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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锐 NAC-6100-IOT 物联网控制器
产品概述
信锐 NAC-6100-IOT 是信锐技术自主研发的多元化、高性能的物联网控制器，集设备统一管理、智能
物联策略、便捷基础运维、数据分析系统于一体，精细化的管理设备和人性化的联动设置，满足用户日常
需求。信锐 NAC-6100-IOT 物联网控制器支持控制全系列信锐物联网终端，支持透过通用数据采集器扩展
第三方传感器，实现各类数据的采集分析，并联动其余物联网设备构建智慧办公、智能用电、数据监测等
应用场景。
信锐 NAC-6100-IOT 物联网控制器支持远程集中管理物联网设备，如智能排插、智能插座、智能空调
面板、通用数据采集器、温湿度传感器、红外遥控器、红外人体感应传感器等设备的上下线、授权激活、
添加删除功能，联动策略将物联网设备连接营造智能应用场景，既人性化又智能化，给用户良好的体验效
果。
信锐 NAC-6100-IOT 物联网控制器拥有多个成熟子系统，如春蚕校园系统、机房哨兵系统、消防系统、
环境检测系统、节能控制系统、用电安全系统等，可自由组合应用于各个行业，如：校园、企业、医院、
政府、商超连锁、酒店、金融、景区等物联网智能应用场景。

信锐 NAC-6100-IOT 物联网控制器

产品特点
设备接入
Ø

丰富的传感器接入

信锐提供自有传感器/智能硬件，同时支持第三方传感器和物联网硬件快速接入，目前最大可支持百万
级传感器接入，通过平台部署，目前市场上 90%的传感器都可以接入，后期可以扩容其他应用。
Ø

系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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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动态会显示一些系统的时间动态，时间显示级别精确到秒，例如物联策略触发、设备上下线、设
备通断电等事件的显示，用户可以详细的监控这个系统的运行状态。
Ø

消息推送

采用折线图的形式展现平台推送的服务消息，可以看到平台推送消息的次数和时间，并还能查看某段
时间内的短信、APP 的推送次数。

设备管理
Ø

设备激活

物联网设备只有激活之后才能由物联平台统一管控，平台支持手动添加设备，输入添加设备的序列号
和校验码之后，便可进行设备激活。
Ø

批量授权

为了方便运维工作，可通过建立分组、批量导入授权文件的模式进行设备批量授权激活，如果用户刚
开始不清楚应该如何操作，有示例模板供参考。
Ø

信息查询

设备加入平台之后，可在平台中查看全部设备信息，包含设备状态、设备类型、所属分组等，亦可按
照 LoRa 信号强度和上报时间进行排序。若选择其中某一个类设备或者某一个设备，便可查看该设备详
细的信息，包含 SN 码、设备类型、所属组、IP 地址、MAC 地址、状态、通电状态、功率、电压、电
流等诸多信息。
Ø

设备编辑

支持设备编辑功能，选中其中某个设备，可编辑设备的分组和名称，如果选中的是整个设备所属分组，
则可以批量编辑该组设备。
Ø

设备操作

物联平台上面所有设备均支持添加、删除、搜索、过滤、编辑等操作，可针对某一类设备进行筛选搜
索，也可以采用在线状态、通电状态、设备类型三种条件来过滤设备，快速筛选定位自己需要的信息，
删除时，如果该设备被物联策略引用，则无法删除。设备在平台被删除之后，也会同步删除终端授权
设备里面添加的信息，无需客户重复操作。

智能物联
Ø

新建策略

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可以新建不同的的物联策略，平台还提供策略模板，如果不需要亦可将模板全部
隐藏，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如可以自定义设置事件、条件、动作等一系列策略，联动物联网终端设
备进行智能化应用。
Ø

编辑策略

平台支持针对已有策略进行调整，实现启用、禁用、删除等操作，同时编辑完成还可以开展策略测试，
检验策略的逻辑等，用户也可以直接删除指定的策略。
Ø

批量处理

物联平台上面设置了多个物联策略，需要批量开启、禁用、删除等操作，可以使用批量处理功能，勾
选指定的策略进行处理，如果策略过多批量处理的时候比较难查找，我们还可以先搜索查询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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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之后再进行批量处理。
Ø

策略分配

可以选择把新建的策略分配到不同的组中去执行，在策略分配页面上，选择已有的策略进行分组分配，
同一组设备只能被分配一组策略，如果改组设备之前已经分配了物联策略，则新增的物联策略将覆盖
原有的策略。
Ø

视频联动

视频系统可以与现场光照度、人体红外感应器、烟雾报警器等进行联动，实现对异常情况的及时查看 确
认，精准定位风险，并可实现远程报警，如 WEB 弹窗、APP、短信等。

基础运维
Ø

传感器管理

包含传感器库，可便捷添加信锐全系列物联网感知终端，也可以快速定义添加第三方传感设备，扩展
性高，可实现感知种类多样，并只需要简单的研发定制，便可满足用户所需感知的功能。
Ø

账号管理

支持管理员账号管理，可以修改接收告警的通知方式，是启动 APP 通知还是启动短信通知，支持修改
当前登录密码和关联的手机号码，以便管理员人员变动之后信息无法修改的问题。
Ø

平台设置

平台可设置安全维护操作，每台接入平台的物联网终端均有配置密码，可以在平台中修改相对应的设
备配置密码，完成之后平台会自动同步到对应类型的在线设备。若管理员开始的时候并不熟悉配置操
作，可以下载配置工具帮助运维管理。如果设备序列号过期导致无法激活和上线，可以通过平台修改
相对应的序列号来解决。
Ø

系统维护

平台支持备份恢复和升级管理功能，备份恢复可以选择备份系统数据和配置，生成备份文件存储于本
地，需要备份恢复时，只需要上传备份文件选择恢复即可，同时平台还支持恢复出厂设置，升级管理
可以选择对应的设备类型和升级版本，指定时间进行设备升级，如果因为有突发情况需要取消升级，
可以对升级任务进行删除。

数据分析
Ø

大屏展示

物联平台支持总览运行状态，查看当前系统物联设备的通断电情况，功率告警次数等详细信息，可以
进行区域划分，将数据转换成图标的形式呈现出来，管理员能够在平台上一目了然的知道各区域实时
功率、用电、电费，插座通电、断电、离线状态等情况。
Ø

用电排行

用户日常用电情况可通过物联平台查询，并支持智能排插/插座的用电统计和数据分析，可进行区域划
分，将数据转换成图标的形式呈现出来，管理员能够在平台上一目了然的知道各区域实时功率、用电、
电费，插座通电、断电、离线状态等用电情况。
Ø

用电趋势

平台将一个月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转换为统计报表的形式，可以直观的看出每天的用电量、用电异
常的时间段、正常用电的规律等数据，如图中 7 月 5 日用电量异常，而 7 月 8-9 日、7 月 15-16 日、7
月 22-23 日为周末，用电量为零，则为正常现象，通过分析一系列的数据，可以预估以后的能耗，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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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做节能减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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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硬件规格

NAC-6100-IOT 物联网控制器产品规格
硬件规格

项目

描述

型号

NAC-6100-IOT
4 个千兆以太网口
1 个 RJ45 Console 口

端口数量

2 个 USB 2.0 口
外形尺寸（长×宽
×高，单位：mm）

430*300*44.5

重量

3.85kg

功耗

<25w

电源

单电源输入
额定电压范围：100V～240V AC；50/60Hz

输入电压
工作/存储温度

最大电压范围：90V～264V AC； 47/63Hz
-10℃～55℃/-40℃～70℃

工作/存储湿度

5%～95%（非凝结）

硬盘

32G SSD

软件规格
软件规格

项目

支持特性

NAC-6100-IOT

基础性能

传感器管理数量

150

支持本地局域网部署和跨互联网远程部署，通过物联网控制器可
平台部署

括统一策略配置、统一运行状态查看

易部署
设备部署

设备接入

以对所有分支的接入传感器和物联网网关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包

传感器接入
网关接入

支持易部署上线，可以通过导入传感器设备的序列号和校验码，
传感器联网后无需任何配置即可发现物联平台
支持接入智能插座、温湿度传感器、数据集控器、人体红外感应
传感器、红外遥控器、智能空调面板等传感器设备
支持接入 LoRa 网关、Zigbee 网关、433 网关，loRaWan 网关
支持实时显示设备状态，总览设备总数、在线设备台数、离线设

设备状态

备台数等设备信息，针对具体设备查看可细化到在线设备数量、
离线设备数量、通电设备数量、断电设备数量，并通过图形展现
出来，形象明了

实时监控

系统动态会显示一些系统的时间动态，时间显示级别精确到秒，
系统动态

例如物联策略触发、设备上下线、设备通断电等事件的显示，用
户可以详细的监控这个系统的运行状态
Sundray Technology Co,.Ltd. 丨 5

信锐 NAC-6100-IOT 物联网控制器产品彩页

采用折线图的形式展现平台推送的服务消息，可以看到平台推送
消息推送

消息的次数和时间，并还能查看某段时间内的短信、APP 的推送
次数

统一管理

支持设备统一管理，可以通过平台对所有传感器和物联网关进行
统一管理
支持传感器自动识别归类，可以自动识别智能插座、智能空调面

智能识别

板、温湿度传感器、数据集控器、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红外遥
控器等传感器

批量激活

为了方便运维工作，支持通过建立分组、批量导入授权文件的模
式进行设备批量授权激活，并提供示例模板
设备加入平台之后，可在平台中查看全部设备信息，包含设备状
态、设备类型、所属分组等，亦可按照 LoRa 信号强度和上报时

设备管理

信息查询

间进行排序。若选择其中某一个类设备或者某一个设备，便可查
看该设备详细的信息，包含 SN 码、设备类型、所属组、无线网
络、IP 地址、MAC 地址、状态、通电状态、功率、电压、电流等
诸多信息。
所有设备均支持添加、删除、搜索、过滤、编辑等操作，可针对
某一类设备进行筛选搜索，也可以采用在线状态、通电状态、设

设备编辑

备类型三种条件来过滤设备，快速筛选定位自己需要的信息，删
除时，如果该设备被物联策略引用，则无法删除。设备在平台被
删除之后，也会同步删除终端授权设备里面添加的信息，无需客
户重复操作
支持新增物联策略覆盖原有的策略
支持单种传感器设备策略配置，同时支持根据设备分组配置不同
的策略
支持多种传感器设备联动策略配置，比如人体红外感应装置联动
空调恒温器进行空调的开关，实现高效节能

智能物联

策略分配

支持多维度的策略控制，包括时间计划、设备内置按键、数据状
态改变、设备上下线等维度进行控制
支持根据时间计划每次、每天、每周、每月进行策略控制，比如
控制每周一和周五策略执行
支持根据数据状态改变进行策略控制，比如插座的功率、电压、
电流；空调面板的温度、风速、工作模式、开关等

分级分权

支持管理员分权分级，不同的管理员拥有不同的管辖权限，方便
平台的维护管理
平台可设置安全维护操作，每台接入平台的物联网终端均有配置
密码，可以在平台中修改相对应的设备配置密码，完成之后平台

基础运维

平台设置

会自动同步到对应类型的在线设备。若管理员开始的时候并不熟
悉配置操作，可以下载配置工具帮助运维管理。如果设备序列号
过期导致无法激活和上线，可以通过平台修改相对应的序列号来
解决。

系统维护

平台支持备份恢复和升级管理功能，备份恢复可以选择备份系统
数据和配置，生成备份文件存储于本地，需要备份恢复时，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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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传备份文件选择恢复即可，同时平台还支持恢复出厂设置，
升级管理可以选择对应的设备类型和升级版本，指定时间进行设
备升级，如果因为有突发情况需要取消升级，可以对升级任务进
行删除
物联平台支持总览运行状态，查看当前系统物联设备的通断电情
运行状态

况，功率告警次数等详细信息，可分组查看用电排行、用电趋势
等能耗监测，室内温度、设定温度、室内湿度等温湿监测，可按
时段、天、月等时间进行查看
平台将一个月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转换为统计报表的形式，可
以直观的看出每天的用电量、用电异常的时间段、正常用电的规

数据分析
用电趋势

律等数据，如图中 7 月 5 日用电量异常，而 7 月 8-9 日、7 月 15-16
日、7 月 22-23 日为周末，用电量为零，则为正常现象，通过分
析一系列的数据，可以预估以后的能耗，便于用户做节能减排工
作

用电安全分析
平台拓展

实时监测每一条线路用电情况，包括短路、漏电、过载、大功率
等
开放标准 API 接口，支持对接第三方系统平台，比如企业内部系
统、大屏显示等
开放标准 API 接口，可以快速定义添加第三方传感设备，比如土

第三方拓展
传感器拓展

壤温湿度、水表、电表、噪音传感器等第三方传感器，扩展性高，
可实现感知种类多样，并只需要简单的研发定制，便可满足用户
所需感知的功能

设备接入
物联网安全

每个设备全部唯一的 Key 进行加密，携带每个企业唯一的 LoRa
交互密码，防钓鱼

数据安全

会话 Key 进行传输采用 128AES 加密

移动端安全

端到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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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型号

规格

备注

Sundray NAC-6100-IOT 无线控制器

NAC-6100-IOT

信锐 IOT 物联网控制平台， 软硬件一体化，自带 4 个
千兆电口，内置 32G 固态硬盘；支持 LoRa、GSM、RS485
等丰富的物联网传感器接入，最大接入 150 个传感器；
支持空间管理、设备管理、智能策略、数据分析等功能； 必选
支持丰富的应用市场（包括智慧机房、智慧办公、智慧
教室、节能减排、智慧城市、远程抄表），支持二次开
发

可选配件

NAC 管 理 回 传 器 数
Lic

物联网回传器管理授权，每增加一个管理回传器的授权

选配

NAC 管 理 传 感 器 数
Lic

物联网传感器管理授权，每增加一个管理传感器的授权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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