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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物联网云平台能够提供设备接入、设备数据上报、数据存储和控制命令下发等功能。系统使

用前需先了解角色、产品和系统品牌概念，具体介绍如下。

1．角色介绍

系统中一共分为三种角色：超级管理员、设备管理员、设备子用户。

（1）超级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为云台管理者，拥有系统最高权限，负责管理和维护系统功能。账号与密码在部

署云平台时设定，具体方式参考部署指南。

（2）设备管理员

设备管理员为用户级账户，当使用云平台时，会由超级管理员分配，该账户具有设备查看、

数据点管理等功能。建立设备管理员的流程为：

1.填写超级管理员用户名、密码 登陆系统

image-20200803100842362

2.选择左侧菜单项 用户管理 =》新增用户 打开新建用户页面，根据用户需求填写用户名、

密码、邮箱等选项，注意将预设角色 设定为管理员，父级用户设置为根用户，最后点击提

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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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00644772

保存成功后给出提示信息并跳转至用户列表。

image-20200803100824174

在用户列表中可以进行查看、编辑、删除（删除用户必须先删除下属设备数据点触发器等关

联数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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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02008805

image-20200803102031197

（3）设备子用户

当设备管理员在云平台将自己设备配置完成后，如果希望能将设备共享给同事等其他人员，

可以联系平台超级管理员新建子用户角色，子用户登录后即可查看设备管理员的设备及其数

据。建立设备管理员的流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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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超级管理员用户名、密码 登陆系统

2.选择左侧菜单项 用户管理 =》新增用户 打开新建用户页面，大多操作与上述相同，需要

注意的是必须将预设角色 设定为子用户，父级用户设置为所属设备管理员，最后点击提交

按钮，保存成功后会跳转至用户列表

image-20200803101732121

2．产品介绍

产品是硬件设备型号的抽象，比如 DTU 系列，RTU 系列，产品用户归类设备。超级管理员

登陆系统后，点击左侧菜单 产品管理 =》 新增产品 进入新建产品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并

进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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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03723961

保存成功后会有相关提示并跳转到 产品列表 页面。

image-20200803103808694

与用户列表相同，在产品列表列表可以进行查看 编辑 删除（删除必须先删除下属设备数据

点触发器等关联数据）等操作，类似逻辑下不赘述。如果产品较多，可以在上方见索框内输

入相关过滤条件进行过滤查询。

超级管理员可根据硬件情况，分别预先录入产品信息。

3．设备品牌介绍

在传统企业设备入网的改造中，有时会发现旧有设备没有入网条件且无法直接更换，普遍的

改造方式是在数据通信中增加 DTU 进行数据接受和上传。

因为 DTU 上传的是序列化的物模型，所以平台中只能识别 DTU，并不能识别与 DTU 所连接

的设备信息，因此增加设备品牌这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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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品牌可以标识别与 DTU 或其他可接入云平台设备连接的原有设备型号。

超级管理员登陆系统后，点击左侧菜单 设备品牌管理 =》 新增设备品牌 进入新建设备品

牌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并进行提交。

image-20200803104732134

保存成功后会跳转至列表页面，可以进行查看、编辑、删除（删除设备品牌必须先删除下属

设备数据点触发器等关联数据）等操作。

如果设备品牌不需要可以新建默认设备品牌。

4．项目介绍

为了让 设备管理员方便对设备进行分门别类管理，系统增加了项目管理概念，设备管理员

登陆系统后，点击左侧菜单 项目管理 =》 新增项目 进入新建项目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并

进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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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11255029

保存成功后跳转到项目列表，可以进行查看、编辑、删除（删除项目必须先删除下属设备数

据点触发器等关联数据）等操作。

image-20200803111350365

（二）设备快速接入

了解角色、产品和设备品牌后，设备管理员登陆系统即可进行设备接入操作。

整体流程大致如下：

新建项目 => 新建设备 （新建数据点） => 查看数据

1．新建项目

参考上述 项目介绍进行操作，超级管理员和设备管理员都可以对项目进行新建操作，唯一

区别是超级管理员需要选择项目所属设备管理员，而设备管理员只能新建属于自己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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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设备

设备管理员登陆系统后，点击左侧菜单 设备管理 =》 新增设备 进入新建设备页面，填写

相关信息并进行提交。

image-20200803112351625

image-2020080311240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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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键字段如下：

• 所属产品：硬件产品型号

• 系统品牌：设备标志用，如果有联系超级管理员新建，如果无选择默认即可

• 设备名称：自定义设备名称

• 设备描述：自定义设备描述

• 设备 SN：设备唯一序列号

• 数据上报频率：设置设备数据上报的频率，单位为秒

• 通信超时时间：设备未在设定时间内与云平台通信，云平台会判定其为离线状态。

• 设备位置经纬度：设备的位置经纬度

• 软件版本：设备的软件版本

• 所属项目：设备是属于设备管理员下的哪个项目

• 出厂日期：出厂日期

保存成功后，会跳转至列表页面。

image-20200803113311632

设备列表页面包括两部分：图表区和列表区。

图表区是便于了解设备的整体概况，选择项目下拉按钮会展示对应项目的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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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13010956

列表区展示属于当前登陆设备管理员下的所有设备，当设备数量太多时，可以通过点击右下

角分页按钮进行查看，还可以通过上方“项目名称”、“系统品牌”、“模糊查询”等条件进行过

滤筛选。

在设备右侧 有 “查看”、“编辑”、“删除”、“克隆” 四个操作按钮，其中 点击“查看”按钮可

以查看设备详情。

在查看设备页面有四个标签页：设备基本信息、数据点、设备物模型、设备配置。

（1）设备基本信息

在该标签页内展示设备的基本信息，大体与新建设备时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该页面提供了两

个额外的字段，用于设备 mqtt 接入。

• iothub mqtt 登陆用户名：设备连接时的用户名

• iothub mqtt 登陆密码：设备连接时的密码

设备可以通过该用户名和密码以及自定义唯一的 clientId 以 mqtt 协议接入到平台中。

最终 DTU/RTU/云网关配置软件中“通道 1”中“用户名”“密码”分别填写以上两项中的

字符，“Client ID”为“用户名”中的字符后加“密码”中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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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20316444

（2）数据点

设备是接入云平台的最小单位，而数据点是设备上传、数据存储的最小单位，每个数据点对

应设备采集的一个物理量。

设备建立完成后需要在该设备下新建数据点，点击新增按钮，弹出新增数据点侧边栏。

image-20200803120445310

填写数据点相关信息，注意 数据点类型字段，该字段用于表明数据点来源，拥有多个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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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数据属性：表示数据点是对外采集的数据，较为常用，

• 设备配置属性：表示数据点是硬件设备本身数据。

当选择其值为数据属性时，数据点字段数量发生变化

image-20200803122353438

其中关键字段如下：

• 从机地址：从机地址（十进制，0-255）

• 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地址（十六进制，0000-FFFF，不足 4 位，前面以 0 补足 4 位，如：

0001/00F1）

• 功能码：功能码，设备支持 01-04/15/16

• 寄存器数量：寄存器数量（最大为 2）

• 上报规则：是否启用本数据点数据更新后才上传功能

• 下发方向：区分最终本数据点指令发送给 LAN 或 485 接口

• 寄存器字节序：寄存器字节序

以上字段与 ModBus 通信协议保持一致，用来设置设备对外采集的配置。

• 寄存器点类型：包括传感器和控制开关，传感器展示值为数字，控制开关展示值为控制

按钮，

• 数据类型：包括 int、uint、int16、uint16、byte、float、bits、string，用于设备采集后

的数值转换和平台数据存储，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 单位：数据点数值的单位

• 上行公式、下行公式：用于将设备上传的数字量进行变换

• 显示排序：控制 监控中心页面列表的显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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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处选择不同数据类型时，需要与寄存器数量对应

选 int、uint、float 时，寄存器数量对应为 2

选其他时，寄存器数量对应为 1

字段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进行保存，保存成功后会跳转至列表页面。

image-20200803123417449

如果在保存时报错并提示 “reg_key 重复”相关信息，那么请检查 寄存器地址设置，平台不

允许为同一个寄存器设置两个数据点。

如果增加数据点后，列表没有显示最新数据点，点击“刷新”按钮即可。

（3）特殊数据点

除上述通用 Modbus 类型数据点外，云网关设备增加模拟输入量、数字输入量或者数字输出

量等内置数据点。

这些数据点通用数据点的使用方式相同，都是先在云平台上新建并下发到设备上，云平台才

能解析存储；区别是设备端处理该配置数据时不需要对其他设备轮训，只需要采集设备自身

接入的模拟量或开关量信息数据即可。

云平台支持以下三种特殊数据点：

名称 关键字 类型 输入输出 数据类型

模拟量输入 AIN 模拟量 输入 float

数字量输入 DIN 数字量 输入 uint16

数字量输出 DOUT 数字量 输出 uint16

当接入设备具备这三种特殊数据点对应内置功能时，那么可以在云平台中配置数据点。

这三种特殊数据点在云平台配置方式与普通 Modbus 数据点大体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从机

地址和功能码这两个字段，以新建模拟量输入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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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支持模拟量输入设备，进入设备详情，点击数据点标签页，点击新增按钮，弹出新增数

据点侧边栏。

image-20200803120445310

填写模拟量输入数据点相关信息， 数据点类型字段依然选择数据属性，数据点字段数量发

生变化

image-20200803122353438

其中关键字段如下：

• 从机地址：固定为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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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码：特殊数据点下，此字段含义为识别关键字，即特殊数据点类型与通道数结合体，

如：模拟量为 AIN1、AIN2，数字量输入为：DIN1、DIN2，数字量输出为：DOUT1、DOUT2。
其中 AIN1 代表云网关 ADC1，DIN1 代表云网关 DI1。即对应实际设备上端口接口。

• 寄存器地址：同功能码

• 寄存器数量：特殊数据点下，此字段无意义，固定为 1

• 上报规则：启用更新时上传或停用更新时上传

• 寄存器字节序：特殊数据点下，此字段无意义，任意都可以

以上字段与 ModBus 通信协议相似，用来设置设备对外采集的配置。

• 寄存器点类型：特殊数据点下，如果是 AIN/DIN（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入）选择“传感器”，

最终界面展示值为数字。如果是 DOUT（开关量输出）选择“控制开关”，最终界面展

示值为控制按钮。

• 数据类型：特殊数据点下，此字段如果是模拟量，选择 float，如果是开关量选择 string
（0、1）

• 单位：数据点数值的单位，按需设置

• 上行公式、下行公式：用于将设备上传的数字量进行变换，模拟量按需设置，数字量不

需要设置

• 显示排序：控制 监控中心页面列表的显示顺序

模拟量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Modbus 写指令配置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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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进行保存，保存成功后会跳转至列表页面。

image-20200811105450101

如果在保存时报错并提示 “reg_key 重复”相关信息，那么请检查 寄存器地址设置是否重复，

平台不允许为同一个寄存器设置两个数据点。

如果增加数据点后，列表没有显示最新数据点，点击“刷新”按钮即可。

（4）设备物模型

数据点增加完毕后，需要将数据点采集配置同步到设备端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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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平台通信的基本载荷为设备的“物模型”，点击该标签页进行查看，包括主题和主题对

应通信格式。

主题：

• 物模型系统下发配置主题：需要复制到云网关配置工具“使能订阅”一栏（只复制红色

引号内字符，且注意不要有空格和引号）。

• 设备上传数据主题：需要复制到云网关配置工具“使能推送”一栏（只复制红色引号内

字符，且注意不要有空格和引号）。

image-20200803124053163

（5）设备配置

生成物模型后，点击 “设备配置”选项卡，可以看到 “发送数据点采集规则和设备配置默认

值到设备”按钮，点击该按钮就可以将之前配置的设备数据采集规则下发到设备。

按钮前“是否需要设备回复”勾选框勾选后后等待设备回复，如果设备 10 秒超时未回复则判

定下发采集规则失败，如果不勾选，则不判断是被回复，直接默认设备接受成功。DTU/RTU
云网关设备使用时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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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24846265

注意： 由于设备采集规则动态可配置，所以用户能够远程改变设备对外采集的寄存器，当

改变设备数据点设置后，一定要点击 “发送数据点采集规则和设备配置默认值到设备”按钮

进行规则下发，否则会造成数据点数据丢失。

3．查看数据及下发写指令

当设备接入完成且成功配置数据点后，开启设备上报，点击左侧菜单栏的 监控中心，打开

监控中心页面。

超级管理员、设备管理员、设备子用户都可以打开监控中心查看设备数据，区别

是设备管理员只能查看自己项目下的所有设备，设备子用户只能查看其父级设备

管理员的设备数据，而超级管理员能查看平台中所有设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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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25543377

监控中心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为设备选择框，右侧为设备数据展示框，设备选择框中所有

设备按照项目折叠，用户可点击项目名称展开其下的所有设备，展开后点击 设备名称，右

侧显示该设备下所有数据点信息。

当设备离线时，数据点内容不展示，仅提示设备离线，

image-20200803125923327

当设备在线时，展示数据点信息，包括数据点名称、数据点更新时间、数据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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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30304468

数据点数据显示的是经过计算或者经过映射后的最终值，当鼠标停留数据点数据上时，能够

显示设备上传的原始数据。具有 DOUT 功能的云网关设备可根据配置，在此处进行开关控制。

DTU/RTU 云网关设备可根据实际配置进行下发 Modbus 写单个寄存器操作：

在数据点右侧点击详情按钮，可以查看单个数据点的数据历史，包括原始值、最终值以及数

据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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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53306267

image-20200803153317958

至此完成快速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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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数据图表分析

1．折线图

当设备成功接入云平台后，可以查看设备上报的历史数据点，可以以折线图的方式进行显示，

便于观察数据趋势。

点 击 左 侧 菜 单 数 据 分 析 = 》 图 表 趋 势 进 入 图 表 趋 势 页 面 ，

根据页面中的提示，依次选择项目、设备、数据点以及时间范围进行过滤，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数据点上报频率较高，则时间范围要尽量小，否则数据库查询速度会特别慢，一个好的

实践是先查询十分钟内的数据，然后逐渐扩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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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图能够显示最大值，最小值，当鼠标移至值线图中某一点时能够显示对应值以及数据发

生时间。

2．历史表格

点击左侧菜单 数据分析 =》历史数据 进入历史数据页面，

image-2020080315434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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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54420376

操作逻辑与图表趋势大致相同，历史表格还提供 excel到处功能，当用户勾选记录前的选择

框后，点击导出本页数据按钮即可生成 excel 表格并提供下载。

image-20200803154659330

（四）设备地图

在平台新建设备时可设置设备的经纬度，当设备上报数据时还可以实时更新经纬度（参考设

备接入协议）。

点击左侧菜单 首页 进入设备地图页面，查看设备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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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55001171

默认状态下，设备以蓝色坐标点进行展示，当鼠标点击设备坐标点，展示设备的具体信息，

点击详情按钮能够跳转到 监控中心查看设备数据。

image-20200803155122771

（五）报警管理

云平台能够监控设备上传的数据点信息，当数据点超过设定阈值后会生成报警记录，提示用



致力工业通信 助力中国智造

28

户关注。

1．触发器管理

数据阈值通过触发器来设置，点击左侧菜单 触发器管理 =》 新增触发器 进入新建触发器

页面，依次填写相关字段。

image-20200803155848123

主要字段如下：

• 所属设备：触发器要作用的目标设备

• 关联传感器：触发器要监控的数据点

• 触发条件类型：包括 大于 x 值，小于 x 值，大于 x 且小于 y 值，小于 x或者大于 y 值 四

种类型

• x 值、y 值：具体阈值

• 是否报警：是否生成报警记录

录入完成后，点击提交，保存成功则会跳转到列表页面，列表页面可以 查看、编辑和删除

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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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60215323

2．报警管理

点击左侧菜单 报警管理 进入全部报警页面，该页面展示所有超过设定触发器阈值的数据点

相关信息。

image-20200803160816998

当鼠标悬浮到”报警详情“上时，能够显示报警发生时间以及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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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61044369

所有报警有两种状态，一种是 “已标记”，另外一种是“未标记”，当用户确认了该条报警，

可以点击“标记处理” 按钮，在弹出的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将其修改为“以标记”状态。

image-20200803161306677

另外点击 “删除” 按钮，还可以删除报警记录。

（六）其他功能

1．菜单管理

当系统需要进行二次开发与某一行业进一步绑定时，可以动态设置系统左侧菜单。

点击左侧菜单 菜单管理 进入新建菜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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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61821111

主要字段如下：

• 菜单类型：根菜单、二级菜单，

• 菜单标题：显示的名称

• 前端路由 url：前端页面组件的路由，不可重复

• 菜单图标：显示的菜单图标

• 允许访问权限：超级用户、管理员、子用户，该项是一个多选框，可以控制新增菜单的

访问权限

录入完成后，点击提交，保存成功后会跳转到菜单列表页面，菜单列表可以对用户自定义的

菜 单 进 行 查 看 、 编 辑 、 删 除 操 作 。

当新建菜单后，需要退出当前用户，重新登陆才能使左侧菜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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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设备管理

当设备接入云平台，且设备充当 “网关”（采集外部其他设备数据并汇总上传）这一角色时，

可以对接入的设备信息进行备注说明。

点击左侧菜单 客户设备管理 进入设备列表页面，

image-20200803162555368

该页面展示登陆用户下的所有设备，点击编辑按钮，可为接入设备设置备注信息。

image-20200803162620100

3．客户管理信息

与客户设备管理类似，将客户信息备注到具体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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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菜单 设备信息管理 =》客户设备管理 进入设备列表页面

image-20200803162749266

该页面展示登陆用户下的所有设备，点击编辑按钮，可为接入设备设置客户相关信息。

image-20200803162819442

4．设备维修信息

与客户设备管理类似，将与接入设备相对应的源设备信息记录到数据库中

点击左侧菜单 设备信息管理 =》设备维修信息 进入设备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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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200803162956948

该页面展示登陆用户下的所有设备，点击编辑按钮，可为接入设备的源头设备设置备注信息

与其他页面不同的是维修记录是一个列表，可多次维护，点击 “增加维修记录“ ，弹出维修

记录信息框，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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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健康评价

该页面内容不具有通用性，升降机用。

6．故障分析

该页面内容不具有通用性，升降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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