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GJING TECHNOLOGY

使用说明书

4G 采集器

型号 CJX-SJTBU4G

感谢您购买 CONGJING 产品。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备查询。



重要安全提示

各位 CONGJING 用户须知

本使用说明书可提供操作方面所需要的信息。希望可以帮助您在使用中更快捷的了解如

何安装和配置本产品。

使用注意事项

产品用途
本产品用于在多个数据库平台之间使用的静态（非实时）和动态（实时）数据之间进行

同步。

警告：本设备使用时请接入到主机后方 USB 口，避免前方误触造成接口损坏。

警告：本设备严禁私自拆卸，如出现问题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

警告：为了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请勿在使用中频繁插拔设备。

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须知

1、产品提供了电话卡(4G)上网模块，使用电话卡进行联网数据传输。

2、产品内置安全协议，仅支持访问注册平台，不提供访问其它互联网权限。

3、支持访问 MSSQL、ORACLE、MYSQL、DB2 等数据库类型。

4、确认安装产品前请先在平台注册设备信息；注册设备可联系当地技术人员或联系公

司技术人员。

5、请使用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统进行产品软件安装。

安装指南



一. 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安装说明

1.1. 安装前准备

1.1.1. 二维码安装信息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扫描设备二维码信息，检查是否有出厂记录，设备安装进行二

维码登记信息

1.1.2. 创建安装单位

设备安装前，需要在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的接收平台）处添加安装单位，此步骤主要为

了集中管理各个采集设备使用。以下举例说明：

1) 进入信息采集平台

输入信息采集平台地址（例：http://cjx.congjing.net），并登陆平台



2) 录入单位

进入社会信息采集平台->设备管理->安装单位管理->录入

安装单位信息填写完成以后，设备编码会自动生成，此编码用于对应硬件设备与平台上

添加的安装单位之间关联关系，必须真实有效的进行录入。

3) 录入 4G 采集器

进入社会信息采集平台->设备管理->4G 采集器->4G 采集器管理->录入

[注：当单位名称选择后,单位编码、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发送 weburl、经度Ｘ、纬

度Ｙ的内容都会自动填写，此时可记下设备编码待用]

1.1.3. 创建 4G 采集器单位

设备管理-4G 采集器-4G 采集器管理



[1.注：部门名称选择后,部门编码自动显示，选择行业类型、单位名称后经度Ｘ、纬度Ｙ、

设备名、设备接口地址的内容都会自动填写，此时可记下设备编码待用]

[2 注： 二维码是设备标识将手动填写，设备编码将自动生成，此时可记下设备编码待用]

1.1.4. 创建视图

收集采集单位数据库信息，供连接数据库时使用。（注：请在我公司工程师指导下操作）

采集单位按照《视图模板》建立视图，并提供 IP，端口，视图访问用户名和密码。（刚

才在平台上添加单位信息后，获取到单位编码、部门编码、单位名称、部门名称、单位 X

坐标和 Y 坐标信息会写入视图模板，《视图模板》可在附件中获取）

1.2. 设备物理连接

1.2.1. 设备示意图

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正面操作面板从左向右分别为；

1) 工作指示灯

2) USB接口



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背面操作面板从左向右分别为；

1) 二维码识别码

2) SIM卡槽:供设备与平台之间使用 GPRS进行数据传输

3) TF卡槽:内置设备程序

1.2.2. 待配置设备网络连接

插入电脑的 USB 接口,待工作指示灯亮起(闪亮)

如下图：



1.2.3. 设备默认 IP 地址

1.2.4. 设备物理连接说明

该设备默认地址是 192.168.100.X，电脑的网络适配器里的 IPv4 IP 地址为自动获取地

址,无需安装驱动.设备(见下图 笔记本 IP 配置)。



配置 IP

二. 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安装说明

2.1. 程序安装

1)将 4G采集器插入电脑 USB,待电脑显示从晶科技可移动磁盘,双击鼠标点击该磁盘,
并运行 SETUP程序.



2)选择目标位置,(安装目录可自定义)点击下一步

3)勾选创建桌面快捷方式,点击下一步



4) 1安装,点击下一步



5)勾选运行 4G采集器、运行 4G采集配置，点击完成



三. 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设置说明

3.1. 设备注册

1）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首次登陆需注册设备信息,

2） 将二维码编码、设备编码、机器码复制后发送给从晶工程师进行后台注册，待注册后即

可到配置界面（机器码可微信扫一扫复制）



3.2. 设备登录

注册后，程序将直接出现登录界面打开设备的登录界面，输入默认密码：“admin”即可

进入设备配置页面。

3.3. 快速配置说明

此章节仅供设备初装时进行快速配置使用，穿插引用各个功能页面，贯穿说明了系统配

置的整个流程。

3.3.1. 基础配置

WEB 服务器管理-基础设置，对接收数据地址、设备编号进行有效填写，点击保存设置，

点击测试连接，显示测试成功点击保存设置。重启服务。



[注：MAC地址选择设备类型，时间轴类型可选择]

3.3.2. 数据库连接设置

数据库管理——数据库连接设置，对选择数据库正确版本选择，填写服务器 IP地址，

服务器端口（默认不填写，如一台主机多个版本数据口软件需填写端口号区分）、数据库名称、用户名、用户

密码。点击测试连接，显示测试成功，点击保存，重启服务。

3.3.3. 自动创建查询

数据库管理——自动创建查询。清空所有，然后获取数据表或者获取视图 （根据数据

库信息选择），将所用到的表名添加到右面框。



3.3.4. 添加关联字段

关联字段意义为将两个表或视图相同字段索引在一起并可扩展其他需要字段

3.3.5. 添加映射字段

本地数据库字段为提取数据库信息，点击获取模板字段即可获取固件模板信息，首先添



加主键匹配添加到显示字段，将所有对等字段添加进去。（主键和原系统采集时间为必填字

段）

3.3.6. 添加时间轴

时间轴为时间字段是定义数据是否重复录入的一个判断，时间轴必须配置且为时间格式

字段



3.3.7. SQL 语句

正确填写关联字段、映射字段、时间轴后 SQL 语句自动显示。如之前保存过也可点击显

示 SQL 语句。

3.3.8. 保存和测试

点击测试查询查看各字段填写是否正确及数据。点击保存查询即可。





3.3.9. 手动测试查询

获取模板信息后可手动编写 SQL 语句，可查询 SQL 命令，该功能仅支持 select 查询

3.4. 导航界面

登录设备后，默认进入导航界面，以后可以在任意一个配置页面，点击左上角黑体加粗

“从晶科技”标签，回到导航界面，如下图所示：



3.5. 数据库管理

3.5.1. 数据库连接设置

数据库连接设置用于设置采集单位数据库信息，设置完成后可点击“测试连接”，进行

测试数据库连接情况。

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可支持数据库类型如下：



3.5.2. 获取表信息

打开“表信息”页面，点击“获取表数据”，可以获取数据库连接权限范围之内的表的

基本信息。

3.5.3. 视图信息

打开“视图信息”页面，点击“获取视图数据”，可以获取数据库连接权限范围之内的

视图基本信息；



获取表信息和获取视图信息用于测试数据链接权限，查看表或视图格式，查看视图代码

等，用于进行对接时后台书写 SQL 语句使用。

3.6. 传输加密过程

从晶科技 4G 采集器网络传输数据中采用高级加密标准(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加密，简称 AES 对称加密，具体使用版本为 AES-128。数据传输加解密流程如下

图：

加密介绍

明文 P ： 未经加密的原始明文数据

密钥 K ： 用于加密明文的密码，在对称加密算法中，加解密密钥是相同的。密钥是客

户端与服务端商议决定的，不会在网络传输中出现密钥。密钥写死在代码中。

AES 加密函数：通过既定的 AES 加密函数代入密钥与明文生成密文 C。

AES 解密函数： 通过既定的 AES 解密函数代入密文 C 与密钥得出明文 P。

一次数据加密流程完成。

3.7. WEB 服务器管理

3.7.1. 日志管理

打开日志管理，即可查看所有设备日志信息，日志可删除。



注：sync-info 文件中保存了数据库连接和数据发送的具体日志信息

3.7.2.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为手动更改服务配置，用于在系统出现未知故障或非常复杂的环境

下使用。请慎用，如有需要，请在我公司工程师指导下进行此操作。



3.7.3. 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基础设置拥有显示本设备 MAC 地址、更改数据接收地址、输入单位编码信息

等。

注：

１. 单位编码获取请参照 1.1.2节最后对于设备编码描述部分；

２.设备编码必须与数据接收平台单位中设备编码对应，否则数据接收平台将不接收此设备

发送数据。

四. 总体流程图



规格参数表

产品型号 CJ-SYNC2020

网络制式 移动、电信、联通 4G、3G

接口类型 标准 USB2.0 高速

插槽 SIM 卡座&TF 卡座(最大可支持 64G)

指示灯 三色 LED 指示灯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系列/Linux

工作电压 5V/1A

工作温度 -20°~60°

重量 约 15g

产品大小 长度 9.4CM*宽度 2.9CM*高度 1.2CM

产品售后服务

扫描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信息

全国售后服务热线: 0755-32914361-2

深圳市从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源路中央大道大厦 A 座 18 楼

http://www.congj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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