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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注意
未经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事先书面许可，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不会授权任
何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产品用于生命支持系统和/或设备。生命支持设备/系统是a）用于
手术植入体内的装置或系统，或b）支持或维持生命，并且可合理预期其执行失败将导致受伤。
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的产品不是设计所需的组件，并且不需要进行测试，以确保适合人
们的治疗和诊断的可靠性水平。

关于用户指南
此用户指南介绍Measurement Compu�ng WebDAQ 904 数据采集设备，WebDAQ Web界面，并列出设备规
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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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更多信息
如需获取更多关于WebDAQ系列互联网数据记录仪产品的信息，包括产品链接，硬件手册和Help文档，
请登录china.mccdaq.com/WebDAQ。您也可直接联系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询问。

WebDAQ网络接口：打开帮助页面，了解如何使用WebDAQ软件。

知识库：kb.mccdaq.com

允许连接WebDAQ系列的WiFi适配器。www.mccdaq.com/pdfs/manuals/wd-wifi.pdf

技术支持表格：www.mccdaq.com/support/support_form.aspx
Email: sales.china@mccdaq.com

技术支持电话：服务电话： 021-50509819

其它国际用户，请联系当地经销商。请参阅我们网站上的国际分销商内容，网址为：
www.mccdaq.com/Interna�onal。

危险电压
如果将危险电压连接到WebDAQ 504，请采取以下注意事项。危险电压是大于42.4V pk或60VDC接地的电
压。

确保危险电压接线只能由遵守当地电气标准的合格人员执行。

请勿在同一设备上混用危险电压电路和可触及的电路。

确保正确隔离人与连接WebDAQ的设备和电路。

危险场所: WebDAQ未经认证可用于危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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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DAQ 904简介
The WebDAQ 904属于WebDAQ系列互联网数据记录仪。WebDAQ 904是一种用于多功能测试的通用输入
数据采集和记录设备。WebDAQ 904 具备以下特点:

测量并记录多种测量类型:

电压 (最高± 60 V)

电流 (最高± 25 mA)

热电偶 (50 S/s/ch)

RTD (4线制和3线制)

电阻 (4线制和2线制)

基于电桥的传感器(半桥, 四分之一桥, 和全桥, 以及其它自带电源的测重传感器)

4路双向隔离DIO

电压和电流激励

60 VDC (AI), 15 VDC (DIO), CAT I 通道间隔离 / 接地连接 隔离弹

簧终端连接

10/100以太网接口

支持USB WiFi适配器以实现无线连接

支持USB大容量存储设备和SD卡以进行数据记录或文件传输外

部电源（包括在内）

WebDAQ系列设备具有集成的操作系统和Web界面。您可通过Web浏览器打开的Web界面与设备通信。

支持移动设备 – 可通过任何带浏览器的移动设备访问，例如手机或平板。

远程显示和控制

运行简单到复杂的数据记录操作

灵活任务队列安排

由Raspberry Pi驱动
WebDAQ采用Raspberry Pi计算模块设计，具有高速1.2 GHz，1GB RAM的四核处理器，并包含4GB闪存。

集成操作系统和网络服务器
WebDAQ是一款完整的数据采集系统，包含嵌入式操作系统和Web服务器。操作系统保存于内部闪存
中，包括Web服务和设备驱动程序。所有配置，采集和数据管理均使用Web界面执行。

以太网接口
WebDAQ内置的10/100 BASE-T自动协商高速通信端口。您可从任何地点访问并配置WebDAQ 904，并访问
其所连接的网络。在出厂时为每个设备分配唯一的MAC地址。您可通过Web界面配置以太网连接设置。
默认网络名称使用格式webdaq-xxxxxx，其中xxxxxx是工厂分配的MAC地址的后六位数字。您可通过Web
界面修改此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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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
WebDAQ固件使用开源软件组件; 组件许可信息，请参阅WebDAQ许可证。提交申请可获取开源代码
sales.china@mccdaq.com

保存大文件数据
在使用外部数据存储设备时，如果希望将采集到的大文件数据存到单独文件里，请勿使用FAT32的分区
格式。FAT32分区格式的文件最大只支持4GB。如果在FAT32分区格式中记录文件超过该大小，会返回“文
件过大”报错提醒，同时终止采样。在此类存储器内开始数据记录之前，请将该存储器进行格式化，分
区格式建议使用NTFS。更多关于文件格式的问题 ，请参考主菜单下的常见问题(FAQs)进行查看。

开箱注意
与任何电子设备一样，处理时应注意避免静电损坏。在从包装取下电路板之前，请先用腕带或简单地触
摸计算机机箱或其它接地物体进行接地，以消除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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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DAQ配置

连接到本地局域网
WebDAQ需要与计算机的网络或以太网端口建立TCP/IP连接。设备配有标准以太网电缆。 WebDAQ IP地
址类型默认设置为DHCP / Link-Local。 连接到网络后，设备首先尝试从DHCP服务器接收IP地址。 如果失
败，则使用本地链接地址。 使用静态地址需要通过Web界面进行配置。 IP地址标识网络上的WebDAQ，
并用于访问Web界面。

通过DHCP连接到网络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WebDAQ后面板上的连接器，另一端连接到10Base-T或100Base-TX兼容的以太
网端口，集线器或交换机。

当检测到设备，DHCP将会为其分配一个地址。每次硬件连接到网络时，会被分配不同的IP地址。

WiFi支持
成功配置有线连接后，可使用Web界面配置WebDAQ进行无线通信。请查看更多有关如何配置
WebDAQ无线通讯功能的信息。

直接连接至PC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WebDAQ后面板上的网口，将另一端直接连接到PC上的以太网端口。
WebDAQ尝试使用设备上存储的本地链路地址169.254.100.100与主机通信。主机可接受该地址或使用不
同的地址。本地链路地址仅对WebDAQ与连接的主机PC之间的通信有效。

连接外部电源适配器
连接外部电源前请先连接网线
在连接网线前接通外部电源会导致设备尝试在一个网络地址可用之前，自适应配置另一个网络地
址。

一个外部电源适配器已包含在每次的运输中(PS-9V1AEPS230V).

将适配器电线连接到设备后面板上标有EXT PWR的电源连接器，然后将交流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按下POWER 按键。启动电源POWER按键时，后面板上的POWER LED变为黄色；当可使用时，变为绿
色。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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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检测
WebDAQ使用"Zeroconf"零配置协议播报其在局域网上的存在。Z零配置使用的设备名能够被该网络内的
其它设备访问。

零配置网络服务能帮您在网络内找到您的WebDAQ
向Windows添加零配置支持最简单的方法是安装Bonjour打印服务。Bonjour软件是Apple研发的实
现零配置网络服务，并且随时可免费下载的软件 - 打开浏览器窗口并搜索Bonjour Print Services。
零配置内置在流行的应用程序中，例如AppleI Tunes®和即时通讯软件，因此您的计算机可能已经
支持它。
默认情况下，许多Linux系统将安装zeroconf的avahi版本，因此如果您正在运行Linux，那么
zeroconf可能是可用的。

访问WebDAQ网络接口
要访问WebDAQ Web界面，请打开浏览器窗口，输入h�p://webdaq-xxxxxx.local，其中xxxxxx是MAC地址
的最后6位数字。MAC地址位于WebDAQ机箱底部标签。

如果您的网络配置为zeroconf协议，WebDAQ Web界面打开。

如果Web界面未打开或返回错误，请安装设备发现工具（如Bonjour Print Services）。请参阅上方
的零配置网络服务的说明。

浏览器支持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Chrome，Firefox，Safari，UC浏览器或Opera。与Edge浏览器79版及更高版本
兼容。不推荐使用早期版本的Edge浏览器。不推荐使用IE浏览器。

WebDAQ Web界面如下所示:

Figure 1. WebDAQ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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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ebDAQ的Web界面配置硬件和采集选项，安排和运行采集任务，并查看和管理数据。帮助窗口会
更详细地介绍Web界面上的所有功能组件。
建立连接并可与设备通信后，就可更改其它网络方案的配置。

配置WebDAQ无线通讯功能
在有线网络上建立通信后，可将WiFi适配器连接到USB端口，并使用Web界面配置WebDAQ以通过无线网
络进行通信。通过有线连接连接WebDAQ时，执行以下步骤。

1. 将WiFi适配器连接到WebDAQ后面板上的USB端口。
可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批准用于WebDAQ系列硬件的WiFi适配器列表，网址为：
www.mccdaq.com/pdfs/manuals/wd-wifi.pdf.

2. 在浏览器窗口中打开WebDAQ Web界面，然后转到设备窗口网络标签。

3. 选择 WiFi 。可用网络列表更新后，选择要连接的无线网络，然后输入密码（如果有）。
如果连接成功，则所选无线网络将显示在此列表上方，并带有一个复选标记。
您可单击所选网络以打开 WiFi网络设置对话框。忘记当前网络或配置IP地址类型(DHCP/Link-Local or
Sta�c)。

4. 断开以太网电缆与LAN连接的连接。
等待几秒钟，然后刷新浏览器窗口。

更改为无线网络可能需要重新启动 
如果更改网络后无法建立连接，则可能需要重新引导操作系统并使用Power 按键重新启动
WebDAQ。

配置网络路由器以进行网络通信
要通过连接到其它网络的计算机通过Internet与WebDAQ进行通信，必须更改网络路由器的网络配置。

警告!此过程应该由网络管理员或计算机专业人员执行。不正确的设置会严重破坏网络

在以下过程中，WebDAQ安装在主机LAN上，计算机安装在客户端LAN上，并且假定您已成功将设备连接
到本地网络。

1. 确定WebDAQ的IP地址–从Web界面打开“设备”窗口，并记下“网络设置”选项卡上的“IP地址”值。
  

2. 配置路由器，使上面确定的地址是静态地址。在路由器之间，完成此操作的步骤各不相同；有关说
明，请参阅路由器文档。

3. 配置防火墙/路由器，将未使用的端口转发到WebDAQ上为设备配置的IP地址上的端口80。
请注意分配给路由器的静态IP地址-这称为WAN地址。

4. 要从远程位置访问WebDAQ，请输入WAN地址，然后输入上面选择的端口，然后在Web浏览器中输入
冒号。 
在浏览器中输入的地址格式为：00.000.00.00:00000（为WebDAQ选择的路由器：端口的WAN地
址）。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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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使用Web界面设置对网站的访问级别并更改管理员密码。

高级：访问网页需要输入密码。

中等：任何用户都可访问网页，并且任何用户都可读取数据，但是更改设备配置或文件需要输入
密码。

关闭：允许所有用户完全访问； 不需要密码。

默认情况下，安全访问设置为"关闭",并且管理员密码设置为"admin". 
要更改安全级别或密码，打开Web界面，转到设备窗口，安全标签栏。使用设备Reset按键将安全设置恢
复为出厂默认值。

恢复出厂设置
将网络配置和安全设置恢复为出厂默认值，请使用回形针按下CONFIG RESET按键。此时默认网络和安全
设置将写入设备，WebDAQ重新启动。

默认出厂设置

参数 规格说明
IP地址 192.168.0.1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关 192.168.0.1

DHCP设置 启用DHCP和本地链路
安全等级 关闭
admin账户密码 admin (大小写区分)
share账户密码 share (大小写区分)
设备名称 webdaq-xxxxxx,其中xxxxxx是MAC地址的最后6位(印在设备背面的标签

上)。

可使用WebDAQ Web界面更改网络设置，安全级别，用户帐户密码和设备名称。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后，将重置共享文件夹和映射的驱动器。

目录

WebDAQ 904 用 指南

page 8



详细功能

功能框图
在此处显示的框图中说明设备功能。

Figure 2. 功能框图

前面板组件

Figure 3. 前面板

1 螺丝端子 2 弹簧端口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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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端子（数字连接）
最多可将4路数字I/O线（DIO0至DI03）连接至可拆卸螺钉端。数字接地（GND）端口为数字位提供公共
接地。

Figure 4. 螺丝端子引脚

数字I/O与模拟电路隔离。每个单位均可将信号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并具有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和漏极开
路输出。 所有DIO通道均被拉高至5 V。
可使用Web界面将任何数字位配置为触发器，以启动或停止采集，触发警报并在发生警报或警报过程中
将其驱动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或在发生事件条件时将其驱动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弹簧端口 (模拟连接)
最多可连接4路模拟输入到6组可拆卸弹簧端口（CH0至CH3）。

Figure 5. 弹簧端口引脚(典型)
WebDAQ 904支持多种输入模式:

电压 (高至± 60 V)

电流 (高至± 25 mA)

热电偶 (50 S/s/ch)

RTD (4线制和3线制)

电阻 (4线制和2线制)

基于电桥的传感器(半桥, 四分之一桥, 和全桥, 以及其它有源测重传感器)

每个通道均可针对多种模式之一进行配置。下表定义每种模式的信号连接。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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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输入模式的端口分配

输入模式 信号端口
1 2 3 4 5 6

电压 — — — CH+ CH- —

电流 — — CH+ — CH- —

4线制电阻 — — EX+ CH+ EX- CH-

2线制电阻 — — CH+ — CH- —

热电偶 — — — CH+ CH- —

4线制RTD — — EX+ CH+ EX- CH-

3线制RTD — — EX+ — EX- CH-

四分之一桥 — — CH+ — CH- —

半桥 — — EX+ CH+ EX- —

全桥 — — EX+ CH+ EX- CH-

将正信号和负信号连接到CH+和CH-端口。

通过EX+和EX-端口为需要激励的传感器提供激励。

请勿将任何信号连接到端口1和2。

时钟模式
WebDAQ 904 支持高分辨率, 50 Hz抑制，60 Hz抑制和高速定时模式.

高分辨率时钟模式可优化最大的总体噪声抑制能力，并能抑制50 Hz和60 Hz的噪声。

50 Hz抑制可优化50 Hz噪声抑制。

60 Hz抑制可优化60 Hz噪声抑制。

高速时钟模式可优化采样率。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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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电路
本节提供每种输入模式的电路图。

WebDAQ 904 是通道间隔离。

4个24位模数转换器（ADC）同步采集所有4路模拟输入通道。

对于所有需要激励的输入模式，都会启用激励电路。

WebDAQ 904 为每种测量类型重新配置信号调理。

WebDAQ 904 为每通道提供60 V过压保护。

Web界面为每种通道类型提供接线图 
任务编辑器”通道选项卡在将通道添加到作业时显示接线图。该图根据所选通道类型动态更新。

电压模式

Figure 6. 电压电路

A/D转化器测量CH+和CH-通道间电压.

WebDAQ 904 可选为 ±60 V, ±15 V, ±4 V, ±1 V, and ±125 mV 电压范围。

电流模式

Figure 7. 电流电路

WebDAQ 904 根据ADC在内部分流电阻两端测量的电压来计算电流。

WebDAQ 904 支持±25 mA 电流范围。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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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偶模式

Figure 8. 热电偶电路

WebDAQ 904使用ADC的±125 mV范围返回电压读数。 每个通道都有一个内置热敏电阻，用于冷端补偿
（CJC）计算。
最小化热梯度
在空气中温度变化会导致将热量直接传导至端口接点的热电偶线并导致热梯度。 请遵守以下准则以最小
化热梯度并提高系统精度：

使用较短规格热电偶线。 较短的导线将较少的热量传递到端口结或从端口结传递。

将热电偶接线靠近弹簧端口连接器，以保持一致的温度。

避免在热或冷的物体附近放置热电偶线。

尽量减少相邻的热源和端口之间的气流。

保持环境温度尽可能稳定。

增加热电偶线长度
如果需要增加热电偶的长度，请使用相同类型的TC导线，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由热EMF引入的误
差。

4线制电阻和RTD模式

Figure 9. 4线制电阻和RTD模式电路

WebDAQ 904电流根据EX+和EX-端口之间的负载电阻而变化。WebDAQ 904根据所得电压读数计算所
测电阻值。

引线电阻不会影响这些测量类型，因为由于ADC的高输入阻抗，通过CH +和CH-端口的电流量可忽
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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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线制RTD模式

Figure 10. 3线制RTD电路

WebDAQ 904 输出电流，该电流根据EX+和EX-端口之间的负载电阻而变化。

WebDAQ 904 如果所有导线的电阻相同，则补偿硬件中的导线电阻。

WebDAQ 904 对负极引线两端的电压施加2倍的增益，ADC使用该电压。

2线制电阻四分之一桥模式

WebDAQ 904 输出根据CH +和CH-端口之间的负载电阻而变化的电流。

WebDAQ 904 根据所得的电压读数计算被测电阻值。

2线制电阻 和半桥 测量类型不补尝引线电阻。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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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桥模式

Figure 11. 全桥电路

ADC读取CH+和CH-差分输入。

内部电压激励设置ADC的输入范围，并返回与激励电平成正比的电压读数。内部激励电压根据传感
器的电阻而变化。

半桥模式

Figure 12. 半桥模式

CH+输入参照与EX-.

内部电压激励设置ADC的输入范围，并返回与激励电平成正比的电压读数。 内部激励电压根据传
感器的电阻而变化。

后面板组件

Figure 13. 后面板
1 外部电源连接器 4 LED指示器(4) 7 以太网接口
2 电源按键 5 SD卡槽 8 接地端子
3 功能按键 6 恢复出厂按键 (凹槽) 9 USB接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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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电源连接器
将设备随附的外部交流适配器连接到后面板上标有EXT PWR。点击 这里以跳转至电源规格说明.

如果使用与硬件附带的电源不同的电源，请确保电源的正极引脚。

电源按键
标有POWER按键控制WebDAQs设备开启与关闭。 WebDAQ硬件设计有2针跳线（W1），用户可将其删除
以为设备连续供电。 下表列出安装或卸下跳线W1时POWER按键的行为。

跳线W1安装（默认出厂设置） 移除跳线W1

当设备关机状态中，短按 POWER （电源）按
键即可打开设备。

只要连接电源适配器并接通电源，设备就始终
处于开机状态（开机模式）。

打开设备电源后，按下POWER按键约1秒钟，
以关闭操作系统和WebDAQ硬件;当 POWER
LED闪烁黄色时释放按键。
在关闭过程结束时，操作系统会自动关闭设备
的电源。
按住 POWER 按键约4秒钟，以强制关闭设备
电源。使用此方法断电时，任何未保存更改可
能会丢失。

按下约1秒钟以重启设备:当 POWER LED闪烁黄
色时，释放按键

请参阅开机模式，以解有关删除跳线W1并启用开机模式的过程。

也可使用Web界面重新启动或关闭WebDAQ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WebDAQ帮助。

功能按键
标有 FUNC 的按键具有两个功能： 用于弹出外部存储设备或开始/停止采集。

弹出外部存储设备（默认）：按下按键将卸载所有可移动存储设备，以便安全地将其从设备中删
除。

开始或停止采集（需要使用Web界面进行配置）：配置后，按此按键可开始采集，或停止当前正
在运行的采集。

使用Web界面安全卸载可移动存储设备（如果有）。

将可移动存储设备插入WebDAQ后，操作系统将打开以进行写入。为安全地取出存储设备，您必须先将
其卸载。

将任务配置为数据记录到外部存储设备时，在作业运行时按 FUNC 不会弹出存储设备。

MEDIA LED呈绿色稳定亮起，卸下所有存储设备并可安全取出；卸下所有存储设备时，LED呈绿色熄关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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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状态指示
WebDAQ后面板上有四个LED，用于指示电源和主机通信的状态。 下表定义正常操作期间的LED状态。

LED状态 – 正常运行模式

标签 状态 描述
1: POWER 黄色常亮 设备正在启动

绿色常亮 设备启动成功。
黄色闪烁 设备正在关闭
关闭 设备已关闭

2: STATUS 黄色闪烁 设备正在识别设备。
绿色常亮 硬件配置完成。
快速绿色闪
烁
（100毫秒
亮/2秒暗)

等待预定的启动条件满足。

心律闪烁 任务队列开始条件触发；等着任务开始条件触发。
绿色闪烁 数据采集开始(任务触发条件已满足)。
关闭 无错误被检测到

3: ERROR 黄色闪烁 检测到错误情况。软件配置为忽略错误，该指示灯也会闪烁。
下一个计划开始时，将清除错误状态。

关闭 无错误被检测到
4: MEDIA 黄色闪烁 任务配置为记录到外部存储设备，但任务尚未  启动；按键无法使外部

存储设备弹出。
黄色常亮 外部存储设备插入SD卡插槽或USB存储端口。
绿色闪烁 当前数据正在记录到外部SD卡或USB存储设备。
绿色常亮 外部存储设备可安全被FUNC按键移除，但是还未被移除。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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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上更新软件时，WebDAQ LED的行为会有所不同。下表定义软件更新期间的LED状态。

LED状态 – 软件更新模式
LED 状态 描述
所有LEDs 黄色常亮 软件更新正在启动。
POWER 黄色闪烁 软件正在更新。
STATUS 绿色闪烁 更新文件就位；设备正在更新。

黄色闪烁 无法找到更新文件；请插入带有更新文件的存储设备。
ERROR 绿色闪烁 更新成功; 设备会在大约 5秒内自动重启。

黄色闪烁 更新失败; 请用户重试。

有关WebDAQ固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更新WebDAQ固件

SD卡槽
SD插槽可兼容SD（安全数字），SDHC，SDXC，MMC和TransFlash存储卡。 可使用Web界面或硬件FUNC
按键弹出存储卡，除非该按键配置为开始/停止采集。

将可移动存储设备插入WebDAQ后，操作系统将其打开以进行写入。 移除前，请使用 FUNC 按键或Web
界面卸载SD卡。

复位按钮
标有CONFIG RESET （配置重设）的凹陷按键可恢复出厂默认设置。按下时，会将默认设置写入设备，然
后重新启动WebDAQ。有关还原默认设置的列表，请参考还原出厂默认设置部分。

以太网接口
WebDAQ具有10 Base-T / 100 Base-TX自动协商高速通信端口。 端口连接器是RJ-45的八位连接器。 以太网
端口接受屏蔽或非屏蔽双绞线电缆。 不使用中继器的最大通讯距离为100 m（328 �）。 为符合CE，最
大距离为3 m（9.84 �）。

接地端子
WebDAQ附带的连接器中带有一个接地螺钉，标记为＃6-32 。要使WebDAQ接地，请将环形接线片连接
到14 AWG（1.6毫米）的电线上。将环形接线片连接到WebDAQ后面板上的接地螺钉，并将另一端连接
到安全接地。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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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接口
两个高速USB端口可用于连接到大容量存储设备和认可的WiFi适配器。
将可移动媒体插入WebDAQ后，操作系统将其打开以进行写入。 在移除前，使用 FUNC 按键或Web界面
卸载USB设备。

当外部存储设备需要更高电流时，请使用自供电集线器
USB供电的硬盘驱动器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消耗过多电流。如果所连接设备的电源需求超出可用
电源，则WebDAQ设备可能会关闭或遇到其它错误。 如果外部存储设备的电流要求超过500 mA，
请使用自供电集线器。
我们建议您在启动WebDAQ之前连接USB供电的硬盘驱动器。

记录数据
您最多可将3 GB的数据记录到内部WebDAQ存储中。 要生成更大的数据文件，请将数据记录到具有适合
于采集的存储容量的外部存储设备上。 USB驱动器和SD卡提供不同的文件格式，每种格式对OS的支持也
不同。 WebDAQ支持FAT32，exFAT，ext2/3/4，NTFS文件系统。 在操作系统之间传输文件时，建议使用
用exFAT文件系统格式化的外部媒体，例如SDXC存储卡。在运行Linux时，请使用以ex2/ex3/ex4文件系统
格式化的外部媒体。 有关文件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ebDAQ帮助常见问题。

文件过大错误
如果生成的数据超出所选存储位置的容量，则会返回“文件太大”错误，并且采集将停止。为避免
中断，请选择大容量的存储位置。

 

记录数据到外部存储设备
高速采集数据会生成大文件。 如果您希望在登录外部媒体时获取到单个文件的大量数据，请不要
使用FAT32文件系统格式化的媒体。 FAT32的最大文件大小限制为4 GB。 如果FAT32存储设备上的
日志文件超过该大小，则会返回“文件太大”错误，并且采集将停止。 在开始这种类型的日志记录
会话之前，请使用其它文件系统（例如NTFS）重新格式化存储设备。 请参考常见问题帮助主题，
以获取有关文件系统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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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模式
可将WebDAQ系列硬件配置为在通电时自动启动，而不需要用户按下 POWER （电源）按键。如果
WebDAQ在远程位置运行并且发生断电，这将很有用。通过从WebDAQ电路板上卸下2针跳线(W1标签)来
启用"开机模式"。

卸下跳线W1时，除非从设备或电源上拔下电源适配器，否则设备不会完全关闭。

执行以下步骤，从WebDAQ电路板上卸下跳线W1并启用开机模式。

警告! 静电释放会损坏某些电子组件。 将WebDAQ设备从其外壳中取出之前，请使用腕带使自己
接触地面，或者触摸计算机机箱或其它接地的物体以消除任何积聚的静电荷。

1. 关闭WebDAQ设备并断开电源。

  

2. 在后面板上，卸下以太网电缆，电源线，SD卡和所有USB设备。
  

3. 卸下＃6-32接地螺钉。
  

4. 从EXT PWR连接器上卸下螺母和垫圈。
  

5. 卸下2个前面板中的挡板螺钉，然后卸下前挡板。

  

6. 从前板上完整地滑出电路板。

  

7. 从下面显示的指定位置删除跳线W1。

8. 将电路板滑回外壳中。

  

9. 安装前挡板，并用步骤5中卸下的两个挡板螺钉固定。

10. 用螺母和垫圈（在步骤4中卸下）将电源连接器固定到电源连接器，然后连接接地螺钉，以太网和电
源电缆以及任何USB设备。

WebDAQ 904 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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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WebDAQ通电时自动运行计划，请在Web界面的队列设置对话框中启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计划
"选项。如果重新启动电源，则计划将从头开始重新启动，无论断电时正在运行哪个作业。为保留每次
计划开始时的数据，请确保将每个作业的日志记录选项设置为"将日期/时间附加到文件名"，以便断电后
的每次运行都创建一个新的数据文件，而不是覆盖原始文件。 有关如何配置计划和日志记录选项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WebDAQ帮助。

请注意，在启用开机模式和自动启动队列的情况下运行复杂的计划或日期/时间触发的计划时，如果日
期或时间触发器不再有效，则该计划可能不会在关机后再自动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仍可远程访
问WebDAQ以修改开始设置。

更换电池
当设备断电时，纽扣锂电池为WebDAQ硬件提供时间参考。电池的平均寿命约为10 年。

警告!静电释放会损坏某些电子组件。从外壳中取出WebDAQ之前，请使用腕带使自己连接地面，
或者触摸计算机机箱或其它接地的物体以消除任何积聚的静电荷。

1. 关闭WebDAQ设备的电源并断开电源。

2. 在后面板上，卸下以太网电缆，电源线，SD卡和所有USB设备。

3. 卸下＃6-32接地螺钉。

4. 从 EXT PWR 连接器上卸下螺母和垫圈。

5. 卸下两个前面板挡板螺钉，然后卸下前挡板。

6. 从前板上完整地滑出电路板。

7. 将电池向前推向插槽以取出电池，并更换为3V 纽扣电池。

8. 将电路板滑回外壳中。

9. 安装前挡板，并用在步骤5中卸下的两个挡板螺钉固定。

10. 在步骤4中卸下螺母和垫圈的情况下，将电源连接器固定至电源连接器，连接接地螺钉，以太网和电
源电缆以及所有USB设备。

在网络界面上的设备窗口，设备信息标签中设置系统时钟。

更新WebDAQ固件
设备固件与操作系统，Web服务器和文档捆绑在一个软件更新（* .swu）文件中。更新后的固件公布在
Measurement Compu�ng固件更新 页面并提供下载。
使用Web界面安装* .swu更新文件。打开浏览器并输入h�p://webdaq-xxxxxx.local/Help, xxxxxx是MAC地
址的后六位–查看贴在外壳背面标签。 参考"更新WebDAQ固件" 帮助主题或FAQ指南。

校准硬件
Measurement Compu�ng制造测试部门执行初始工厂校准。需要校准时，将设备退回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 建议的校准间隔为一年。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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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说明
所有规格说明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通常为0°C至50°C。

模拟输入
Table 1. 模拟输入规格说明

参数 状态 规格说明
通道数量  4

ADC转换器分辨率  24-bits

ADC转换器类型  带有模拟预滤波的Delta-Sigma
采样模式  同步
输入模式  电压

电流
电阻(4线制和2线制)
RTD(4线制和2线制)
热电偶
四分之一桥
半桥
全桥

转换时间(无TC模
式通道)

高速 全部通道10毫秒
最佳60Hz抑制 全部通道110毫秒
最佳50Hz抑制 全部通道130毫秒
高分辨率 全部通道500毫秒

转换时间(1个或多
个TC模式通道)

高速 全部通道20毫秒
最佳60Hz抑制 全部通道120毫秒
最佳50Hz抑制 全部通道140毫秒
高分辨率 全部通道510毫秒

过压保护 通道3至通道6, 包
括各式组合

±60 V

输入阻抗 电压模式
(±60 V, ±15 V, ±4 V)

1 MΩ

电流模式 <40 Ω

所有其它模式 >1 GΩ

输入偏置电流  <1 nA

积分非线性(INL)  ±15 ppm

共模抑制比
(CMRR)

fin = 60 Hz >100 dB

正常模式抑制比
(NMRR)

最佳60Hz抑制 60Hz下90dB
最佳50Hz抑制 50Hz下80dB
高分辨率 65 dB at 50 Hz and 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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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模式范围
Table 2. 输入模式范围规格说明

参数 条件 规格说明
电压 ±60 V, ±15 V, ±4 V,

±1 V, ±125 mV
±60 V, ±15 V, ±4 V, ±1 V, ±125 mV

电流 ±25 mA ±25 mA

4线制和2线制电
阻

10 kΩ, 1 kΩ 10.5 kΩ, 1.05 kΩ

热电偶 ±125 mV ±125 mV

4线制和3线RTD Pt 1000, Pt 100 5.05 kΩ, 505 Ω

四分之一桥 350 Ω, 120 Ω 390 Ω, 150 Ω

半桥 ±500 mV/V ±500 mV/V

全桥 ±62.5 mV/V, ±7.8
mV/V

±62.5 mV/V, ±7.8125 mV/V

精确度
Table 3. 精确度规格说明

模式,范围 增益误差
（读数百分比）

偏移误差
(量程内ppm)

常规 25 °C, ±5 °C, –40 to 70 °C 最高
电压, ±60 V ±0.3, ±0.4 ±20, ±50

电压, ±15 V ±0.3, ±0.4 ±60, ±180

电压, ±4 V ±0.3, ±0.4 ±240, ±720

电压, ±1 V ±0.1, ±0.18 ±15, ±45

电压/热电偶, 
±125 mV

±0.1, ±0.18 ±120, ±360

电流, ±25 mA ±0.1, ±0.6 ±30, ±100

4线制和2线制 (注
1) 电阻, 10 kΩ

±0.1, ±0.5 ±120, ±320

4线制和2线制 (注
1) 电阻, 1 kΩ

±0.1, ±0.5 ±1200, ±3200

4线制和3线制
RTD, 
Pt 1000

±0.1, ±0.5 ±240, ±640

4线制和3线制
RTD, Pt 100

±0.1, ±0.5 ±2400, ±6400

四分之一桥, 350 Ω ±0.1, ±0.5 ±2400, ±6400

四分之一桥, 120 Ω ±0.1, ±0.5 ±2400, ±6400

半桥, ±500 mV/V ±0.03, ±0.07 ±300, ±450

全桥, ±62.5 mV/V ±0.03, ±0.08 ±300, ±1000

全桥, ±7.8 mV/V ±0.03, ±0.08 ±2200, ±8000

冷端补偿传感器  ±1 ºC, 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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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

注1：2线制电阻模式下精确度取决于引线电阻。测列表测量引线电阻值为0 Ω。

稳定性
Table 4. 稳定性规格说明

Measurement
condi�ons

Gain dri�
(ppm of reading/
ºC)

Offset dri�
(ppm of range/ ºC)

电压, ±60 V ±20 ±0.2

电压, ±15 V ±20 ±0.8

电压, ±4 V ±20 ±3.2

电压, ±1 V ±10 ±0.2

电压/热电偶, 
±125 mV

±10 ±1.6

电流, ±25 mA ±15 ±0.4

4线制 and 2线制
电阻, 10 kΩ

±15 ±3

4线制 and 2线制
电阻, 1 kΩ

±15 ±30

4线制 and 3线制
RTD, 
Pt 1000

±15 ±6

4线制 and 3线制
RTD, Pt 100

±15 ±60

四分之一桥, 350 Ω ±15 ±120

四分之一桥, 120 Ω ±15 ±240

半桥, ±500 mV/V ±3 ±20

全桥, ±62.5 mV/V ±3 ±20

全桥, ±7.8 mV/V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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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噪音
Table 5. 输入噪音(量程内ppmrms) 规格说明

Mode, range Conversion �me
High speed Best of 50 Hz

rejec�on
Best of 60 Hz
rejec�on

Hi resolu�on

电压, ±60 V 7.6 1.3 1.3 0.5

电压, ±15 V 10.8 1.9 1.9 0.7

电压, ±4 V 10.8 2.7 2.7 1.3

电压, ±1 V 7.6 1.3 1.3 0.5

电压/热电偶,
±125 mV

10.8 1.9 1.9 1.0

电流, ±25 mA 10.8 1.9 1.9 1.0

4线制 and 2线制
电阻, 10 kΩ

4.1 1.3 0.8 0.3

4线制 and 2线制
电阻, 1 kΩ

7.1 1.8 1.2 0.7

4线制 and 3线制
RTD, 
Pt 1000

7.6 1.7 1.1 0.4

4线制 and 3线制
RTD, Pt 100

10.8 1.9 1.9 0.9

四分之一桥, 350 Ω 5.4 1.0 1.0 0.7

四分之一桥, 120 Ω 5.4 1.0 1.0 0.7

半桥, ±500 mV/V 3.8 0.5 0.5 0.2

全桥, ±62.5 mV/V 5.4 1.0 1.0 0.8

全桥, ±7.8 mV/V 30 4.7 4.7 2.3

激励等级
Table 6. 半桥和全桥模式激励等级规格说明

测量条件 负载电阻 (Ω) 激励 (V)
半桥 700 2.5

240 2.0
全桥 350 2.7

120 2.2

Table 7. 电阻和RTD 电阻, RTD, 和四分之一桥模式下激励等级规格说明

负载电阻 (Ω) 激励(mV)
120 50
350 150
1,000 430
10,000 2,200

WebDAQ 904 用 指南

page 25



数字输入/输出
Table 8. 数字输入/输出规格说明

参数 规格说明
数字信号类型 CMOS(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开漏电输出
I/O数量 1个端口或4个位(bit)
配置 每个位都可独立配置为输入或输出
开机条件 开机复位是输入模式
上拉配置 每个位上拉电压为5 V，100 kΩ电阻
输入频率范围 DC – 10 kHz (注2)
输入高电压阈值 最低1.9 V ,最高3.6 V
输入低电压阈值 最高2.3 V,最低1.0 V
施密特触发器滞
后

最低0.6 V, 最高1.7 V

输入高电压极限 最大15 V
输入低电压极限 绝对最低值 –0.5 V

0 V为推荐最小值
输出电压范围 0 V至+5 V (无外部上拉电阻)

0 V 到最大+15 V (注3)
截止状态输出漏
电电流

最大为10 µA

输出灌电流性能 最大为100 mA (持续) 每针
输出晶体管导通
电阻 (漏源电压)

1.6 Ω

注2：施加频率高于此规格说明的信号会对系统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错误。

注3：外部上拉电阻器连接在数字输出位和外部电源之间。 添加一个外部上拉电阻将其与该数字输入/输
出位的内部100kΩ上拉电阻并联连接至内部5 V电源。 在考虑外部上拉电阻值和负载产生的上拉电压时，
应谨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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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以太网连接
Table 9. 以太网规格说明

Parameter 规格说明
以太网类型 100 Base-TX

10 Base-T
通讯速率 10/100 Mbps,自动协议
连接 RJ-45, 8位
电缆长度 最长为100米 (328 英尺) 

为符合CE，最大长度为3米（9.84英尺）
附加参数 HP Auto-MDIX支持

网络配置
Table 10. 网络配置

参数 规格说明
网络IP配置 DHCP，链接本地，静态

DHCP可能已被用户禁用，并分配静态IP地址
如果启用DHCP，但在以下位置则失败获取IP地址，设备将返回本地链接并请求IP
地址169.254.100.100。

网络设备名称 用于使用mDNS（zero-conf）检测设备的名称。 可使用Web界面更改此名称。
网络名称发布 通过mDNS
用户账号 内含2个内置账户:

admin
share

这些账户是大小写区分并且不可通过网页界面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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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默认设置
Table 11. 工厂默认设置

参数 规格说明
工厂默认IP地址 192.168.0.101

工厂默认子网掩
码

255.255.255.0

工厂默认网关 192.168.0.1

工厂默认DHCP设
置

DHCP + 启用本地连接

工厂默认admin密
码

admin
密码区分大小写，可使用Web界面进行更改。

工厂默认share密
码

share
密码区分大小写，可使用Web界面进行更改。

工厂默认设备名
称

webdaq-xxxxxx, xxxxxx是MAC地址的后六位(贴在外壳背面标签)。

注4：共享文件夹和映射的驱动器被重置当恢复为工厂默认时。

处理器/内存
Table 12. 处理器/内存规格说明

参数 规格说明
微处理器 类型: 四核博通BCM2837

速度: 1.2 GHz
内存 RAM: 1 GB LPDDR2

Flash: 4 GB eMMC (3 GB可用于用户数据存储)

USB端口
Table 13. USB 规格说明

参数 规格说明
USB数量端口 2

USB类型 USB 2.0 (高速)
设备兼容性 USB 1.1, USB 2.0, USB 3.0

注5：提供USB端口用于连接大容量存储设备或已认可的WiFi适配器。

SD内存卡槽
Table 14. SD卡规格说明

参数 规格说明
内存卡类型 SD, SDHC, SDXC, MMC, TransFlash

支持文件类型 FAT16, FAT32, exFAT, ext2/3/4, N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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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示灯
Table 15. LED 规格说明 – 正常运行模式

标签 状态 描述
1: POWER 黄色常亮 设备正在启动

绿色常亮 设备启动成功。
黄色闪烁 设备正在关闭
关闭 设备已关闭

2: STATUS 黄色闪烁 设备正在识别设备。
绿色常亮 硬件配置完成。
快速绿色闪烁
100毫秒亮/2秒暗)

等待预定的启动条件满足。(注6)

心律闪烁 任务队列开始条件触发；等着任务开始条件触发。(注6)
绿色闪烁 数据采集开始(任务触发条件已满足)。(注6)
关闭 无错误被检测到

3: ERROR 黄色闪烁 检测到错误情况。软件配置为忽略错误，该指示灯也会闪
烁。
下一个计划开始时，将清除错误状态。

关闭 无错误被检测到
4: MEDIA 黄色闪烁 任务配置为记录到外部存储设备，但任务尚未启动；按键无

法使外部存储设备弹出。
黄色常亮 外部存储设备插入SD卡插槽或USB存储端口。
绿色闪烁 当前数据正在记录到外部SD卡或USB存储设备。
绿色常亮 外部存储设备可安全被FUNC按键移除，但是还未被移除。
关闭 未检测到外部存储设备, 或设备已关闭。

注6：使用WebDAQ软件配置作业和计划的开始和停止设置。

Table 16. LED 规格说明 – 软件更新模式。
LED 状态 描述
所有LEDs 黄色常亮 软件更新正在启动。
1. POWER 黄色闪烁 软件正在更新。
2. STATUS 绿色闪烁 更新文件就位；设备正在更新。

黄色闪烁 无法找到更新文件；请插入带有更新文件的存储设备。
3. ERROR 绿色闪烁 更新成功; 设备会在大约 5秒内自动重启。

黄色闪烁 更新失败; 请用户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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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Table 17. 按键规格说明

组件 标签 描述
电源按键 POWER W1 跳线W1安装（默认出厂设置） (注7)

当设备关机时;When device is off; 短按即可打开设备。
当设备开机时;

按下~1 秒来关闭设备; 释放按键直到POWER LED黄色
闪烁。

按下并保持~4 秒以强制设备关机。

W1跳线移除 (注7):

设备将保持常开如果电源一直提供。
按下~1 秒来重启设备; 释放按键当POWER LED黄色闪烁。

功能按键 FUNC 双功能:

弹出或安全卸载所有可移动存储设备，从设备安全删
除（默认）

        

正在运行使用外部存储设备的任务时，此功能将被禁
用

        

在卸载所有存储设备但仍将它们插入设备后，MEDIA
LED呈绿色常亮

        

开始或停止采集；需要通过Web界面进行配置

工厂重置按键 CONFIG
RESET

恢复工厂默认设置; 具体参数请参考工厂默认设置 列表。

注7：请参考电路图纸中W1跳线位置。

接地连接
Table 18. 接地端子规格说明

组件 标签 描述
接地端子 #6-32 连接端口为#6-32接地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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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Table 19. 电源规格说明

参数 条件 规格说明
输入电压 中心 6 VDC至16 VDC
输入瓦数 常规4 W,最大10 W
外部电源适配器 p/n PS-

9V1AEPS230V
包装内含Phihong PSC15R-090 15W适配器，需要9 V，1.2 A，
110 VAC至240 VAC输入范围。

电源特性 W1跳线安装(工
厂 默认)

使用瞬时电源按键软开机；设备可关闭电源以关闭。如果断
电，设备将无法恢复运行。

W1跳线移除 如果连接电源，设备始终处于开机状态。 电源按键仅用作
重启按键。

电池 设备断电时，需要一枚3V钮扣型锂电池 来维持日常时钟。
电池更换 松下BR-1225 3V纽扣锂电池或同等；用户可自行置换的。

请参考更换点此后部分进行电池更换操作。

注8：如果使用不同的电源，确保它有一个积极的中心引脚。

机械
Table 20. 机械规格说明

参数 规格说明
尺寸 
(L × W × H)

158.8 × 146.1 × 38.1 mm (6.25 × 5.75 × 1.50 in.)
179.4 × 146.1 × 38.1 mm (7.06 × 5.75 × 1.50 in.) includes spring connectors

重量 680 g (1.50 lb)

环境
Table 21. 环境规格说明

参数 规格说明
运行环境范围 0 °C至50 °C
存储温度范围 –40 °C至85 °C
防护等级 IP30

运行湿度 10至90% RH, 不凝结
存储湿度 5%至95% RH, 不凝结
最高海拔 2,000 m (6,562 �)

污染度 2

注9：WebDAQ 904 操作仅供室内操作。

安全电压
连接在此表中指定范围内的电压。

Table 22. 安全规格说明

参数 参数 规格说明
接地连接 隔离 连续 60VDC用于模拟输入，15VDC用于DIO, CA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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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 60伏直流电，通过5秒的绝缘耐压试验验证
通道间隔离 连续 60VDC用于模拟输入，15VDC用于DIO, CAT I

耐受 60伏直流电，通过5秒的绝缘耐压试验验证

第一类测量是在不直接与配电系统相连的电路上进行的测量，即所谓的“电源电压”。市电是一种危险的
带电供电系统，为设备供电。这一类用于测量来自特殊保护的二次电路的电压。这些电压测量包括信号
电平、特殊设备、设备的有限能量部分、由调节的低压电源供电的电路和电子设备。

测量类别CAT I和CAT O是等价的。这些测试和测量电路用于不打算直接连接到CAT II、CAT III或CAT IV类测
量建筑安装的干线的其他电路。

警告! 不要将WebDAQ 904信号连接或用与测量类别II，III或IV中测量。

单线连接器
Table 23. 单线连接器规格说明

参数 规格说明
连接类型 4个用于模拟连接的6位弹簧端口连接器

用于数字连接的6位螺丝端子

接线端口 弹簧端口: 无绝缘层，长7毫米（0.28英寸）的18至28 AWG铜导线。
螺丝端子: 无绝缘层，长5毫米至6毫米（0.20至0.24英寸）的14至30 AWG铜导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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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端口
Table 24. 弹簧端口信号名称

端口数量 信号名称 信号描述
1 — 无连接
2 — 无连接
3 EX+/CH+ (注10) 正激励或输入信号
4 CH+ 正输入信号
5 EX-/CH- (注10) 负激励或输入信号
6 CH- 负输入信号

注10：根据输入模式，端口3和5是激励信号或输入信号。

Table 25. 输入模式下弹簧端口分配情况

输入模式 信号端口
1 2 3 4 5 6

电压 — — — CH+ CH- —

电流 — — CH+ — CH- —

4线制电阻 — — EX+ CH+ EX- CH-

2线制电阻 — — CH+ — CH- —

热电偶 — — — CH+ CH- —

4线制RTD — — EX+ CH+ EX- CH-

3线制RTD — — EX+ — EX- CH-

四分之一桥 — — CH+ — CH- —

半桥 — — EX+ CH+ EX- —

全桥 — — EX+ CH+ EX- CH-

螺丝端子
Table 26. 螺丝端子引脚

端口 端口
# 标签 使用 # 标签 使用
1 GND 数字接地 4 DIO2 数字 bit 2
2 DIO0 数字 bit 0 5 DIO3 数字 bit 3
3 DIO1 数字 bit 1 6 GND 数字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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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合格声明
EU合格声明 
参考ISO/IEC 17050-1:2010

制造商:  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

Address:  10 Commerce Way
Norton, MA  02766
USA

产品分类：用于测量，控制和实验室使用的电气设备。
发行日期和地点：May 31, 2017, Norton, Massachuse�s USA
测试报告号：EMI7018.17

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声明全权负责产品
WebDAQ 904

符合相关的欧盟协调法规，并符合以下适用于欧洲指令的基本要求：
Electromagne�c Compa�bility (EMC) Direc�ve 2014/30/EU
RoHS Direc�ve (EU) 2015/863 amending Annex II to Direc�ve 2011/65/EU

符合性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评估：
EMC:

Emissions:

EN 61326-1:2013 (IEC 61326-1:2012), Class A
EN 55011:2009 + A1:2010 (IEC CISPR 11:2009 + A1:2010), Group 1, Class A

Immunity:
EN 61326-1:2013 (IEC 61326-1:2012), Controlled EM Environments
EN 61000-4-2:2008 (IEC 61000-4-2:2008)

EN 61000-4-3:2010 (IEC61000-4-3:2010)
EN 61000-4-4:2012 (IEC61000-4-4:2012)

EN 61000-4-5:2014 (IEC61000-4-5:2014)
EN 61000-4-6:2013 (IEC61000-4-6:2013)
EN 61000-4-11:2004 (IEC61000-4-11:2004)

安全:
EN 61010-1 (IEC 61010-1)

环境事务:

在本合约声明发布日期当日或之后制造的物品不包含RoHS指令不允许的浓度/应用中的任何限制物
质。

Carl Haapaoja, Director of Qualit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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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Compu�ng Corpora�on China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海趣路36，58号
2号楼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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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mccdaq.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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