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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为使用拓维泛物联网平台的用户提供操作指南，引导客户快速方便的试用拓

维泛物联网。

1.2 产品简介

1.2.1 什么是拓维泛物联网平台

拓维泛物联网平台，是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用户构建的公司级

统一数据物联感知数据共享平台，致力于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对工厂生产设

备及控制系统的物联感知与集中管理，形成虚拟工厂与物理工厂全要素映射和无

缝连接，构建智能数字工厂，支撑企业精益生产与柔性制造。同时，泛物联网平

台为万物互联提供了基础条件，可对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智慧电力系统等领域

的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可灵活配置，智能地数据采集，可将各个相关联的子系统数

据收集汇总，将人，流程，数据和事物结合一起使得网络连接变得更加相关，更

有价值，将信息转化为行动，给企业，个人和国家创造新的功能，并带来更加丰

富的体验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机遇，为万物互联提供了可能。

拓维泛物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完整的边缘计算网关和物联网平台协同的一

体化服务，利用泛物联网平台，可方便地将边缘计算网关连接到平台统一管理，

实现设备和平台之间数据采集和命令下发的双向通信，对设备进行高效、可视化

的管理，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并通过调用平台强大的开放能力，快速实现与第

三方系统的数据交互。

拓维泛物联网平台通过以大量丰富的传感终端作为神经末梢，以强大可靠的

通信网络作为健壮的身体， 以智能处理、控制技术作为发达的大脑。将通信、

信息、传感、控制等技术进行融合，并实现合理应用，最终构建出完善灵活的物

联网生态，为个人、为企业、为国家创造新的能力，为新基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2.2 产品功能

拓维泛物联网平台主要提供了系统管理、权限管理、认证管理、设备管理、

规则管理、软固件升级、接口管理、监控运维、数据分析、开发者平等方面的赋

能，详细模块说明如下：

模块 一级功能 二级功能 模块说明

平台功能

首页 首页 展示用户关注的统计图表等

系统管理

机构管理 对组织机构进行维护，用于数据权限过滤

用户管理
对平台用户进行管理，区分长期用户、短期用户、临时用户、

锁定用户等，用于平台登录

字典管理
对平台基础数据进行统一维护管理，主要包括异常类型、领域

场景定义、区域类型、数据类型、采集协议等

系统配置
配置系统参数，如：系统名称、Logo 上传等，根据用户需求

个性化定义

数据源管理
创建数据库连接，用于接口、规则引擎连接数据库读取或写入

数据

MQ 实例管理 定义 MQ实例，用于规则引擎转发数据到该定义的 MQ 实例

权限管理

菜单管理 实现平台菜单自定义维护和调整，支持第三方系统页面集成

角色管理 实现多级角色定义和管理，用于角色权限分配，支持权限继承

租户管理
实现多级租户定义和管理，平级租户数据隔离，支持集团化多

级租户管理要求

服务接口管理 对平台的服务接口进行权限控制（按角色、用户控制访问权限）

认证管理

客户端管理 对客户端信息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审核驳回等操作

Token 管理 对平台接口的 token 信息进行展示与下线操作

审计日志 查看数据的审计日志，如用户的登录、登出等日志信息

设备管理

设备区域管理 定义设备存放区域，用于设备按区域展示、监控和统计

设备品类管理
定义设备品类，设备关联品类，品类管理指标模板，从而构建

统一设备模型

网关设备管理
对网关设备信息进行维护，通过网关南向与设备相连，北向与

平台相连，用于设备数据的采集和运行状态监控

设备实例管理
实现设备台账、采集指标、标签的维护，及设备运行状态的监

控管理，如：设备影子、设备状态、设备数据等

设备分组管理
将设备归类到一个分组，按分组监控和展示设备运行状态和数

据

产品管理 根据应用管理要求定义产品，平台按产品维度展示数据，支持



产品数据按自定义分组维度展示

规则管理

设备联动规则

通过平台自定义设备联动规则，实现设备间的联动，规则可以

在平台侧执行，也可以下发到边缘侧执行，且支持跨网关执行，

支持调用自定义服务执行

数据转发规则

通过平台自定义数据转发规则，实现将上报的设备数据转发到

MQ、OPC、数据库、Roma 及第三方平台，支持调用自定义服务

执行

规则告警查询 在云平台查询规则告知信息

软固件升级

指标模板配置
对采集指标进行模板化管理，支持指标批量导入、导出，同机

型设备模板引入即可，减少重复操作

采集程序构建 结合客户现场环境，通过镜像模板在线构建采集程序

程序与配置批量

升级
通过定时任务进行批量升级固件和指标模板，支持灰度升级

接口管理

数据输出接口管

理

自定义数据输出接口（Resetful API）供第三方平台调用获取

设备数据（如：设备结班数据）

输入接口管理
自定义数据输入接口（Resetful API）供第三方平台调用写入

数据（如：工单数据）

接口日志查询 平台的接口日志信息进行展示与查询操作

监控运维

网关状态监控

监控网关的内存使用率、CPU 使用率、磁盘使用率、流量、网

关资源应用数据、网关程序运行状态、网关连接设备状态、网

关运行日志等

设备状态监控 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设备的基本信息及采集数据

设备消息监控 监控设备上采集的消息量，查看设备的基本信息及采集数据

异常信息监控 监控设备上的异常信息，查看异常日子

程序运行监控 监控网关上的程序运行状态

数据分析

指标数据对比 根据所选的产品，对比该产品下所选设备的采集指标

设备数据展示 设备根据对应的产品中设置的采集项分组展示采集到的数据

分组数据展示 以分组的形式展示分组中的采集数据

时序数据查询 查询时序型数据

关系数据查询 查询关系型数据

实时数据监控 用图形实施监控每个区域中的设备在线情况

可视化 支持按产品维度进行可视化图形界面自定义开发

开发者平台

设备数据模拟 模拟设备数据，用于平台功能演示

快速体验 快速模拟设备接入，用于设备调试和客户端开发

开发包下载 平台自动生成设备开发包，用户设备数据采集自定义扩展



1.2.3 名词解释

名词 描述

设备
需要采集数据或者监控的具体设备，归属于某一个具体产品，设备通过网关连接到物联

网平台

网关 能够直接连接物联网平台的设备

分组 分组是多个设备的集合，平台支持新建多个分组，一个分组可以包含多个设备。

产品 某一类具有相同能力或特性的设备的集合，设备和产品通过品类关联起来

品类 代表类别的集合，如公共设施类、机械类等

设备
归属于某个产品下的设备实体，每个设备具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码。设备可以是直连物联

网平台的设备，也可以是代理子设备连接物联网平台的网关。

标签 用于添加指定设备的专有属性

物模型

产品上设置需要展示的指标，指标可以从产品所属的品类中的配置的指标中选，也可以

根据自己设置的计算规则，自定义指标，指标选择/设置后，在数据分析->设备数据展示

中，只展示产品中设置的指标

属性 用于描述设备运行时的一些指标状态，如设备运行时间的温度、湿度等

可视化
用户自定义可视化的内容，用曲线图、柱形图、里程表、饼图、雷达图展示设备选定指

标，直观对比出设备之间的指标值

采集指标 设置每个不同协议中设备需要采集的数据名称、格式等

设备影子 展示指定设备上的采集数据，可以查看该设备上

规则引擎
包括数据联动规则和数据转发规则，通过创建、配置规则、以实现服务端订阅、数据流

转和场景联动

防抖
对于高频发生的事件，可以开启防抖功能，防抖功能可以配置在多少秒中满足多少次才

会触发规则，减少重复触发和误判

固件
固件一般是指设备硬件的底层“驱动程序”，承担着一个系统最基础最底层工作的软件，

比如计算机主板上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

软件 软件指在网关上运行的采集程序

协议 协议规定了设备与平台之间的通信格式

设备影子

设备影子用于存储设备的在线状态、设备的上报的属性值、应用程序期望下发的配置（期

望值）。每一个设备有且只有一个设备影子，在设备影子中，可以查看每个设备的属性

历史采集数据及最新的采集数据



2 操作流程说明

1、在系统中新建区域，新增产品，新增网关，新增设备，设备指定到区域、

所属网关；

2、新增品类及协议，在对应的协议下增加模板，对模板配置才指标；

3、在采集程序构建中新增对应协议的程序模板；

4、1/2/3新增完成后，在网关设备管理，列表操作“查看”中可以升级网关

上的运行程序、更新配置；当程序和配置有更新时，也需要去网关设备上做程序

和配置升级。

3 系统操作说明

3.1 登录

填写正确的账户、密码，点击“登录”。



3.2 首页

首页主要对拓维泛物联网平台各类数据统计分析。包括当前网关在线、当前

设备在线、今日设备消息量、今日异常提醒、程序运行监控、异常设备监控等。

登录后平台展示相关的统计数据，数据只能查看不能修改。

点击“当前网关在线”，下方大图默认展示近一天网关在线数，可以做时间

切换，点击“ ”，链接到网设备监控页面；

点击“当前设备在线”，下方大图默认展示近一天设备在线数，可以做时间

切换，点击“ ”，链接到设备监控页面；



点击“今日设备消息量”，下方大图默认展示近一天设备消息量，可以做时

间切换，点击“ ”，链接到设备消息监控页面；

点击“今日异常提示”，下方大图默认展示近一天的异常提示数据，可以做

时间切换，点击“ ”，链接到异常监控页面；

点击“程序运行监控”，下方大图默认展示近一天的程序异常数据，可以做

时间切换，点击“ ”，链接到程序监控页面；

点击“异常设备监控”的日期，右侧展示当天的异常设备，点击具体的设备，

可以查看设备具体的异常及异常产生的时间：

3.3 设备管理

3.3.1 设备品类管理

品类管理定义了设备的品类、设备关联品类、品类管理指标模板，从而构建

统一设备模型，功能包含了所有品类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3.3.2 网关设备管理

对网关设备信息进行维护，通过网关南向与设备相连，北向与平台相连，用

于设备数据的采集和运行状态监控。

3.3.2.1网关设备新增

3.3.2.1.1功能说明

实现对网关设备列表的数据新增。

3.3.2.1.2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设备管理】--【网关设备管理】链接；

2、在功能界面点击“新增”按钮，填入对应的数据点击提交；



3、勾选需要修改的网关设备信息行，点击“修改”按钮，可以对网关设备

信息进行修改。

4、点击网关列表的设备数，可以连接到设备管理列表，列表的数据跟进所

属网关做了过滤。

3.3.3 设备管理

用于管理所有需要采集数据的设备，通过设备管理，可以实现对设备的统计、

查询、新增/编辑、导入、导出、删除、查看等操作。

3.3.4 产品管理

根据应用管理要求定义产品，平台按产品维度展示数据，支持产品数据按自

定义分组维度展示，支持按产品维度进行可视化图形界面开发



3.3.4.1产品新增

3.3.4.1.1功能说明

实现对品类列表的数据新增。

3.3.4.1.2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设备管理】--【产品管理】链接；

2、在功能界面点击“新增”按钮，按要求填入数据，点击提交：

3、点击“编辑”按钮可以编辑产品信息。



3.3.4.2产品-可视化

用折线图、柱形图、饼图、里程表、雷达图的形式展示设备数据，直观对比，

图形可以根据需求做排版编辑等。

3.3.4.2.1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设备管理】--【产品管理】链接；

2、点击产品卡片左下角的查看图标，点击“可视化”tab 页：

3.4 规则管理

规则是指用户可以在物联网平台上可以对接入平台的设备设定相应的规则，

在条件满足所设定的规则后，平台会触发相应的动作来满足用户需求，规则分为

设备联动规则、数据转发规则两种类型。

3.4.1 设备联动规则

设备联动通过条件触发，基于预设的规则，引发多设备的协同反应，实现设

备联动、智能控制、设备告警等。当响应动作为“告警”时，物联网平台会产生告

警信息显示到告警规则中。

例如：设置水表的电池电量阈值为小于等于 20%时，上报电池电量过低的告

警，用户就能及时了解设备的供电情况，以便及时更换电池。



3.4.1.1设备联动新增

3.4.1.1.1功能说明

实现在系统中新增设备联动规则。

3.4.1.1.2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规则管理】--【设备联动规则】；

2、点击“新增规则”，填入规则名称和描述信息，点击提交，在如下的提

示页面点击“前面编辑”，或者在规则列表点击该规则操作中的“查看”按钮。

3、编辑规则页面的触发条件、执行动作：



参数解析：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规则名称 创建的规则名称

版本信息
该规则的具体的版本信息，点击具体的版本，规则内容显示成点击的版本内容，选择版

本点击提交，会生成一个新的版本。

生效时间
一直生效：规则启动后一直生效

指定时间：规则启动后，规则只在设置的时间内生效

防抖
开启防抖：规格启动后，在防抖设置的时间内部重复触发

关闭防抖：规则启动后，满足条件就触发

触发条件

全部条件：满足触发器中所有触发条件才触发规则，当设置成“全部条件”时，触发条

件中的设备只能选择同一台设备

任意条件：满足触发器中任意条件就触发规则，当设置成“任意条件”时，触发条件中

的设备可以选择不同的设备

触发条件

设备条件：点击“新增触发条件”，选择品类、设备，

选择触发类型：

1、属性触发：指设备的属性到达设置的值时，触发设备的执行动作。

2、事件触发：指设备上的时间到达设置的值时，触发设备的执行动作。

3、上下线触发：指设备上线或下线时触发设备的执行动作。

 一条规则中可以添加多个触发条件，

 点击触发条件后的“删除”可以删除对应的触发条件。

执行动作

设备执行：点击“新增执行动作”，选择执行类型：

1、设备输出：可以设置设备执行的动作为设备属性或者下发指令，如果设

置的是设备属性，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以触发设备指定的属性更改成设

定的值，如果设置的的是下发指令，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可以让所选设备



执行所设置的指令，例如开启、关闭。

2、规则输出：当满足触发条件时，触发所选规则执行、启用、停用。

3、告警输出：当满足触发条件时，触发告警。

4、消息输出：当满足触发条件时，触发发送消息。

5、调用服务：当满足触发条件时，触发调用服务器。

4、点击“提交”，完成规则的创建，规则创建后默认是“停用”状态

5、在列表中点击操作中的“启用”按钮启用规则。

6、在列表中点击操作中的“删除”按钮删除规则。

3.4.2 数据转发规则

数据转发规则实现设备数据按需转发和处理，实现设备数据的存储、计算、

分析的全栈服务。

3.4.2.1数据转发规则新增

3.4.2.1.1功能说明

实现在系统中新增数据转发规则。

3.4.2.1.2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规则管理】--【数据转发规则】；

2、点击“新增规则”，填入规则名称和描述信息，点击提交，在如下的提

示页面点击“前面编辑”，或者在规则列表点击该规则操作中的“查看”按钮。

3、编辑规则页面的处理数据、转发数据、失败执行动作：



参数解析：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规则名称 创建的规则名称

处理数据 设置 Topic，设备需要处理的设备字段，上班的条件

转发数据

1、转发到另一个 Topic：平台采集的数据从消息队列中经过处理后转发到用户自定义

的 Topic 中，例如当前采集 Topic 为 tw-iot/group_name_en/1024,可以转发到

tw-iot/group_name_en/2048

2、转发到数据库存储：平台采集的数据从消息队列中经过处理后转发到能够连接到的

指定数据库，例如消息队列中的采集数据经过后台解析可以转发到指定 IP上的 mysql

数据库

3、调用扩展服务：平台采集的数据从消息队列中经过处理后将数据封装作为数据来源

用于调用其他服务，例如采集数据可以作为数据来源同步或异步的调用用户指定的第三

方服务

4、发送数据到消息队列（RocketMQ）：平台采集的数据从消息队列中经过处理后转发

到其他地址的消息队列，例如当前 IP 上消息队列中的采集数据可以转发到其他 IP的消

息队列中

失败执行动作

设备执行：点击“新增执行动作”，选择执行类型：

1、告警输出：当满足触发条件时，触发告警。

2、消息输出：当满足触发条件时，触发发送消息。

4、点击“提交”，完成规则的创建，规则创建后默认是“停用”状态

5、在列表中点击操作中的“启用”按钮启用规则。

6、在列表中点击操作中的“删除”按钮删除规则。



3.4.3 规则告警查询

数据转发规则实现设备数据按需转发和处理，实现设备数据的存储、计算、

分析的全栈服务。

3.5 软固件升级

3.5.1 采集指标配置

对采集指标进行模板化管理，支持指标批量导入、导出，同机型设备模板引

入即可，减少重复操作

3.5.2 采集程序构建

结合客户现场环境，通过镜像模板在线构建采集程序



3.6 监控运维

3.6.1 网关状态监控

实现网关设备数据的监控，包括网关设备 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磁盘

使用率、设备的活跃状态等。

3.6.2 设备状态监控

3.6.2.1 设备状态监控

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设备的基本信息及采集数据



3.6.3 设备消息监控

3.6.3.1 设备消息监控

3.6.3.1.1功能说明

查看设备采集的具体数据。

3.6.3.1.2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监控运维】--【设备消息监控】链接；

2、在功能界面选择要查询的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界面下方展示符合

查询条件的数据；

3、点击操作中的“查看”按钮，链接到设备影子，可以查看设备上具体的

信息



3.6.4 异常信息监控

3.6.4.1 异常信息监控

3.6.4.1.1功能说明

监控系统中的异常信息。

3.6.4.1.2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监控运维】--【异常信息监控】链接；

2、在功能界面选择要查询的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界面下方展示符合

查询条件的数据；

3、点击操作中的“查看”按钮，查看异常信息详细。



3.6.5 程序运行监控

3.6.5.1 程序运行监控

3.6.5.1.1功能说明

监控网关上的程序运行状态。

3.6.5.1.2操作说明

1、点击左侧菜单功能【监控运维】--【程序运行监控】链接；

2、在功能界面选择要查询的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界面下方展示符合

查询条件的数据；

3.7 数据分析

3.7.1 指标数据对比

横向进行设备指标对比分析。



3.7.2 时序数据查询

查看采集到的时序型数据。

3.7.3 关系数据查询

查看采集到的关系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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