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为
R

15.6 寸
物联云 HMI

大屏幕 宽视角 窄边框 
                         机身薄 颜值高

本地视频 高分辨率 高穿透率 

语音功能四核高性能处理器

钢琴烤瓷黑

铝合金外壳 

HD

3 合 1= 普通 HMI+ 物联网关 +DTU 



型号列表

功能特色

型号 TFT 屏幕 存储 LAN+COM USB 本地视频 语音 WIFI 无线网络 开孔尺寸 W*H 产品尺寸 W*H*D

D15

15.6"
1920x1080

4G + 1G 1+3 2 支持 支持

383x245mm 394x256x41mm
铝合金外壳

D15-G 4G + 1G 1+3 2 支持 支持 4G（全网通）

D15-W 4G + 1G 1+3 2 支持 支持 有

D15-GW 4G + 1G 1+3 2 支持 支持 有 4G（全网通）

D15-E 4G + 1G 1+3 2 支持 支持 国外 4G

D15-EW 4G + 1G 1+3 2 支持 支持 有 国外 4G

随时随地，用户可通过海为 APP 或海为云网站，

远程登陆访问海为物联云 HMI 设备，实时远程查

看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即便身处异地也能随时掌握

工厂的生产状况，方便管理。极大省去跑现场的人

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

数据交互是打破信息孤岛的首要关键。海为物联云

HMI 能帮助实现异地设备之间数据无缝传输，灵活

实现数据共享交互。对于一个庞大的生产或管理系

统来说，实时有效的远程数据交互是真正实现生产、

调度、分配全局优化的首要条件。

当多设备需要进行维护管理时，单台逐一的进行管

理操作，不仅费时费力，还有可能造成人为的操作

管理安全隐患问题。海为物联云 HMI 多设备可支

持远程集中管理控制，不仅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集

中智能化监测能力，还大大的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运

营维护成本。

在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决策之前，数据归集必不可

少。通过海为物联云 HMI，我们可以将全国甚至全

球各地的设备数据统一归集，进行集约管理利用，

帮助企业实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

管理”。

远程访问监控

远程集中控制远程数据交互

远程数据归集

HMI 可通过以太网连接支持 RTSP 协议传输的本

地摄像机，在局域网内可以通过 HMI 或者海为云

APP 实现视频监控。

支持本地视频监控

HMI 内嵌四核高性能处理器，可以播放 U 盘内的
视频文件，支持常见的 MP4 视频格式，搭载 IPS
硬屏技术，让视频画面更细腻，色彩更真实，流畅
不卡顿。

支持视频播放



规格参数 产品尺寸

海为物联云 HMI 可轻松对接 ERP/MES 等数

据库系统，让一线生产管理数据与企业现有的

ERP/MES 等数据库同步。实现资源共享，轻松

完成跨模块、跨系统间的综合数据报表，进一

步提升企业的生产管理能力。

设备发生报警时，海为物联云 HMI 会通过海为

APP 或海为微信，实时发送报警信息，实现异

常状态及时响应处理。准确地故障定位，提高

故障排除效率。

对接 ERP/MES 等数据库 实时异常报警推送

规格 参数

平台 Linux

软件 编程管理软件 Haiwell Cloud SCADA

显示

触摸类型 工业电阻式

显示器 15.6”TFT

分辨率 1920x1080 pixels

色彩 26 万

亮度 cd/ ㎡ 400Cd/m2

存储器
闪存（FLASH） 4G

内存（RAM） 1G

背光

背光类型 LED

背光寿命 ＞ 30000H

自动休眠功能 支持，可配置

4G 可选

WIFI 可选

I/O 接口

USB 接口 USB2.0×2

串行接口
（3 个串口）

COM1：RS232/RS485

COM2：RS485

COM3：RS232

以太网口 10/100 Base-T

语音 支持

打印端口 串口 /USB 打印

电源

输入电源 24±20%VDC

功耗 <15W

电源保护 具备浪涌保护

耐电压 500VAC

绝缘阻抗 超过 50MΩ @500VDC

耐震动 10~25Hz(X、Y、Z 方向 2G/30 分钟 )

环境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却

防护等级 面板符合 IP65

存储环境温度 -20℃ ~60℃；

操作环境温度 0℃ ~50℃

相对湿度 10~90%RH（无冷凝）

外形

外壳材质 铝合金外壳，玻璃面板

外形尺寸（W*H*D） 394mm×256mm×41mm

开孔尺寸（W*H） 383mm×245mm

重量（KG）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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