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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感谢您选择使用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GENNECT Remote。 

针对申请使用日置（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供的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GENNECT Remote（以下

简称“本服务”）的客户（是指根据使用条款与本公司签订使用协议之后，在本服务中开设账户的个人、法人、其

它组织或代表方。以下同），下面列出了本服务的提供内容、提供范围、提供方法、提供水准、使用时间段等各项条

件。另外，本服务规格书属于 GENNECT Remote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的“远程测量联网服务使用条款”的构成部分。 

 

1. 服务内容、范围 

 

服务概要 

利用本服务时，通过对本服务提供的云进行 Web 访问，提供监视测量数据的功能；通过与客户拥有的支持 GENNECT 

Remote 的本公司测量仪器进行通讯，提供用于将测量数据上传到云的网关功能。需由客户另行采购网关与云之间的

通讯手段（USB 调制解调器与 SIM 卡）。 

 

这样可对地理位置分散设置的测量仪器的测量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因此，也可作为原来难以实现的对跨地点数据趋

势冲突进行分析利用的基础加以利用。 

 

下图所示为本服务的提供范围、提供之后进行维护运用的本公司责任范围以及客户的责任范围。GENNECT Remote 提

供 Web 门户网站、网关（蓝色虚线部位）。购买之后，本公司的维护运用责任范围即在 Web 门户网站、网关固件方。

网关硬件属于客户的责任范围。网关无法维修。发生硬件故障时，更换为新网关（如果属于保修范围内则为免费。

详情请参照网关保修书））属于收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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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产品与服务 

如下所述为提供产品与服务内容。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GENNECT Remote 与云授权 

型号名称 SF4130 SF4130-12 SF4230-12 

产品名称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启用套件）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云授权 

附件 网关        ◎ (Z4130) - - 

AC 适配器 ◎ - - 

注册代码 ◎ - - 

使用说明书 ◎ 

SF4130 快速启动手册 

SF4130 使用说明书 

Z4130 使用说明书 

- - 

LAN 电缆 

直连电缆 

CAT 6a 1m 

◎ - -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 

12 个月许可证 

◎ 

12 个月许可证 

- 

云授权 - - ◎ 

12 个月许可证 

要使用时，需由客户准备 USB 调制解调器与 SIM 卡。 

USB 调制解调器可用机型：ZTE MF833U / ZTE MF833U1 / COMFAST CF-T105 / HUAWEI e8372h-155 

支持 SIM：中国联通 / 中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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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订货示例 

申请与订货示例 (1) 

初次申请时希望可以进行下述远程测量的情况 

远程测量区域 要连接的测量仪器台数 服务利用期间 

1 处 1 台 12 个月 

 

 

 

 

 

 

 

 

 

 

 

 

 

 

※ 云中可保存的数据为每 1 测量仪器最多 30 通道（签订云授权协议时为 100 通道）。最多可创建 10 个测量组（签

订云授权协议时为 100 个）。 

初次时 订货产品 

·SF4130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启用套件 （带 12 个月许可证）・・・・・・・・・1 个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需要事先在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中创建账户。 

 

 

更新时希望可以进行下述远程测量的情况 

远程测量区域 要连接的测量仪器台数 服务利用期间 

1 处 1 台 12 个月 

 

更新时（上述服务利用期间结束时） 订货产品 

·SF4130-12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12 个月许可证・・・・・・・・・・・・・・・・・1 个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如果事先通过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管理画面进行报价委托，操作更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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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订货示例 (2) 

希望申请云授权时 

远程测量区域 要连接的测量仪器台数 服务利用期间 

1 处 1 台 12 个月 

 

 

 

 

 

 

 

 

 

 

 

 

 

 

※ 该许可证可将在云中保存的数据量扩展到 10 倍（部分功能除外） 

初次时 订货产品 

·SF4230-12   云授权 12 个月许可证・・・・・・・・・・・・・・・・・1 个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如果事先通过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管理画面进行报价委托，操作更为顺利。 

 

 

更新时希望可以进行下述远程测量的情况 

远程测量区域 要连接的测量仪器台数 服务利用期间 

1 处 1 台 12 个月 

 

更新时（上述服务利用期间结束时） 订货产品 

·SF4230-12   云授权 12 个月许可证・・・・・・・・・・・・・・・・・1 个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如果事先通过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管理画面进行报价委托，操作更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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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订货示例 (3) 

初次申请时希望可以进行下述远程测量的情况 

远程测量区域（共 2 处） 要连接的测量仪器台数 服务利用期间 

1 处（上海） 2 台 12 个月 

1 处（北京） 1 台 12 个月 

 

 

 

 

 

 

 

 

 

 

 

 

 

 

 

 

 

※ 云中可保存的数据为每 1 测量仪器最多 30 通道（签订云授权协议时为 100 通道）。最多可创建 10 个测量组（签

订云授权协议时为 100 个）。 

初次时 订货产品 

·SF4130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启用套件 （带 12 个月许可证）・・・・・・・・・2 个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需要事先在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中创建账户。 

 

 

 

更新时希望可以进行下述远程测量的情况 

远程测量区域（共 2 处） 要连接的测量仪器台数 服务利用期间 

1 处（上海） 2 台 12 个月 

1 处（北京） 1 台 12 个月 

 

更新时（上述服务利用期间结束时） 订货产品 

·SF4130-12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12 个月许可证・・・・・・・・・・・・・・・・・2 个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如果事先通过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管理画面进行报价委托，操作更为顺利。 

 

 

 

 

 

 

上海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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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与概要 

本章仅记载了概要规格。有关详细的运作，请确认在线帮助。 

 

服务功能规格 

-1. 通用项目 

支持语言 中文（简体）（初始设置）/日文 

时区显示 
可任意设置要显示的时区 
初始设置：中国标准时间 

许可证到期日 许可证到期日以中国标准时间为时区确定 

适用国家 
仅中国 
不得从中国境外进入，不得使用中国境外的网关 

 

-2. 一般用户可使用的功能 

监视功能 

 测量组选择功能：支持 
测量组的限制： 
测量组只读权限可用于浏览、时间序列查看器调用和导出。 

仅测量组完全访问权限可进行显示名、设置变更、摄像头图像获取、 
GENNECT 获取通道选择 
 
显示更新间隔：1 分钟 
高速监视模式：5 秒钟（最大能力）时为 10 分钟 
      （被记录的数据为 1 分钟间隔） 

Web 摄像头更新间隔：5 秒钟（最大能力）
※1
 

 电波强度确认功能：支持 
调用时间序列查看器的功能：支持 

 导出 GENNECT 数据：ZIP(CSV)、HOK(HIOKI GENNECT Format) 
 测量组、网关、测量仪器、GENNECT 获取通道、摄像头显示名称变更功能 
：支持 
测量组、网关、测量仪器、GENNECT 获取通道、摄像头设置变更功能：支持 

 GENNECT 获取通道选择功能：支持 

驱动功能 

 ·GENNECT 获取数据操作 
  测量组的限制：测量只读权限可浏览、可以调用时间序列查看器。 
 调用 GENNECT 获取数据浏览功能：支持 
 调用浏览通道履历：最多 10 件 
 保存文件的导出：ZIP (CSV)、HOK (HIOKI GENNECT Format) 

 
 ·测量仪器数据文件操作 
 测量组的限制：测量组只读权限可导出 
          仅测量组完全访问权限可进行上传、删除 
 
经由 Web 浏览器获取测量仪器数据文件：支持 

  上传对象：保存在网关中的测量仪器数据文件 
文件检索支持项目：测量仪器、保存时间、文件名、 

文件类别、文件状态 
文件上传功能：自动上传 

* 128MB 以上的文件需要手动上传 
* 超过 1GB的文件不可上传（仅可删除） 
 

最大同时导出文件限制（批量导出）：文件总大小不超过 1GB(但是，如果
一个文件的大小超过 1GB，可以导出）。 

未上传文件删除功能：手动删除 
最多同时删除文件数：32 
云存储容量：无有效许可证：5GB 

通常：50GB 
云授权：500GB 

每个网关的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缓冲区容量：10 GB 
每个文件的最大支持文件大小：12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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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缓冲区容量确认功能：支持 

云存储内部容量确认功能：支持 
 

通过 Web 摄像头
※1
获取事件摄像头图像： 

自动拍摄测量仪器的触发·事件前后 
 可利用驱动功能进行导出 

※ 发生前 30 秒（10 张）、发生后 30 秒（10 张） 
支持触发·事件： 
发生存储记录仪 (MR6000、MR6000-01、MR8875-30) 触发时  
发生电能质量分析仪 (PQ3100、PQ3198) 事件时 

 
·驱动器内部数据整理 
 测量组的限制：仅测量组完全访问可删除 

  GENNECT 获取数据、定期获取摄像头图像、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的 
云存储内部容量确认功能：支持 
GENNECT 获取数据、定期获取摄像头图像的期间指定删除：支持 
 

·删除仪器中的所有缓冲区存储空间：仅账户管理员可使用 

控制台功能 
（安全 HTTP 通道功能） 

测量组的限制：仅测量组完全访问可进行远程操作和测量重启 
 经由 Web 浏览器的远程操作：支持（请参照 1.-3. 支持的浏览器、1.-4. 支
持测量仪器） 
重新启动测量功能：支持 

 每个测量仪器的同时访问用户数：1 

报警功能 

测量组的限制：仅测量组管理员可设置 
暂时登录 URL 发行功能：支持（有效时间 30 分钟） 

 
签约方和账户管理员通知设置 
通知方式：邮件/微信 可设置多个 

    可设置多个用户/团队/任何电子邮件地址 
 
一般用户通知设置 

 通知：用户自己的邮箱/微信 
 
·通知的语言设置：中文（简体中文）/日文 
 
·GENNECT 获取数据报警 
 通道：从 GENNECT 获取通道中选择 
 条件：超过、以上、以下、不满、 

范围外（包括阈值）、范围外（不包括阈值） 
合成条件：针对 2CH 的条件为 AND/OR 
有效时间段：仅设置时间以内时发生报警 
结束时报警：ON/OFF（初始设置） 
达到报警条件之后，在偏离报警条件之前， 
不发生同一报警 

 
·测量仪器数据文件报警 
 报警条件：所有文件（初始设置）/仅事件文件/OFF 
报警时序：上传结束时 

(但是，当事件发生时，PQ3198 会报警) 
 
事件文件： 
存储记录仪 (MR6000、MR8875-30) 的文件 
电能质量分析仪 (PQ3100、PQ3198) 的事件文件 
 

·网关状态通知 
通知要求 
通信连接/断开：开启（默认设置）/关闭 
在仪器数据文件缓冲区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开启（固定阈值 1GB）/关闭 

时间序列查看器功能 
 

浏览对象 GENNECT 获取通道选择功能：支持 
 获取间隔：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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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功能选择：图形显示、列表显示、 
GENNECT 获取数据文件导出 

 图形显示设置变更支持项目：纵轴名称、纵轴单位、 
上下限值、小数点位数 

可在图形画面中浏览定期获取摄像头图像 
 最多同时显示图形 CH、摄像头总和：32 
最多同时显示列表 CH 数：32 

 最多同时导出文件 CH 数：32 
 支持文件导出格式：ZIP (CSV)、HOK (HIOKI GENNECT Format) 

测量组设置功能  
·测量组的限制：只能设置测量组的完全访问权限 
·变更显示名称 
·变更网关设置（自动开始测量、强制对时、静音） 

网关设置功能  
·测量组的限制：仅测量组完全访问可设置 
·执行自检查 
·变更显示名称 

测量仪器设置功能 

·测量组的限制：仅测量组完全访问可设置 
·变更显示名称 
·重新开始测量 
·版本升级（支持机型） 
·旧版本警告显示 
·GENNECT 获取通道选择 

GENNECT 获取 
通道设置功能 

·测量组的限制：仅测量组完全访问可设置 
·变更显示名称 
·变更单位 
·变更显示方式（辅助单位、小数点位数） 

Web 摄像头设置功能 
摄像头图像上传：开/关 
拍摄间隔：1/5/10/15/30/60 分钟 
图像质量：低（320*240）/中（640*480）/高（800*600）。 

通知显示功能 

在 Web 界面的通知区域中，对发生的通知进行分类并显示 
·显示未读通知的总数和类别 
·要显示的通知：仅未读/全部 
·将未读通知标记为已读：支持 
·将所有未读通知标记为已读：支持  

(※1) 利用 Web 摄像头时，需由客户准备支持 UVC (USB Video Class) 的产品。截止至 2020年 8月，仅确认下

述产品可正常使用。（下述以外未进行确认） 

·Logicool 公司生产的 HD Webcam C270、C270n 

·Logicool 公司生产的 HD Webcam C310、C310n 

·ELECOM 公司生产的 UCAM-C520FE 

 

 -3. 账户管理员专用功能 

账户管理功能 

·创建账户 
·账户签约方信息显示功能 
·删除账户（仅签约方） 
·变更账户显示名称 
·变更账户设置项目（显示标识、通知的默认语言、基于 IP 地址的限制通讯、
时区） 

·签约方信息变更（仅限签约方） 

测量组管理功能 

·创建测量组 
·测量组一览·详细显示功能 
·删除测量组 
·变更测量组显示名称 
·设置用户/团队对测量组的角色分配（测量组完全访问、测量组只读权限、
不属于） 

·将网关配置给测量组 

用户管理功能 

·创建用户 
·用户一览·详细显示功能 
·删除用户（不能删除签约方） 
·变更用户显示名称 
·变更用户设置项目（邮箱地址、微信账户、密码、两阶段认证） 
·设置用户类别（签约方、账户管理员、一般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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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所属团队 
·设置对测量组的角色分配（测量组完全访问、测量组只读权限、不属于） 

团队管理功能 

·创建团队 
·团队一览·详细显示功能 
·删除团队 
·变更团队显示名称 
·将用户配置给团队 
·设置对测量组的角色分配（测量组完全访问、测量组只读权限、不属于） 

网关管理功能 
·注册网关 
·网关更换 
·网关一览·详细显示功能 

设备列表显示功能 
·网关、测量仪器列表显示 
·显示网关 ID、序列号、许可证结束日期、版本、所属测量组 
·显示测量仪器的型号、序列号、版本、选择通道数、所属测量组 

许可证确认功能 

 网关许可证延期 报价委托功能 
 
 显示支持期限检索的项目：包括 1 个月以内期满、服务结束、 

许可证 1 个月以上 
 显示项目：网关 ID、网关名称、结束日期、 

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缓冲区剩余容量、 
网关固件版本 

 
 显示云授权的申请状况、期限 
 云授权新建/延期 报价委托功能（仅签约方） 

系统通知功能 

在 Web 画面的通知区域中显示已发生的通知 
 
通知已设置的系统通知目标 
系统通知目标：邮件/WeChat（微信） 可设置多个 
        可设置用户/团队/任意邮箱地址/  

任意微信账户 ID 等多个 
 
达到通知条件之后，在偏离通知条件之前， 
不发出同一通知 

 
·网关状态通知 
通知条件 
连接/断开时：ON（初始设置）/OFF 
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缓冲区剩余容量不足时：ON（固定阈值 1GB）/OFF 

  
·云存储通知 
 通知条件：ON（固定可使用量的剩余 1 成）/OFF 
 
·云存储删除预约/删除执行通知 
 通知目标：须有签约方的邮箱地址 

查询表格 

请输入下述内容并发送查询 
·查询类型（从查询（初始值）/故障报告/调查委托/删除账号申请(仅限签

约方) 中选择） 
·对象账户（自动补充） 
·对象网关（从选项中选择） 
·同意日置的测量仪器远程操作许可（调查委托时为必须） 
·题目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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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关功能 

移动网络支持功能 
·自动连接设置 
·自动连接检查 
·自动再连接 

测量仪器支持功能 

·利用 DHCP 服务器功能自动分配 IP 地址 
·通过检索协议自动发现 
·自动连接 
·自动获取型号名称、制造编号、版本、通道构成 
·自动判定可支持版本并通过蜂鸣音通知判定结果 
·自动开始测量（可通过设置进行 ON/OFF） 
·强制对时（可通过设置进行 ON/OFF 并指定时间） 
·自动设置（有关设置内容的详细说明，请参照联机帮助、连接 SF4130 时的
各测量仪器的特别记载事项） 

·版本升级（仅限于支持机测量仪器） 

GENNECT 获取数据支持功
能 

·每分钟一次从所选的 GENNECT 获取通道获取数据 
·高速监视模式时，每 5 秒（尽力服务）钟获取一次（但不保存） 
·通讯中断时的 GENNECT 获取数据备份：2 周的量 

测量仪器数据文件支持
功能 

·利用 FTP 服务器功能进行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的传送、接收与保存 
·利用 FTP 客户端功能进行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的获取与保存 
·分析测量仪器数据文件 
·上传测量仪器数据文件（可设置自动/手动） 
·自动删除已上传的测量仪器数据文件 
·手动删除测量仪器数据文件 
・通讯中断时备份仪器数据文件：无限期 

摄像头图像支持功能 

·识别已连接的 USB 摄像头 
·按设置间隔获取并上传定期获取的摄像头图像 
・在高速监视器模式下，每 5 秒（尽力服务）采集并上传一次摄像头图像（但
摄像头图像会按设定的时间间隔保存）。 
·获取并上传事件摄像头图像 
·在通信丢失的情况下，定期备份相机图像：无限期 

其它功能 

·固件自动版本升级： 
打开电源时以及每天 7:00（您为网关设置的时区）确认最新版本固件的存
在。存在时自动升级版本 

·自检查功能 
·通过蜂鸣音通知状态（可利用静音功能进行 ON/OFF） 

 

-5. 限制事项 

每一账户的网关数 20 

每一账户的用户数 
通常：10 
云授权：100 

每一账户的团队数 
通常：10 
云授权：100 

每一账户的测量组数 
通常：10 
云授权：100 

每一账户的云存储容量 
（GENNECT 获取数据、定期获取摄像头图像、测量
仪器数据文件为对象） 

未注册网关的状态：5GB 
已注册网关时：50GB 
云授权：500GB 

每一网关的连接测量仪器数 2 
针对每一测量组的 
GENNECT 获取数据的报警数 

通常：10 
云授权：100 

每一测量仪器的 GENNECT 获取通道数 
通常：30 
云授权：100 

每一网关的使用摄像头数 1 

网关的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缓冲区容量 8 GB 
云存储内的文件保持期间 无限制（容量有限制） 

超出云存储容量的 GENNECT 获取数据、定期获取
摄像头图像、测量仪器数据文件的处理 

向签约方通知超出部分并在 1 个月之后删除 
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选择删除对象，与数据类型无
关 

超出限制的用户、团队、测量组、报警的处理 
向签约方通知超出部分并在 1 个月之后删除 
按最新的顺序选择删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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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限制的 GENNECT 获取通道的处理 
向签约方通知超出部分并在 1 个月之后解除选择 
超出限制的测量仪器会变为没有进行任何选择的状态 

针对邮件接收的要件 如果不能从 no-reply@mail.gennect.cn 接收邮件，则

不可使用 

针对网关使用线路的网络要件 

如果不允许以下通信，则不能使用 
・gennect.cn、relay-ssh.gennect.cn、
s3.cn-north-1.amazonaws.com.cn、
a2un4gzgkayb8s.ats.iot.cn-north-1.amazonaws.co
m.cn 的出站 TCP:443 号端口 
・2.cn.pool.ntp.org、3.cn.pool.ntp.org 的出站
TCP:123 号端口 
・relay-ssh.gennect.cn 的出站 ICMP:ECHO REQUEST
和相应的 ICMP:ECHO REPLY 

针对 Web 应用程序的网络要件 
如果针对gennect.cn且面向外部的TCP:443号端口未
被释放，则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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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验证的浏览器 

推荐分辨率：PC 1366 × 768、智能手机 375 × 667 以上 

操作系统 浏览器 监视功能 

支持状况 

驱动功能 

支持状况 

控制台功能 

支持状况 

Windows Google Chrome ◎ ◎ ◎ 

Microsoft Edge 

（79 版或更高版

本） 

○ ○ ○ 

Internet 
Explorer 11 

○ ○ ○ 

Mac OS X Google Chrome ○ ○ ○ 

iOS Safari ○ ○ ○ 

Android Google Chrome ○ ○ ○ 

◎：已验证的浏览器 ○：可运作 

 

支持 GENNECT Remote 的测量仪器 

请将版本升级为最新固件，然后再使用。 

型号名称 产品名称 

监视功能 驱动功能 控制台功能 

（HTTP服务器功能） 支持

GENNECT 

获取数据 

支持测量仪器数据

文件 

LR8450 数据采集仪 ◎ ◎ ◎ 

LR8450-01 数据采集仪 ◎ ◎ ◎ 

MR6000 存储记录仪 ◎ ◎ ◎ 

MR6000-01 存储记录仪 ◎ ◎ ◎ 

MR8875-30 存储记录仪 ◎ ◎ ◎ 

PQ3100 电能质量分析仪 ◎ ◎ ◎ 

PQ3198 电能质量分析仪 ◎  ○※ ◎ 

PW3360-30 钳形功率计 ◎ ◎ ◎ 

PW3360-31 钳形功率计 ◎ ◎ ◎ 

PW3365-30 钳形功率计 ◎ ◎ ◎ 

※ 不可获取当天的文件。（可通过停止测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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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用产品 

备有下述维护用（更换用）产品。 

网关 Z4130 无法维修。发生故障时更换为新品（收费）。要委托时，请与销售店（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联系。 

 

型号名称 Z4130 

产品名称 网关 

附件 网关 ◎ 

AC 适配器 ◎ 

注册代码（交接用） ◎ 

使用说明书 Z4130 使用说明书 

SF4130 快速启动手册 

SF4130 使用说明书 

LAN 电缆 

直连电缆 

CAT 6a 1m 

◎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 

云授权 - 

 

服务利用期间 

确认利用期间 

登录本公司的 Web 服务之后，可通过管理员菜单浏览“网关”来确认利用期间。详情请参照在线帮助。 

 

关于服务的更新 

要更新服务并延续利用时 

需要以结束日期的 2 周之前为大致标准，订购 SF4130-12远程测量联网服务或 SF4230-12云授权。不自动更新服务。

需要在服务结束日期之前在本公司侧完成更新手续。从向代理店订购到在本公司完成更新手续最长可能需要数周时

间，因此，请务必在服务结束日期的 2 周之前进行订购。 

否则，本公司可能会在服务结束日期之前无法完成更新手续。为了避免数据消失，请务必在服务结束日期的 2 周之

前进行订购。 

 

更新时的订购产品示例 

·SF4130-12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12 个月许可证・・・・・・・・・・・・・・所需数量 

 

或 

 

·SF4230-12   云授权 12 个月许可证・・・・・・・・・・・・・・・・・所需数量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如果事先通过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管理画面进行报价委托，操作更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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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更新远程测量联网服务时 

不希望继续利用远程测量联网服务时，无需办理服务停止手续，但会在服务结束日期之后停止网关与云之间的通讯。

服务结束时，如果签约账户中没有任何网关，则会将驱动器保存容量从 50GB 缩小到 5GB，超出部分也会被全部删除。

从服务结束之日起 31 天之内，可进行云（Web 服务）浏览与导出，因此，请利用 CSV/HOK (HIOKI GENNECT Format) 

文件导出功能等，将所需的测量数据保存到手头的 PC 等中。另外，即使 1 台网关也没有，如果云授权有效，仍可保

持 500GB 的大小。 

 

未更新云授权时 

不希望继续利用云授权时，无需办理许可证停止手续，但会在许可证结束之日起起 31 天之后，将驱动器保存容量

从 500GB 缩小到 50GB（没有任何网关时为 5GB），超出部分会被全部删除。从许可证结束之日起 31 天之内，可进行

云（Web 服务）浏览与导出，因此，请利用 CSV/HOK (HIOKI GENNECT Format) 文件导出功能等，将所需的测量数据

保存到手头的 PC 等中。 

 

关于服务的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如果再次订购 SF4130-12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则可通过以前利用的网关重新开始利用服务。服务结束日期之前的测

量数据会被保持。服务结束日期～重新开始日期期间会停止网关的通讯，因此，不保存该期间的数据。 

 

重新开始时的订购产品示例 

·SF4130-12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12 个月许可证・・・・・・・・・・・・・・所需数量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如果事先通过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管理画面进行报价委托，操作更为顺利。 

 

重新启用云授权 

如果再次订购 SF4230-12 云授权，则可重新开始利用驱动器容量扩展等。从许可证结束之日起 31 天之后，因驱动器

容量削减等而被删除的数据或测量组等无法恢复，敬请注意。 

 

重新开始时的订购产品示例 

·SF4230-12   云授权 12 个月许可证・・・・・・・・・・・・・・・・・所需数量 

 

请垂询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如果事先通过远程测量联网服务 Web 站点管理画面进行报价委托，操作更为顺利。 

 

 

关于许可证有效期内的服务解约 

可在许可证有效期内解除服务，但不会返还剩余金额。在客户要求删除账户的情况下（GENNECT Remote-帮助-咨询），

我们会在云端删除测量数据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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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级协议 (SLA) 

利用时间、可用性等 

Web 画面服务提供时间 

00:00 ～ 24:00（中国标准时间） 
 
例外事项 
维护时间：06:30 - 07:30（中国标准时间） 
的无服务期间不属于保证对象 

Web 画面可用性 

99%（服务提供时间内的无服务期间为 1%以下） 
 
无服务期间 
针对 Web 画面服务的启动与否监视为 NG 的期间 
 
补偿 
可用性低于 99%时，会在许可证期间加上相当于无服务时间的天数 
 
例外事项 
故障时间不包括起因于因特网线路不良的故障时间。 
故障时间不包括事先告知的维护时间段的无访问时间。 

网关 
关于 GENNECT 获取数据、测量
仪器数据文件 

00:00 ～ 24:00（中国标准时间） 
 
例外事项 
维护时间：06:30 - 07:30（您为网关设置的时区） 
的时间段数据缺失不属于保证对象 
 

故障时间不包括起因于设置场所电源状况、电波状况的故障时间。 
故障时间不包括事先告知的维护时间段的无访问时间。 

查询对应 
对应时间：平时 08:30 - 12:00、13:00 - 17:30（中国标准时间） 
仅受理使用查询表格进行查询 

 

 

运行监控 

本公司进行 24 小时 365 天（闰年 366 天）的运行监控。发生故障时，会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并通知客户。 

本公司可能会进行诸如记录本服务门户网站访问者的履历这样的“访问记录”，以用于维护管理或利用状况相关统

计分析。另外，系统维护时或进行故障应对等情况下，可能会以确认正常运作为目的访问客户账户。本公司不会将

访问记录或承租方信息（包括测量数据或测量文件）用于维护管理、利用/运作状况确认以外的目的。 

故障应对 

网关与测量仪器发生故障时的应对 

现场的网关与测量仪器发生故障时，由客户负责应对。本服务不包括现场故障响应。但是，我们负责通过客户的通

信线路维护网关的固件。  

本服务的云（Web 服务）发生故障时的应对 

·本服务的门户网站上列举了云（Web 服务）方面的故障。 

·发生故障时，会对本公司提供功能相关的本服务的云服务基础，进行运作状况的确认，并通知可否利用本服务提

供的功能。 

·本公司的程序发生故障时，本公司会采取包括重新启动在内的应对措施。 

·本公司判断可能会因系统故障等而导致销售店以及销售店客户产生损失时， 

会确认销售店的客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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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可能会因维护作业等而停止本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会在本服务的门户网站上刊载相关事宜。如果要求紧急，本公

司判断的作业则不受上述限制。 

 

密码策略 

建议按下述策略设置客户的管理员密码。 

·字符长度：应在 8 个字符以内。 

·组合：应为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各 1 个字符以上的组合。 

·应为与登录 ID 不同的字符串。 

安全性 

本公司进行下述安全管理。 

① 计算机防病毒措施 

·引进计算机防病毒产品，实时检查计算机病毒的入侵。 

·定期对本服务使用的计算机防病毒产品进行版本升级，在确认补丁发布信息并进行验证的基础上进行使用。 

② 非法访问 

·利用具有云服务基础的防火墙功能，阻断系统利用目的以外的对本服务的访问。 

·用户访问本系统的门户网站时，应通过用户 ID 与密码进行认证确认操作。 

·IoT 网关设备与本服务的服务基础之间进行数据通讯时，应通过证书进行认证确认操作。如果通过闭环通讯网连

接 IoT 网关设备，与闭合通讯网的边界进行通讯时，则应通过证书进行认证确认操作。 

③ 通讯监听 

·在进行利用本服务门户网站的用户通讯时，应通过 SSL 对通讯进行加密。 

·与 IoT 网关设备（执行与本服务的服务基础的数据通讯）进行通讯时，应通过 SSL 对通讯进行加密。使用控制台

功能的远程操作中的网关-云服务器之间的通讯，应通过 SSH 对通讯进行加密。 

④ 审核 

·委托外部机构进行漏洞检查，确认系统有无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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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基准 

本公司按如下所述，规定本服务使用条款第 29 条（保密）与第 30 条（个人信息保护）（以下总称为“机密信息等”）

的安全管理基准。 

① 本公司会尽可能限定处理机密信息的设备/设施以及记录机密信息的设备/媒体的保管场所。 

② 本公司会对保管场所采取上锁等措施，并采取入室管理措施，以确保没有机密信息处理权限的人员在未经许可的

情况下不会进入室内。 

③ 本公司会尽可能限定可访问机密信息的人员，同时会利用 ID、密码等认证手段限制访问。 

④ 本公司在收到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请求查询、修改或删除个人信息时，会立即将这种状况告知当事人并听从当事

人的指示。 

⑤ 本公司会在发生机密信息等的泄漏、丢失、损毁、篡改等事故时，或出现极有可能发生事故的客观状况时，立即

向当事人报告。 

⑥ 为上一项的情况时，当事人应自行负责并采取防止再发的措施。 

⑦ 本公司会在本服务结束时直接将所有的机密信息（包括复制品）返还给签约方，并根据销售店的指示进行废弃，

同时，删除本公司服务器等中记录的机密信息并置于不可恢复状态。 

⑧ 根据上一项废弃/删除机密信息时，会根据使用条款中规定的方法报告相关事宜。 

数据的备份 

本公司会按下述频率与保管期间进行备份。协议结束之后，本公司负责进行废弃。 

·备份频率：1 天 1 次 

·备份期间：7 天 

数据的恢复 

在因故障等而导致本服务的数据丢失时，本公司会立即查清原因并尽力通过上述备份进行恢复。责任属于销售店或

销售店的客户时，则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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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删除 

因远程测量联网服务的许可证失效而进行删除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许可证失效时，如果签约账户中没有任何网关，则会将驱动器保存容量从 50GB 缩小到 5GB，超出

部分也会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全部被删除。从服务结束之日起 31 天之内，可进行云（Web 服务）浏览与导出，因

此，请利用 CSV/HOK (HIOKI GENNECT Format) 文件导出功能等，将所需的测量数据保存到手头的 PC 等中。另外，

即使 1 台网关也没有，如果云授权有效，仍可保持 500GB 的大小。 

 

因云授权失效而进行删除 

远程测量联网服务许可证失效时，会将驱动器保存容量从 500GB 缩小到 50GB（没有任何网关时为 5GB），超出部分

也会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全部被删除。从许可证结束之日起 31 天之内，可进行云（Web 服务）浏览与导出，因此，

请利用 CSV/HOK (HIOKI GENNECT Format) 文件导出功能等，将所需的测量数据保存到手头的 PC 等中。 

 

账户的删除 

邮件长时间未送达 

2 个月以上无法向签约用户的邮箱地址发送邮件时，可能会删除（冻结）该账户。希望签约用户务必将邮箱地址保

持可接收的状态，以便可接收重要通知。 

 

违反使用条款中的禁止事项时 

确认违反使用条款中的禁止事项并且未发现改善时，可能会删除（冻结）该账户。利用本服务时，请仔细阅读使用

条款，在充分理解内容之后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