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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亲爱的客户，感谢您选择购买这款高品质的 Phocos 产品。Any-

Bridge™ AB-PLC 监控网关（在本手册中称为“网关”）允许您将

Phocos Any-Grid™ PSW-H 带 MPPT 太阳能充电功能的混合逆变器

（本手册中称为“电源设备”）接入互联网，以访问 PhocosLink 

Cloud 门户（本手册中称为“门户”）。此门户允许通过已连接

互联网的浏览器设备（如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查看

和控制电源设备（以后通过无线自动更新启用的功能，无需用户

干预）。购买此设备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连接含有最多三台 Any-

Grid PSW-H 逆变器的电力系统免费进入 PhocosLink Cloud，请参

阅 www.phocos.com 有关访问浏览的详细信息。 

本手册描述了该设备的安装和操作。在继续安装之前，请先阅读

整个文档。 

2 重要安全信息 

保存这些说明：本手册包含 Any-Bridge系列中 AB-PLC型号产品的

重要说明。阅读并保存本手册以备将来参考。为了您的安全，以

下词语用于标记重要部分： 

警告 不遵守说明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警告：安装时无需打开电源设备的任何盖子或接触电源设备中的

任何高压部件。只有经过培训的电力工程师才能打开电源设备。 

 

3 关于 Any-Bridge AB-PLC 

网关需要互联网连接才能与 PhocosLink Cloud 门户进行通信并定

期上传数据。在互联网接入中断的情况下，数据会存储在网关中，

直到重新建立互联网连接，然后这些数据被无缝地发送到门户网

站，以填补互联网中断时造成的任何数据缺口（以后通过无线自

动更新启用的功能，无需用户干预）。 

 

① MXI 接口 (暂未启用) 

② RS-485 接口 (暂未启用) 

③ RS-232 接口，适用于 Any-Grid PSW-H逆变器 

④ 电源指示灯 

⑤ 云连接指示灯 

⑥ 恢复出厂设置按键 

⑦ 以太网 LAN 接口 

⑧ Wi-Fi / BLE 天线 

 

警告：网关由连接的电源设备供电。不需要外部电源。尝试使用

外部电源为网关供电可能会造成物理伤害或损坏/毁坏网关。 

4 安装 

4.1 安装需求 

•  Phocos Any-Bridge AB-PLC 监测和控制网关设备 

•  一到三台 U2固件版本≥ 6.18的 Any-Grid PSW-H逆变器设备 

•  使用以太网或 2.4 GHz 802.11b/g/n Wi-Fi 接入的正常工作的互

联网基础设施（调制解调器/路由器，带有自动 IP 地址发布

的活动 DHCP） 

•  具有 BLE V4.2或更高版本的 Android™或 iOS设备 

4.2 包装清单 

安装前，请检查设备。如果包装内有东西丢失或损坏，请联系您

的经销商。包装内容： 

•  Any-Bridge AB-PLC 监测和控制网关设备 

•  外部天线 

•  两端带有 8P8C连接水晶头的电缆 

•  使用和安装说明书 

4.3 硬件安装 

轻轻地将附带的天线拧入位置⑧处, 确保它不至于过紧以避免损

坏。如本手册标题图片所示，将网关放置在平面上。或者，使用

4个M3尺寸（3.5 mm/0.14 in）螺钉孔将网关安装在垂直墙上。一

旦安装，天线指向使其平行或垂直于您的路由器天线运行。 

4.4 设置 

有关安装的视频，请访问网址 www.phocos.com/phocoslink-cloud。 

选择任何一台逆变器，并将附带的电缆与 8P8C连接水晶头（任何

方向）连接到逆变器的 RS-232端口和网关的 RS-232端口③。确保

逆变器未处于待机状态，且其显示器已打开。当网关启动时，电

源指示灯④和云连接指示灯⑤将闪烁几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5 章）。如果使用有线以太网，请将以太网电缆从路由器连

接到网关端口⑦。 

从 Google Play™ Store 或 Apple’s App Store®下载最新的“PhocosLink 

Mobile” Android™ 或 iOS应用程序。打开应用程序并允许 BLE 蓝牙

和位置权限（应

用程序不记录或

使用位置信息，

但必须允许访问

才能使 BLE 蓝牙

正常工作）。左

右二维码直接链

接到相应应用程

序。 

 

在应用程序中，用右下角的按钮 扫描设备，然后点击对应的

Any-Bridge™网关：      

 

确保逆变器和网关之间的连接没有变灰（显示为逆变器已连接），

固态继电器显示为“关闭”（绿色）。如果不是，请返回到上一

个屏幕（左上角的箭头），然后单击 Any-Bridge 重试。然后点击

“SETUP”。输入您的信息： 

•  Wi-Fi接入点（SSID）和W-Fi密码（仅在未插入以太网电缆时

显示） 

•  云门户网站上显示的光伏系统名称 

•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作为您的云登录 ID 

然后点击 “SUBMIT”。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Google Play™ Apple App Store® 



提交后，等待每个步骤自动完成并用 显示（如果使用有线以太

网，则“Wi-Fi”步骤除外），这可能需要几分钟，然后在完成后点

击“DONE”并成功发送激活电子邮件。 

现在，您将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地址的邀请，提供了您访问

PhocosLink Cloud 的链接，选择 “Accept Invitation”。这将引导您

到 PhocosLink Cloud 网站，以完成您的初始设置。如果您在 5 分

钟内没有收到电子邮件，请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如果您仍

然没有收到电子邮件，请访问 cloud.phocos.com 并选择 “Forgot 

your password?”。然后输入以前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

“Send reset email”。 

初始设置现在已经完成，网关会自动连续向 PhocosLink Cloud 发

送数据，同时云连接指示处于活动状态，如指示灯⑤所示。当使

用“PhocosLink Mobile” 应用程序连接到网关时，4个图标（绿色已

连接）或（灰色已断开）可让您随时查看网关运行时的工作状态

（Wi-Fi 示例）： 

 

 

 

5 LED 指示 

网关配有两个 LED指示灯，电源指示灯④ 以及云连接指示灯⑤。

在运行过程中，这些指示灯具有以下含义： 

电源指

示灯
④ 

云连

接指

示灯
⑤ 

意义 

熄灭 n/a 
网关未通电。如果逆变器处于待机状态

（显示关闭），这是正常的。 

点亮 n/a 网关已通电，电源设备通信成功。 

慢闪* n/a 网关已通电，并且一个蓝牙设备已连接。 

n/a 点亮 已连接到云门户。 

n/a 熄灭 已断开与云门户的连接。 

点亮 慢闪* 
已连接到 Wi-Fi 或以太网，但云门户连接失

败。 

慢闪* 慢闪* 
如果闪烁超过 10 秒，网关启动中或电源设

备固件不兼容。 

快闪** 快闪** 网关复位重置中。 

* 慢闪: 0.5s 点亮, 0.5s 熄灭。 

** 快闪: 0.1s 点亮, 0.9s 熄灭。 

 

6 故障排除 

问题 处理方式 

电源指示灯④ 

关闭 

网关未通电。逆变器和网关之间的连接只能

使用附带的电缆。检查电缆两端是否正确入

位。确保逆变器正在运行（逆变器显示打

开）。 

电源指示灯④

和云连接指示

灯⑤慢闪> 

10s 

逆变器上的固件与网关不兼容。请联系经销

商或 Phocos以获取固件更新。更新需要标准

USB到 RS-232转换器和 Windows PC。 

电源指示灯④

点亮和云连接

指示灯⑤慢闪 

如果使用 Wi-Fi，则输入的接入点（SSID）或

密码不正确，或者接入点未使用 WPA-PSK2 加

密。要重新输入 Wi-Fi 信息，请按重置按钮⑥ 

直到网关重新启动。然后重复第 4.4 章中的

设置程序。 

如果使用有线以太网，请确保连接良好，并

且您的路由器支持 DHCP。 

确保路由器已连接到以太网。 

7 质保 

7.1 质保条款 

自购买之日起 24 个月内，我们对本产品在材料和工艺上的缺陷提

供保修，对已付费邮寄退回给 Phocos 的产品，将维修或更换任何

有缺陷的部件。如果设备在内部或外部遭受任何明显的物理损坏

或改动，则该保修无效。此保修不包括因不当使用而引起的损坏，

例如将设备插入不合适的电源，试图启动需要消耗过多功率的产

品或在不合适的环境中使用。这是公司唯一的保证。没有其它明

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适销性和针对特定目的适用性保证。维修

和更换是您唯一的补救措施，即使由于疏忽造成的损失，公司也

不对直接、偶然、特殊或后果性的损坏承担责任。 

有关我们保修条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phocos.com。 

7.2 免责声明 

对于非本手册中指定的用途或本手册中未提及的用途，或者忽略

了电池制造商的建议，尤其是对电池造成的损害，伏科不承担任

何责任。如果未经授权的人员进行了维修或服务，异常使用，错

误的安装或错误的系统设计，则伏科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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