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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SMARTDAC+ 数据采集系统GM(以下简称“GM”)。
本说明书介绍了GM安全增强功能(/AS可选项)的使用方法。请结合使用说明书(IM 04L55B01-

01ZH-C)一起使用。

启用安全增强功能时，不能使用PID控制模块和程序控制功能(/PG)。

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
GM包括以下几册说明书，请结合使用。

● 印刷手册
手册名称 手册编号 内容
数据采集系统GM
简易操作手册

IM 04L55B01-02ZH-C 简要介绍GM的基本操作方法。

SMARTDAC+使用注意事项 IM 04L51B01-91ZH-C 介绍SMARTDAC+ 系列共通的注意事项。
软件、手册、标签的下载及
安装/ 开放源代码软件的使用

IM 04L61B01-11ZH-C 介绍SMARTDAC+ 系列共通软件、电子手册等的下载和安
装。

● 下载的电子手册
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最新版的手册。
www.smartdacplus.com/manual/zh/
手册名称 手册编号 内容
数据采集系统GM
简易操作手册

IM 04L55B01-02ZH-C 印刷手册的电子版。

数据采集系统GM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1ZH-C 介绍GM的使用方法。通信控制命令和部分可选项除外。

数据采集系统GM
安全增强功能(/AS)
使用说明书

IM 04L55B01-05ZH-C 介绍安全增强功能(/AS可选项)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无纸记录仪通信命令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17ZH-C 说明命令控制的通信功能的使用方法。

SMARTDAC+ STANDARD
通用浏览器
使用说明书

IM 04L61B01-01ZH-C 说明显示GX/GP/GM测量数据文件的通用浏览器软件的使
用方法。

SMARTDAC+ STANDARD
硬件设置软件
使用说明书

IM 04L61B01-02ZH-C 说明生成GX/GP/GM各项功能设定数据的计算机软件的使
用方法。

SMARTDAC+ STANDARD
IP 地址设置软件
使用说明书

IM 04L61B01-03ZH-C 说明GM的IP地址设置软件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多重批处理功能(/BT)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3ZH-C 说明多重批处理功能(/BT可选项)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LOG标尺(/LG)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06ZH-C 说明LOG标尺(/LG可选项)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EtherNet/IP通信(/E1)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18ZH-C 说明EtherNet/IP (/E1可选项)接口的通信功能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WT通信(/E2)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19ZH-C 说明WT通信(/E2可选项)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OPC-UA服务器(/E3)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20ZH-C 说明OPC-UA服务器功能(/E3可选项)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SLMP通信(/E4)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21ZH-C 说明SLMP通信功能(/E4可选项)的使用方法。

GX10/GX20/GP10/GP20/GM10
回路控制功能、程序控制功能(/PG)
使用说明书

IM 04L51B01-31ZH-C PID控制模块、程序控制功能(/PG可选项)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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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本仪表的性能和功能会不断改进，本说明书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在本说明书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者努力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但是，如果您发现有不妥之处
或错误，请与横河电机联系。

● 未经横河电机许可，严禁转载或复制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QR码
为便于仪器的维修和管理，YOKOGAWA产品将依次添加QR码发货。根据QR码，可以确认购
买产品的规格，参照使用说明书等等。详情请参考以下URL。
https://www.yokogawa.com/qr-code

QR码是DENSO WAVE公司的注册商标。

商标
● SMARTDAC+和SMARTDACPLUS是横河电机的注册商标。
● Microsoft和Windows是美国微软公司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Adobe和Acrobat是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Kerberos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商标。
● RC4是RSA Security Inc.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 本说明书中出现的产品名称及公司名称均为其所有者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本说明书中各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未使用®和™符号表示。

开放源代码软件的使用
本产品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
关于开放源代码软件的使用信息，请参阅IM 04L61B01-11ZH-C“软件、手册、标签的下载及
安装/ 开放源代码软件的使用”。

版本
2015年8月    第1版发行
2015年12月   第2版发行
2017年6月    第3版发行
2018年6月    第4版发行
2019年12月   第5版发行
2021年4月   第6版发行

 



iiiIM 04L55B01-05ZH-C

本说明书使用的符号
单位

K 代表“1024”。使用示例：768 KB (文件容量 )
k 代表“1000”。

注意标志
GM中使用该标志表示会对人身或仪表造成伤害的危险，操作人员必
须参照使用说明书的相关内容进行操作。在使用说明书中相应的参考
页面上也有该标志，与“警告”、“注意”的字样一起使用。

警告 误操作可能会导致使用者死亡或重伤，说明避免此类危险发生的注意
事项。

注意 误操作可能会导致使用者轻伤或物品损坏，说明避免此类危险发生的
注意事项。

注释 说明使用 GM时的重要信息。

参考项目的表示标记
此标志后说明相关操作及说明的参考位置。
使用示例：  4.1节

操作说明页面使用的标记
[　] 表示仪表屏幕上显示的文字。

使用示例：[电压 ]
英中符号 表示可以使用的字符类型。

英 英文及数字 中 中文及数字

符号 符号

字符数的计算方法
GM中半角英数字符之外的字符全部按 2个字符计算。

操　作 请按照数字的顺序进行各项操作。在此以初次操作为前提，介绍操作
步骤。根据操作内容，不是所有的操作都是必须的。
“说明”中介绍操作相关的限制事项等。

说明设定画面并解释设定内容。

说　明

路　径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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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对应的仪表本体版本
本说明书对应发布号4(请参阅主铭牌STYLE的S列)和硬件型号1(请参阅主铭牌STYLE的H列)的
GM。

说明方法
安全增强功能是用于应对美国FDA21 CFR Part 11的功能。
本说明书主要介绍安全增强功能的登录功能、审核跟踪功能和签名功能的操作方法。
本仪表处于安全增强功能的使用状态。
另外，以安全增强功能的通信安全设定为[登录]状态为前提。

注释
本仪表也可设定为不使用安全增强功能。

 设定：2-23页的“2.5 禁用安全增强功能”。
不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则为标准(未安装/AS可选项时)功能。此时，不对应美国FDA 21 CFR Part 

11，请注意。
 有关不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的操作方法，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

有关其他操作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IM04L55B01-01ZH-C)。另外，有
关通信功能(通用通信、USB通信、Bluetooth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通信命令使用说明
书”(IM04L51B01-17ZH-C)。
有关签名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IM 04L61B01-01ZH-C)。

区分GM10的标准型和大容量型时，表示方法如下。
• 标准型：GM10-1

• 大容量型：GM10-2

参考资料的表示方法如下。
说明书名称 说明
GM使用说明书 数据采集系统GM

使用说明书
手册编号为IM 04L55B01-01ZH-C。

简易操作手册 数据采集系统GM

简易操作手册
手册编号为IM 04L55B01-02ZH-C。

多重批处理功能使用说明书 GX10/GX20/GP10/GP20/GM

多重批处理功能(/BT)使用说明书
手册编号为IM 04L51B01-03ZH-C。

通信命令使用说明书 GX10/GX20/GP10/GP20/GM

无纸记录仪通信命令使用说明书
手册编号为IM 04L51B01-17ZH-C。

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SMARTDAC+ STANDARD

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手册编号为IM 04L61B01-01Z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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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记录
版本 产品 说明
1 GM10 发布号2

(版本2.03)

新发行

硬件型号1
2 GM10 发布号3

(版本3.01)

支持多重批处理功能
增加操作日志

硬件型号1
3 GM10 发布号4

(版本4.01)

支持发布号4

硬件型号1
4 GM10 发布号4

(版本4.02)

支持通信通道的测量值校正

硬件型号1
5 GM10 发布号4

(版本4.07)

支持数据完整性

硬件型号1
6 GM10 发布号4

(版本4.09)

密码策略中增加记录保留数量
变更用户权限(时间设定)

硬件型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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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全增强功能的使用方法
本节说明安全增强功能的使用方法要点。

1.1.1 操作概述
GM操作
可通过Web应用程序(Web浏览器)设定、操作、监视，也可利用通信(以太网通信、串行通信(/

C3))、USB通信、Bluetooth通信(/C8)等专用命令进行控制。

串行通信

通用浏览器、
Web浏览器等

以太网

计算机
登录

计算机

USB通信 Bluetooth

计算机

功能设定
首先设定GM的功能。除用于测量的功能设定以外，注册操作GM的用户。如果已注册用户，
操作GM时，需要输入用户名、用户ID (使用设定时)和密码进行登录。不能使用本体操作键进
行操作。

     

GM

用户注册用户ID
(使用设定时)

已注册的用户

密码

用户名

将设定变更日志记录到操作日志，并且将变更后的设定文件保存到SD存储卡中。设定变更时
需要插入SD存储卡。

     

SD存储卡
变更时的设定文件

操作日志变更日志

GM

测量
测量数据(事件数据或显示数据，请参阅1-4页的“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将记录到GM的内
存中，并作为文件保存到外部存储器。测量数据文件包括测量时的设定文件、运行操作记录
(操作日志)和登录信息(用户信息)。需要插入SD存储卡。

     

GM 测量数据文件
　测量数据
　设定文件
　操作日志
　登录信息

SD存储卡

第1章 安全增强功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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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确认测量数据及操作日志等，并在测量数据文件中添加“完成“或“失败”的信息。该操作
称为“签名”。只有具备相应权限的用户可以签名。
对测量数据文件，可以通过标准的PC软件“通用浏览器“(以后简称通用浏览器)进行签名。
在GM上，不能对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

     

FTP传送

计算机
GM SD存储卡

通用浏览器

完成/失败

1.1.2 GM的操作范围
GM管理内存中的测量数据
• 不能更改GM内存中保存的测量数据。除初始化内存之外，不能删除测量数据。  

 不能对GM内存中的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
•  内存中的测量数据可以作为文件自动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通信安全“登录”时，外部存
储器保存固定为自动保存。)此时，如果外部存储器中存在同名文件，将会被无条件覆盖。

不能使用GM更改外部存储器中保存的测量数据文件
• 外部存储器中保存的测量数据文件，不能更改或删除。
• 不能对GM的外部存储器执行格式化操作。

1.1.3 计算机软件
在通用浏览器中，可以对GM的测量数据文件进行显示和签名操作。

 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1.1　安全增强功能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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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术语说明
系统管理员(管理员)　 1.3节
在GM上注册的用户类型。可以进行所有操作。
准管理员(二级管理员)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1.3节
在GM上注册的用户类型。使用管理员权限和用户权限，可以限制其可操作的范围。
一般用户(用户)　 1.3节
在GM上注册的用户类型。使用用户权限，可以限制其可操作的范围。
监视用户(监测者)　 1.3节
在GM上注册的用户类型。仅可以进行监视。
管理员权限(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1.3节
准管理员用户的设定和操作范围的限制内容。
用户权限　 1.3节
准管理员和一般用户操作范围的限制内容。
登录/注销　 1.3节
登录，即GM上已注册的用户通过Web应用程序或通信(以太网、串行、USB通信、Bluetooth

通信)，输入用户名、用户ID (使用设定时)及密码，变为可以操作本仪表的状态。注销，即结
束已登录的状态。
审核跟踪功能　 1.5节
保存追溯并确认运行过程所需信息的功能。
操作日志　 1.5节
将设定变更和操作履历以规定格式按发生顺序排列的记录。
签名功能、签名　 1.6节
确认保存的数据，添加用户名的同时向测量数据文件中添加、或事后追加“完成”或“失
败”确认信息的功能。
通过通用浏览器对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
在GM上不能对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
密码管理功能　 1.4节
通过网络上的KDC服务器，管理可访问GM的用户的功能。
自动保存　 1.2节
将内存中的数据自动保存至SD存储卡的方式。
通信安全“登录”时，外部存储器保存固定为自动保存。
FIFO (先入先出)　 1.2节
将数据保存至SD存储卡时，如果保存新文件所需的可用空间不足，则会按照数据的更新日期
和时间删除最早的文件，保存新文件。
登录信息　 1.5节、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用户密码会因密码过期等原因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更。登录信息，即创建测量数据文件时的用
户名和密码信息，会保存至测量数据文件。使用通用浏览器对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时，需要
使用该测量数据文件内登录信息中记录的用户身份登录。不能查看登录信息。
密码策略(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1.3节
可以设置密码中使用的最小字符数、大写字符、小写字符、数字和符号以及记录保留数量(版
本4.09以后)。

1.1　安全增强功能的使用方法



1-4 IM 04L55B01-05ZH-C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本节说明带安全增强功能(/AS可选项)的GM中可记录的数据及其保存方法。

1.2.1 数据类型
GM可以创建文件的数据类型如下。

 有关文件扩展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1-12页。
数据类型 说明
事件数据 •  在指定记录周期内记录的测量数据。记录模式仅为“自由”。不能通过触发开

始记录。
• 可以将标题字符串(与其他文件共用)写入文件中。
• 包含报警信息/信息内容/操作日志/登录信息/设定数据。
• 数据格式：二进制格式(不公开)。已加密。

显示数据 •  在趋势画面中显示的波形数据。按指定的趋势周期记录测量数据。
• 保存趋势周期内测量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可以将标题字符串(与其他文件共用)写入文件中。
• 包含报警信息/信息内容/操作日志/登录信息/设定数据。
• 数据格式：二进制格式(不公开)。已加密。

手动采样数据 • 执行手动采样操作时测量数据的瞬时值。
• 可以将标题字符串(与其他文件共用)写入文件中。
• 数据格式：文本格式

报表数据(/MT可选项) •  时报、日报、周报、月报、批处理报、自定义日报的数据。报表数据，根据报
表类型按规定的时间间隔(时报时为1小时，日报时为1日等)创建。

• 可以将标题字符串(与其他文件共用)写入文件中。
• 数据格式：文本格式
• 可以转换为Excel格式或PDF格式。

设定数据 • GM的设定数据。
• 数据格式：二进制格式(不公开)。已加密。

报警一览数据 • 内存中保存的报警一览信息以文本格式保存。
• 可以保存在SD存储卡中。

事件数据和显示数据
希望详细记录测量数据时，可以使用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与传统的在记录纸上记录的数据类似，可以长时间记录。

     每个测量周期的
测量数据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的记录周期

测量周期
时间

事件数据的记录周期

每个记录周期内的最大值
每个记录周期内的最小值

记录时的瞬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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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数据记录和保存的流程
测量数据在内存记录，然后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上。

     

输入输出
通道

运算
通道

通信
通道

.

.

.
.
.
.

.

.

.

外部存储器

设定参数显示(Web应用程序)

内存

网络上的
FTP服务器

其他仪表的数据(通过通信获取)

SD存储卡

记录

数据保存
保存

读取

内存
事件数据和显示数据以文件为单位保存在内存中。同时也以文件为单位保存到外部存储器
中。

     

外部存储器上的目录

手动
采样数据 报表数据事件数据、显示数据

网络上的
FTP服务器

内存

文件
......

......

记录

数据保存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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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事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设定数据文件的加密
事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设定数据文件已加密。不能修改或删除数据。

1.2.4 事件数据和显示数据的记录方法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0 设定记录条件(记录模式、记录周期和保存周期)”、“2.9设定
测量条件(测量周期、A/D积分时间等)”

 操作：GM使用说明书“3.1.1 开始/停止记录”

记录数据的类型
可以选择事件数据或显示数据。
• 确定记录的数据
 请根据需要记录数据。请参考下述示例。
示例1：  始终记录详细数据 

指定记录周期，记录事件数据。
示例2：  仅记录与传统记录纸记录仪数据类似的连续波形数据 

记录显示数据。

内存
按照指定时间间隔，分割已记录的测量数据，并将其保存为文件。如果内存已满，或者“事
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的数量超过500 (GM10-1)或1000 (GM10-2)，则从最早的文件
开始覆盖。

事件数据的记录条件
项目 说明
目标通道 从测量通道、运算通道和通信通道中选择。
记录周期 从100ms～30min的选项中选择。但是，不能指定比测量周期短的周期。
创建文件 达到指定的“数据长度”时创建文件。

在下述情况下也会创建文件。
• 手动创建文件时
• 记录停止时
• 使用事件动作功能创建文件时
• 断电恢复时

模式 自由(连续记录)

从Web应用程序可以开始或停止记录。
从START/STOP键不可以开始或停止记录。
操作：GM使用说明书“3.1.1 开始/停止记录”

时间

文件 文件 文件 正在添加数据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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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数据的记录条件
项目 说明
目标通道 与事件数据相同。
记录周期 在“趋势周期”中指定(请参阅下表)。不能设定比测量周期短的周期。
创建文件 按照设定的“保存周期”创建文件。

时间

文件 文件 文件 正在添加数据

在下述情况下也会创建文件。
• 手动创建文件时
• 记录停止时
• 使用事件动作功能创建文件时
• 断电恢复时

记录开始/停止 从Web应用程序可以开始或停止记录。
从START/STOP键不可以开始或停止记录。
操作：GM使用说明书“3.1.1 开始/停止记录”

趋势周期和显示数据的记录周期
趋势周期* 5s 10s 15s 30s 1min
记录周期 100ms 200ms 500ms 1s 2s
趋势周期* 2min 5min 10min 15min 20min
记录周期 4s 10s 20s 30s 40s
趋势周期* 30min 1h 2h 4h 10h
记录周期 1min 2min 4min 8min 20min

* 不能指定比测量周期短的记录周期。

1.2.5 手动采样数据
手动采样数据记录在内存中。如果手动采样数据的数量超过400，将覆盖最早的数据。

     
时间

手动采样数据

 操作：GM使用说明书“3.1.2 监视GM的数据、从监视画面操作GM”的手动采样数据的一
览和保存操作

1.2.6 报表数据(/MT可选项)
报表数据记录在内存中。如果报表数据的数量超过800，将覆盖最早的数据。

     
时间

报表数据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3 设定报表功能(/MT可选项)”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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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外部存储器的目录和保存文件
外部存储器的类型
• SD存储卡(1 GB及以上)

SD存储卡的目录
GM可以显示在SD存储卡中自动创建的目录和保存文件。

注释
• 请勿在SD存储卡中放置名为“SET0”的文件。
• 请勿在保存数据的存储器中放置与目录名(默认值为“DATA0”)同名的文件。

     

根目录

设定数据文件

数据保存目录

Web应用程序操作的数据保存目录

· 执行设定变更操作后，保存下述的文件。
 设定数据文件
· 可以进行外部存储器FIFO动作。
 1.5节

· 保存下述的文件。
 事件数据文件
 显示数据文件
 手动采样数据文件
 报表数据文件(/MT可选项)
· 目录名的初始值为“DATA0”。
· 可以进行外部存储器FIFO动作。

通过Web应用程序操作保存数据后，创建目录并保存下述文件。
事件数据、显示数据、手动采样数据、报表数据

通过保存操作保存的设定数据文件

设定：GM使用说明书
2.11 设定数据文件的保存条件

操作：GM使用说明书
2.24.1 保存、载入、删除GM的设定数据

操作：GM使用说明书
3.1.2 监视GM的数据、从监视画面操作GM
的“一览显示内存中的数据文件(内存一览)和保存操作”

SET0目录

保存文件
使用带安全增强功能的GM创建以下文件。
类型 扩展名 注释
事件数据文件 GSE -
显示数据文件 GSD -
设定数据文件 GSL 请参阅1-12页和1.5节内容。
手动采样数据文件 GMN -
报表数据文件(/MT可选项) GRE -

xlsx或
xlsm

使用报表模板功能时。

pdf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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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1.2.8 保存至外部存储器
自动保存
保存对象为事件数据、显示数据、手动采样数据及报表数据(/MT可选项)。
始终将SD存储卡插入到驱动器中。内存中的数据会自动保存到SD存储卡中。(固定为自动保
存。)

自动保存时机
数据类型 说明
事件数据 创建文件时即保存。

时间

保存到外部存储器

文件 文件 文件

显示数据 创建文件时即保存。

时间

保存到外部存储器

文件 文件 文件

手动采样数据 初次执行手动采样时，在SD存储卡中创建手动采样数据文件。以后每次执行
手动采样操作时，均会将数据添加到该文件中。当文件中保存的手动采样数
据达到100次时，对文件进行分割。

  有关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3.1.2 监视GM的数据、从
监视画面操作GM”的手动采样数据的一览和保存操作。

报表数据 初次创建报表数据时，在SD存储卡中创建报表数据文件存储报表数据。以后
每次创建报表时，均会将报表数据添加到该文件中。
报表文件的分割
在指定时间停止向文件添加报表数据，下次新建文件进行保存。报表文件按
下表单位进行分割。另外，停止记录时，分割所有的报表文件。
报表模板功能
分割报表文件时，根据指定模板的格式，以Excel、PDF或直接打印等形式创
建模板文件。

  有关设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2.13 设定报表功能 

(/MT可选项)”。
报表类型 报表文件

[多个文件] [单个文件]
时报＋日报  每份日报为1个文件 1天的时报和日报

1天的时报
日报＋周报  每份周报为1个文件 1周的日报和周报

1周的日报
日报＋月报  每份月报为1个文件 1个月的日报和月报

1个月的日报
批处理报   每次记录开始/停止时为1个文

件。但是，数据数超过200时分割为
多个文件。

  每次记录开始/停止时为1个文件。
但是，数据数超过200时分割为多个文
件。

自定义日报  每个文件创建单位为1个文件  每个文件创建单位为1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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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中保存的内容
事件数据/显示数据文件中可以保存以下内容。
事件数据/显示数据文件的内容
• 标题字符串(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2.15.1 设定保存路径、文件标题和文件名”)

• 批处理信息(使用批处理功能时，请参阅  GM使用说明书“2.16 设定批处理功能”)

• 测量/运算数据
• 设定数据
• 登录信息(请参阅1.1节的“术语说明”)

• 操作日志(请参阅1.5节的“审核跟踪功能”)

• 报警一览

保存位置
SD存储卡。

数据保存目录
可设定保存数据的目录名(初始值为“DATA0”)。在SD存储卡上创建指定名称的目录，并保存
数据。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1 设定数据文件的保存条件”

注释
请勿在SD存储卡中放置与目录名(默认值为“DATA0”)同名的文件。

保存动作(未使用外部存储器FIFO时)
如果SD存储卡中剩余空间不足，则不能保存内存中的数据。请在内存中的数据被覆盖之前更
换SD存储卡并保存数据。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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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动作(始终保留最新数据文件/外部存储器FIFO)
自动保存数据文件时，可以保持SD存储卡中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文件。通过该功能，可以无
需更换SD存储卡，连续使用GM。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5 设定数据文件的保存条件”
动作

     删除 保存

更新日期

外部存储器

旧文件 新文件

文件 1 文件 2 文件 3 文件 4

将数据保存至SD存储卡时，如果保存新文件时可用空间不足，则会按照数据更新日期和时间
删除最早的文件，然后保存新文件。该动作称为FIFO (先入先出)。
•  仅当自动保存下列文件时才进行FIFO操作。使用其他方法向保存路径中保存文件时，不适
用FIFO操作。
 事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报表数据文件(/MT可选项)、手动采样数据文件

• 作为删除对象的文件
 保存路径下所有文件都可以删除。但不包括下列文件。
 隐藏文件、只读文件、保存路径下子文件夹中的文件
•  保存文件后，SD存储卡的可用空间不足1 MB时，会从保存路径中最早的文件开始按顺序删
除，然后保存新文件。确保保存后有1 MB以上的可用空间。

•  最多保留1000个最新文件。如果保存路径下超过1000个文件，即使具有足够的可用空间，
也会删除最早的文件，将文件数量控制在1000个以内。

•  如果保存路径下的已有文件已经超过1000个，则必定会先删除一个或多个文件，以保存新
文件，但不会刻意将文件数删除至1000以内。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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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将测量数据保存到SD存储卡中时，可以从以下三种类型中选择文件名。

   

日期

连续

批处理名

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
手动采样数据
报警数据

报表数据
(/MT可选项)

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
手动采样数据
报警数据

报表数据

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

报表数据

手动采样数据
报警数据

指定字符串连续 . 日期 扩展名

示例：000123_AAAAAAAAAAA121231_174633.GSD

指定字符串连续 . 扩展名

示例：000123_AAAAAAAAAAA.GSD

指定字符串连续 . 类型 扩展名

示例：000123_AAAAAAAAAAAHD.GRE

. 连续 扩展名批处理名

示例：000123_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GSD

. 类型连续 日期 扩展名

示例：000123_121231_174633HD.GRE

. 连续 日期 扩展名

示例：000123_121231_174633.GMN

指定字符串连续 . 类型日期 扩展名

示例：000123_AAAAAAAAAAA121231_174633HD.GRE

项目

日期 YYMMDD_hhmmss YY：年(公历年份后两位)， MM：月，DD：日，
hh：时，mm：分，ss：秒

指定
字符串

AAAAAAAAAAAAA 最多可使用16个半角英数字符

批处理名 BBBBBBBBBBBBBB…B 最多可使用41个半角英数字符

连续

6位数字

类型
H_、D_、W_、M_、
HD、DW、DM、B_、C_

报表数据类型
H_：时报， D_：日报，W_：周报，M_：月报，
HD：时报+日报，DW：日报+周报，DM：日报+月报，B_：批处理报，C_：自定义日报

说明

结构 说明

事件数据 ：GSE
显示数据 ：GSD
手动采样数据：GMN
报警一览数据：GAL

扩展名

报表数据：GRE
报表数据：xlsx或xlsm (报表模板功能)
报表数据：pdf (报表模板功能)

1位分隔符

6位数字 1位分隔符＋ 构成。

发生顺序的号码，000001～999999的值。如果号码超过999999，将返回000000。

以“_”开始，然后是A～Z和0～9的值。
如果在指定目录下存在同名文件，为防止文件被覆盖，可以按发生顺序更改“分隔符”后保存。
示例：如果命名为“000123_AAAAAAAAAAA.GSD”的文件已经存在，

则可以将文件名保存为“000123AAAAAAAAAAAA.GSD”

*使用多重批处理功能(/BT可选项)时，由“识别批处理组”+“数字”+ “分隔
符”构成。详细信息请参阅多重批处理功能使用说明书。

* 使用多重批处理功能(/BT可选项)时，由“识别批处理组”+“数字”+“分隔符”构成。 

 详细信息请参阅多重批处理功能使用说明书。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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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其他可保存数据
设定变更时的设定数据

 功能说明：1.5节

设定数据
将GM中的设定数据保存到SD存储卡中。设定数据保存在根目录中。

     
.GSL指定

示例：ABCD10005.GSL

设定数据文件的文件名

 操作：GM使用说明书“2.28 保存和载入设定数据”

1.2.10 通过以太网保存数据
通过FTP客户端功能，可以将事件数据、显示数据、报表数据(/MT可选项)、设定变更时的设
定数据通过以太网自动传输到FTP服务器并保存。反之，也可以将GM作为FTP服务器，从计
算机访问GM，并检索GM内存或外部存储器中的数据文件，然后保存到计算机中。
* 仅监视用户可连接到FTP服务器。

通过FTP协议连接
以浏览器获取文件为例进行说明。在URL栏内输入ftp://用户名@主机名.域名/。从/MEM0/

DATA文件夹获取内存中的数据，从/DRV0文件夹获取外部存储器中的数据，选择文件并下载
到计算机中。主机名.域名可用IP地址替代。
访问时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GM已注册监视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开始连接。

• [内存]的链接地址是ftp://username*@hostname/MEM0/DATA。
• [外部存储器：SD存储卡]的链接地址是ftp://username*@hostname/DRV0/。
• 无法获取正在创建的数据文件。
• 执行SSL加密时需要用“ftps://”访问。
* username：通过用户注册设定的监视用户的用户名。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8.2 设定FTP客户端功能”
 操作：GM使用说明书“3.3 从计算机访问GM的测量数据文件(FTP服务器功能)”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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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录功能
通过输入用户识别信息(用户名、用户ID(使用设定时)、密码)登录仪表，仅注册用户可以操作
GM。使用登录功能时从仪表键操作将受限制*。
* 除可用STOP键关闭错误显示、用USER1键打开/关闭Bluetooth功能以外，其他操作都不
行。

 设定：2.1节
 操作：2.2节

登录操作 注销操作

注销状态

电源ON

自动注销

登录状态

用户名

密码

用户ID
(使用设定时）

1.3.1 通过Web应用程序的登录、注销
登录
访问Web应用程序后，显示登录画面。输入用户识别信息(用户名、用户ID(使用设定时)、密
码)后登录。

注销
可以通过Web应用程序的注销操作注销，也可以通过关闭Web页面注销，还可以设定在一段
时间内不使用Web应用程序时自动注销。

Web自动注销
可以设定在指定时间内从Web应用程序无操作时自动注销。

 2-1页的“2.1.1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注销功能、密码管理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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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通过通信登录、注销
通过通信(以太网通信、串行通信(/C3))、USB通信、Bluetooth 通信(/C8)、DARWIN互换通信
(以太网通信、串行通信(/C3))访问GM时，需要用已注册用户登录。

登录
通过专用命令，输入用户识别信息(用户名、用户ID(使用设定时)、密码)后登录。

注销
通过专用命令注销。可以设定一段时间内不访问时自动注销。

自动注销
• 使用以太网通信及FTP服务器时，通过设定超时功能可以执行该操作。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18.7 设定服务器功能”。
• 使用串行通信时，通过注销设定可以执行该操作。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19.1 设定通信的基本条件”。
• 使用USB通信时，通过注销设定可以执行该操作。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20.1 设定USB通信功能On/Off”。
• 使用Bluetooth通信时，通过通信超时设定可以执行该操作。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21.1 设定Bluetooth通信功能On/Off”。

 关于通过通信功能进行登录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通信命令使用说明书。

1.3.3 FTP服务器登录、注销
仅用户级别为“监测者”的用户可以登录FTP服务器。用户级别为“管理员”、“二级管理
员”或“用户”时不可登录。
使用FTP服务器时，请注册用户级别为“监测者”的用户。

登录
输入用户识别信息(用户名、密码)后登录。

注销
可以设定一段时间内不访问时自动注销。

自动注销
FTP服务器的自动注销，通过超时功能设定执行。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18.7 设定服务器功能”。

1.3　登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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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用户类型
用户包括“系统管理员”、“准管理员”、“一般用户”及“监视用户”。
用户注册数：100 (GM10-1)或200 (GM10-2)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用户级别 说明
系统管理员 管理员 可以进行所有操作。
准管理员
(发布号4(版本4.07) 

以后)

二级管理员 不能进行A/D校正、安全增强设定、加密/证书加密功能的设
定和密钥生成、Bluetooth功能的设定(/C8可选项)操作。
可使用系统管理员能执行的安全设定、操作范围权限(管理员
权限)、操作范围权限(用户权限)。
当多重批处理功能启用时，既不能开启多重批处理功能，也
不能载入包括启用多重批处理功能的设定。

一般用户 用户 不能访问安全设定相关的功能。
此外，也不能进行A/D校正、安全增强设定、加密/证书加密
功能的设定和密钥生成、I/O模块固件的更新等操作。
可以限制“用户”的操作范围(用户限权)。
当多重批处理功能启用时，既不能开启多重批处理功能，也
不能载入包括启用多重批处理功能的设定。
不能设定测量模式。

监视用户 监测者 仅有监视功能的用户。不能进行设定和操作。
可访问GM的FTP服务器，读取GM内存或外部存储器中的数
据文件，并加以保存。
无因超过密码重试次数导致用户无效的功能。

系统管理员
项目 说明
登录方法 通信 可以通过Web应用程序及通信(以太网通信、

串行通信(/C3)、USB通信、Bluetooth通信 

(/C8)、DARWIN互换通信)登录。
识别信息 用户名 最多20个半角英数字符、符号。

(不能设定全角字符)
用户ID * 最多20个半角英数字符、符号。

(不能设定全角字符)
密码* 6～20个半角英数字符、符号。 

(不能设定全角字符)

* 可以使用符合密码策略设定的密码进行登
录(最小字符数6～20，大写字符/小写字符
/数字/使用符号[On] /不使用符号[Off])。

密码有效期 可以从OFF、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中
选择。

* 密码、用户ID中不可以设定的字符：“SP(空白)”、“'”、“;”、“DEL(7f)”

注释
使用登录功能时，请务必至少注册一个系统管理员。
用户号码1的注册用户的用户级别只能是“管理员”。不能变更。

1.3　登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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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管理员
项目 说明
登录方法 通信 可以通过Web应用程序和常规通信(以

太网通信、串行通信(/C3)、USB通信、
Bluetooth通信(/C8)、DARWIN互换通信)

登录。
有关操作的限制，请参阅“管理员权
限”和“用户权限”。

识别信息 与系统管理员的识别信息相同。

一般用户
由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注册一般用户。
项目 说明
登录方法 通信 可以通过Web应用程序及通信(以太

网通信、串行通信(/C3)、USB通信、
Bluetooth通信(/C8)、DARWIN互换通信)

登录。
有关操作范围的限制，请参阅“用户权
限”。

识别信息 与系统管理员的识别信息相同。

监视用户
由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注册监视用户。
项目 说明
登录方法 通信 可以通过Web应用程序、通信(以太网通

信、串行通信(/C3)、USB通信、Bluetooth

通信(/C8)、DARWIN互换通信)以及FTP服务
器登录。
仅可以监视。除了更换密码外，不能进行设
定、操作。
此外，不能设定密码的有效期。

识别信息 用户名 最多20个半角英数字符、符号。
(不能设定全角字符)

用户ID * 最多20个半角英数字符、符号。
(不能设定全角字符)

密码* 6～20个半角英数字符、符号。 

(不能设定全角字符)

* 可以使用符合密码策略的密码进行登录(最
小字符数6～20，大写字符/小写字符/数字
/使用符号[On] /不使用符号[Off])。

* 密码、用户ID中不可以设定的字符：“SP(空白)”、“'”、“;”、“DEL(7f)”

1.3　登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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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权限(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对于准管理员，可以分别设定各用户是否允许进行下表所述操作和设定，包括通过Web应用
程序及通信进行的操作。
用户级别为“二级管理员”时，管理员权限设定包含10种。
・ 管理员权限优先于用户权限。
设定及操作项目 操作内容
安全设定 基本设定 安全功能设定、注销设定、密码管理功能设定、密码重试次数设定、

用户ID设定、Web安全设定、管理员/用户/签名权限設定、密码策略设
定、密码到期提前通知设定

用户注册 用户注册设定、用户无效设定
管理员权限 管理员权限设定
用户权限 用户权限设定、Web内容选择目录设定
签名设定 签名类型设定、签名标题设定
签名权限 签名权限设定

操作 初始化 初始化
重新配置 系统重新配置、模块激活
证书 生成自签名证书、生成证书签名请求(CSR)、安装服务器证书、删除服

务器证书、执行认证确认
升级 I/O模块固件更新、Web应用程序更新升级

用户权限
对于准管理员和一般用户，可以分别设定各用户是否允许进行下表所述操作，包括通过Web

应用程序及通信进行的操作。
用户级别为“二级管理员”和“用户”时，用户权限设定包含10种。
设定及操作项目 操作内容
记录 记录的开始、停止操作
运算 运算开始、停止、复位、运算ACK
数据保存 保存显示数据、保存事件数据、手动采样、画面存储、计时器复位、重

置匹配时刻计时器
信息 写入信息
批处理 批处理号码/批次号码/注释/文本区域的写入
解除报警 解除报警(包括解除单个报警)
通信 Email开始/停止/发信测试、FTP发信测试、打印机输出测试、KDC测

试、Modbus主机手动恢复、Modbus客户端手动恢复、SLMP手动恢复
时间设定 手动调整SNTP服务器的时间、设定日期/时间的操作、变更时区设定、

逐步调整时间设定、DST设定
设定操作 全部设定操作
测量值校正 测量值校正的设定、日程管理设定(/AH可选项)
外部存储器操作 文件的保存*/载入*、手动数据保存、保存报警/保存中断、生成证书签名

请求(CSR)/证书安装/中间证书安装
*包括已信任证书。

系统操作 初始化、重新配置系统、生成自签证书/生成证书要求/证书内容显示/证
书删除/证书安装/中间证书安装、待认证证书、模块激活

输出操作 类型为“手动”的内部开关操作、量程类型为“手动”的继电器操作、
AO输出操作、通信输入数据设定

签名权限
对于准管理员和一般用户，可以分用户设定是否可以进行签名的操作。
对于用户级别为“二级管理员”和“用户”的用户，其签名权限可以设定8种。
设定项目 操作内容
签名1～签名3 签名操作

有关管理员权限和用户权限的说明(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  也限制通过通信命令进行的操作。但是，通过Modbus功能等进行的操作与设定无关，可以
操作。  通信命令使用说明书2.2节

•  通过事件动作功能分配的操作与操作限制的设定无关，可以操作。
• 管理员权限优先于用户权限。但是，以下操作取决于用户权限(锁定)。

1.3　登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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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权限 取决于用户权限的项目

初始化
初始化 设定操作

测量值校正(安全增强功能有效时)单独初始化
重新配置 否

证书
自签名证书请求

(CSR) 外部存储器
安装证书

升级 否

用户ID
可以选择使用/不使用用户ID。

用户ID和密码
用户ID和密码的组合不能与GM中已注册的用户ID和密码组合相同。

密码有效期
可以设定密码有效期(监视用户除外)。

 2-5页的“2.1.2 进行用户注册”。

密码到期提前通知(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可以在用户登录前预先设定密码有效期。

 2-1页的“2.1.1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注销功能、密码管理功能等”。

密码策略(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可以设定密码字符的数量(6 ~ 20)和字符组合(包括或不包括大写字符/小写字符、数字和符号)以
及记录保留数量(版本4.09以后)。

 2-1页的“2.1.1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注销功能、密码管理功能等”。

密码重试次数、用户无效
要求输入密码时，如果输入错误次数超过事先指定次数(密码重试次数)，则该用户变为无效，
并且以后也不能再使用该用户登录(监测者用户除外)。通过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将无效用
户的密码设定为默认密码，可以解除用户无效的状态。

 2-1页的“2.1.1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注销功能、密码管理功能等”。

设定数据的再利用
如果希望将一台GM上设定的内容应用到其他GM上时，可以读取设定数据文件。
可以指定全部设定或各项目(安全、IP地址、其他)。
但是，只能读取监视用户的密码。所有系统管理员、准管理员、一般用户的密码都会变为默
认密码。

 操作：GM使用说明书“2.24 保存和载入设定数据”

根据记录状态(记录过程中/记录停止中)，各登录用户级别可读取的设定内容如下所示。

记录过程中
用户级别 管理员 二级管理员 *2 用户 未使用登录功能

设定项目
安全   
IP地址
其他*1    

*1 仅记录过程中可设定的内容。

记录停止中
用户级别 管理员 二级管理员 *2 用户 未使用登录功能

设定项目
安全   
IP地址    
其他    

*2 对于授权的准管理员(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1.3　登录功能



1-20 IM 04L55B01-05ZH-C

通过事件动作功能读取设定文件
不能读取安全设定。

1.3.5 登录限制
使用不同用户名登录
在同台计算机上启动多个Web应用程序，将Web应用程序连接到GM时，会使用与先前登录窗
口相同的用户开始Web应用程序，而不需登录。
这种情况不属于使用相同用户名登录(后述)的范畴。

在同台计算机上启动多个Web应用程序，并使用不同用户名登录时，请从Web应用程序打开
的窗口进行Web应用程序的连接操作。
例: 通常用于希望一边使用监视用户长期登录监视数据，一边使用管理员用户登录进行设定操
作的情况。

使用Internet Explorer时
菜单栏>文件>新建标签页

使用Gogle Chrome时
Google Chrome设置>打开新的无痕窗口

注释
创建IE快捷方式后，从快捷方式文件的右击菜单中选择属性，在“链接目标”的末尾添加” 

-nomerge”，便可以从该快捷方式打开新建会话窗口。

使用相同用户名登录
从Web应用程序进行登录操作时，不能使用相同用户名进行多个登录，但监视用户除外。
如果使用已登录到Web应用程序的用户尝试登录，连接中的Web应用程序会注销，然后进行
新的登录。(后优先连接)

同时登录
多个用户可以通过Web应用程序、通信同时登录GM。

     

串行通信

通用浏览器、
Web浏览器等

以太网

计算机

计算机
登录

计算机

USB通信 Bluetooth

同时连接数
访问方法 最大连接数
通信(以太网) 4
通信(串行) 1
Web应用程序 4
USB通信 1
Bluetooth通信 1

1.3　登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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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不使用登录功能时的功能
设定不使用登录功能时，操作如下。
• 不需要登录操作。
• 可使用Web应用程序进行设定、操作、监视等所有操作。
• 可通过通信(以太网通信、串行通信(/C3))、USB通信、Bluetooth通信(/C8)的专用命令进行
所有操作。

• 可使用START键、STOP键、USER1键、USER2键进行事件动作操作。可锁键。
• 使用外部存储器时，可设定将内存未保存的数据以文件为单位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
• 不能通过FTP服务器进行外部存储器文件写入及文件删除的操作。

1.3　登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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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密码管理功能
使用Kerberos v5认证协议管理对GM访问的功能。

 设定、操作：第3章
系统配置
下图为认证系统的配置示例。

认证

用户账户
User A
User B
User C
User D
User E
User F

注册用户权限

KDC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12)

变更密码

变更密码

主机账户
GM

GM 客户端计算机GM

登录
User A
User B

登录
User C
User D

Web应用程序
用于设定、操作、监视的计算机

认证系统由以太网上连接的以下设备构成。
• KDC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Server 2012或Windows Server 

2016。管理网络上的GM帐户(主机帐户)和访问GM的用户帐户。
• GM

 KDC服务器上设定的用户帐户中，可以为每台GM设定使用的用户帐户(用户注册)。也可以
为每台GM设定各用户的操作权限。

• 用于维护的客户端计算机
 更改用户帐户密码、进行其他维护。本说明书不对此内容进行说明。
• 用于设定、操作、监视的计算机

 用于登录GM，进行设定、操作、监视的计算机。

应用
在GM上登录及签名时，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密码管理功能中不使用用户ID)。GM此时会与
KDC服务器进行认证通信，通过认证的用户可以操作GM。密码和密码有效期由服务器进行管
理。监视用户(用户级别为“监测者”)不属于本功能的管理范围。监视用户在GM上实施管理
(可在GM上管理密码)。
因与KDC服务器通信中断等导致所有用户均无法认证时，可以通过特殊用户(根用户)操作
GM。

 请参阅“3.2.1 登录、注销”的注释。

注释
• 不支持跨领域的身份认证(不同域之间的认证)。
• 在GM上不能更改用户账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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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审核跟踪功能
记录操作过程的功能。该功能可以保存操作日志及设定变更时的设定文件。使用本功能无需
设定。
下图说明操作日志(操作、设定变更)的记录范围。

     

记录停止

操作
设定变更

操作日志
设定文件

设定变更操作

事件数据文件或
显示数据文件

设定文件
设定变更

审核跟踪功能

操作日志

记录范围 记录范围

记录停止

记录开始

运行操作
记录过程中的设定变更

如果在记录过程中进行设定变更，
则停止记录时将保存设定文件。*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1.5.1 测量数据文件中保存的信息
除测量数据之外，测量数据文件(事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中还保存设定文件和操作日志。

设定文件
记录开始时的设定文件。记录过程中发生设定变更时，可以在操作日志中确认变更内容。

操作日志
操作、设定变更的记录。
操作日志保存在测量数据文件中。

登录信息
可以操作GM的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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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操作日志
按照发生顺序记录GM中的操作和设定变更。操作日志保存在测量数据文件中。

 显示：2.3节
 内容：附录1

记录对象操作
• 记录影响测量数据(如记录开始、信息写入等)的操作及错误信息的发生等。
•  可以区分Web应用程序操作、通信操作(以太网通信、串行通信、USB通信、Bluetooth通
信)、远程控制操作、事件动作功能操作和GM的自动操作(错误信息等)。

* 串行通信、USB通信、Bluetooth通信之间没有区分。
 附录-1页的“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 不记录切换Web应用程序画面、更改画面结构等不影响测量数据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1。

保存操作日志
•  内存中每个数据文件最多可以记录3000个操作、设定记录(日志)。日志数量超过3000时，将
从最早的日志开始覆盖。

•  将从上次记录停止至本次记录停止的操作日志保存到测量数据文件(事件数据文件或显示数
据文件)中。测量数据文件被分割时，每个文件中保存截止到该文件创建时点时的操作日
志。

查看操作日志
• 可以在Web应用程序中显示并查看内存中的操作日志。

 Web应用程序可以显示的操作日志为最新的2000个操作。
• 可以在通用浏览器中显示并查看测量数据文件中的操作日志。

 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清除操作日志
• 如果执行全部初始化，则会清除内存中的操作日志。 

 但是，记录过程中不能进行初始化操作(清除操作日志)。
• 不能清除测量数据文件中的操作日志。

1.5.3 登录信息
用户密码在应用过程中会发生更改。登录信息，即创建测量数据文件时的用户名、用户ID (使
用设定时)和密码等信息。使用通用浏览器对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时，必须使用该测量数据
文件内登录信息中记录的用户身份登录。不能查看登录信息。

 显示：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1.5　审核跟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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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操作日志和设定文件(未开始记录时)
如果发生设定变更，会将设定变更的历史记录到操作日志中。同时会将设定文件保存到SD存
储卡的“SET0”目录(固定)中。

 显示：2.3节

注释
• 设定变更时请事先插入SD存储卡。无法保存设定文件时，不能结束设定操作。
• 请勿在SD存储卡中放置名为“SET0”的文件。

目标操作
所谓设定变更，即变更设定的内容。在文件操作中，还包含伴随设定变更的读入设定数据、
初始化操作。

保存设定文件
•  只有发生设定变更时，设定文件才会保存到SD存储卡中。此时，如果未插入SD存储卡，
则会发生错误。

• 在SD存储卡中自动创建目录SET0，保存设定文件(扩展名：GSL)。
• 自动生成文件名。

      

. 连续 日期、时间 扩展名

示例：000123_131231_174633.GSL

项目

日期 YYMMDD_hhmmss
YY：年(公历年份后两位)， MM：月，DD：日，
hh：时，mm：分，ss：秒

连续

6位数字

说明

结构

扩展名 GSL

1位分隔符

6位数字 1位分隔符＋ 构成。

发生顺序的号码，值为000001～999999。
如果号码超过999999，将返回000000。
以“_”开始，然后是A～Z和0～9的值。
如果在指定目录下存在同名文件，为防止文件被覆盖，可以按发生顺序更改
“分隔符”后保存。
示例：如果命名为“000123_131231_174633.GSL”的文件已经存在，

则可以将文件名保存为“000123A131231_174633.GSL”。

查看设定文件
使用通用浏览器，可以显示操作日志对应的设定文件内容。

 操作：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保存操作日志
 请参阅1-24页的“1.5.2 操作日志”。

1.5　审核跟踪功能



1-26 IM 04L55B01-05ZH-C

1.5.5 操作日志和设定文件(记录开始时)
将设定变更的历史记录到操作日志中。可以设定将设定变更的信息自动写入到测量数据中。
不保存设定文件。

目标操作(记录过程中可变更设定的项目)
记录过程中可以进行下表所示的设定变更。

设定项目
报警设定 On/Off

类型
报警值
滞后值
检出
输出类型
输出号码
报警延迟时间

测量值校正 模式：折线近似、折线偏移、校正系数(/AH)*2

校正点的点数
输入值(1～12)
输出值(1～12)
未校正点的值(1～12)*1*2

仪表校正系数(1～12)*1*2

传感器校正系数(1～12)*1*2

可变运算常数设定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W001 ～ W100

数据保存设定 保存路径
通信(以太网)设定 收信地址1

收信地址2
发信地址
主题

用户注册 用户级别
用户名
用户ID
密码
密码有效期
管理员权限　On/Off
管理员权限号码
用户权限　On/Off
用户权限号码
签名权限　On/Off
签名权限号码

日程管理设定*2 On/Off
日期
通知日
再通知周期
通知蜂鸣器
标题
通知内容1
通知内容2

 *1 模式是校正系数时。
 *2 需要GM10增加可选项(/AH)。

1.5　审核跟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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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变更信息
记录过程中，已执行下述设定变更时，可以自动写入信息。
设定项目 信息
报警 On/Off 报警设定

类型
报警值
滞后
检出
输出类型
输出号码

报警延迟时间 报警延迟时间(时/分/秒) 报警延迟设定
测量值校正 模式 测量值校正

校正点的点数
输入值(1～12)
输出值(1～12)
未校正点的值(1～12)*

仪表校正系数(1～12)*

传感器校正系数(1～12)*

可变运算常数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值 設定W常数

* 模式是校正系数时。校正系数需要GM10增加可选项(/AH)。
必须将[显示设定]＞[趋势设定]＞信息的[变更信息]设定为[On]。

记录过程中变更设定
可以进行设定变更和文件操作。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所有操作。准管理员和一般用户仅能进
行获得许可的操作。
如果在记录过程中进行设定变更，则停止记录时将保存设定文件。(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设定变更
请参阅上述“操作日志和设定文件(记录开始时)”的内容。

文件操作
记录过程中可以执行的文件操作如下所示。
读入/保存功能
读入显示数据
读入事件数据
读入设定数据 设定参数(仅记录过程中可设定的项目)

报表模板(已安装运算功能(/MT可选项)时)
加载已信赖证书(加密功能有效时)

保存设定数据 设定参数(仅记录过程中可设定的项目)
报表模板(已安装运算功能(/MT可选项)时)
加载已信赖证书(加密功能有效时)

文件一览

1.5　审核跟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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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SET0目录的操作
保存动作(不使用外部存储器FIFO时)
如果SD存储卡中剩余空间不足，则不能保存内存中的数据。此时会发生错误，不能进行操
作。请更换SD存储卡后保存数据。

保存动作(始终保留最新数据文件/外部存储器FIFO)
可以始终将最新的数据文件保存到SD存储卡中。通过该功能，可以无需更换SD存储卡，连续
使用GM。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1.2 设定保存至外部存储器的方法(自动保存/手动保存)和外部存
储器FIFO”

•ﾠ动作

删除 保存

更新日期

外部存储器

旧文件 新文件

文件 1 文件 2 文件 3 文件 4

如果无法确保保存新文件所需的可用空间，则会按照数据的更新日期和时间删除最早的文
件，然后保存新文件。该动作称为FIFO (先入先出)。
•  仅当自动保存下列文件时才进行FIFO操作。使用其他方法向保存路径中保存文件时，不执
行FIFO操作。

 设定文件
•  作为删除对象的文件

 保存路径下所有文件都可以删除。但是，不包括下述文件。
 隐藏文件、只读文件、保存路径下子文件夹中的文件
•  最多保留100个最新文件。如果保存路径下超过100个文件，即使具有足够的可用空间，也
会删除最早的文件，将文件数量控制在100个以内。

•  如果保存路径下的文件已经超过100个，则必定会先删除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保存新文
件。但是，不会将文件数刻意控制在100以内。

设定变更的差值显示(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使用SET0目录中的文件来显示差值。如果使用FIFO，则可能无法显示差值。更换SD存储卡
时，需要将SET0目录复制到新的SD存储卡中。

1.5　审核跟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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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签名功能
所谓签名，即在测量数据文件中添加下述确认信息。
由安全增强功能创建的测量数据文件具有可添加确认信息的功能，可以对保存在外部存储器
的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
对测量数据文件的签名操作在通用浏览器上进行。不能在GM上进行签名。

  通用浏览器使用说明书
只有在目标测量文件登录信息中有记录的用户且赋予签名权限的用户可以进行签名操作。

可添加的确认信息
• 完成或失败
• 注释
• 添加信息的用户和添加的日期及时间
 设定：2.1节

1.6.1 目标文件
可以对事件数据文件(扩展名：GSE)和显示数据文件(扩展名：GSD)进行签名。

2种签名类型
通过指定签名类型，决定能够进行签名的测量数据文件的条件。
签名类型 内容
批处理单位 记录开始至记录停止时的测量数据作为1个批处理文件管理时。

未集齐记录开始至记录停止期间的所有测量数据文件时，不能签
名。可以为1个文件或多个文件。
测量数据为多个文件时，在通用浏览器上集合前后数据后再进行
签名。

文件单位 从记录开始连续记录测量数据时。可以为各个测量数据文件签
名。

“批处理单位”适用于根据生产情况开始/停止记录的过程。
“文件单位”适用于持续运行的过程，如空调的温度监视。

1.6.2 签名权限和签名
用户和签名权限的范围
•  在一个事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中，可以进行3种不同权限的签名(签名1、签名2、签名

3)。例如，“签名1为操作员、签名2为品质管理员、签名3为管理者”，用户可根据需要命
名使用。

•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所有权限签名。
• 准管理员和一般用户仅能以获得许可的权限签名。
• 相同权限的签名只能进行一次。不能覆盖签名。
• 监视用户不能进行签名操作。

取消/变更确认信息
不能取消或变更已经添加的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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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安全增强功能的限制
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对标配功能存在下述限制。不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与标配功能相
同。
项目 未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

(标配功能时)

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

注册用户数 50 GM10-1：100、GM10-2：200
操作日志数 50 3000
记录数据类型 事件数据/显示数据/显示数据+事

件数据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

事件数据的记录模式 自由/单次触发/循环触发 自由
数据保存设定、文件格式 二进制/文本 二进制
事件动作设定　动作 事件触发　可设定动作 事件触发　不可设定动作
删除外部存储器(SD存储卡、USB

闪存)中的文件
可以 不可

Web应用程序 监视/设定/操作 监视/设定/操作
(监视用户仅可监视)

FTP服务器功能 外部存储器的列
表输出

可以 可以(仅限监视用户)

外部存储器的文
件传送

可以 可以(仅限监视用户)

外部存储器的文
件写入

可以 不可

外部存储器的文
件删除

可以 不可

内存的列表输出 可以 可以(仅限监视用户)
内存的文件传送 可以 可以(仅限监视用户)

读入设定数据 可以读入注册用户的密码。 除监视用户外，其他用户不能读
入注册用户的密码。
系统管理者、准管理员、一般用
户的密码为默认密码。

锁键功能 有 无(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

记录中的设定变更 记录中可以进行设定变更的项目
受到限制。

记录中可以进行设定变更的项目
受到限制。
说明：1.5.5项

记录中的设定变更时、自动信息
写入

无 如果在记录中变更设定，会自动
写入设定变更的信息。

数据文件格式 二进制格式、文本格式 仅限二进制格式。加密。
仪表键操作 可以操作 通信安全功能登录时，无法用仪

表键进行下述操作。
• 使用START键开始记录、运算
• 使用STOP键停止记录、运算
• 使用USER1/USER2键执行
     事件动作操作

测量模式 可设定 固定为[标准]
PID控制模块 可使用 不可使用(不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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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首次使用登录功能/设定签名功能时的操作步骤
在初始状态下，即使不登录也可以操作。首先注册系统管理员(Admin)。如果注册了系统管理
员、准管理员、一般用户、监视用户，并将通信安全的设定变更为“登录”，之后再操作GM

时，需要进行登录操作。
 功能：1-14页的“1.3 登录功能”、1-29页的“1.6 签名功能”

• 测量模式设为［高速］或［双测量周期］时，安全增强功能无效(固定为Off)，不能更改  

设定。启用安全增强功能时，请将测量模式设为［标准］。

2.1.1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注销功能、密码管理功能等
在进行［安全基本设定］之前，请先设定好［用户注册］、［用户权限］等项目。一旦变更
了设定，页面会被刷新，需要进行登录。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安全设定]＞[安全基本设定]

硬件设置软件：[安全设定]＞[安全增强设定]

内　容
安全功能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通信 Off/登录 Off

通信
要对通过Web应用程序、通信访问附加安全限制时设定为[登录]。
设定变更为[登录]，以后再操作GM时，需要进行登录操作。
选项 说明
Off 关闭安全功能。
登录 设定只有注册用户才可通过Web应用程序、通信操作GM。

注销*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Web自动注销* Off/10min/20min/30min Off

*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Web自动注销
选项 说明
Off 执行注销操作前一直保持登录状态。
10min～30min 使用Web应用程序登录时，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任何操作时，会自动注销。
• 在[超时功能]中设定以太网通信以及FTP服务器的自动注销。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18.7 设定服务器功能”。
• 在[注销]中设定串行通信的自动注销。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19.1 设定通信的基本条件”。
• 在自动注销中设定USB通信。

 请参阅通信命令使用说明书的“USB通信的自动注销”。
• 在超时中设定Bluetooth通信。

 请参阅通信命令使用说明书的“Bluetooth通信的超时(/C8)”。

第2章 登录、注销、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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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管理功能*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On/Off Off/On Off
根用户密码 字符串(6～20个半角字符、符号) root123

*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On/Off
使用以太网上的KDC服务器进行密码管理时，设定为[On]。
选项 说明
Off 不使用KDC服务器的密码管理功能。
On 使用KDC服务器的密码管理功能。

更改密码管理功能On/Off设定时，用户ID的使用/不使用设定变为“Off”。此外，所有用户的
用户ID和密码均会初始化。

将密码管理功能设定为[On]之前，推荐进行KDC服务器连接测试，确认是否与KDC服务器正
确连接。  请参阅3-3页的“3.1.2 KDC　服务器连接测试”。

注释
将密码管理功能设定为[On]之前，请设定“用户注册”、“用户权限”、“KDC服务器”。
密码管理功能设定为[On]后，会进行用户认证或页面的再次读取。要设定“用户注册”和“用户权
限”，必须进行KDC服务器的认证。
此外，KDC服务器设定不正确时，将无法登录。

根用户密码
设定根用户(用户名固定为“root”)的密码。
根用户密码中不能使用全角字符。
密码的初始值为“root123”。

所谓根用户，即由于不能访问KDC服务器等原因导致无法登录GM时的应急用户。如果可以访
问KDC服务器进行密码管理，则不能使用根用户。

密码重试次数*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密码重试次数 Off/3次/5次 3次

*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密码重试次数
设定允许输错密码的累计次数，超过该次数即进入用户无效状态。
例如，如果该次数设定为3，则如果在Web应用软件输错1次，经过通信输错2次，则累计输错
次数达到3次，用户变为无效状态。

选项 说明
3、5 累计3次或5次输错密码时，进入用户无效状态。
Off 无论输错密码多少次都不会进入用户无效状态。

注释
设定了密码重试次数后，请注意避免由于忘记密码或误输入等导致的用户无效(用户锁定)。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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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ID*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On/Off Off/On O

*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On/Off
设置用户注册中是否使用用户ID。
选项 说明
Off 注册的用户不使用用户ID。
On 注册的用户使用用户ID。

更改了用户ID的使用/不使用设定后，会初始化全部用户的用户ID和密码。
 有关用户ID、密码初始化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14页的“2.2.1 登录”。

Web安全*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任务安全 Off/On On

*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任务安全
Web应用程序登录时，执行任务管理。
设置是否提高任务伪装等的安全强度。
通常请打开使用[On]。
选项 说明
Off 不提高任务管理的安全强度。
On 提高任务管理的安全强度。

注释
用户注册中发生变更的用户会自动注销。

密码策略(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1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最小字符数 6 ~ 20 6
大写字符 Off/On Off
小写字符 Off/On Off
数字 Off/On Off
符号 Off/On Off
记录*2 1/3/5 1

*1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2 版本4.09以后。

更改密码时，只能设定与此密码策略设定匹配的密码。

最小字符数
设定密码的最小字符数(6 ~ 20)。

大写字符
设定是否在密码条件中包括大写字符。
选项 说明
Off 密码条件中不包括大写字符。
On 密码条件中包括大写字符。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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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符
设定是否在密码条件中包括小写字符。
选项 说明
Off 密码条件中不包括小写字符。
On 密码条件中包括小写字符。

数字
设定是否在密码条件中包括数字。
选项 说明
Off 密码条件中不包括数字。
On 密码条件中包括数字。

符号
设定是否在密码条件中包括符号。
选项 说明
Off 密码条件中不包括符号。
On 密码条件中包括符号。

记录
设定密码的最小记录保留数量(1/3/5)。
更改密码时，不能将其设定为记录中保存的密码。
・记录数量是指包括当前设定密码在内的数量。
・如果更改记录保留设定，保留的密码将被清除。
・如果更改用户名设定，保留的密码将被清除。

密码到期提前通知(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通知 Off/5天前/10天前 Off

*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 密码管理功能的[On/Off]设定为[off]时显示。

通知
登录后，根据设定立即显示密码到期提前通知。
选项 说明
Off 不使用密码到期提前通知。
5天前 密码到期5天内登录时通知。
10天前 密码到期10天内登录时通知。

管理员/用户/签名权限(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设定 On/Off选择/固定为On On/Off选择

* 将安全设定功能的[通信]设定为[登录]时显示。

设定
设定用户级别“二级管理员”和“用户”，以分别强制应用限制。
选项 说明
On/Off选择 可以选择管理员权限、用户权限、签名权限为“On/Of选择”。
固定为On 可以选择管理员权限、用户权限、签名权限为“固定为On”。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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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进行用户注册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安全设定]＞[用户注册]

硬件设置软件：[安全设定]＞[用户注册]

内　容
用户号码
选择用户注册的号码。
  GM10-1: 1 ～ 100

  GM10-2: 1 ～ 200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用户注册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用户级别 Off/管理员*7/二级管理员/用户/监测者 Off
模式 通信 通信
用户名 字符串(1～20个半角字符、符号) －
用户ID *5 字符串(最多20个半角字符，符号) －
初始化密码 初始化密码 －
密码有效期*2 Off/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 Off
管理员权限*6 *8 Off/On Off
管理员权限号码*6 1～10 1
用户权限*1 Off/On Off
用户权限号码*3 1～10 1
签名权限*1 Off/On Off
签名权限号码*4 1～8 1

*1 用户级别为[二级管理员]、[用户]时显示。
*2 用户级别为[监测者]时不显示。
*3 用户权限设定为[On]时显示。
*4 签名权限设定为[On]时显示。
*5 在[安全基本设定]设定为不使用用户ID时不显示。
*6 用户级别为[二级管理员]时显示。
*7 不能由准管理员设定。
*8 管理员/用户/签名权限设定为“固定为On”时，固定为“On”

设定为使用密码管理功能时，根据用户级别，用户注册的内容如下所示。
用户级别 管理员 二级管理员* 用户 监测者
设定项目 用户级别 用户级别 用户级别 用户级别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用户名 用户名 用户名 用户名

管理员权限
管理员权限号码
用户权限 用户权限 初始化密码
用户权限号码 用户权限号码
签名权限 签名权限
签名权限号码 签名权限号码

*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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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级别
设定用户的级别。
[用户号码1]的用户级别固定为[管理员]。
选项 说明
管理员 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所有操作。
二级管理员
(发布号4(版本4.07) 

以后)

为准管理员。不能进行A/D校正、安全增强设定、加密/证书加密功能的设定和密
钥生成、Bluetooth功能的设定(/C8可选项)操作。
当多重批处理功能启用时，既不能开启多重批处理功能，也不能载入包括启用多
重批处理功能的设定。
可使用系统管理员能执行的安全设定、操作范围权限(管理员权限)、操作范围权
限(用户权限)。

用户 一般用户。不能访问安全设定相关的功能。此外，也不能进行A/D校正、安全增
强设定、加密/证书加密功能的设定和密钥生成、I/O模块固件的更新、测量模式
的设定等操作。
可以限制可操作的项目。

监测者 仅有监视功能的用户。仅可以更改密码，不能进行其他设定和操作。

注释
推荐设定多个系统管理员(管理员)。
如果仅有一个系统管理员，由于忘记密码或误输入导致系统管理员变为用户无效(用户锁定)状态时，
无法执行用户无效的解除操作。

模式
选项 说明
通信 通过Web应用程序、通信可以登录GM。

用户名
设定用户名。不能注册与已注册用户名相同的用户名。
不能注册包含空格的用户名。用户名不能使用“PowerUser”、“root”。

用户ID
设定用户ID。使用密码管理功能时不能设定该项。
不能注册包含空格的用户ID。

初始化密码
初始化密码时会在[初始化]标注确认标记。不执行初始化操作时请按[取消]按钮。

 有关初始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14页的“2.2.1 登录”。

注释
密码在首次登录时设定。
但是，监视用户由于不存在更换初始密码的操作，因此只能主动更换密码。

 2-14页的“2.2.1 登录”

密码有效期
选项 说明
Off 不设定密码有效期。
1个月、3个月、 

6个月、1年
超过设定的时间后，会提示更换密码。

以下情况时不能设定该项。
•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时。
• 用户级别为[监测者]时。

管理员权限
限制准管理员可以设定和操作的功能时设定为[On]。

管理员权限号码
设定限制操作功能的管理员权限号码。

 有关用户权限设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8页的“2.1.4 设定用户权限条件”。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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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限制准管理员、一般用户可操作的功能时设定为[On]。

用户权限号码(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设定限制操作功能的用户权限号码。

 有关用户权限设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8页的“2.1.4 设定用户权限条件”。

签名权限
限制准管理员、一般用户是否可签名、以及签名级别时设定为[On]。

签名权限号码
设定限制签名的签名权限号码。

 有关签名权限设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11页的“2.1.6 设定签名权限条件”。

2.1.3 设定管理员权限条件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安全设定]＞[管理员权限]

硬件设置软件：[安全设定]＞[管理员权限]

内　容
管理员权限号码
设定准管理员权限的管理员权限号码(1～10)。

管理员权限
安全设定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基本设定 自由/锁定 自由
用户注册 自由/锁定 自由
管理员权限 自由/锁定 自由
用户权限 自由/锁定 自由
签名设定 自由/锁定 自由
签名权限 自由/锁定 自由

操作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初始化 自由/锁定 自由
重新配置 自由/锁定 自由
证书 自由/锁定 自由
升级 自由/锁定 自由

基本设定
限制下述设定时设定为[锁定]。
安全功能、注销、密码管理功能、密码重试次数、用户ID、Web安全、管理员/用户/签名权
限、密码策略、密码到期提前通知

用户注册
限制下述项目时设定为[锁定]。
用户注册设定、用户无效设定

管理员权限
限制下述设定时设定为[锁定]。
管理员权限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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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
限制下述设定时设定为[锁定]。
用户权限、Web内容选择目录

签名设定
限制下述设定时设定为[锁定]。
签名类型、签名标题

签名权限
限制下述设定时设定为[锁定]。
签名权限

初始化
限制初始化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重新配置
限制系统重新配置、模块激活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证书
限制下述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生成自签名证书、生成证书签名请求(CSR)、安装服务器证书、删除服务器证书、执行认证确认

升级
限制下述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I/O模块固件更新、Web应用程序更新升级

2.1.4 设定用户权限条件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安全设定]＞[用户权限]

硬件设置软件：[安全设定]＞[用户权限]

内　容
用户权限号码
设定用户权限、选择用户权限号码(1～10)。

用户权限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记录 自由/锁定 自由
运算 自由/锁定 自由
数据保存 自由/锁定 自由
信息 自由/锁定 自由
批处理 自由/锁定 自由
解除报警 自由/锁定 自由
通信 自由/锁定 自由
时间设定 自由/锁定 自由
设定操作 自由/锁定 自由
测量值校正 自由/锁定 自由
外部存储器 自由/锁定 自由
系统操作 自由/锁定 自由
输出操作 自由/锁定 自由

记录
限制记录的开始/停止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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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运算
限制下述运算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操作
运算开始
运算停止
运算复位
运算ACK

数据保存
限制下述数据保存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操作
保存事件数据
保存显示数据
手动采样
计时器复位
重置匹配时刻计时器

信息
限制信息写入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批处理
限制下述批处理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操作
写入批处理号码
写入批次号码
写入注释
写入文本区域

解除报警
限制解除报警操作(包含解除单个报警)时设定为[锁定]。

通信
限制下述通信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操作
Email开始/停止/发信测试
FTP发信测试
打印文本
KDC测试
Modbus主机手动恢复
Modbus客户端手动恢复
SLMP手动恢复

时间设定
限制手动调整SNTP服务器的时间、设定日期/时间的操作、变更时区设定、变更逐步调整时间
操作的设定、变更DST设定时设定为[锁定]。
当设定操作为[锁定]时，无论时间设定的限制状态如何，所有设定变更都会受到限制。

设定操作
限制所有设定操作时选择[锁定]。
但是，即使设定操作为[锁定]，如果存在测量值校正为[自由]的AI模块或通信通道，则仅可设定
测量值校正项目、日程管理设定(/AH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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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存储器
限制下述外部存储器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操作
文件的保存、载入
文件一览显示
手动数据保存
保存报警
保存中断
生成证书签名请求(CSR)
证书安装
中间证书安装

系统操作
限制下述系统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操作
初始化
重新配置系统
生成自签证书
生成证书要求
显示证书内容/删除证书
证书安装/中间证书安装
认证待认证证书
模块激活

输出操作
限制类型为[手动]的内部开关操作、量程类型为[手动] 的继电器操作、AO输出操作以及通信通
道操作时设定为[锁定]。

测量值校正
限制AI通道设定/通信通道设定的测量值校正、日程管理设定(/AH可选项)时，设定为[锁定]。

2.1.5 设定签名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安全设定]＞[签名设定]

硬件设置软件：[安全设定]＞[签名设定]

内　容
签名类型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类型 批处理单位/文件单位 批处理单位

类型
设定可进行签名的测量数据文件的条件。
通过通用浏览器进行签名操作。
选项 说明
批处理单位 记录开始至记录停止期间的所有测量数据文件齐全时可以签名。
文件单位 可以对各测量数据文件进行签名。

签名标题*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签名1 字符串(最多16个半角字符，英中符号) Signature1
签名2 Signature2
签名3 Signature3

签名1～3
可以为签名1～3设定标题。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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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设定签名权限条件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安全设定]＞[签名权限]

硬件设置软件：[安全设定]＞[签名权限]

内　容

签名权限号码
选择设定签名权限的签名权限号码(1～8)。

签名权限*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签名1 自由/锁定 自由
签名2 自由/锁定 自由
签名3 自由/锁定 自由

签名1～3
设定是否对签名1～3赋予签名权限。
选项 说明
自由 允许操作。
锁定 禁止操作。

2.1.7 设定变更时输入注释的功能
设定变更时，可以向保存的设定数据文件中输入注释。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系统环境设定]＞[设定文件]

硬件设置软件：[系统环境设定]＞[设定文件]

内　容
设定文件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设定文件注释 字符串(最多50个半角字符，英中符号) －

设定文件注释
设置设定文件的注释。

设定变更注释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输入注释 Off/On Off

输入注释
设定变更时如果向设定文件中输入注释，则设定为[On]。
设定变更注释也记录在操作日志中(注释不能输入为空字符)*。
记录过程中可输入设定变更注释*。
  * 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设定变更时会显示[变更设定]对话框。
在注释的文本框中显示通过[设定文件注释]设定的注释。

预设注释(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1 ~ 10 字符串(最多50个半角字符，英中符号) Comment01 ～ 

Comment10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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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0
输入设定变更注释时，设定预设注释。
如果在设定变更时单击[变更设定]对话框中的[预设]按钮，将显示已设定的预设注释列表。从
列表中选择的预设注释将输入到注释文本框中。

2.1.8 解除报警时的输入注释功能(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解除报警时可以输入注释。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设定]标签页＞[系统环境设定]＞[报警基本设定]

硬件设置软件：[系统环境设定]＞[报警基本设定]

内　容
解除报警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输入注释 Off/On Off

输入注释
解除报警时，如果输入注释，则设定为[On]。

预设注释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1 ~ 10 字符串(最多50个半角字符，英中符号) Comment01 ～ 

Comment10

1 ～ 10
解除报警时，如果输入注释，则设定为[On]。
单击[报警]对话框中的[预设]按钮，将显示已设定的预设注释列表。从列表中选择的预设注释
将输入到注释文本框中。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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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模块激活(模块插拔时的对应操作)
重新配置系统后，如果更换了其他模块(同种)而未激活时，测量数据会发生错误。识别的模块
与实际模块不符时，可以从重新配置画面进行模块激活。
存在需要激活的模块时，会显示[模块激活]按钮。
仅系统管理员、允许重新配置的准管理员或获得系统操作权限许可的用户可以进行此操作。

操　作

1.  点击[校正]标签页＞[重新配置]。

2.  点击[模块激活]按钮。
显示模块激活的对话框。

          

模块激活

模块需要激活的标志

需要激活模块时，该按钮
变为可执行状态。

3.  点击[模块激活]。
模块被激活。

4.  点击[确认]。
操作结束

注释
插拔模块时，请务必关闭电源。在电源打开状态下插拔模块时，会发生故障。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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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登录、注销
首次登录时要求更换密码。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时，请参阅3-9页的“3.2.1 登录、注销”。

 功能：1-14页的“1.3 登录功能”

登录操作的流程

     

密码未设定/已过期

登录

用户名/用户ID/密码
     输入画面

Web应用程序

用户无效

无用户 ID有用户 ID

用户名/密码输入画面

新密码/新密码确认
输入画面

n次
输错密码

n次
输错密码

2.2.1 登录

操　作
首次登录时(未设定密码时的登录)

1.  启动Web应用程序。
显示登录对话框。
设定使用用户ID时，显示用户名、用户ID和密码输入。
设定不使用用户ID时，显示用户名、密码输入。

2.  输入用户名、用户ID(使用设定时)、密码(默认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
显示用于更换密码的对话框。(用户级别为[监测者]除外)

用户号码 用户名(初始值) 用户ID(初始值) 默认密码
1 User001 空白(无设定) User001
2 User002 空白(无设定) User002
: : : :
100 User100 空白(无设定) User100
101* User101 空白(无设定) User101
: * : : :
200* User200 空白(无设定) User200

* 使用GM10-2时(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3.  在“新密码”和“新密码确认”中输入新密码，点击[密码更换]按钮。
仪表变为登录状态。

操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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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不能设定与其他用户相同的用户ID和密码。
• 请将密码设定为6～20个半角字符，符号(不可设定为全角字符)。根据密码策略进行设定。
• 不能注册包含“SP(空白)”、“‘”、“;”、“DEL(7f)”及空格的字符串。
• 不能设定与当前密码相同的密码。

密码设定完成时

1.  启动Web应用程序。
显示登录对话框。

设定使用用户ID时，显示用户名、用户ID和密码输入。
设定不使用用户ID时，显示用户名和密码输入。

2.  输入用户名、用户ID(使用设定时)、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
仪表变为登录状态。

操作结束

密码过期时
显示用于更换密码的对话框。请更换密码(6～20个半角字符、符号)。仪表变为登录状态。

更换密码(主动更换)
登录后的操作。

1.  点击菜单栏的[选项]。
显示菜单画面。

2.  点击[密码更换]。
显示密码变更对话框。

3.  分别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和新密码确认后，点击[确认]。
密码被更换。

操作结束

注释
• 正确设定密码后，密码有效期更新。
•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时，不显示“密码变更”的画面。

2.2　登录、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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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无效(用户锁定)和处理方法
输错密码的次数超过规定次数(密码重试次数)时，该用户将成为无效用户，并且此后不能登
录。状态显示部分显示用户无效图标。请执行用户无效ACK及解除无效用户的操作。
仅系统管理员和授权的准管理员可以执行用户无效ACK和无效用户的解除操作。
在A/D校正模式、密钥生成模式以及更新模式中发生用户锁定时，会注销用户。注销后，可以
再次登录。

     
用户无效图标

注释
所有系统管理员都成为无效用户时，以后系统管理员将无法再次登录(只要注册有准管理员、一般用
户，可以作为准管理员和一般用户登录)。
所有系统管理员均为无效用户时的图标显示：

为避免发生此状态，请管理好密码。如果不能使用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时，请与横河电机的服务网
点联系。

系统管理员或准管理员用户处于有效状态时的图标显示：    闪烁

在此状态下，某些用户无效。但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有效。对已无效的系统管理员或授权
的准管理员执行密码初始化，将其返回到有效状态。

用户无效图标的清除(仅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可以执行)

1.  以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身份登录。

2.  点击菜单栏的[运行]。
显示标签页菜单。

3.  点击[用户无效ACK]＞[执行用户无效ACK]。
清除用户无效图标。

      

消除用户无效ACK

操作结束

无效用户的解除/无效用户的登录

1.  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可以将无效用户的密码初始化为默认密码。
 有关设定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5页的“2.1.2 进行用户注册”。

2.  无效用户可按照“首次登录时(未设定密码时的登录)”的操作，设定要使用的密码并登
录。

2-14页的“2.2.1 登录”

操作结束

2.2　登录、注销



2-17IM 04L55B01-05ZH-C

登
录
︑
注
销
︑
签
名

1

2

3

附录

发生用户锁定状态时的通知
通过Email通知
发生用户锁定状态时，可以通过Email进行通知。
但必须进行下述设定。
• SMTP客户端设定
• Email设定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8.3 设定SMTP客户端功能”、“2.18.4 设定Email的发送条件
(SMTP客户端功能为On时)”

 邮件内容：GM使用说明书“3.2.5 邮件格式”

DO输出
发生用户锁定状态时，可以使用事件动作功能输出至DO通道。
但必须进行下述设定。
• DO通道的量程类型
• 事件动作功能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6 设定DO通道(数字输出通道)”
 设定：GM使用说明书“2.16 设定事件动作功能”

设定示例) 输出至DO通道“0201”。

DO通道(0201)的设定
• 量程

 类型：手动

设定事件动作
• 事件动作号码：1

• 事件动作
 On/Off：On

• 事件
 类型：仪表状态
 事件详细信息：用户锁定
 动作模式：上升沿/下降沿
• 动作

 类型：DO On/Off

 号码：0201

“用户锁定”事件中无法执行的动作
事件类型種類 动作種類

仪表状态为“用户锁定”

对时
记录开始/停止
运算开始/停止
记录开始
记录停止
运算开始
运算停止
运算复位
手动采样
解除报警
保存显示数据
保存事件数据
重置匹配时刻计时器
读入设定
保存设定

2.2　登录、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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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校正模式的登录
要切换到A/D校正模式，需要对已登录用户进行用户认证。
不使用通信登录功能时，可以设定密码。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5.1.6 设定密码”。

1.  点击[校正]标签页＞[A/D校正]。
显示切换至A/D校正模式的确认画面。

2.  点击[下一步]按钮。
显示[模式变更]对话框。

3.  点击[确认]。
重新启动后，显示[登录]对话框。

4.  用户名中显示登录中的用户名。输入用户ID(使用设定时)、密码后，点击[登录]。
切换至A/D校正模式。

操作结束

  有关A/D校正模式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说明书。

密码过期
请参阅之前的内容。

用户无效(用户锁定)
如果在切换到A/D校正模式之后成为无效用户，请按照以下步骤重新切换到A/D校正模式。

1.  以其他有效的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
显示［A/D校正模式］对话框。

2.  点击[结束当前模式]。
显示［模式变更]对话框。

3.  点击［确认］。
显示［登录］对话框。

4.  以其他有效的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
显示［模式变更］对话框。

5.  点击[确认]。

请重新切换至校正模式，执行校正。

操作结束

成为无效用户的用户，可以执行用户无效ACK以及解除无效用户操作恢复身份。
仅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可以执行用户无效ACK和无效用户的解除操作。

 操作：请参阅前述的“用户无效(用户锁定)和处理方法”。

结束A/D校正模式
结束A/D校正模式后，显示［登录］对话框。输入用户ID(使用设定时)、密码后点击［登
录］，返回常规操作画面，并显示［模式变更］对话框。点击［确认］后可以继续操作。

2.2　登录、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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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FTP服务器
仅用户注册为下述用户时，才可以登录到FTP服务器。
项目 说明
用户级别 监测者
模式 通信

记录停止时的报警确认
在[报警基本设定]的[显示]设定为[保持]的状态下停止记录时，如果存在未解除的报警，则显示
报警确认的警告信息。
点击[退出]后，警告信息消失，变为可以停止记录的状态。

2.2.2 注销
Web应用程序的注销

1.  点击[选项]标签页＞[注销]。
显示[注销]对话框。

2.  点击[确认]。
显示[用户变更]对话框。

3.  点击[确认]。
仪表变为注销状态，显示[登录]对话框。

操作结束

自动注销
设定使用Web自动注销功能时，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有任何操作，会自动注销。
在Web应用程序上，距离自动注销时间大约60秒时，会显示注销对话框。
点击[保持登录状态]后，可以维持登录状态。

其他注销
项目 注销
Web应用程序 关闭浏览器。
FTP服务器 断开FTP客户端的连接。
通信(以太网通信、串行通信)、USB

通信、Bluetooth通信、DARWIN互
换通信(以太网通信、串行通信)

执行注销通信命令(Clogout)。

注释
使用Web应用程序登录时，如果因通信中断等原因导致GM与Web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断开时间超过
60秒，无论是否使用Web自动注销功能，GM都会自动注销该用户。

2.2　登录、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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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确认操作日志

操　作

1.  点击[SMARTDAC+Web服务]的[数据]标签页。

2.  点击[日志]＞[操作日志]。
显示操作日志。
双击操作，显示详细信息。

     

通用项目

详细信息

操作内容

用户名
操作方法

日期/时间

点击操作项目，
显示详细信息。

通用项目
时间：操作记录的时间
动作：操作内容
Factor：操作因素
用户名：操作的用户名
批处理组号*：操作目标的批处理组号
详细信息
各操作的项目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附录1
操作日志一览”。

 操作日志的内容：附录-1页的“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 启用多重批处理功能(/BT可选项)时，显示“批处理组号”一列。

3.  点击[确认]后，详细信息的对话框消失。
操作结束

设定变更的差值显示(发布号4(版本4.07)以后)
设定变更前后检查差值信息。

操　作

1.  双击操作日志中的[设定差值]。
显示详细信息。

       变更前的旧配置文件(比较源)
变更后的新配置文件
显示差值

2.  点击[差值显示]。
设定内容来自SD存储卡上的相应文件，并在单独的窗口中显示差值。
如果无此文件，则会发生错误。

3.  点击[确认]后，详细信息的对话框消失。
操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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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显示示例

文件信息
文件名称
显示要比较文件的名称。
上方: 旧设定文件的结尾显示“比较源”。
下方: 新设定文件。

设定变更注释
显示保存在新设定文件中的设定变更注释。

显示设定(差值)
仅显示有差值的设定。差值显示为红色。

与安全有关的显示限制
・ 密码和用户ID均为“******”。
・ 用户ID为Off时，用户名为“******”。
・ 密码管理功能(Kerberos认证)为On时，用户名为“******”。

注释
如果新旧设定文件之间存在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则无法显示差值。以下情况下会出现系统不匹配。
・ 重新配置过程中，变更IO模块配置时
・ 重新配置无线的过程中，变更无线输入装置的配置时
但以下项目并不对应于系统不匹配，因此可显示差值。
・ I/O模块序号
    更换模块和执行模块激活时发生。
・ 无线输入设备序列号
    更换无线输入设备和执行无线激活时发生。

注释
执行GM10固件更新时，操作日志将被清除，因此更新前后的设定不能显示差值。

2.3　确认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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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定义Web画面的监视显示目录
在安全增强功能里的标准［用户级别：用户］中，添加［用户级别：监测者］。
内容与［用户级别：用户］相同。
但是，无论［文件］如何设定，不会显示［保存/载入］功能。

 请参照GM使用说明书“2.18.10 设定Web选择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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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禁用安全增强功能
GM可以设定为不使用安全增强功能。不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可使用的功能即为标准功能。

注释
不使用安全增强功能时，不对应美国FDA 21 CFR Part 11。请予以注意。
带安全增强功能(/AS）的GM，初始状态为启用。只有不使用该功能(作为标准功能使用)时，需要进
行本设定。

安全增强功能的设定变更后，GM将对包括记录数据在内的所有数据执行初始化，然后再重新
开机。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时可以设定密码，以保障设定变更的安全。

会初始化的数据
• 所有内部数据
• 包括安全设定的所有设定数据(证书内容*1除外)
• 系统配置数据*2

*1 已信任证书的载入、证书/中间证书的安装
*2 需要重新配置系统。

路　径
Web应用程序：［校正］标签页＞［安全增强设定］

内　容
安全增强设定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On/Off Off/On On

On/Off
禁用安全增强功能时选择［Off］。
带安全增强功能(/AS)的GM，初始状态为启用。
设定变更后，GM将对包括记录数据在内的所有数据执行初始化，然后再重新开机。

在记录开始、运算开始期间，不能变更安全增强功能的设定。

注释
变更安全增强功能的设定后，GM将对包括记录数据在内的所有数据执行初始化。此时需要设定IP地
址、重新配置、测量条件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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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增强功能设定密码
点击［密码设定］按钮，在［On/Off］选择［On］。
输入旧密码、新密码、新密码确认，点击［确认］按钮。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On/Off Off/On Off
旧密码 字符串(16个半角字符以内、符号) －
新密码
新密码确认

On/Off
要为安全增强功能设定密码时选择［On］。
密码设定选择「On」后，下次设定安全增强时需要输入密码。

旧密码
设定旧密码(初始值：默认)。

新密码
设定新密码。

新密码确认
输入新密码，用于确认新密码。

注释
•  请注意不要忘记密码。一旦忘记密码，就不能对安全增强设定进行变更操作。
•  密码中不可以设定的字符：“SP(空白)”、“‘”、“;”、“DEL(7f)”。

2.5　禁用安全增强功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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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操作流程
要使用密码管理功能，需要设定KDC服务器和GM。
设定完KDC服务器后设定GM。

     

KDC服务器的设定

时间同步

GM
KDC客户端设定

开始应用

设定KDC服务器。

同步GM与KDC服务器的时间。

GM的KDC客户端设定。
 

请参阅“3.2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

KDC服务器连接测试 确认是否能与KDC服务器正确连接。
 

GM
密码管理功能设定 在GM中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将密码管理功能设定为“On”之前，

术语
• KDC服务器(Key Distribution Center)

 管理GM的帐户(主机帐户)和操作GM所需的用户帐户。
• 加密方式

 加密认证数据的方式。
• 认证

 验证用户是否拥有操作GM的合法性的操作。
• 主机账户

 GM用于KDC服务器的用户账户。
• 主机委托

 GM应用程序上的名称。
• 用户账户

 操作GM的用户账户。
• 映射

 关联主机委托和主机账户。
• 领域名

 KDC服务器和GM所属的域名。

第3章 密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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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GM　KDC客户端设定
GM　KDC客户端设定中必须进行下述设定。

 功能：1-22页的“1.4 密码管理功能”

DNS设定
根据需要设定DNS。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2.17.1 设定通信的基本条件”。

SNTP客户端设定
要启用密码管理功能，需要同步KDC服务器和GM的时间。使用网络上的SNTP服务器，设定
能够始终同步时间的SNTP客户端功能。

 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2.17.5 设定SNTP客户端功能”。

注释
• 与KDC服务器的时差为±5分钟或以上时，密码管理功能不启动。
•  请正确设定DST (夏时制/标准时)和时区。有关设定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
“2.21.4 设定时区、逐步调整时间、夏时制”。

KDC客户端设定
设定服务器的信息和加密方式等。加密方式可以选择[AES128]、[AES256]或[ARC4]。

路　径
Web应用程序：  [SMARTDAC+Web服务]标签页＞[设定]＞[通信(以太网)设定]＞[KDC客户端

设定]

硬件设置软件：[通信(以太网)设定]＞[KDC客户端设定]

内　容
KDC连接目的地 第一优先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服务器名 字符串(最多64个半角字符，符号) －
端口号 数值(1～65535) 88

服务器名
设定KDC服务器的主机名或IP地址。

端口号
设定端口号。

KDC连接目的地 第二优先
第二优先KDC服务器的设定。
内容与“第一优先”相同。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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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密钥
设定项目 可选范围或选项 初始值
主机委托 字符串(最多20个半角字符，符号) －
领域名 字符串(最多64个半角字符，符号) －
密码 字符串(最多20个半角字符，符号) －
加密方式 ARC4加密/AES128加密/AES256加密 ARC4加密

主机委托
在KDC服务器上设定将GM注册为用户的用户名。
不能使用＠、/。

领域名
设定领域名。
不能使用＠、/。

密码
在KDC服务器上设定将GM注册为用户时的密码。

加密方式
设定与服务器相同的加密方式。

注释
• 主机委托在GM内部进行如下变换。
 host/ 主机委托@领域名
• 不支持跨领域身份认证(不同域之间的认证)。
• ARC4 (ARCFOUR)是与RC4兼容的加密算法。

3.1.2 KDC　服务器连接测试
可以确认是否能与KDC服务器正确连接。
密码管理功能为[Off]时，可以进行KDC服务器连接测试。
将密码管理功能设定为[On]之前，请进行KDC服务器连接测试。

操　作

1.  点击[运行]标签页＞[KDC测试]。
显示[KDC测试]对话框。

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执行KDC测试]。
显示连接测试的结果。

操作结束

3.1.3 GM　密码管理功能的设定
密码管理功能、根用户密码
启用密码管理功能。设定应急的根用户密码。
将密码管理功能设定为［On］之前，请进行用户注册。KDC服务器上管理的用户未经注册无
法登录GM。

 请参阅2-1页的“2.1.1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注销功能、密码管理功能等”。

用户注册
设定操作模式、用户名、准管理员和一般用户的操作权限。

 请参阅2-5页的“2.1.2 进行用户注册”“。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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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C服务器的设定示例
说明KDC服务器的设定示例。KDC服务器的假设前提条件是Windows Server 2016，英文操作
系统，同时可以进行Active Directory管理。

概要
Windows Server 2008的Active Directory中所需步骤包括：主机账户的创建、属性变更、映射
*1到主机委托的主机账户及创建密钥标签文件(可省略)。请符合下述条件。
项目 说明
域名 使用的域名
领域 使用的领域名*2

加密方式 AES256
端口号 88
预身份验证功能 有效

项目 注册名 密码
主机名 gm record-as1

*1 要将非Windows设备在Active Directory上进行用户注册时，需要进行映射。
*2 领域名为大写的域名。

创建GM的主机账户

1.  启动Server Manager，选择New＞User。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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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First name]、[Full name]、[User logon name]中输入“gm”。

     

3.  在[Password]中输入“record-as1”。勾选[Password never expires]。

     

4.  单击[Finish]结束。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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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已创建主机账户的属性
勾选下述项目，取消选中其他项目。
[This account supports Kerberos AES 256 bit encryption]

[Password never expires]

• [Password never expires]中前项操作3中已经勾选，本画面中也带有勾选标记。
• 取消勾选所有指定加密方式的项目，变为选中“RC4”的状态。

     

映射之前不加“host”。
映射成功后添加“host”。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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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机委托映射至主机账户
启动命令提示符，执行下述命令。
ktpass　–princ host/gm@(使用的领域名) -pass record-as1 –mapuser gm –ptype

KRB5_NT_PRINCIPAL –crypto All –out C:\yokogawa\gm.keytab

C盘的“yokogawa”文件夹中创建gm.keytab。

     

在Active Directory中创建用户账户后更改属性
在Active Directory中创建GM的用户。将创建的用户账户属性变更为与主机账户一致。
本示例中，勾选
[This account supports Kerberos AES 256 bit encryption]。
请务必设定与GM主机账户相同的加密方式。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3-8 IM 04L55B01-05ZH-C

映射
所谓映射，即将主机委托关联到主机账户。下述示例表示，在设定项目“mapuser”中关联设
定项目“princ”。使用ktpass工具进行。
• 启动命令提示符，输入ktpass命令。

ktpass的设定
设定项目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12

示例

princ host/ 主机委托@领域名 host/gm@EXAMPLE.

COM
pass 密码 record-as1
crypto ARC4 RC4-HMAC-NT RC4-HMAC-NT RC4-HMAC-NT

AES128 AES128-SHA1
AES256 AES256-SHA1

mapuser 主机账户 gm
ptype KRB5_NT_PRINCIPAL KRB5_NT_PRINCIPAL
out 输出文件夹名\文件名.keytab c:\temp\gm.keytab

映射示例
ktpass -princ host/gm@EXAMPLE.COM -pass record-as1 -crypto

RC4-HMAC-NT -mapuser gm -ptype KRB5_NT_PRINCIPAL -out c:\temp\gm.keytab

注释
• 请安装完服务器提供的支持工具后，再运行ktpass工具。
• 领域名请务必使用大写字母。
• Windows Server 2008及Windows Server 2012，可以在crypto中指定All。
• 请统一所有用户账户、主机账户的加密方式。
• ARC4 (ARCFOUR)是与RC4兼容的加密算法。
• out可以省略。

GM的设定
在GM中进行下述设定。有关设定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3.1.1 GM　KDC客户端设定”。
项目 设定内容
主机委托 gm
领域名 设定领域名。
密码 record-as1
加密方式 AES256
KDC服务器名 设定KDC服务器名。
端口号 88

注释
领域名为全部使用大写字母的域名。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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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

3.2.1 登录、注销
登录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登录。

操　作

1.  启动Web应用程序。
显示登录画面。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确认]。
仪表变为登录状态。

操作结束

注释
即使输入密码，也可能会因为网络故障或设定错误等原因，显示错误信息，无法登录。此时，按照
以下操作，可以用根用户登录。

在用户名中输入“root”，密码中输入根密码，点击[确认]，即可作为根用户登录。根用户的初始密
码为“root123”。
根用户名仅在因KDC服务器通信中断等原因导致所有用户身份均无法验证时有效。

注销
 操作：2-19页的“2.2.2 注销”

3.2.2 “用户无效”及处理方法
输错密码的总次数超过规定次数(密码重试次数)时，该用户变为无效。状态显示部分会显示用
户无效图标。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进行用户无效ACK操作(清除用户无效图标)后，变
为可以登录的状态。

 清除用户无效图标：2-14页的“2.2.1 登录”

注释
“用户无效”仅适用于操作GM时，并非指服务器上注册的用户账户变为无效。

3.2.3 密码有效期
在KDC服务器中管理密码和密码有效期。
在本仪表上无法更换密码。密码过期后将无法登录。

注释
不使用预身份验证功能时，即使密码过期，有时也可以登录GM。
推荐使用预身份验证功能。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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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操作日志
操作内容 操作内容的说明

(中文)

详细信息

错误日志
错误发生 错误### 错误号码

信息
###：错误号码

A/D校正操作
A/D校正 执行A/D校正 单元/槽
登录类
电源 OFF 电源 OFF
电源 ON 电源 ON
登录 登录
注销 注销
用户无效 用户无效 用户号码
控制类
变更模式 变更模式 模式类型
时间变更 时间变更
新时间 新时间
时间调整开始 TRev开始 误差
时间调整结束 TRev结束
SNTP时间变更 SNTP变更
夏时制开始 DST开始
夏时制结束 DST结束
变更密码 变更密码 用户号码
用户无效ACK 用户无效ACK
解除报警 解除报警 通道号码

电平
注释字符串

写入信息* 信息### 信息号码
信息类型
###：
  ###：信息号码
  F##：自由信息号码

记录开始* 记录开始
记录停止* 记录停止
手动采样 手动采样
运算开始 运算开始
运算停止 运算停止
运算复位* 运算复位
运算丢失ACK 运算ACK
Email开始 Email开始
Email停止 Email停止
Modbus手动恢复 Modbus恢复 类型
保存显示数据* 保存显示数据
保存事件数据* 保存事件数据
保存手动采样数据 保存手动采样 数据类型
保存未保存数据 保存未保存数据 －
设定批处理号码* 设定批处理号码
设定批次号码* 设定批次号码
设定批处理文本区域* 设定文本区域 文本区域号码
计时器复位 计时器复位 计时器号码
重置匹配时刻计时器 手动计时器复位 计时器号码
写入DO通道(手动时) 写入DO 通道号码/状态
写入SW(手动时) 写入SW 内部开关号码/状态
保存报表 保存报表 报表类型
保存参数 保存参数 －

下页继续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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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内容的说明
(中文)

详细信息

保存证书 保存证书 －
保存所有设定 保存所有设定 －
载入报表 载入报表 报表类型
载入参数 载入设定 设定类型(安全/IP地址/其他/通信(服务器设定)/测量值校

正设定/仪表信息设定)
载入证书 载入证书 －
载入全部设定 全部载入 －
密钥生成 密钥生成##### ######:

  开始：开始生成
  中断：生成中断
  完毕：生成完毕

安装证书 安装证书 证书类型/用途
生成证书 生成证书 －
触摸屏校正 触摸屏校正
初始化 初始化 初始化类型(安全设定/安全以外的设定/通信(IP地址)/通

信(服务器设定)/测量值校正设定/仪表信息设定/内部数
据)

签名 签名 签名级别
文件名

锁键 锁键 －
解除键锁 解除键锁 －
Bluetooth功能ON Bluetooth功能ON －
Bluetooth功能OFF Bluetooth功能OFF －
清除Bluetooth功能连接列表 清除Bluetooth功能连接列表 －
IP地址固定模式 IP地址固定模式 －
多重批处理设定变更 多重批处理 On/Off

批数
超过提醒日期 超过日期#### 日程号码

标题
####：日程号码

恢复SLMP通信顺序 SLMP恢复
AO传送输出操作 AO传送输出 CH 个别/统一

通道号码
ON/OFF

AO手动输出操作 AO手动输出 通道号码
个别初始化 个别初始化 个别初始化类型(显示组/记录通道)
记录停止中设定变更
设定变更 设定变更 设定变更类型

设定文件名
设定差值 设定差值 设定变更前设定文件名

设定变更后设定文件名
记录开始或停止过程中设定变更
日程设定变更 日程设定#### 日程号码

On/Off (变更前后)

日期 (变更前后)

通知日(变更前后)

再通知周期(变更前后)

标题(变更前后)

通知内容(变更后的通知内容号码)

通知蜂鸣器(变更前后)

####：日程号码
设定注释 设定变更注释 注释字符串

下页继续

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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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内容的说明
(中文)

详细信息

记录开始中设定变更
报警设定变更 设定报警 通道号码/电平

On/Off (变更前后)

类型(变更前后)

报警值(变更前后)

滞后(变更前后)

检出(变更前后)

输出类型(变更前后)

输出号码(变更前后)
报警延迟设定变更 设定报警延迟 通道号码

延迟 时(变更前后)

延迟 分(变更前后)

延迟 秒(变更前后)
测量值校正模式/点数设定变更 设定CCMode点数 通道号码

模式(变更前后)

测量值校正点数(变更前后)
测量值校正值设定变更 设定CC值 通道号码

校正位置(1 ~ 12)

折线输入(变更前后)

折线输出(变更前后)
保存路径设定变更 设定目录 文件夹名(变更前后)
收信地址设定变更 收信地址设定 收信地址类型
发信地址设定变更 发信地址设定
标题设定 标题设定
用户注册设定变更 用户注册 用户号码
可变运算常数变更 設定W常数 常数号码

常数值(变更前后)
校正系数设定变更 校正系数设定 通道号码

校正位置(1 ~ 12)

未校正点(变更前后)

仪表校正系数(变更前后)

传感器校正系数(变更前后)
测量值校正模式/点数设定变更
(通信通道用)

设定C-CCMode点数 通道号码
模式(变更前后)

测量值校正点数(变更前后)
测量值校正值设定变更
(通信通道用)

设定C-CC值 通道号码
校正位置(1 ~ 12)

折线输入(变更前后)

折线输出(变更前后)
校正系数设定变更
(通信通道用)

C-校正系数设定 通道号码
校正位置(1 ~ 12)

未校正点(变更前后)

仪表校正系数(变更前后)

传感器校正系数(变更前后)
模块相关
模块更新 更新模块 单元/槽

模块名称
机器号码
版本号

移除模块 移除模块 单元/槽
模块名称
机器号码
版本号

下页继续

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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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内容 操作内容的说明
(中文)

详细信息

模块安装 安装模块 单元/槽
模块名称
机器号码
版本号

模块信息 模块信息 单元
槽
校正日期
校正用户名

模块激活 激活模块
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模块
更新相关
其他更新 ####更新 版本号

####：
  WEB：Web应用程序

  * 启用多重批处理功能 (/BT可选项 )时，批处理组号栏中显示批处理组号。

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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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属性
Factor (要因) 说明
OPERATE 本体键操作
Web 来自Web应用程序的操作
COMMU 来自通信(以太网)的操作
SERIAL 来自串行通信、USB通信、Bluetooth通信的操作
EXTERNAL 来自Modbus等的操作
PC 仅计算机的用户无效时
REMOTE 来自远程控制输入的操作
ACTION 来自事件动作的操作
SYSTEM 本仪表上的自动操作

用户名
Factor (要因) 用户名
OPERATE 无用户
Web 通过Web应用程序登录的用户
COMMU 通过通信(以太网)操作登录的用户
SERIAL 通过串行通信、USB通信、Bluetooth通信操作登录的用户
EXTERNAL 无用户
PC 通过计算机操作登录的用户
REMOTE 无用户
ACTION 无用户
SYSTEM 无用户

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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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错误信息和处理方法
本节记载了有关安全增强功能主要发生的错误。
有关其他错误信息，请参阅GM使用说明书的“5.2.1 信息一览”。

验证时发生的错误
代码 信息 说明/处理方法
004 输入的字符串不正确

Incorrect input character string.
请输入正确的字符串。

251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Invalid user name or password.

请输入正确的用户或密码。

252 登录密码错误
The login password is incorrect.

请确认密码。如果密码丢失，需要系统管理员或授权的准管理员
初始化密码。

261 用户ID或密码错误
Wrong user ID or password.

请输入正确的用户ID和密码。

265 输入有误
Login inputs are incorrect.

请输入正确的登录信息。

272 密码无效
This password became invalid.

由于在GM中输入密码错误的次数超过规定次数，用户变为无效
状态。

273 无效用户
Invalid user.

服务器侧的账户变为无效。
GM中变为用户无效状态。

277 不满足密码策略要求。
Does not meet password policy requirements.

变更密码时显示。输入符合密码策略的密码。

278 和过去使用过的密码重复。
请使用其他密码。

Password used previously.
Use a different password.

将密码更改为记录中未保存的密码。(保留数量取决于记录中的
保留数量设定)

E8001 发生通信错误，无法执行操作。
A communication error has occurred.

由于不能与GM正常通信，无法完成处理操作。
例：验证登录身份期间发生通信中断。
请确认通信状况。

E8008 更换密码发生错误。
Password entered is incorrect

在更换登录密码时，新密码与新密码确认的输入不一致。
请在新密码与新密码确认时输入相同字符串。

E8009 当前无法执行。
This function is not possible now.

1. 从其他地方变更了GM中与登录相关的设定。(用户ID On/Off
等)请重新进行登录输入。
2. 一部分通信错误(通信中断时)。
待机显示持续时，请尝试使用与8001相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760 KDC客户端设定不正确
Invalid KDC client configuration.

请设定主机委托或领域名。

763 本仪表不支持
Not supported by this machine.

GM不支持。

764 预身份验证失败
Preauthentication failed.

请输入正确的密码。或者确认GM与服务器的时间是否一致。

765 本仪表不支持该加密方式
The encryption type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machine.

GM中不允许使用的加密方式，或者GM与服务器中的加密方式
不同。请统一GM与服务器中的加密方式。

766 对KDC服务器认证失败
Failed to receive authentication from KDC server.

确认GM与服务器的设定。或者，确认GM与服务器的时间是否
一致。

767 请修改密码
Change the password.

请修改密码。修改服务器中注册用户账户的密码。

768 与KDC服务器的时间差超过上限值
The time difference with the KDC server exceeds the limit.

GM与服务器的时间差为5分钟或以上。同步GM和服务器的时
间。

770 未注册的主机委托
The host principal is not registered.

主机账户未在服务器中注册。

771 主机委托无效
The host principal is invalid.

请确认服务器中注册的主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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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信息 说明/处理方法
772 主机密码不正确

The host password is incorrect.
请确认本体认证密钥的密码与服务器主机账户的密码是否一致。

773 预身份验证失败
Preauthentication failed.

预身份验证时发生内部错误。服务器的预身份验证功能失效。
已超出可接收的令牌大小。SMARTDAC +可接收的最大令牌为
64KB。将服务器最大令牌大小设定为不超过64KB，或者禁用服
务器的预身份验证功能。

774 域不正确
The realm is incorrect.

请确认GM中设定的领域名是否正确。

通信时发生的错误
代码 信息 说明/处理方法
651 未设定IP地址或以太网功能不可用

IP address is not set or ethernet function is not available.

未设定GM的IP地址。请确认IP地址。

657 以太网电缆未连接
Ethernet cable is not connected.

请确认电缆的连接。

761 找不到KDC服务器
Cannot find KDC server.

同一域内没有找到KDC服务器。

762 连接KDC服务器时发生错误
KDC server connection error.

与KDC服务器通信时发生错误。请确认网络是否断开。

其他信息
代码 信息 说明/处理方法
836 KDC连接测试成功

KDC test connection succeeded.

－

837 KDC客户端设定不正确可能导致无法登录。
Login may be impossible in incorrect KDC client settings.

－

E8012 还未输入设定变更注释。 

No configuration change comment has been entered.

在设定变更对话框中注释为空白且对话框未关闭时，将出现此消
息。输入设定变更注释。

E8013 文件的系统配置不同。
System configuration is different.

当设定差值中指定的两个设定文件的系统配置不同且无法比较
时，将出现此消息。

M8212 密码快到期。请修改密码。
Password is about to expire. Please change the password.

登录后即根据“密码到期提前通知”的设定进行显示。


	前言
	本说明书使用的符号
	本说明书对应的仪表本体版本
	说明方法
	版本记录
	目录
	第1章	安全增强功能的说明
	1.1	安全增强功能的使用方法
	1.1.1	操作概述
	1.1.2	GM的操作范围
	1.1.3	计算机软件
	1.1.4	术语说明

	1.2	数据的记录和保存
	1.2.1	数据类型
	1.2.2	数据记录和保存的流程
	1.2.3	事件数据文件、显示数据文件、设定数据文件的加密
	1.2.4	事件数据和显示数据的记录方法
	1.2.5	手动采样数据
	1.2.6	报表数据(/MT可选项)
	1.2.7	外部存储器的目录和保存文件
	1.2.8	保存至外部存储器
	1.2.9	其他可保存数据
	1.2.10	通过以太网保存数据

	1.3	登录功能
	1.3.1	通过Web应用程序的登录、注销
	1.3.2	通过通信登录、注销
	1.3.3	FTP服务器登录、注销
	1.3.4	用户类型
	1.3.5	登录限制
	1.3.6	不使用登录功能时的功能

	1.4	密码管理功能
	1.5	审核跟踪功能
	1.5.1	测量数据文件中保存的信息
	1.5.2	操作日志
	1.5.3	登录信息
	1.5.4	操作日志和设定文件(未开始记录时)
	1.5.5	操作日志和设定文件(记录开始时)
	1.5.6	SET0目录的操作

	1.6	签名功能
	1.6.1	目标文件
	1.6.2	签名权限和签名

	1.7	安全增强功能的限制

	第2章	登录、注销、签名
	2.1	注册用户、设定签名方法
	2.1.1	设定安全增强功能、注销功能、密码管理功能等
	2.1.2	进行用户注册
	2.1.3	设定管理员权限条件
	2.1.4	设定用户权限条件
	2.1.5	设定签名
	2.1.6	设定签名权限条件
	2.1.7	设定变更时输入注释的功能
	2.1.8	解除报警时的输入注释功能
	2.1.9 模块激活(模块插拔时的对应操作)

	2.2	登录、注销
	2.2.1	登录
	2.2.2	注销

	2.3	确认操作日志
	2.4	自定义Web画面的监视显示目录
	2.5	禁用安全增强功能

	第3章	密码管理
	3.1	设定密码管理功能
	3.1.1	GM　KDC客户端设定
	3.1.2	KDC　服务器连接测试
	3.1.3	GM　密码管理功能的设定

	3.2	使用密码管理功能
	3.2.1	登录、注销
	3.2.2	“用户无效”及处理方法
	3.2.3	密码有效期


	附录
	附录1	操作日志的内容
	附录2	错误信息和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