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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册目的  

此手册用户引导用户快速方便的使用 FIOT 物联网 SaaS 平台 

 

2 文档概述 

FIOT 物联网 SaaS 平台主用户手册 

3 术语、名词定义 

无 

4 参考文档 

无 

5 运行环境 

服务器 TOMCAT TOMCAT8.0 及以上  

浏览器 主流行的浏览器 IE8 及以上,支持 H5  

6 功能说明 

7 FIOT 物联网平台注册 

进入平台注册页面，填写注册信息。 

8 登录智慧物联网平台 

填写正确的账号以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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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首页 

9.1 创建应用 

将产品添加页面得信息添加完整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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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配置应用 

产品信息添加完成后，系统自动返回首页，页面会显示当前已添加的产品信息，点击创建平台

图标进入平台信息添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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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平台创建页面 ，将页面信息添加完整，完成添加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平台信息。 

注：根据接入平台的不同所填信息有所不同，根据应用本身接入 iot 平台的信息进行填写。 



 《SaaS 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第 9 页，共 40 页 

 

平台创建完成后返回首页面，产品下会有对接的平台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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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添加设备 

点击首页内的平台，进入该平台管理。 

进入管理页面点击设备管理，进入设备列表，点击添加按钮 ，进入设备添加页面。 

 

将设备添加页面信息添加完整，可选位置分组以及摄像头，填写完成后后点击保存，设备添加

成功，并返回设备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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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添加完成后，在该设备上传数据后可在智慧物联网平台的实时数据页面看见设备实时数据，

设备实时上报数据，页面也会相应更新，在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应用的概要信息，设备数量以及

报警数量，可以通过 imei 号进行查询，可以进行数据展示的模板编辑以及同步平台。 

 

9.4 编辑模板 

可以添加编辑模板来更改设备上传数据的名称 

编辑模板流程：进入实时数据—编辑模板，进入模板编辑页面。 

9.5 实时数据 

显示当前应用所有接入设备的最新数据，数据会实时更新，可以进行命令下发等操作，配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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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模板等操作，支持使用设备的 imei 号进行查询。 

 

9.6 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来源设备设置的触发器，可查询某时间段满足触发器设置的所有设备数据。 

 

9.7 历史数据 

查询某一个设备某时间段的历史数据，以曲线的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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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设备管理 

用于管理应用下的所有设备信息。包括设备的增删改操作和批量绑定触发器，并有同步平台设

备功能，用来保证智慧物联网平台中的设备信息与对接的其他物联网平台数据同步 

 

9.9 GIS 

在地理信息中展示设备地理位置及设备最新数据，箭头所指可以切换单个应用下不同的平台设

备，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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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一列代表的是实时数据展示的名称，第二列代表的是设备上传上来的字段(即 Iot 平台上

配置的字段)，第三列用来区分该字段是设备上传的数据还是设备自身的属性，传感器采集的数

局都要选择采集数据。已经添加的模板可以上下使用鼠标拖动，模板支持复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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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台管理 

10.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在该页面用户可以进行用户管理，对用户进行增删改查，主要就是对增加的用户分配角色，角

色在下方角色管理单独说明。 

 

 

 角色管理 

在该页面用户可以进行角色管理，对角色进行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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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应的应用下有设备，就可以分配某几台设备给某个自定义角色，同时赋予操作权限。 

 

 

10.2 配置管理 

 组管理 

这个页面进行设备组管理。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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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管理 

这个页面进行摄像头管理，对接入的摄像头进行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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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版本管理 

可以为某个平台下配置此类设备的软件版本，平台保存上传的版本最新安装包和相关的版本信

息，并提供设备版本的下载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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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命令 

 触发器管理 

可以管理绑定设备的触发器，对触发器进行增删改查。 

 

 触发器模板管理 

该界面可以进行触发器模板的增删该查，在这里新增了触发器模板后，可以在设备管理界面给

指定设备绑定触发器。同时这个模板支持复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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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触发器模板里面的 serviceid 需要根据 iot 平台下 profile 里面配置的值来填写。 

 

 

配置完模板后在设备管理界面对设备进行触发器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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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模板管理 

该界面进行命令模板的增删改查，同样支持复制功能，下面提供一个操作示例。 

如添加开灯命令。 

名称可自己定义，如中文开灯。 

命令名称如 Control,这个要和云平台命令列表的名称一致。见下方参数列表的说明截图。 

命令类型按需填写，这边是 nb 命令。 

下发有效时间和命令重传次数，填写大一些能防止超期，如果云平台超期可能是该值设置太小，

可以调高。示例中 8s,2 次 

是否为快捷键按需填写。填写为快捷键在主界面下发命令中可以快捷操作。如下图： 

 

服务 id 为 profile 中的服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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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列表名称自定义 

分别创建开灯关灯命令顺序写 0 

 

如果是开灯关灯命令，选择样式为文本，paraName 填写的是云平台命令列表，下发命令字段的

名称。 

 

paraValue 为该下发命令字段对应的值，长度要和 profile 的一致。 

值类型选择 string. 

 

界面截图： 

 

 

创建完，在实时数据页面就可以对指定设备进行下发命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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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通讯管理 

 门户管理 

用户要配置 SIM 卡的运营商所给的相关信息，系统才能根据相关信息调用电信、移动、联

通三大运营商的 API 完成 SIM 卡信息、状态、使用流量的数据同步。 

 

由于三大运营商的参数不一致，所以需要分别配置各自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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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 电信 

 

10.3.1.2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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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3 联通 

 

10.3.1.4 门户同步 

点击门户操作，可以同步该运营商下，SIM 卡的相关信息。 

 

注意，电信和联通同步的时候，是可以将该门户下管理的 SIM 卡列表同步到 SaaS 平台中，但

是移动平台没有这类获取所有 SIM 卡列表的接口，移动平台需要先有卡号 ICCID 才能去同步每

一张卡的相关信息，所有 SIM 卡的信息需要先到“SIM 卡管理”做新增或者导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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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 卡管理 

SIM 卡管理能查询数据库中所有 SIM 卡的相关信息。 

10.3.2.1 数据查询 

 

10.3.2.2 单张卡信息同步 

点击操作中的同步按钮 

 

10.3.2.3 SIM 卡新增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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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4 SIM 卡与设备绑定操作 

第一步，点击编辑 

 

第二步，选择设备，输入设备的 IMEI，设备名称，设备 nodeId，三者其中之一，可查询筛选，

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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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可查看绑定成功后的设备信息 

 

10.3.2.5 SIM 卡信息导入 

注：原则上支持三大运营商 SIM 卡导入功能，但因为不同运营商 API 的限制，导入功能主要针

对移动平台，详情原因说明见 2.1.4 门户同步。 

第一步，点击下载导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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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打卡下载的 EXCEL 模板，编辑相关信息 

 

 

第三步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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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信号质量等级管理 

在设备的实时数据中，展示各个设备当前的信号质量等级。完成多设备信号质量等级统计、信

号质量等级统计对比分析等功能。 

 信号质量等级模板配置 

需要先对各个平台下的数据配置等级，以便后续的展示、统计、分析。 

 

各个等级需要配置条件范围，判断逻辑，等级值颜色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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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数据信号质量等级展示 

展示位置一： 

 

展示位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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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质量分析 

对配置了信号质量等级的设备数据，可以完成对历史数据的信号等级分析形成图表。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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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图： 

 

11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功能主要是针对系统后台管理员开放。普通管理员不具备此模块的操作权限。主要是

完成对平台的系统配置、日志管理、权限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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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用户管理 

 

11.2 角色管理 

管理系统管理员级别的角色已经相关的权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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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应用角色管理 

管理应用管理员级别的角色已经相关的权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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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菜单管理 

对系统的菜单、权限进行管理配置 

 

11.5 数据存储 

该页面用于配置本地数据存储相关的功能(仅后台管理员可以进行操作)。可以选择某一个库表对

应的某个字段进行某个数据的备份整理，可以选择对定期删除掉的过期数据是否做本地文本存

储，数据库支持 mongoDB 和 mysql.图中示例就是对预警信息和历史记录进行定期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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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短信统计 

平台对预警信息、命令下发等提供短信下发功能，能够实现对用户短信提醒通知。该模块统计

各个应用平台下短信下发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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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短信平台配置 

配置系统短信的下发通道已经下发后的接收地址 

 

11.8 系统日志 

记录平台各个用户的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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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应用统计 

查询各个应用下对应的应用管理员以及相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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