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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计功能 

UMB 配置工具是为了配置、定制、维护、校准和确保 Lufft UMB 传感器，模型和系统正常

而产生的。 
它不是用来读取数据和永久保存数据的。对于需要永久保存的数据计算 Lufft 提供了

SmartView3 工具。 
当数据或数据的范围在 UMB 配置工具里显示的时候，不同的传感器会有不同的数据，通常

这些细节都在传感器的版本的操作手册（也可参照“接口表单更新的传感器”）。 
UMB 配置工具是单一的软件。它不意味着多用户可以同时从同一路径使用这个软件。 
UMB 配置工具能够创建 Logfile。当这些文件在 UMB 配置工具操作时被其他程序打开时，

可能会出现写入错误（i/o 错误），这时 UMB 配置工具试图更新它们时，这些文档可能不能

正确更新。传感器的特殊功能的细节可以在传感器操作说明中找到。 

安装 UMB 配置工具 

点击‘Setup_UMB_Config_xxxxxxx.EXE’，然后根据安装说明进行。 
软件安装的标准目录是‘C:\Lufft\UMB-Config’。在 MS-Windows Vista 和 MS-Windows 7 中，

你不能直接安装在 C:\Program Files or 
C:\Program Files (x86)目录下，因为这些路径是系统的特殊保护路径，这个软件的正式程序

功能在保护下是不能很好的运行的。 
运行软件通过点击‘Start’-‘Programme’-‘Lufft UMB Config’-‘Config Tool’. 
 
安装路径： 
路径：                                   说明：                                    
...\Lufft\UMB-Config\                  
...\Lufft\UMB-Config\Firmware                 
...\Lufft\UMB-Config\Hexload                   

应用与 INI 文件 
设备固件(mot 文件)  
根读取程序 

...\Lufft\UMB-Config\Konfig                存储的设备配置 
 
复制当前设备固件到固件目录来安装固件更新。 

系统需求 

Windows 2000 / XP / Vista / 7 (32 或 64 位) 
10MB 的硬盘可用空间 
一个可用的串口（COM）用于配置、分析和固件更新 
可选：TCP/IP 连接到测量安装用于配置和分析 



   

通信设置/通信 

UMB 调试工具原则上按照以下的测量设置来进行连接工作：19200 波特，8 个数据位，1 个

中断位，无奇偶校验。编辑文件 ULSPS.INI 是唯一可能变换不同的波特率。 
自从 UMB 调试工具 1.5 版本开始，除了直接的串行连接到测量装置，支持设置一个 TCP/IP
的连接。 
在 UMB 调试工具中，以下方法来启用 TCP/IP 通讯：‘Edit’->' Use TCP/IP '。测量设置是把

一个 RS-232/RS-485 连接到 LAN/WLAN 适配器（或者相似的设备）。 
UMB 调试工具支持连接一个主机名或者 IPv4 的地址。相对于直接联 RS232 连接，TCP/IP
连接更容易受延迟的影响。在 UMB 设置中，必须指使一个额外的暂停来等待设备的响应。 
在配置对话框中给定的时间是毫秒。对于本地网络直连到 IP 地址，100 毫秒的数值是足够

的。比如，实现域名解析和 GPRS 连接的目标就要求值高达 10000 毫秒。 
注意：现在只有通信连接方式“RAW”是被支持的（非电信仿真）。 
注意：设置时间也需被考虑到 RS232 的连接。 
 

 



   

创建一个传感器列表 

 
选择，传感器型号；输入一个 ID 并且添加，加入列表，添加的传感器可以被删除。在列表

中修改的传感器可以被修改。传感器显示在传感器选择框中可以删除和修改。 
配置，开始配置列表中的传感器。Firmware 升级传感器，开始更新所选传感器的固件模块。

更新频道列表，从连接的 UMB 模块/传感器读取频道列表，然后插入新频道到现有的频道

中在该设备。 
运行、自动扫描，查询现有的 UMB 设备的网络。确认，检查列表中的设备是否对从主机过

来的通信有响应。 
保存到光盘，传感器列表（包括选择的频道）可以被存储用来以后的重复使用。 

配置传感器 

在菜单中点击选择传感器，然后点击‘Configure’。你会看见以下对话框： 



   

 

这个确认框"select sensor to configure"允许选择另外的测试安装的传感器。 
通过点击‘Load profile from sensor’来载入传感器的配置。调整参数来满足你的需求。 

 



   
在参数设置完毕之后，在设备上存储它们，点击‘Store profile on sensor’。 

 

同时，点击‘Store profile on disk’传感器配置会存储到硬盘上。要读取存储的传感器配置

信息可以点击‘Load profile from disk’。 

填写设备 ID 

UMB 网络工作的每台设备都需要一个唯一的地址。 
写入的地址是一个 16bit 的地址。这时用来区分传感器类的 ID 和设备的 ID 的。 
为了避免地址的混淆，设备的 ID 写入时是以升序排列传感器类的。（例如传感器类型）： 



   

 
注意：当需要配置一台新的设备时请标明：新的设备通常是 ID 1！如果网络中有一些传感

器的类型是相同的，请务必在定制网络前通过他们的返回的序号独立配置这些传感器。 

接口设置 

根据特殊的传感器通过 UMB 配置工具来设置接口的。 
注意：改变接口设置前你要确认是否你一定要这么做，是否你已经意识到这些改变的结果。

一个简单的操作有可能使得改变被逆转。 

配置 ANACON-UMB 

单击列表中要配置的传感器，然后单击‘Configure’命令。 



   

 
单击‘Load profile from sensor’载入传感器的配置。修改相关的数值以满足要求。 
设定好所有的值后，通过‘Store profile on sensor’命令把修改过的值保存到设备中。 
‘Store profile on disk’命令把传感器的配置保存到硬盘上。 
‘Load profile fromdisk’命令是用来载入保存过的传感器配置。 
 
由于 ANACON-UMB 是一种通用的测量发送器可用来处理各种模拟传感器，在调试之前此

模块必须一直连接着传感器。 
为了做到这个，连接模块到电源（在总线上没有其他连接），然后通过 RS232 电缆（1:1）连

接到 PC 机。读取当前配置：“从传感器载入个人资料”在“配置传感器”选项中， 
选择连接的传感器方式：“测量设置”在“频道 1”和“频道 2”下。 



   

 

如果需要，设置 ID，测量间隔，测出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的测量次数。 

 
然后在模块中保存为修改后的配置。“主菜单”-〉“在传感器上存储文件” 
注意！！以防温度/湿度传感器(TFF 8160.TFF)低于或超出 C12 C76 这两个温度临界值，必须

被记录在“常规参数”！ 

 

根据不同的协议进行传感器的配置 

如果传感器被永久的设置为不是 UMB 协议（二进制或是 ASCII），如果你想使用 UMB 配置

工具改变配置的话，你必须先将其改成 UMB 协议。 
操作步骤如下： 
1.把测试组件与供电电源分开 
2.在 UMB 配置选择 Options' -> ‘Switch all sensors temporarily to UMB protocol' 
3.连接测试组件和电源 



   
4.大约 5s（或更久）后点击‘Exit'。 
现在传感器在 UMB 配置工具中可以通过点击‘timeout for protocol change '设置为时间以分

钟为单位。UMB 电文 例如：测试需求，配置读或写，重置倒计时来设置时间。在重置之后，

传感器会根据配置协议来运行。 
注意：在点击‘Store profile on Sensor’后，传感器会被 UMB 配置工具自动重置，然后根据

配置的协议运行。 
在以下产品此功能都是可以运行的 
 
Sensor  

 
 
Firmware version or higher  

ANACON-UMB  Not available  
ARS31-UMB  Not available  
ARS31pro-UMB  Not available  
DACON8-UMB  Not specified  
IRS31-UMB  Not available  
NIRS31-UMB  Version 1.2  
R2S-UMB  Not available  
VENTUS-UMB  Version 1.6  
VS20-UMB  Not available  
V200A-UMB  Version 1.6  
WSx-UMB  Version 2.2  

查询测试数据 

传感器的接口表可以通过在传感器列表中双击传感器来打开。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要查找的接口。 
 
注意：如果一个频道在传感器的操作说明书所提到的却没有在传感器列表中提到，这个传感

器所在的 UMB-Config-Tool 频道列表就需要更新。建议在更新频道列表之前先更新传感器固

件。（见章节 固件升级） 



   
测量在菜单中开始，“文件”-〉“开始测量”。 

 

为了更改软件的采样频率，点击‘编译’-〉‘采样频率’。1 秒的采样频率是不符合对应的

UMB 协议的。以防丢失传感器的响应，这个响应可以直接导致显示传感器接受到错误的数

值。 
注意：所选择的频道只能影响在 UMB 配置工具的数据查询。他们不影响任何其他软件频道

的查询。 

升级传感器的频道列表 

添加所需的传感器到测量装置，并使其指向选定的传感器（通过点击列表中的条目）。 



   

 
然后选择“更新频道列表”。UMB-Config-Tool 便会读取频道从所需的传感器，并进行排序。

在这次操作过程中，没有频道被删除，但是先前频道中的描述和信息会被新频道的所取代。 
这道流程也最多工作到现在未使用的传感器类型。但是，这样的传感器不能被

UMB-Config-Tool 来配置，但可以查询测量值。 

固件更新 

在装载任何更新之前，请检查 Lufft 的 UMB 产品的当前固件的状态。 

检查当前设备的状态 

当前的固件状态要在固件更新之前进行检查。因此，读取配置参照‘SensorConfig’。当前的

软件版本参照‘Rev. software’在‘Info’页。 



   

 

 
40 意味着版本V4.0。 

进行传感器更新 

在更新前，保存当前设备的固件（Mot 文件）在安装目录下‘ Firmware’  (e.g. 
C:\Programme\Lufft\UMB-Config\Firmware)。 
 
注意：当更新 ANACON-UMB 或 IRS21CON-UMB 时，RS232 的连接必须直接插入模块来

更新。Anacon-UMB 和 IRS21CON-UMB 以及 2009 年 2 月出产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连接线来

更新。没有 RS232 接口的 ANACON-UMB 只能通过连接线来更新。这需要至少一个

ISOCON-UMB 在测试组件中。 
 
ISOCON-UMB 必须通过手动方式来更新。这种响应设备只能在"Updating manually with 
HexLoad"单元中找到。 
 
打开传感器列表根据‘Edit’-‘Sensors’;如果必要，重新生成表单通过‘Autoscan’或者

点击‘Load from Disk’读取一个存储的表单。 
 
点击‘Verify’，确认在传感器列表中的可用传感器时候也能在网络中能够连接。 
 



   

 
 
从传感器列表中选择适当的传感器；被选中的传感器可以在‘Selected Sensors’单元中显示

（VS20-UMB 在示例中）。 
 
更新的过程是在‘Firmwareupdate Sensor’。当配置工具的功能第一次使用时会有以下窗口打

开： 
 



   

 
 
在‘HexLoad’文件夹下，选择‘HexLoad.exe’文件。 
 
之后（在以后的更新中）在打开窗口中选择相关的 Mot 文件来更新： 
 



   

 
 
设备正在处理： 
 



   

 
 
在过程完成后配置工具会有如下报告： 
 

 
 
设备可以用新的固件进行操作了。 

可能的错误原因 

-如果被选择的固件没有响应传感器，会出现‘Invalid Firmware-Filename for this module’错

误信息。 
-在更新旧的 ANACON-UMB 或旧的 IRS21CON-UMB 时，RS232 连接线必须直接插入模块



   
来更新。 
-ISOCON-UMB 不能使用这个步骤来更新（见 xx 页，通过 HexLoad 手动更新）。 

VS20-UMB 可见度传感器的校准 

生成一个传感器列表，包含 VS20-UMB 的调试。例如： 
 

 
然后选择‘Save/Exit’- ‘Calibration’-‘VS20-UMB’。 
根据文本中的描述和手动校准指南中相关描述运行校准程序。见下图 



   

 

重置 WSx-UMB 雨量数据 

通过菜单中的'Extras -> reset WSx-UMB rain sums' 项可以将和 WSx-UMB 连接的雨量的

绝对值设置为 0。这不是 WSx-UMB 必须固定的测量组件。但是我们建议通过 WSx-UMB
读取返回的期望值来检查这种控制是否已经成功的应用了。 

重置 NIRS31-UMB 的服务等级 

在运用了维护和替换反馈元件后，要使用 UMB 配置工具来告知传感器这一过程。 
在下面的‘Options’菜单中，选择进入‘NIRS31-UMB Service’： 

 

确认维护按下‘OK’。 



   

 
注意：在使用这个功能时确认是否真的维护了，或者反馈元件是否真的替换了。 
 

其他 

‘Edit’ à ‚Password entry’项允许用户使用更高的权限去改变不同的用户组。 
 
参数在调试 ULSPS.INI 文件时会有不同。(修改请使用 UltraEditor 软件). 
[Settings]  
LogToFile=1 
将测量的数据写入测量的文档，文件名见’LogFileName’。行的头文件是由组号来排列的

（见测试数据表）。 
 
LogFileName=Values.Txt 
对测试文档的基本名字会有时间的扩展。软件每天都会生成新的文档。 
 
CreateDayFiles=1 
记录的值会存储在每天的文档中。如果值是 0 的话，那就会存储在一个文件里。 
 
MaxRetriesForProtocolWhenFailure=2 
在一个错误报道之前，每个命令重新尝试的次数。 
 
AdditionalTimeoutInMSForSlowConnectionsToHost=0 
时间是毫秒，这是等待在 UMB 协议额外指定的答复期限，在此指令之前，超时产生。

如果是以例如 10000（毫秒，与 10S 对应）的 GPRS 进行查询，在协议中指定的时间里，

适用于直接的 1:1 通信。 
注：随着每个指令的 2 次重复 (见 MaxRetriesForProtocolWhenFailure)，它将花费

3*10S=30S，在此之前的指令被评为“失败”。 
完全考虑到“自动扫描”是否目标达成，并且/或者在短的时间间隔里进行测量值的查

询。这个设置将会在 TCP/IP 配置对话框中调节。 
 



   
AutoScanDeltaForFail=3 
随着地址 1 对每个可能组“自动扫描”的开始，发送，“验证”命令。如果设备没有对

下一个 AutoScanDeltaForFail-1 响应，通过“验证”进行升序地址查询。 
查询组是 1 到 14（0 组用于设备的广播，15 组是管理员的，这些是软件自己的）。 
 
例如：测试组件的第二组序号是 1 的设备和第三组序号是 2 的设备。 
AutoScanDeltaForFail 设置为 3. 
返回列表（地址，组：序号 通知） 
1:1 – Failed  
1:2 – Failed  
1:3 – Failed  
2:1 – OK  
2:2 – Failed  
2:3 – Failed  
2:4 – Failed  
3:1 – Failed  
3:2 – OK  
3:3 – Failed  
3:4 – Failed  
3:5 – Failed  
4:1 – Failed  
4:2 – Failed  
4:3 – Failed  
5:1 – Failed  
5:2 – Failed  
5:3 – Failed  
6:1 – Failed  
6:2 – Failed  
6:3 – Failed  
7:1 – Failed  
7:2 – Failed  
7:3 – Failed  
8:1 – Failed  
8:2 – Failed  
8:3 – Failed  
9:1 – Failed  
9:2 – Failed  
9:3 – Failed  
10:1 – Failed  
10:2 – Failed  
10:3 – Failed 
11:1 – Failed  
11:2 – Failed  



   
11:3 – Failed  
12:1 – Failed  
12:2 – Failed  
12:3 – Failed  
13:1 – Failed  
13:2 – Failed  
13:3 – Failed  
14:1 – Failed  
14:2 – Failed  
14:3 – Failed 
 
所以，45 个报文是为了找到 2 台设备（通过序号）。从开始，Failed 重复了 2 次（初始

设置），一共有 131个返回值。如果现在AdditionalTimeoutInMSForSlowConnectionsToHost
被设置为 10s，Autoscan 大约要用 25 分钟时间，所以如果使用 Autoscan 功能的话，要

慎重地选择参数。 

手动升级 HexLoad 

如果传感器使用配置工具更新时中断或者在 ISOCON-UMB 的情况下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更新 ISOCON-UMB 

1. 断开电源，用 ISOCON-UMB 模块连接传感器 
2. 通过 ISOCON-UMB 模块的 RS232 接口连接计算机 
3. 运行 Hexload(...\Programme\Lufft\UMB-Config\Hexload\HexLoad.exe) 
4. 载入当前的 mot 文件‘File’  ‘Open’ 。这必须有文件的签名！！！ 

‘isocon_release_Vxx.mot’ ，其中 xx 代表版本。 
5. 打开 ISOCON-UMB 模块的电源 。 
6. ‘BTL_ISOCON_Vx....’ 必须出现在 Hexload 的‘Target’ 和‘Application’ 窗口。 

 
7. 按 F9 执行程序。 
8. 如果程序成功的出现‘Job succeed’ 信息就退出 Hexload。 
9. 这个模块已经准备好使用新的固件了。 



   

手动更新 IRS21CON-UMB 

如果必须通过手动更新 IRS21CON-UMB 模块，在‘Update ISOCON-UMB’的进程中，

mot 文件的名字必须是和‘IRS21con_Vx_x.mot’对应的。 

手动更新 VS20-UMB, R2S-UMB 和其他的 UMB 传感器 

1. 断开传感器与 ISOCON-UMB 模块。 
2. 打开 ISOCON-UMB 的电源。 
3. 连接 ISOCON-UMB 模块的 RS232 接口和计算机。 
4. 开始 Hexload (...\Programme\Lufft\UMB-Config\Hexload\HexLoad.exe)  
5. 载入当前的 mot 文件 ‘File’  ‘Open’ 。这必须有以下的命名，其中 xx 是版本。 
 VS20-UMB: ‘vs20_release_Vxx.mot’ 
 R2S-UMB: ‘R2S_Release_Vxx.mot’ 
 WSx-UMB: ’WSx_Release_Vxx.mot’ 
 IRS31-UMB: ‘IRS31_Vxxx.mot’ 
 ARS31-UMB: ‘ARS31_Vxx.mot’ 
 VENTUS-UMB: ‘Ventus_Vxx.mot’ 
 V200A-UMB ’Ventus_Vxx.mot’ (!) 
 NIRS-UMB: ’NIRS_Release_Vxx.mot’ 
6. 连接传感器和 ISOCON-UMB 模块，并供电。 
7. 以下测试必须出现在 Hexload 的‘Target’ 和‘Application’ 窗口中。 
 VS20-UMB:           ‚BTL_VS20_V.....’  

 
 R2S-UMB:             ‚BTL_R2S_V.....’  

 

8. 按 F9 执行程序。 
9. 如果程序成功的出现‘Job succeed’ 信息就退出 Hexload。 
10. 这个模块已经准备好使用新的固件了。 
 



   

设备连接 

1. 如图，咖啡色线对应+24v（IRS 的咖啡色线对应+12v），白色线对应 0v，绿色线对应 485
的 A，黄色线对应 485 的 B。线的另一端接上设备并拧紧。 

 

2. 数据线绿色和黄色要连接 485 转 232 的串口转 usb 的转换器，并与电脑连接。 



   

 

 

UMB Config tools 调试问题与注意事项： 

1. 选择菜单 EDIT->CONNECTION SETTINGS,弹出窗口如下： 



   

 

 
2. 选择 COM 串口，点击 OK， 

 
3. 再次选择菜单 EDIT->SENSORS，弹出窗口，在 Type of Sensor 选项框选择 WSx-UMB，点

击 Add 后如下： 

 
 

4. 双击 Active Channels，选择设备有的通道。完成后单击 ok。 



   

 

5. 关闭 sensor 菜单，选择 file->start measurement。可以看到数据。 

 

 



   

 
 
6. 如果数据的值一直没有显示，就回到 EDIT->SENSORS 菜单，选中添加的传感器，单击

configure。 

 
 
可以看到如下窗口。 
 



   

 
 
7. 将 Lufft 传感器重新上电后立刻（5 秒内）点击 Load Profile from sensor 进行上载配置，

完成后返回。 
 

 

8. 如果 load profile 失败的话，是由于波特率(或者通讯协议)已经修改到不是 19200 的初始

配置，此时设备与 umb configure tools 无法正常通信，碰到这样的情况，要将设备初始

化，方法如下：回到 file->start measurement 界面，断电 5s-10s 后重新上电，看到有 no 
answer 或者数值在回到 sensor 菜单，configre->load profile，即可。 



   

 

 



   

 
9. 点击 Info可查看软硬件版本信息（硬件版本低于30的升级WSx_Release_V29.mot文件）， 
 

 
 
 
10. 点击 WSx-UMB 标签页，将风速仪波特率更改回 19200，并查看 ID 是否和 sensor 菜单中



   
的一致。 

 

 
11. 如果修改了配置，选择 main->store profile on the sensor。否则，选择 close。 

 
 

12. 再次回到 file->start measurement，查看数据是否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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