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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编写目的

本文档主要是针对拓维智慧运营中心（IOC）平台产品进行操作说明，指导

最终用户进行操作。

预期的读者：产品相关业务人员。

1.2 模块概述

拓维智慧运营中心（IOC）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驾驶舱

 生产

 仓储

 物流

1.3 试用地址

本系统采用 B/S 结构部署，建议使用 Chrome 浏览器登录；

登录用户：岗位人员对应工号；初始密码：工号+cc；

http://10.155.140.12/mes/
http://10.155.140.12/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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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维智慧运营中心 IOC

2.1 驾驶舱

2.1.1驾驶舱主页背景大屏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驾驶舱主页背景大屏，可查看园区全貌、园区动态。包括园区生产

制造、质量、仓储、人员、环境等。

模型操作：

1、 建筑虚化：点击选择的建筑，突出当前建筑，其它建筑虚化。

2、 进入厂房：双击厂房，跳转到生产大屏界面，同时模型切换到车间内

部场景。

3、 进入仓库：双击仓库建筑，切换到仓储大屏界面，同时模型切换到仓

库内部场景，主要分为原料仓、在制品仓、成品仓。

4、 建筑信息：鼠标移入建筑上方，弹出当前建筑内的相关数据显示窗口。

5、 实时监控：点击模型中的摄像头图标，可查看当前实时视频监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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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产能产值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驾驶舱主页产能产值：主要展示今日产量、今日计划产量（完成率）、

年产值（累计）、去年产值（对比率）。

2.1.3采购情况

界面：

功能介绍：

采购情况，统计最近一个月园区原料采购情况，通过原料合格率、到货及时

率两个维度对原料进行统计分析，以散点图行展示。

点击图表上方的左右三角形图标，可以切换查看原料的种类。

2.1.4生产情况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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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通过计划值、实际值两个维度统计最近 6个月园区的生产情况数据，以多折

线区域图展示。红色代表计划值，蓝色代表实际值。

2.1.5仓储情况

界面：

功能介绍：

统计仓储的使用情况、周转率，包括原料仓、在制品仓、成品仓三类，展示

每个库位的周转率百分比。

2.1.6质量情况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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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质量情况指标展示：包括质量情况的分析、趋势、因素，以轮播形式展示。

1. 分析：以堆叠柱状图展示合格与不合格的对比,蓝色代表合格，红色代表

不合格。

2. 趋势：统计最近 6个月的生产质量环节趋势，以多折线区域图展示。

3. 因素：统计生产质量情况的因素，以饼状图方式展示。

2.1.7销售情况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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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销售情况指标展示：包括按照销售情况的区域、热销、达成三个维度进行统

计分析，以轮播形式展示。

1. 区域：按销量统计产品销量全国 TOP10 的区域排名，以柱状图方式展示。

2. 热销：统计热销产品的销量情况，以柱状图方式展示。

3. 达成：统计最近一年的产品销量达成率，从计划值、实际值两个维度进

行分析，以多折线区域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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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技术实力

界面：

功能介绍：

技术实力指标展示：包括按照技术实力的人才、成果、流动三个维度进行统

计分析，以轮播形式展示。

1. 人才：按职称、学历两个维度，统计园区人才数量，以横向堆叠柱状图

展示。

2. 成果：统计最近 6个月园区的技术成果，以多折线区域图展示。

3. 流动：统计最近 6 个月园区人才流动情况，包括实际人数、新增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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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人数等，已分组柱状图展示。

2.2 生产

2.2.1生产主页背景大屏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背景大屏，可查看园区各车间或厂房的生产概况。点击某

车间可进入该车间查看详细。

2.2.2生产车间仿真模拟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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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生产中心生产车间仿真模拟页，可查看车间各设备生产情况。3D 动态显示生

产过程流向。

以机台为单位显示当期生产产品名称、当班产量、完成率、投入班组。

2.2.3今日生产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今日生产显示：当日产量、理论产量、负荷率情况。

2.2.4今日产品产量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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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今日产品产量显示：统计今天生产产品种类和对应今日产

量。

2.2.5生产计划执行情况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生产计划执行情况：统计最近10天各产品(园区实际产品)

当前实际生产量与计划量、完成率，以多折线图展示。（鼠标移到折线上可查看

对应数据）。

2.2.6产品生产情况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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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产品生产情况：以最近 10 天来分别统计产品(园区实际

产品)实际生产值与计划值、完成率的柱状对比图。（鼠标移到柱状上可查看对

应数据）

2.2.7原料消耗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原料消耗情况：以最近 10 天来统计实际消耗与计划对比

（鼠标移到柱状上可查看对应数据）

2.2.8成本分析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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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成本分析：统计不同产品实际消耗的原料、人力、水电

成本分析（鼠标移到柱状图上可查看具体数据）

2.2.9合格分析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合格分析：显示园区产品最近 10 天合格对比，包括计划

值、实际值、完成率对比，以堆叠柱状图展示（鼠标移到柱状图上可查看具体数

据）。

2.2.10 产能利用率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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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生产主页产能利用率分析：显示园区最近 10 天产能实际值与计划

值、完成率的对比（鼠标移到折线图上可查看具体数据）。

2.3 仓储

2.3.1仓储主页背景大屏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仓储主页背景大屏，可查看园区各仓库的使用情况，点击仓库可切

换查看其它仓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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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仓库仿真模拟

界面：

功能介绍：

仓储中心仓库仿真模拟页，可查看仓库内的进出货物、库位使用情况。3D 动

态显示出入库过程流向。

以库位为单位显示现有存量、产地、剩余库位容量等信息。

2.3.3今日成品仓进出总览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仓储主页今日成品仓进出总览显示：今日配送单量、月度订单总览。

2.3.4仓储整体情况

界面：



第 18页

功能介绍：

仓储整体情况展示：主要对原料仓、在制品仓、成品仓的库存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包括入库、出库、库存、库容利用率的对比，以轮播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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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本月入库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仓储主页本月入库：统计最近 6个月仓储的入库量、拒收量、合格

率、上架及时率对比，以柱状多折线组合图展示。

2.3.6本月出库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仓储主页本月出库：统计原料仓、在制品仓、成品仓的出库量和

剩余库存量，以柱状图加折线图组合显示。

2.3.7破损率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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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仓储主页破损率显示：以最近 6个月来统计各仓库的物品的破损率

情况（鼠标移到折线上可查看对应数据）

2.3.8库存周转率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仓储主页库存周转率：统计最近 6 个月仓储的库存转率，以多折

线图展示（鼠标移到折线图上可查看具体数据）

2.3.9质量指标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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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仓储主页质量指标展示：统计仓库的损耗率、帐户不符率，以横向

柱状图展示（鼠标移到柱状图上可查看具体数据）。

2.4 物流

2.4.1物流主页背景大屏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背景大屏，可查看园区产品的物流情况，通过全国区域地

图，展示产品运输 TOP10 区域和物流迁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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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订单总览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订单总览：包括今日订单总览、今日配送单量、月度订单

总览。

2.4.3本月订单 TOP10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本月订单 TOP10：统计园区产品当月订单量对比，以柱状

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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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订单处理情况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订单处理情况：统计最近 6个月订单处理情况，包括订单

量、处理及时率，以柱状多折线组合图展示。

2.4.5订单配送情况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订单配送情况：统计最近 6个月物流的配送量、配送及时

率，以柱状折线组合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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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本月运输任务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本月运输任务：统计本月物流的运送任务完成情况，包括

已完成、运送中、待分配等状态的统计分析，以堆叠柱状图展示。

2.4.7车辆资源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车辆资源：统计园区物流运输车辆的资源使用情况，包括

可用车辆、不可用车辆的统计，以横向柱状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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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配送成本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配送成本：统计最近 8个月物流配送的成本，包括已完成、

运送中、待分配，以堆叠柱状图展示。

2.4.9客户满意度

界面：

功能介绍：

运营中心物流主页客户满意度：展示园区物流客户满意度，包括月投诉率、

满意度评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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