过SSL/
TLS1.2安全协议进行数据加密，将安全风险进一步
降低，同时通过VPN通道将数据安全传输至云端。

只有完善的端对端信息流才可在长期内优化商
业流程。因此，WAGO云数据控制的一个显著优
势便是中央数据可视化。借此可对来自WAGO PFC
控制器的所有数据进行访问，且不受位置限制。同
时，集中显示数据也可面向所有用户进行实时传
输。不仅如此，用户管理还可控制各自的访问权
限。这不仅优化了各公司内部合作，同时外部合作
伙伴也可便捷、灵活地通过任意设备和浏览器访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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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可靠伙伴打造可扩展解决方案
美名软件(M&M)公司业已归属WAGO集团旗下，
未来将与WAGO共同开发完整的工业与技术软件解
决方案。M&M与Microsoft紧密合作，优选Azure云
服务平台，开发云连接和loT解决方案。这一方面源
于Microsoft Azure平台在运算能力、数据存
储、事物处理、可用性和安全标准方面
具有的良好扩展性，另一方面，不断完
善的服务和工具种类可为满足客户定制化
解决方案的实施提供坚实基础。与此同时，WAGO
云数据控制中的R EST/OPC UA接口又可将我们的
云服务与M&M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互联。WAGO携手
M&M可提供包括硬件、软件和附加服务在内的完整
解决方案，充分满足能源监控与预测性维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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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MQTT实现云连接
PFC控制器家族各成员的标准功能

数据记录、数字化及数据连接——是工业4.0的
核心概念。WAGO-I/O-SYSTEM 750和750 XTR可
连接到现场层面，并通过PFC控制器将数据发送到
WAGO云数据控制，随后对其进行收集和分析。该
系统可为您的公司创造真正的附加值——提升内部
生产效率，实施楼宇能源管理或进一步开发终端用
户服务。此外，现有系统也可升级为IoT-ready，满
足未来发展需要。
PFC控制器基于MQTT协议与云供应商进行通
信并通过TLS1.2进行加密。云连接数据可利用基于
Web的管理系统(WBM)进行配置。借助相应的库文
件，可通过IEC程序对需要传输到云端的变量进行定
义。接下来，可将启动/停止、连接状态、设备资料
等状态信息以及IEC程序中定义的变量传输到云端并
实现可视化。

凭借自身多种接口，WAGO控制器也为loT网关
提供完美基础。该模块化可扩展控制器可采集几乎全
部现场信号，支持几乎所有工业协议，即使在无Web
接口的情况下也可实现传感器和执行器的云连接。不
仅如此，借助标准化MQTT协议，该控制器还可连
接到Microsoft Azure, Amazon Web Services或IBM
Bluemix等云服务平台。

www.wago.com/cloud-connectivity

WAGO云数据控制
(Microsoft Azure)

Microsoft
Azure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其他供应商

MQTT

IBM BLUEMIX

MQTT

在Web的管理界面中进行云配置

所有PFC100和PFC200控制器都可连接到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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