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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灵魂问答 

 

1) 新增了一个用户，用户登录之后为什么看不到数据？ 

 新增用户时，首先需确认客户是否已经分配相应的角色，即在新增用户拥有角色那

个输入框中是否选择了相应的角色。 

 其次，给用户分配的角色需在角色管理菜单下确认是否分配了相应的菜单。 

 之后，用户所属的组织机构，是否已经在关联组织的菜单下将对应的设备绑定。关

联组织的含义必须要将设备归属与某个组织或部门进行管理。 

 最后，确认是否将相应的设备在关联用户的菜单下将对应的设备绑定。关联用户优

点在于允许客户跨组织的对某个设备进行管理。 

2) 设备信息新增之后为什么报表中找不到该设备呢？ 

 设备新增首先需要在设备信息列表中新增一个设备。 

 其次需要在设备关联页面将设备与 DTUID 做个关联。 

 最后需要完成在工厂建模中的操作，将设备归属到产线中。 

3) 工厂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 08:00 开始的，但是平台确是从 00:00 开始的，这个数据

不真实，怎么办？ 

 首先在体制时间菜单下按照工厂实际情况维护工厂的上下班时间和休止时间； 

 最后在工厂参数内维护每天的开始时间以及选择工厂内具体执行的体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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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构管理 

按照公司内部组织机构部门或者工厂、车间的逻辑新增形成树型结构。 

菜单：基础配置-机构管理-机构管理 

 

3.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为对应的组织机构或部门增加用户。可以为增加的用户匹配至对应的组织机

构或部门下，也可为用户匹配相应的角色。 

依赖功能：机构管理（为用户匹配组织机构部分，指定新增的用户属于哪个部门下）和

角色管理（配置角色含义指定新增或者编辑的用户能看见哪些功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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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将菜单拆分成不同的分组，并为这些分组匹配不同的菜单。 

1. 创建角色 

菜单：基础配置-角色管理-角色管理 

 

配置权限 

为不同的角色匹配不同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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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即设备台账，需要首先将设备台账维护进设备信息列表中。 

菜单：基础配置-设备配置-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新增页面中设备名称和设备编号为必填字段，其余字段均为可选，但设备类型

是报表展现的主要字段，建议维护。举例，设备类型可以划分为加工中心、车床、铣床等。 

设备编号的编码规则要求是唯一字段，请注意哦。 

设备编号无法修改，想要修改设备编号，必须要删除之后，重新增加，并去设备关联将

原有设备关联的 DTUID 解除关联，并与新的设备信息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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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关联 

设备关联，最简单的理解，将设备信息与 DTUID 进行绑定关联，否则无法确认 DTU 上

传的信息归属于哪个设备。设备关联，是将安装的 ECU 小盒子与设备信息进行绑定，才能知

道 ECU 上传的信息属于哪个设备。 

设备关联页面的设备名称、设备编号等信息都是从设备信息页面同步而来。 

菜单：基础配置-设备配置-设备关联 

DTU 与设备绑定 

 

DTU 与设备解绑 

选中某个已绑定 DTU 的设备对应行的解绑按钮，即可将该 DTU 与设备进行解绑。 

 

备注：DTU 与设备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如果 DTU 已经与某设备信息绑定了，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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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U 就不能绑定至其他的设备上了。 

7. 关联组织 

关联组织，将设备与某个组织关联，说明设备属于哪个组织或者部门管理。 

如果新增了组织机构或部门，必须为新增的组织机构和部门关联相应的设备或 DTUID。 

 

8. 关联用户 

关联用户，将设备与某个用户关联，说明设备是否允许该用户进行管理。 

如果在某组织机构或部门下新增了用户，必须为新增的用户关联相应的设备或 DTUID。 

如果没有将设备与用户进行关联，那么该用户登录时将无法看到对应设备的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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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厂建模 

工厂建模的主要作用是将设备信息中的设备根据车间或产线实际布局情况直接以拖拽

等方式进行平面布局 

菜单：基础配置-工厂建模 

1) 新建产线 

左侧的组织机构同步的是机构管理的树形结构。 

选择右侧的某组织，将设备从左向右拖拽。 

选中拖拽过来的设备，多选时可以辅助 CTRL 键。点击新建产线，输入产线名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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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配产线 

分配产线的含义代表将产线具体匹配至哪个部门或者机构管理。 

新建产线完成，点击保存。 

选择右侧的某组织，点击分配产线。 

 

10. 体制时间 

体制时间可以根据工厂轮休特性一次性维护工厂有可能发生的所有的休息时间表。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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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时间内根据需求匹配成组。 

菜单：设置中心-体制时间。 

1) 体制时间 

 

 

2) 体制时间匹配 



 

 14 / 34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电话：+86-10-62984726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9 号         传真：+86-10-62967725 

 

 

上述操作完成之后，在生产排程以及工厂参数里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11. 工厂参数 

工厂参数简单理解为工厂日历。在工厂参数里面定义了一家工厂自己的每天的开始时间

以及后续设备综合效率（OEE）的计算方式等等。每个工厂的工厂参数只允许存在一条数据。 

在工厂参数新增/编辑页面选取的体制时间，代表的是如果没有生产排程，OEE 以及设

备利用率的休止时间取值地点。 

菜单：设置中心-工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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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备状态地图 

3D 图片显示，以状态灯实时显示设备状态（运行、待机、报警和停机）。 

统计当前每个状态的持续时长明细和异常次数。 

标签看板，显示当前最关心的数据。（当前程序、产量、倍率、状态比率） 

当前报警设备下钻可显示详细具体的报警信息和报警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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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时状态详情 

实时显示采集设备的数据 

生产时间：加工时间、循环时间、切削时间、开机时间 

生产数据：当前主程序、子程序、计数器数量、刀具号 

工艺数据：机床模式、进给速度、主轴转速、轴负载、轴温度等 

数据存储无极限，能够追溯任意历史时段的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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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设备运转详细页面 

     

14. 加工参数跟踪 

跟踪加工过程中主轴倍率、进给倍率、主轴负载和主轴温度等关键工艺参数，避免人为

因素的生产影响。 

 

15. 设备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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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新建统计分组，如主轴相关，伺服相关，绑定组内的具体参数，方便根据业务场景

一键查询。 

查询维度可以按照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来统计履历，自定义数据周期。可以帮助发

现生产效率或质量问题的影响因素，避免问题再次出现。 

菜单：设备监控-设备数据统计 

 

创建分组，在上图点击【创建分组】。 

 

备注：如果没有在工厂建模中将设备归为某个产线或者分组时（即没有经过工厂建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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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时，那么设备的查询下拉列表框中将没有任何数据显示。 

16. 设备历史报警 

设备历史报警-日历 

可按照次数和时长进行报警设备的排名，找到影响生产效率的主要设备。 

以周和月为单位统计报警的同环比，进行趋势分析，关注潜在问题，避免问题爆发，同

时能够看到设备维护的效果。 

可查看报警详细清单，聚焦主要报警原因。 

菜单：设备报警-设备历史报警（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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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历史报警-时段 

设备历史报警日历和时段的区别在于日历是根据日、周、月的区间并提供具体的报警趋

势分析、同环比分析等等，但设备历史报警-时段是可以自由定制时间进行历史报警的查询。 

菜单：设备报警-设备历史报警（时段） 



 

 22 / 34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电话：+86-10-62984726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9 号         传真：+86-10-62967725 

 

 

17. CNC 报警分析 

CNC 报警分析主要是根据工厂、车间、产线以及设备之间进行对比数据分析。 

菜单：设备报警-CNC 报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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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程序时间设定 

平台可按照程序号和注释来自主统计程序的运行、待机的循环时间，并通过自学习算法

实时更新和计算所有状态以及程序时间。 

如果客户没有申请生产排程的应用，那么平台将会根据这个值进行设备综合效率的计算。 

菜单：程序效率提升-程序时间设定。 

 

选择一条数据，点击编辑可以选择与工艺中心（工艺库）中的工艺路线进行匹配，也可

以手动输入将某设备运行的程序与零件或产品或工序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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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程序效率优化 

可按照程序号和注释来统计程序的循环时间，并通过自学习算法，发现异常循环时间的

时间点，发现运行中看不见的问题。 

同时可以针对这个异常循环时间，显示该段循环时间范围内的工艺参数，倍率、负载、

温度等，找到影响程序循环时间的异常参数和原因。 

菜单：程序效率提升-程序效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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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设备利用率 

实时统计不同阶段的利用率水平，找到薄弱环节，并进行同环比的分析。 

进一步可拆分设备运行利用率各个设备状态的时长，结合设备 OEE 找到影响设备利用

率的主要原因。 

菜单：设备效率-设备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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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设备综合效率 

结合日历时间、体制时间、休止时间、设备真实开机时间，找到异常时间，真实统计 OEE

指标，找到真正浪费的时间。 

与传统的 OEE 需要人工统计原因和时间不同，我们会在系统提前定义原因属性和异常

节拍时间，主动记录异常事件，并发送到终端，由客户自动选择原因，之后会形成原因分析

表，找到主要影响原因。 

21.1 设备综合效率-日历 

设备综合效率-日历只能查询具体当天、当周、当月的 OEE。 

菜单：设备效率-设备综合效率-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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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设备综合效率-时段 

设备综合效率-时段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的 OEE，并可以根据产线或设备的不同进

行查询匹配，并给出 OEE 月度同环比。 

菜单：设备效率-设备综合效率-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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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备运行效率 

设备运行效率与设备利用率不同，二者都是够撑设备综合效率（OEE）的基本参数；设

备运行效率是生产的产品数量/（生产有效时间*额定速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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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设备运行效率-日历 

菜单：设备效率-设备运行效率-日历 

 

22.2 设备运行效率-时段 

菜单：设备效率-设备运行效率-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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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体效率看板 

总体效率看板是将设备综合效率、设备利用率、设备运行效率从车间、产线、设备几个

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菜单：设备效率-总体效率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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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综合效率分析 

 

菜单：设备效率-综合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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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时间效率分析 

 

菜单：设备效率-时间效率分析 

 

26. 运行效率分析 

 

菜单：运行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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