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品 规 格 书 

文件编号： CY-RD-16-01 

版本：A/1.20 

生效日期：2016-3-22 

产品名称 视网通主机 

产品型号 CYJX-200 

产品规格 V1.2 

批准 邬承基 

审核 方红星 

拟制 蒋学文 

                   客户确认（盖章） 

客户名称 确认 批准 

上海市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电话：021-62568521  52520182  

传真：021-62989806-864 

地址： 上海市西康路 1068 号 22 楼 B 座    邮编：2000060 

网址：www.cykj001.com 



 
上海成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准文件. 
 

文件名称 视网通主机 CYJX-200 规格书 页    次 1/2 

文件编号 CY-RD-C-01 版    别 A/1.2 实施日期 2016-3-22 
 

1 适用范围 

 

本规格书适用于广域网联网监测系统嵌入式传感服务器-视网通主机，按企业标准，生产

的视网通主机产品. 

 

2 产品型号 

 

2.1 型号: CYJX-200 

2.2 版本：V1.2 

 

3 基本性能 

 

项目 性能 备注 

3.1 电源 AC220V±10% 三脚插头 

3.2 网络连接   上电自动连接、断网报警及恢复自

连 RJ45 接口 

3.3 断电报警 供电缺失时报警，并传报警信号予

中心服务器  

3.4 设备异常报警 网内设备故障、卸除、增加等异动

时报警  

3.5 连接中心服务器   每 60s 主动接受中心服务器心跳

包一次  

3.6 工作状态监测 支持中心服务器检测本机工作  

3.7 IP 地址显示 支持显示设备所在公网 IP 地址  

3.8 设备身份验证 支持 SD 卡热插拔、SD 卡注册加

密方可启动、无卡报警 SD 闪存卡 

3.9 登录时间显示 首次登录服务器时间显示  

3.10 更新时间显示 显示与服务器心跳通讯时间  

3.11 外观及包装 

  钢壳烤漆；表面无裂纹、褪色、变

形、划痕，标识齐全；说明书、电源

线、包装盒符合设计要求，附件无遗

漏   

205×105×40mm 

3.12 工作环境温度:  0℃～+50℃  

3.13 保管存放温度: -20℃～+60℃  

3.14 保管存放相对湿度 45%～75%  



 
4 软件及程序 

项目 性能 备注 

4.1 视网通远程监控主机

软件 
嵌入式操控软件，根据客户端的网络设

备，主动注册、连接中心服务器。 
版本：V1.2 

   
5 生产交付最短周期 
  
  自接受订货合同及生产通知，25 个工作日后交货。 
  其中包含生产流程：元器件采购、主板及附属板生产、组装调试、烧录程序、老化、检验、

包装、缴库。 
（以下无正文） 

 

 

批准 邬承基 审核 方红星 制作 蒋学文 

 
 



 

 
                                                   

产 品 规 格 书 

文件编号： CY-RD-16-02 

版本：A/1.20 

生效日期：2016-3-22 

产品名称 视网通专用路由器 

产品型号 MSR800 

产品规格 V1.2 

批准 邬承基 

审核 方红星 

拟制 蒋学文 

                   客户确认（盖章） 

客户名称 确认 批准 

上海市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电话：021-62568521  52520182  

传真：021-62989806-864 

地址： 上海市西康路 1068 号 22 楼 B 座    邮编：2000060 

网址：www.cykj001.com 



 
上海成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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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CY-RD-C-02 版    别 A/1.2 实施日期 2016-3-22 
 

1 适用范围 

 

本规格书适用于广域网联网监测系统视网通配套专用路由器，按相关国标及企业标准，由

HSC定制生产的视网通专用路由器产品. 

 

2 产品型号 

 

2.1 型号: MSR800 

2.2 版本：V1.2 

 

3 基本性能 

 

项目 性能 备注 

3.1 电源 AC110~220V±10% 三脚插头 

3.2 转发性能 200Kpps  

3.3 防火墙性能 800Mbps  

3.4 加密性能 40Mbps  

3.5 NAT 会话数 25 万  

3.6 内存 256MB  

3.7 Flash 128MB  

3.8 USB2.0 1，支持 3G/4G-Modem 扩展  

3.9 CON 1  

3.10 WAN 以太口 1GE(Combo)  

3.11 LAN 以太口  4GE(全部支持切换为 WAN 接口)  

3.12 网络互连  
局域网协议 Ethernet，Ethernet II，VLAN

等；广域网协议 PPP、PPPoE Client、PPPoE 
Server 

 

3.13 网络管理 SNMP V1/V2c/V3，MIB，SYSLOG，

RMON，WEB 网管，TR069  

3.14 本地管理 命令行管理，文件系统管理， Dual Image  

3.15 用户接入管理 支持 console 口登录，支持 telnet（VTY）

登录，支持 SSH 登录，支持 FTP 登录  



3.16 外观及包装 
钢壳烤漆；表面无裂纹、褪色、变形、

划痕，标识齐全；说明书、电源线、包装

盒符合设计要求，附件无遗漏 
 

3.17 工作温度 0℃～+50℃  

3.18 保管存放温度: -20℃～+60℃  

3.19 保管存放相对湿度 45%～75%  

 
4 软件及程序 

项目 性能 备注 

4.1 嵌入式视网通专用程序 
嵌入式操控软件，根据客户端的网络状

况，主动对接视网通主机并实现绑定注

册。 
版本：V1.2 

   
5 生产交付最短周期 
  
  自接受订货合同及生产通知，20 个工作日后交货。 
  其中包含生产流程：元器件采购、主板及附属板生产、组装调试、烧录程序、老化、检验、

包装、缴库。 
（以下无正文） 

 

 

 

批准 邬承基 审核 方红星 制作 蒋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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