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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P物联网云平台——是什么？

EMCP是一个工业级，服务于工业、农业、商业用户

的综合性物联网云平台，支持多用户、跨行业、跨设备无缝接

入。企业通过EMCP平台无需编程，无需安装运行软件，无需

聘请IT工程师，即可快速便捷的实现产品/系统的物联网升级，

打造企业专属的物联网云平台。

通过EMCP平台，用户只需关注自己产品（如仪表/设备/

系统）的生产和研发，而无需关注网络侧如何实现的难题。术

业有专攻，EMCP平台作为完整的物联网集合体将数据传输、

处理、存储、展示、用户管理、报警等功能进行打包，用户只

需登录平台进行二次开发即可，从而大大降低了用户在使用物

联网技术的门槛。



EMCP物联网云台——系统组成

物联网系统组成：

1，现场仪器仪表(用户设备）

2，数据采集网关（GM10/WM10）

3，EMCP云平台（服务器集群）

4，显示终端（Web网页和手机APP）

蓝蜂科技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即“云平台+数传网关+显示终端”。数传网关作为

Modubs主站主动采集下位设备的数据，并将数据打包加密上传到EMCP平台，用户在EMCP平台的后

台完成设备、数据规则、组态画面、用户的创建。然后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打开电脑网页、

手机网页、或手机APP登录EMCP平台即可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管理（数据查看和远程控制）。

用户设备部分

EMCP
物联网云平台

数传网关 显示终端

蓝蜂物联网
整体解决方案

MODBUS总线



EMCP物联网云台——优势



多行业应用

智慧农业：
智慧大棚、水产养殖、农田水利、农田气象检测 . . . 

环保行业：
污水检测、烟气检测、扬尘检测、PM2.5检测、河流湖泊

水质检测等

工业设备：
空气压缩机、热泵、中央空调、锅炉、风力发电、安防设

备、发电机、电动机、油气井、燃气站等. . .

生活设施：
游泳馆水质检测、电梯远程监控、仓库监控、管网远程检

测 等

工控产品：
各大品牌的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仪器仪表、

功能控制器、智能装置等。



多平台展示终端

任何一台联网电脑打开
web网页，即可实现设备
远程监控/后台管理。

原生安卓/IOS系统APP ，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展示能力
，给你带来流畅/便捷的操作体验。同时也支持手机
Web网页登录访问

平板电脑：原生APP+Web
网页登录访问。



支持多系统访问

苹果系统

苹果手机下载“云联物通”APP，凭

账号登录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管理。

同时也支持手机网页的访问。

安卓系统

安卓手机下载“云联物通”APP，凭

账号登录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管理。

同时也支持手机网页的访问。

Windows系统

电脑用户打开网页访问www.lfemcp.com,凭

账号登录EMCP物联网云平台，实现对设备

的远程管理。对于管理账号可以进入后台实

现设备/模块/数据规则/用户的增删和修改。

微信
微信关注“EMCP物联网云平台”公众

号，绑定自己的EMCP账号即可实现微

信对设备的远程管理，同时可接受报

警消息。

《云联物通》APP EMCP物联网云平台
微信公众号

http://www.lfemcp.com/


安卓/IOS系统原生 APP

纯底层开发的原生APP。支持

安卓、苹果系列手机，具有平稳、流

畅、加载快、功能强大等特点，给你

带来绝佳的操作体验。同时也支持手

机Web网页的访问。



丰富的用户权限划分

管理员

普通用户
张三

1#设备 2#设备 1#设备 2#设备

普通用户
李四

管理用户：前台可查看所有的设备，后台可

对所有的设备、数据、用户进行管理（如设备、

规则、用户的创建和修改，设备的授权等）

普通用户：只有对所属设备的查

看权限，同一用户支持多人登录。



智能硬件-数传网关

蓝蜂全系列数传网关内部集成Modbus、TCP协议栈，搭

建起设备和EMCP平台的沟通桥梁，实现用户设备和平台之间加

密数据传输和信息交互。

标准网关可实现最多4条modubs规则/从站设备的实时数

据的创建和上传，每条数据规则可上传多达120个字或2000个

bit型数据。以及可创建N多的读写数据变量。

1#
规则/从站

120个字

2000个位

EMCP平台

2#
规则/从站

120个字

2000个位

3#
规则/从站

120个字

2000个位

4#
规则/从站

120个字

2000个位

● 宽电源输入（DC 7~35V），反相保护

和过压保护。

● WDT 看门狗设计，保证系统稳定。

● 采用完备的防掉线机制，保证数据终

端 永远在线 ,上电即可进入数据传输状态

。

● 支持35mm标准导轨安装。



强大的服务器集群

``

防火墙

数据处理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热备

防火墙

EMCP物联网云平台是由多台阿里云服务器构建的服务器集群。应用层使用了动静分离、负载均衡、

集群等技术，保证在高并发，大访问量情况下服务保证稳定运行，即使上百万台设备依旧轻松应对。数据

库使用了主备架构，系统会自动进行数据备份，并且做了同城容灾及异地容灾等处理，最大限度的保证用

户数据的安全。



功能介绍-设备列表

登录账号即可看到所

属设备的展示列表，显示

设备的名称、图片、在线

状态等等。点击设备图片

/名称进入设备监控页。



功能介绍-地图展示

点击“设备地图

”功能按钮即可在地

图上查找所属设备的

分布情况，以及在地

图上直接查看设备基

本信息，也可直接进

入设备监控页面。



功能介绍-实时数据画面

通过电脑w e b网

页、手机网页和手机

A P P 直接查看设备的

组态画面或数据列表

。点击右侧按钮可查

看或操作设备的读写

数据、历史曲线、历

史数据、报警数据等

内容。



功能介绍-历史曲线

通过电脑w e b网

页、手机网页和手机

A P P可查询任意时间

段的数据的历史曲线

。



功能介绍-远程控制/读写

通过电脑w e b网

页、手机网页和手机

A P P可对现场设备的

参数进行设定，以及

设备的启停、开关等

控制操作。



功能介绍-历史报表

通过电脑w e b网

页、手机网页和手机

A P P可查询任意时间

段的历史数据报表，

也可将报表导出到本

地存档（ E x c e l文档

）



功能介绍-报警记录

通过电脑w e b网

页、手机网页和手机

A P P对曾经发生的报

警记录进行查看，也

可将报警记录导出到

本地存储（ E x c e l文

档）。



功能介绍-报警推送+实时视频

报警消息推送：当检测

到采集到的数据超出所设

定的上下限后，平台主动

向手机APP发送报警消息

（类似微信消息）

实时视频：可以将现场的

视频摄像头“萤石云”接

入平台，实现在手机APP

端对现场工况的整体了解。



后台管理-设备/模块/规则/用户

E M C P 云平台拥

有强大的后台管理功

能，进入后台可实现

设备、模块、数据规

则、用户账号的添加

和管理。

风格



后台管理-画面组态

登录 E M C P后台

，用户可实现任意画

面的组态，丰富的元

件库、图库，流畅的

绘制体验，媲美组态

软件。

风格



定制服务-风格 个性化显示

风格定制是在原有EMCP平台基础上实现用

户个性化风格的显示要求。从而搭建企业专属的物

联网云平台，提升企业影响力和品牌宣传。

个性化内容主要体现在电脑web/手机web

的登录域名、页面内容个性化显示，为用户开发

一个专属的原生APP。以及中性或个性化的硬件

网关贴面。



定制服务-私有云平台部署

私有云平台部署是在原“EMCP物联网云平

台”的架构基础上为用户个性化显示和特定功能

需求而进行定制开发的物联网平台系统。该平台

运行在用户自己的服务器上。

私有云部署不但可以实现个性化风格显示，

还可以实现用户的特殊功能要求。适用于如下用

户；

1，大中型企业（生产商/集成商）

2，对数据存放位置有严格要求

3，网关年用量在300台以上。

4，有特殊功能需求。



EMCP平台联网使用流程



知识产权



谢谢！

为企业打造专属的物联云平台
精于品质、务实创新！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12号610
网址：www.lanfengkeji.com
电话：0311-68025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