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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TCP/RTU(PRO) 产品介绍

(1)本产品能将 ModbusTCP 转化成 modbusRTU(RS485)协议，实现以太网与具有 modbusRTU 功能的

从站设备(如变频器、仪表、PLC、DCS 等)进行通讯

(2)它使用简单，几乎无需设置(只要波特率、校验、数据位、停止位与从站 modbusRTU 设备一致

即可)

(3)它占用连续 8 个 IP 地址，出厂时 IP 地址为：192.168.1.10 至 192.168.1.17 分别对应的从

站号为:1 至 8 (注:从站号是可改变的)

例如：访问 IP 地址(192.168.1.10) 就是针对 1 号从站；访问 192.168.1.11 就是针对 2 号从站；

访问 192.168.1.12 就是针对 3号从站

(4)出厂时的 modbusRTU 的波特率 19200、8 位数据、无校验、1停止位

(5)它内部有一个读命令缓冲池(或读命令队列)，所有 ModbusTCP 发给本转换器的读命令都被放

入到该队列中

(6)读命令队列从头至尾、循环往复，不断地读取各从站设备中的数据

(7)如果想 ModbusTCP 以太网读命令停止发送时，也结束命令队列中的这一命令，可在

[modbusRTU 侧参数设置]中，选择“..五分钟..剔除”，当然这要有五分钟的延迟

(8)对于有些寄存器(地址),只能接受写操作,但不接受读命令;因此要对这些地址进行标记,防止

读命令(03 功能码)发出;见[4XXXX 只写地址设置]

(9)还有些寄存器,只允许一次读一个数据(03 功能码)；见[4XXXX 特殊地址设置]

一、应用范围

A.带有 modbus RTU 接口的 PLC 转成以太网通讯（ modbus TCP协议）

B.各种带有 modbus RTU 协议的现场仪表、变频器设备转换成以太网通讯（modbus TCP 协

议） ，例如：电脑（组态王、力控、WinCC、KepwareOPC...）、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即

modbus TCP协议通过我们的该协议转换器，带有 modbus RTU协议（RS485） 的设备进

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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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现在好多仪表是 modbusRTU 接口的，客户买回来之后想在办公室里做测试，但电脑并没

有 RS485 接口，只有以太网。这样就可以用我们的产品使之对接起来，立即就可以用电脑中

的,ModbusMaster或组态王、力控 、WinCC、kepware 对其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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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装

35mm导轨安装，DC 24V供电（3W）

产品正面有一个网口或四个网口（多交换机功能），用于连接电脑、触摸屏、以太网交换

机；

产品侧面上部，有一两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直流 24V电源；

产品侧面下部，有一三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 modbus RTU双绞线 D+、D-,以及通信地

（注：一般该端子不接，只有 modbus设备也有通信地时，才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以提高抗

干扰能力）



6

三、工作原理

电脑中的监控软件，如组态王、力控、WinCC、KepwareOPC、ModbusMaster 等，驱动

选择 modbus TCP协议，先定义 tag(数据项）,然后使监控软件进入运行方式，此时监控软件

会自动形成modbus TCP命令，将其通过以太网先发送给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

我们的转换器再将该命令转化成 modbusRTU 命令，通过 RS485总线，将其发给总线上的现

场仪表、PLC 等 modbus 从站设备，这些设备收到命令后， 再将应答信息通过 RS485 总

线 回 送 给 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我们的转换器再将回送信息转化成

modbusTCP格式信息，通过网线回送给电脑中的监控软件。

这里各位心里可能会有疑问，modbusTCP是高速通讯（100M），而 modbusRTU 是低速

通讯(波特率 19200);这就会出现 modbusTCP 命令不会被立即响应的问题，那我们

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是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通讯速率不匹配的问题呢，我们对于

读数据使用了命令循环池的技术策略，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而对于 modbusTCP的写命

令，我们则采用了中断优先方式，保证数据立即写入 modbusRTU 从站设备中，因此用户使

用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会感觉通讯速度是真的很快， 没有一丝顿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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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设置

1. 将转换器通过网线和电脑连接后，电脑将本地网卡IP设置成192.168.1.100，打开IE浏览器，

在地址栏里输入192.168.1.222，进到如下界面菜单中

2. 设置该转换器IP地址参数

点击“转换器IP地址设置”，如192.168.1.10，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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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

点击主菜单中“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将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

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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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换器IP地址与从站号设置

点击主菜单里的“IP 地址/从站号 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可分别设置对应IP通道/从站个数

设置、IP地址/从站号绑定、测点通讯故障显示方式。

点击进去“IP通道/从站个数设置”，这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所接的从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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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一级菜单，点击“IP地址/从站号绑定”，里面有8个连续的IP地址分别对应8个从站号，

用户可根据需要只需填写正确的从站号即可。(注:从站号是可改变的)。

再次返回上一级菜单，可设置测点通讯故障指示方式，如果某一从站实际没有连，或者出现

断线情况，如上位机监控软件wincc、组态王、力控等，常见模拟量（16位整型）会默认显

示32639和0之间跳数，当然模拟量32位整型也适用，只是显示16进制“7F7F7F7F”这个数，

开关量的会默认显示0和1之间跳数，这里可以手动改为一直显示为0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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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xxxx（只写）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 “4xxxx（只写）地址设置”，将起始地址设置成只能写，不能读模式，长度可根据

情况定义。（因为有些地址定义的是只写方式，所以为了防止读命令进行，特意通过这种方法解

决,一般用在变频器启停，给定频率、温控仪控制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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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xxxx（特殊）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4xxxx（特殊）地址设置”，可能有特殊的一些仪表里面的寄存器是只允许一次读

一个数据，不能读多个数据时（一般WinCC、KEPServer不支持一次多个），对于这种特殊的寄存

器，我们也做了一个设置，可以定义寄存器起始地址以及长度，让组态软件一个一个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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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快周期指令设置
有些设备某些地址，如温控仪实时监控温度更新，要求刷新周期快一些，可选择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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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试及诊断
A.如果从站没有响应、校验出错或返回格式有误可以在转换器的【调试及诊断】页面中，显

示前 10 个有故障的 modbus 命令，用于通讯分析。

B.有些 modbusTCP 命令在五分钟内仅发送了一次，之后就不再出现，针对这种几乎不再使用的

命令，也会显示在转换器的【调试及诊断】页面中，用户可以通过【清空命令循环池】，来阻

止这些命令不断地循环读取从站，提高有用数据的刷新频率，当然如果之后该命令又重新出

现，那它还是会被加入命令循环池中，不断地循环读取从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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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演示实例
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实例：

ModbusTCP/RTU(PRO)从站所接设备，以台达变频器（型号：VFD-M+）为例，来介绍下

各上位机软件以及下位机PLC通讯实例。

参数设置如下：

A.台达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站号地址：1。

台达变频器通讯协议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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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odbusTCP/RTU（PRO）转换器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

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点击主菜单中“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将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

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

（3）转换器IP地址与从站号绑定设置

点击主菜单里的IP 地址/从站号 绑定，进入后界面如下，里面有8个连续的IP地址分别对应8个

从站号，用户可根据需要只需填写正确的从站号即可。



18

（4）4xxxx（只写）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 4xxxx（只写）地址设置，将WinCC里的起始地址8192、8193、8194地址设置成只能

写，不能读模式。（因为有些地址定义的是只写方式，所以为了防止读命令进行，特意通过这种

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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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Modbus Poll仿真软件测试

运行上位机Modbus Poll软件，然后点击Connection，连接方式选择TCP/IP，IP地址填写转换器

IP地址192.168.1.10，端口填写502即可。

台达变频器寄存器通讯控制命令地址是2000H，换算成十进制为8192，这里用的是06功能码，点

击“Setup”，读写定义如下



20

然后改成16进制显示，输入12，变频器立即启动电机正转运行。

改变下频率，地址用2001H，十进制为8193，改到最大10000，这时电机会迅速加速到50Hz的速度

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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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回到这个2000H控制命令，输入1，变频器即可带动电机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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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上位机WinCC测试

（1）打开WinCC，选择变量管理，新建驱动，Modbus TCP驱动，然后在这个驱动下建立一

个连接，方便命名为“台达VFD-M+变频器”

（2）建立变量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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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开图形编辑器建立如下画面，由于该变频器是通过06功能码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在

WinCC里可以转换为按钮方式来做，这样只要点击按钮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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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激活WinCC，运行画面如下

变频器正转运行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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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反转运行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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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停止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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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上位机组态王测试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2”，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莫迪康“ModbusTCP----TCP”，点

击“下一步”。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台达变频器”，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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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 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的 IP地址，如“192.168.1.10:502 1/50”。

（5）通信参数设置，默认即可，然后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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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数据词典中，建立如下测试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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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立如下测试画面

（8）运行组态王画面

变频器正转运行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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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反转运行时画面：

变频器停止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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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上位机力控测试

（1）打开开发系统，双击“IO 设备组态”，在 PLC 类型中选择“MODICON（莫迪康）-

MODBUS(TCP)”。

（2）新建一个设备，填入“设备名称”,如“台达变频器”，设备地址填1，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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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 IP地址”填入该转换器的 IP地址，“端口”填 502，点击“下一步”。

（4）参数默认，点击“完成”。



34

（5）在数据库组态中建立如下测试变量点

（6）建立测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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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行力控组态软件画面

变频器正转运行时画面：

变频器反转运行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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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停止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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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西门子S7-200SMART 测试

建立如下测试程序，读取变频器中一些参数，读设定频率、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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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西门子S7-1200 测试

（1）建立如下测试程序，写入或读取变频器中一些参数，如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读设定频率、

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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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面在“数据块_3”中监视的数据将通讯设定频率改为16#1388（十进制5000），通讯

控制命令改为16#0012,变频器开始带动电机以25Hz频率正转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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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后打开“数据块_1”中监视的数据，读到的数据为变频器正转运行的状态如下。

（4）回到“数据块_3”中监视的数据将通讯控制命令改为16#0001,变频器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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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然后再打开“数据块_1”中监视的数据，读到的数据为变频器停机的状态如下。

7、通过西门子S7-1500 测试

（1）建立如下测试程序，写入或读取变频器中一些参数，如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读设定频率、

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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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面在“数据块_2”中监视的数据将通讯设定频率改为16#1770（十进制6000），通讯

控制命令改为16#0012,变频器开始带动电机以30Hz频率正转运行。

（3）然后打开“数据块_3”中监视的数据，读到的数据为变频器正转运行的状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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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到“数据块_2”中监视的数据将通讯控制命令改为16#0001,变频器停机。

（5）然后再打开“数据块_3”中监视的数据，读到的数据为变频器停机的状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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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导电温控仪通讯实例：

一台岛电温控仪，带RS485接口，想将其数据通过我们ModbusTCP/RTU(PRO)转换器与上位

机WinCC通讯，该仪表有些寄存器地址是比较特殊的，在WinCC里不能连续读地址，还有的只有写

命令，由于WinCC里用的都是03功能码，没有06功能码，该款转换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变频器以

及一些特殊功能仪表使用的。

通过上位机WinCC测试

硬件连接示意：

1. 岛电温控仪参数设置如下：

通讯参数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站号地址：1。

其通讯协议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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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dbusTCP/RTU（PRO）转换器设置的相关参数设置：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

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点击主菜单中“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将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

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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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换器IP地址与从站号绑定设置

点击主菜单里的IP 地址/从站号 绑定，进入后界面如下，里面有8个连续的IP地址分别对应8个

从站号，用户可根据需要只需填写正确的从站号即可。

（4）4xxxx（只写）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 4xxxx（只写）地址设置，将WinCC里的起始地址396、400地址设置成只能写，不能

读模式。（这些地址定义是只写方式，从396地址开始，长度为5，这样写就包括了396、400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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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xxxx（特殊）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4xxxx（特殊）地址设置”，该温控仪里面的寄存器是只允许一次读一个数据，对

于这种特殊的寄存器，我们也做了一个设置，可以定义寄存器起始地址以及长度，这样一来就可

以达到目的了。下面定义参数的目的就是，定义的起始地址，长度都是1，含义就是从定义的起

始地址断开一下，为了避免WinCC连续读，经测试，WinCC读该温控仪超过10个连续地址就出错，

经反复调试，最终结果如下所示填入WinCC才会正常读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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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快周期设置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定义的快周期从站个数

定义选择快周期的刷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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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快周期命令，定义256-258这三个地址为快周期命令

3. 上位机WinCC软件相关参数设置：

（1）打开WinCC，选择变量管理，新建驱动，Modbus TCP驱动，然后在这个驱动下建立一

个连接，方便命名为“岛电温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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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变量表如下所示

（3）打开图形编辑器建立如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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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激活运行WinCC监控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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