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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云平台入口：http://iot.chengqianyun.com 

1. 注册 

成前云平台开放了注册功能。用户需要提交 

账号 6-20位数字或小写字母 

密码 6-20位数字或小写字母 

昵称 不包含空格等特殊字符 

手机号码 正确格式的“手机号码” 

 

即可申请注册。注册有专人审核，如超过三十分钟请致电 0571-88192051。

审核完成后可正常使用账号。在此期间请勿重复注册，否则审核人员将视为恶意

注册不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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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 

 

完成注册后，返回登录界面，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进入成前云平台。 

 

图 2-1 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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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回密码 

如果您忘记了登录密码，请在找回密码页面输入您的用户名，我们将会把密

码发送至您绑定的邮箱中。我们建议新注册的用户可以绑定邮箱，以免日后忘记

密码以便找回。绑定邮箱功能，请参考账号管理章节。 

 

图 3-1 找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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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时数据 

进入系统后会默认显示实时数据的界面，展示设备当前温度湿度

和最后一次上传数据的时间。右上角指示灯代表当前设备的状态。 

指示灯颜色 状态 

绿色 在线 

黄色 在线、传感器未连接 

灰色 设备离线 

红色 开关量输入报警 

当温度或湿度超出阈值，将会有红色箭头提示超限。 

 

图 4-1 实时数据 

默认显示所有区域，如果对设备做了分组，可以先择筛选某个分

组后点击“筛选”，即可切换到该分组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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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区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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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历史曲线和报表 

如何查看历史报表选择导航栏第二项 “历史数据”->”历史报表”。 

依次选择“设备”，“查询间隔”，“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完成

选择后点击搜索，即可查询到历史报表。 

（间隔可以调整。采样间隔为 1 分钟，导出时间段最多为 7 天） 

 

图 5-1 历史报表 

完成查询后，可以在搜索右侧两个按键中选择导出的文件格式。

导出格式只支持 pdf 或 excel。 

历史曲线的查询方式与历史报表类似，导出方式在右侧图表中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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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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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中心 

6.1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的功能主要包括对平台内设备属性的编辑和添加新的设

备两块。操作均在 导航栏 “管理中心”->“设备管理”中完成。 

 

  图 6-1 设备管理 

6.1.1 添加设备 

将设备添加到云平台账号下，分两个步骤 

1. 配置设备 IP 

顾名思义，为设备分配局域网中的 IP 地址，使设备可以借助

路由器或交换机访问外网。 

如果设备是网口型，需要借助 ip 配置软件，如果没有请联系

售后索取，0571-88192051. 

如果设备是 WiFi 无线型,通过 App 的一键配置功能已完成 ip

配置和绑定账号的功能。App 的下载途径，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成

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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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绑定账号 

如果已经完成了配置 IP 的步骤，设备已经可以访问外网，这

时设备屏幕的右上角已经出现 RTU标识（WiFi 型设备通过 App 的

一键配置将步骤 1和 2 同时完成了，无需执行此操作，路由器无

法上网除外）。打开网页的“管理中心”->“设备管理”-》“添加

设备”，输入设备背后的 SN 码 和 AC 码无误即可将设备添加到成

前云平台该帐号下。 

 

图 6-1 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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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设备属性 

设备中可编辑的属性包括设备的名称，报警的阈值，设备所在的

区域和设备上传数据的时间间隔，和设备报警管理。包括以下四点： 

(1)设备区域选择 

成前云平台一共有 10 个区域，暂时不可增删，用户可以将设

备加入其中一个区域中。 

 

图 6-2-1 设备管理-编辑-区域 

 

(2)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修改请保留在 6个中文字符之内以免影响 App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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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设备管理-编辑-设备名称 

 

(3)报警阈值修改 

设备的阈值是预先设置设备温度、湿度的上下限。通过设定阈

值，在设备检测的环境超出上下限会触发报警，报警不限以 App

推送，邮件通知，短信通知（按实际短信收费）等方式告知给用

户。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在设定阈值时需要注意： 

1.下限值不能高于上限值 

2.回差选择默认设置值 

3.温度设定阈值在（-200℃~500℃）湿度阈值在（0%RH~99%RH），

系统默认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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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设备管理-编辑-阈值设置 

 

(4)设备上传数据间隔 

设备的上传间隔是指设备上传数据至云平台的时间间隔，在

10 秒到 5 分钟之间。 

 

图 6-2-4 设备管理-上传时间间隔 

 

完成各项属性数据的修改后点击保存，即可将该设备的属性修改

传到云平台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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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设备的报警设置 

在“管理中心”->“设备管理”->“报警管理”中，可以选择已

经和账号关联的手机号码用于在设备触发报警时发送报警短信，一个

设备可以关联多个手机号。账号关联手机号码请参考报警设置章节。 

设备本身有蜂鸣器默认关闭，如果打开蜂鸣器，设备触发报警时，

设备上的蜂鸣器会响起。 

修改参数后，点击保存方可生效。 

 

图 6-5-1 设备管理-报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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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区域管理 

平台默认提供十个区域，且暂不支持对区域的增加或删除。用户

可以在导航菜单中的第四个菜单“管理中心”->“区域管理”中修改

区域名称。 

 
图 7-1 区域管理 

 

同时，用户可以将可以在“管理中心”->“设备管理”中，将设

备选择添加到这十个区域中的其中一个，具体操作请看设备管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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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报警设置 

成前云平台报警方式支持 App 推送报警，短信报警和邮件报警。

在“管理中心”->“报警设置”中可以设置在本账号下的报警方式。 

报警分设备离线报警和数据报警两种。可以独立设置。 

 

图 7-2 报警管理 

 

6.3.1 添加报警手机号 

在报警号码管理中输入手机号码，点击“添加”可以将手机绑定

到账号下，同时手机会收到一条被绑定的短信。由此可以判断绑定成

功。如果要解除绑定，点击手机号码右侧“删除”即可。 

6.3.2 App 推送 

App 推送是指当用使用手机 App 退出到后台，设备发生报警，会

在手机端推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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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短信通知 

短信通知是指当设备发送报警，成前云平台会发送报警短信到

绑定的若干个手机号码。短信报警是增值功能。需要按照实际短

信收费。如有需求可联系销售开通。销售电话：0571-88192051。 

8.3.4 电话通知 

该功能暂未上线。 

8.3.5 邮件报警 

邮件报警是指当设备触发报警时，成前云平台会发送电子邮件

至账号绑定的邮箱。关于绑定邮箱，请参考账户管理章节。 

完成各项报警开关设置后，点击保存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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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账户管理 

7.1 绑定邮箱 

在“账户管理”->“绑定邮箱”中，成前云平台一个账号只能绑

定一个邮箱。邮箱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找回密码。也可以设置成接收

报警邮件的邮件报警功能。如果已经绑定的邮箱必须没有绑定过其他

成前云账号，否则会绑定失败。输入邮箱地址点击绑定，云平台会发

送一条激活连接邮件至该邮箱。进入邮箱后点击激活连接即可绑定成

功。 

 

图 7-1 账号管理-绑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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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修改密码 

在“账户管理”->“修改密码”中，平台支持账户密码修改。但

修改密码必须先绑定邮箱。以便密码找回。 

 

图 7-1 账号管理-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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