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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关于本手册

本文档描述了智慧供热可视化数据交互中台各项功能模块的使

用方法。

1.2. 系统简介

智慧供热可视化数据交互中台，采用端、管、云架构构建一个端

到端的智慧供热平台，通过对华为 HeatingGo 供热策略调用，向上实

现华为供热算法云上下放，向下基于源-网-站-户供热系统数字化，

实现供热监测数据汇聚、数据清洗处理、供热策略下放及供热质量监

控等功能。

1.3. 用户定义

智慧供热可视化数据交互中台，系统角色由超级管理员创建，超

级管理员拥有最高权限，其余常用角色分为热力公司管理员和各权属

单位管理员。

1.4. 参考文档

《智慧供热可视化数据交互平台需求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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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功能使用说明

2.1. 登录模块说明

2.1.1. 登录功能

用户通过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登录系统，系统跳转至主页并

将根据用户的身份提供相应的功能。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之后，提示登录成功，随即跳

转到系统首页。当用户名密码输错时，提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2.2. 系统首页

进入系统首页，页面主区域显示三个导航图标，分布是监管座舱，

调控管家和告警中心。点击图标，可进入相应的模块。页面右上角显

示当前的登录用户，点击旁边的关闭图标 ，可退出系统。

2.3. 监管座舱

监管座舱主要包括监管大屏，供热信息，数据中心三大模块。以

GIS 地图，统计分析图表，多元化数据等多种表现形式为客户展示源

-网-站-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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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监管大屏

点击首页监管座舱导航，进入监管大屏页面。页面中部区域以地

图的形式显示用户所能看到的全部换热站。

页面顶部区域，导航栏包括：导航页，监管大屏，供热信息，数据中

心。点击“导航页”，返回导航页面,点击“监管大屏”，“供热信息”，

“数据中心”分别进入系统不同的模块，系统当前页面所属的模块，

导航图标显示高亮；查询换热站的输入框，支持模糊查询，用户可输

入换热站的名称，点击回车，快速定位到地图上的某个换热站。

页面左侧栏目，分别是天气预报显示区域以及当前供热系统的总能耗

及节省能耗。

左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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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右侧栏目如图所示，以底部选择的热源、换热站或单元为维度，

显示平均室温，室温达标率，单平米能耗，供热面积，运行时长，以

及热源接入数，机组接入数，单元接入数，户接入数等信息。底部的

黄色字体区域为最新的告警信息，滚动显示。

页面右侧栏

页面底部的选择框区域，如图所示。分别点击热源，换热站，单元及

热力分布，切换地图上显示内容。热站选择支持多选，点击“热站选

择”，弹框显示已选中的数量，如图所示；点击确定，系统重新查询，

更新显示右侧栏目中的室温情况以及供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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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选择框

已选中数量

2.3.2. 供热信息

该模块从换热站，机组，单元，户等维度展示供热的信息数据。

2.3.2.1. 系统供热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供热系统，页面主区域选中“能耗分

析”标签，选择类比源和时间段范围，点击确定，显示该供热公司的

热耗情况。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供热系统，页面主区域选中“供热系

统信息”标签，显示供热系统的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供热系统，页面主区域选中“室温分

布”标签，显示选中的换热系统的室温分布图，按照温度值的维度统

计达到此温度的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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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换热站供热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页面主区域选中“能耗分析”

标 签 ， 选 择 类 比 源 和 时 间 段 范 围

，点击确定，显示该换热站的热耗情

况。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页面主区域选中“换热站信

息”标签，显示换热站的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页面主区域选中“室温分布”

标签，显示选中的换热站的室温分布图，按照温度值的维度统计达到

此温度的数量分布。

2.3.2.3. 机组供热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页面主区域选中

“实时数据”标签，显示机组实时的数据，包括一次网和二次网的供

回水温度，压力，流量等。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页面主区域选中

“机组信息”标签，显示选中的机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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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页面主区域选中

“机组信息”标签，显示选中机组的室温分布。

2.3.2.4. 单元供热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某单元，页面主

区域选中“单元信息”标签，显示选中的单元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某单元，页面主

区域选中“户群组”标签，显示选中单元的全部户的实际室温和目标

室温。实际室温在目标室温正负 2 度范围内的户，颜色显示为蓝色；

实际室温高于目标温度+2 度的户，室温过高，颜色显示为红色，实

际室温低于标准室温-2 度的户，室温过低，颜色显示为绿色。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某单元，页面主

区域选中“室温分布”标签，显示选中单元的室温分布图，按照温度

值的维度统计达到此温度的户数量分布。

2.3.2.5. 户供热信息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某单元-->某户，

主页面选中“实时数据”标签，选中 1 天，3 天，7 天或 1 个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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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显示相应时间段内户的室内室外温度对比曲线。

在页面右侧组织结构树，选中某换热站-->某机组-->某单元-->某户，

页面主区域选中“户信息”标签，页面该户的信息。

2.3.3.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以列表的形式，为用户展示机组和户设备的全部信息。

用户选择查询条件，

 数据目标：必选项，下拉选项包括机组或户，选择机组列表显

示机组的数据，选择户，列表显示户的数据。

 热力公司：默认显示 xxx 公司；

 供热系统：显示当前用户权限可见的供热系统；

 换热站，机组，单元，户需依次按顺序选择；

 室温 >，室温 <，用户可输入数值，查询满足室温条件的记录；

选择完查询条件，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执行查询，数据显示在列

表中。

列表支持翻页，每页显示的记录数目依据查询需求可设置为 10 条，

20 条，30 条或 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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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控管家

调控管家分为智慧化调控和调控设置两个模块。

2.4.1. 智慧化调控

页面显示供热系统的受控设备比例，调控的总面积，以及换热站

及下辖机组，以 GIS 地图显示换热站位置。

点击地图上某换热站，显示所辖机组的信息，如图所示。

换热站所辖机组

点击“机组策略曲线”，弹层展示策略曲线页，蓝色的曲线表示



10

预测二网供温，黄色的曲线表示实际二网供温。

2.4.2. 调控设置

点击“调控设置”标签，进入设置列表页面。

用户选择查询条件，

 调控目标：必选项，下拉选项包括机组或户，选择机组，列表

显示机组的数据，选择户，列表显示户的数据。

 热力公司：默认显示 XXX 公司；

 供热系统：显示当前用户权限可见的供热系统；

 换热站，机组，单元，户需依次选择；

选择完查询条件，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执行查询，列表显示查询

结果。

点击“重置”按钮，清空全部的查询条件值。

列表支持翻页，每页显示的记录数目依据查询需求可设置为 10 条，

20 条，30 条或 50 条。

修改校准值

点击列表中，校准值字段的“修改”按钮，输入密码，进入修改页，

如图所示，校准值只允许输入-5至 5 之间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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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校准值

修改二供温

点击列表中，二供温设置字段的“二网供水温度设置”按钮，输入密

码，进入修改页，如图所示，二次供水温度只能输入数字。

二网供水温度设置

阈值设置

点击列表中，阈值设置字段的“设置”按钮，如图所示。

 控制切换按钮，控制供热设备是否受华为下发策略的调控。开

关在自动控制一侧，供热设备受华为策略调控，开关在手动控

制一侧，供热设备不受华为策略调控；

 二供温上限，二供温下限，二供温浮动上限%，输入数值；

 一次流量上限，一次流量下限，只读，不可编辑；

 二次压力上限，二次压力下限，只读，不可编辑；

点击保存按钮，设置数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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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阈值设置

批量设置阈值

阈值设置支持批量编辑，选中多于一条的记录，点击“阈值设置”按

钮，打开页面。保存后，设置数据对多条供热设备生效。

2.5. 告警中心

支持查询全量的告警信息，告警群组配置以及告警的分析统计，

包括告警统计，数据中心，配置中心三个模块。

2.5.1. 告警统计

页面左侧图表以 7 天，半个月，1 个月，3 个月的维度，显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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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的数量，右侧以报警类型的维度，展示不同类型的的报警数量。选

择时间段，点击“确定”按钮，图表展示相应时间段内的数据分布。

点击左侧图表中某一根柱图，右侧图表展示该柱图的报警类型分布。

2.5.2. 数据中心

列表形式展示全量的告警信息，提供支持多条件查询，处理未读记录

等功能。

用户录入查询条件，

 供热系统：显示当前用户权限可见的供热系统；

 告警类型：可选项包括机组告警，户告警，供热系统告警；

 告警级别：可选项包括提示，次要，严重，紧急

 时间段选择：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单选按钮组：可选项包括已恢复，未恢复；

 单选按钮组：可选项包括已读，未读；

选择完查询条件，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执行查询，列表显示查询

结果。

列表支持翻页，每页显示的记录数目依据查询需求可设置为 10 条，

20 条，30 条或 50 条。

列表区域，未读状态的记录，可点击“标记已读”按钮，记录的状态

由未读变更为已读。

列表区域，点击“详细信息”按钮，系统跳转到机组详情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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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配置中心

告警配置中心，支持用户配置告警开关，通知开关，告警级别，通知

群组等。

2.5.3.1. 群组配置

页面显示已配置的群组信息，新建群组，支持批量导入。

新建群组

点击“新建群组”按钮，打开群组配置页，如图所示，填写群组名称，

电话，邮箱，支持最多 10 个群组成员。点击“取消”数据不保存，

关闭页面。点击“确定”，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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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群组配置

订阅确认

保存后群组成员的手机短信或邮箱会接收到受邀订阅的链接，点击链

接，订阅确认后，若设备发生告警，手机短信或邮件即可收到系统推

送的告警信息。受邀短信或邮件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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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订阅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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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订阅邮件

编辑群组

点击群组卡片的“编辑”按钮，打开编辑群组页，页面字段同新建群

组页。

群组批量导入

点击“群组批量导入”，弹出群组批量导入的对话框，如图所示，点

击“选择文件”按钮，系统打开电脑的文件资源管理器，用户定位到

要导入文件的目录，选中要导入文件，点击“导入”按钮，导入成功。

导入成功的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会收到受邀订阅的链接，订阅确认

后即可收到告警信息。

群组批量导入

导入模板说明

用户在点击“群组批量导入”前，需按照如下模板，准备好要导入的

Excel 文件，
群组批量导入模板.

xls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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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批量导入模板

红区区域是需要手动填写的，除红色区域外不需更改；

 邮件列表字段需符合邮箱格式；

 电话列表字段格式需符合 11位手机号；

 邮件列表和电话列表两个字段不能全部为空；

 供热系统名称需与当前登录用户所属供热系统名称一致；

2.5.3.2. 告警配置

点击“告警配置”标签，页面列表显示全部预警诊断项，用户可以依

据需求设置诊断开关，通知开关，选择群组。

点击编辑，打开告警配置的编辑页面。诊断名称：显示所选记录的诊

断名称；

告警级别：可选项：提示，次要，严重，紧急；

诊断开关：可选择开或关，关闭后，这类错误系统将不再进行诊断，

建议打开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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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开关：可选择开或关，关闭后，系统不再推送该类错误，建议打

开开关。

通知群组：点击选择群组，打开群组列表，选中某群组，选中的群组

电话和邮箱在订阅之后，可以接收到这类诊断的告警信息。

点击“确定”，数据保存。点击“取消”，数据不保存，关闭页面。

告警配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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