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胜天成智慧园区运营平台
操作指导

一、功能和特点

园区的管理人员可以基于园区平台汇聚、分析、统计的数据，可视化观测园

区各系统的概况态势，达到使能园区数字化运营目的

本系统是 B/S 结构的系统，浏览器端负责页面展现，服务器端负责业务运算。

二、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为win7、windows XP等，浏览器版本为 IE9或以上、Firefox及 Google。

软件结构

三、系统功能架构

第一章 操作快速入门

第一节 系统的登陆

进入系统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s://zqiot.com/binjiang/#/user/login”，然后按



键盘回车键，即可显示系统的登录界面。如下图：

图 1.1 系统登录页

一、系统登录

1、在图 1.1 系统登录界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即可登

录进入系统首页，

第二节 系统首页

系统首页包含以下几部分：功能菜单、中英互译等，另外还有“修改密码”、

“退出系统”等按钮。

图 1.3 功能菜单



首页最左边为功能菜单，分为一级菜单、二级功能，点击一级菜单后可打开二级

功能，再点出现的功能名称后可进入相应的功能界面。

第三节 常用操作介绍

一、数据显示模式

本系统采用两种模式来显示数据：

列表(GRID)模式：以列表形式来显示数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将各个业

务表的数据一次性显示出来，类似一般的业务列表，其缺点是不能方便地看到全

部栏目。

表单(FORM)模式：以单据的方式来显示数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一次性显

示出来单据的全部栏目，其缺点是一次只能查看一条业务数据。

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就可以既浏览业务整体，又可以详细浏览业务个体，如

下图：

图 1.4 数据的显示模式—列表模式



图 1.5 数据的显示模式—表单模式

二、数据浏览操作

1、树型的展开

图 1.6 树型结构的展开

2、底部滚动条



图 1.7 底部滚动条拖动

三、常用操作按钮介绍

1、 ：用于新增一条记录，点击后会出现一个空的表单界面。

2、 ：删除当前选择的记录，在列表(GRID)页面可选择多条记录同时

删除，在表单（FORM）页面只能删除当条记录。

注意：基础功能的数据是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基础数据一旦定义好后，

最好不要做修改和删除操作，因为基础数据会被其他功能引用，修改和删除了基

础数据后会导致其他功能的数据与基础数据不一致。

3、 ：保存当前页面填写的信息。

4、 下拉选择：表示当前输入框中的数据来源于一个下

拉数据框中的数据，操作人员点击该按钮后，直接从下拉数据框中选择数据即可。

5、 日期选择：点击需要的日期数即可。

6、 添加附件：对特殊的字段进行附件的添加；如要删除附件则点 击

上传图片按钮删除，查看附件可直接点击附件名称。



7、 查询按钮：用于数据的查询。

8、 ：根据不同的字段并输入字段内容点“查询”

按钮，可快速查找到所需要的记录；不输入任何只点“查询”按钮后，则默认查

询所有记录。

9、 ：位于列表下方右侧，当有多页数据

时可以翻页。位于列表下方右侧，显示当前列表的数据总条数，可以设置每页显

示的条数。

四、系统操作要点

1、一般添加数据从“新增”开始：需要添加一条记录时，请进入相关功能，

点击“新增”按钮。

2、带星号的字段为必填项。

3、不要忘记保存：由于系统是在浏览器上运行的，所有编辑的数据均是在

一个网络页面上，因此，编辑数据后如果没有点击“保存”按钮就离开界面，则

正在编辑的数据会丢失。

4、需查看某记录的表单界面时，可选中该记录然后使用下方滚动条拖动到

末尾，点击查询查看。

5、如树型的表格页面或者选择窗口，可以通过点击树型的节点后使页面只

显示属于所选择节点的数据，方便快速找到需要的数据。

6、每个功能页面或选择窗口，都有“查询”按钮，可以通过查询操作快速

找到需要的数据。

第二章 系统管理

1、用户管理

 业务描述

把企业所有员工列入一个清单。

 数据来源：



直接新增;

 操作步骤：

依次点击功能菜单中“系统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组织机构界

面。

点击【创建用户】按钮，填写好“基础信息”和“通行权限采集”和“车

辆信息采集”。

3、角色管理

 业务描述

创建，分配统一用户权限

 数据来源：

直接新增;

 操作步骤：

依次点击功能菜单中“系统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界面。



点击右侧创建角色按钮，输入“角色名称”，“描述”，“权限设置”并点击确定保存输入的信

息。

第一章 综合告警中心

1. 隐患排查

 业务描述

手动创建排查任务，指定接单人员以及处理时限任务详情等。

 数据来源：

直接新增;

 操作步骤：

点击右侧新增按钮唤醒表单，输入“排查任务”，“排查人”等字段；

点击下方“新增隐患排查信息”，创建各项排查任务



2. 告警档案

 业务描述

告警查看：提供园区安防告警的统一视图，结合 GIS 地图，展示所有安防告

警信息，包括：告警编号、状态、等级、位置、描述等信息，以及现场当前

的视频调阅，便于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处理决策；

告警处理：对告警真实性进行确认，可调整告警级别，修改告警描述、上传

图片、视频文件，以及关联周边摄像头查看视频等操作，并可显示告警处理

的过程动态；

告警工单派发：针对真实告警，派发工单到园区安保人员进行现场处理；可

在地图上展示安保人员位置，方便进行工单派发。

 数据来源：

1. IOT 平台

2. 手动上报告警消息

 操作步骤：

1. 显示每日告警情况分析



2. 告警列表查询

输入告警类型，点击，发生开始日期与结束日期进行筛选

通过告警状态筛选



1. 查看:点击查看按钮，跳转入详情表单，在表单内可以查看告警的位置信息，

工单流转信息，关联设备信息，告警附件等。

2. 删除:点击删除可以删除误报的告警。(注:删除告警不可恢复)

3. 解除告警:解除某些误报的告警消息。

4. 将告警消息派发给工单处理人员，并根据提示输入“工单标题”，“工单详情”，“完成时

间”等信息。

3. 工单档案

 业务描述

通过综合安防的安防工单管理，实现工单的可视查询、处理、转发，负责工

单的生命周期管理， 包括：



1、安防工单转发：需要其他人处理的工单，可以将工单转发给指定的处理

人；

2、安防工单拒绝：对于非自己处理责任范围的工单，可操作工单拒绝，由

安防中心重新指派处理人；

3、告警播放视频：该设备产生相关告警时，可选择播放关联摄像头的实况

和录像。

 数据来源：

1. 告警档案:已派发的告警信息会转换为工单信息

 操作步骤：

1. 头部搜索框

通过输入工单创建时间，紧急程度，工单类型查询关联的工单信息。

2. 查看工单详情

点击右侧查看按钮，查看详细的工单详情与流转信息



3. 删除:删除选中的工单信息(不支持恢复)

4. 处理:点击右侧处理按钮，输入告警问题描述并上传图片附件，完结工单

4. 工单规则管理

 业务描述

可以通过该页面管理所有设备告警上传的工单文案

 数据来源：

1. 告警档案:已派发的告警信息会转换为工单信息

 操作步骤：



点击右侧查看:查看已创建的规则详情

点击右侧编辑:修改已创建的规则

点击右上方新增:新增工单规则

第二章 便捷通行

1. 通行记录

 业务描述

可以通过该界面检索园区内所有闸机的人员通行记录。

 数据来源：

1. IoT 平台

 操作步骤：

通过上方筛选框可以查询指定员工的通行记录。



2. 访客预约信息

 业务描述

集成园区内访客管理平台，实时接受访客管理平台推送的访客消息以及访

客情况。

 数据来源：

1. 访客管理平台/访客管理移动平台

 操作步骤：

1.点击右侧查看按钮，查看访客领取访客卡片信息



第三章 综合安消

1. 安防管理

(1) 视频调阅

 业务描述

园区的管理人员能在视频调阅页面查询园区所有的摄像头，并在浏览器上查

看视频调阅的实况和录像。

 数据来源：

1. IoT 平台

 操作步骤：

勾选左侧摄像头树形菜单，勾选的摄像头会在界面右侧显示实时的视频流



点击视频播放窗口左下角云台控制按钮，会放大视频画面，并显示出摄像头云台操作控

制杆

监控回放查看:选择左侧要查看的视频摄像头，输入要查询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

(2) 视频巡更



 业务描述

可选择任意摄像头加入巡更计划，摄像头按设置的巡更次序轮播视频实况；

视频随机打卡，确定安保在岗状态；

园区的操作人员需要能通过视频捕捉园区各种异常事件，如果发现异常，可

以手工创建告警。

 数据来源：

2. IoT 平台

 操作步骤：

新建巡更组：点击新建巡更组按钮，按照表单要求输入对应内容

巡更历史:查看历史巡更记录

列表右侧编辑按钮:编辑历史创建的巡更组内容

列表右侧删除按钮:删除历史创建的巡更组计划

在摄像头列表中勾选摄像头加入巡更组，创建巡更计划



(3) 布防管理

 业务描述

布防管理：管理已有的机器视觉算法在前端设备上使用

 数据来源：

1. 机器视觉平台

 操作步骤：

添加任务:点击添加任务，选择要使用的机器视觉算法，以及在园区内的那些

监控摄像头上使用。

查看：点击右侧查看，唤醒表单查看已添加的布防任务。



(4) 人员布防

 业务描述

黑名单管理：管理园区的受控人员、可疑人员的信息，包括人员姓名、性

别、证件号以及人脸图片，当黑名单人员进入布防区域时，上报告警，实现重点

人员排查；

布防管理：管理创建的人脸布防任务，可指定区域进行布防人员名单，可控

制任务启动、停止

告警处理：人员进入布防区域后，会上报告警，在安防告警中心显示告警详

情，并提供告警确认和处理的能力

 数据来源：

1. 机器视觉平台

 操作步骤：

添加人员:添加需要布防的人员，添加成功之后该人员进入摄像头监控区域就

回触发告警

移除:移除已添加的布防人员



(5) 车辆布防

 业务描述

黑名单管理：管理园区的可疑车辆信息，包括车牌号，车主姓名，车辆照

片、车牌颜色，车身颜色，车牌类型，车辆类型，描述，当黑名单车辆进入布防

区域时，上报告警，实现重点车辆排查；

布防管理：管理创建的车辆布防任务，可指定区域进行布防车辆名单及园区

区域内的车速，违停区域，可控制任务启动、停止；

告警处理：车辆进入布防区域后，会上报告警，在安防告警中心显示告警详

情，并可查看车辆在园区中行进的实际路径，提供告警确认和处理的能力。

 数据来源：

1. 机器视觉平台

 操作步骤：

添加人员:添加需要布防的车辆，添加成功之后该车辆进入摄像头监控区域后，

系统会识别车牌号是否在黑名单内。

移除:移除已添加的布防车辆

查看路径:查看车辆在园区内的行驶路径

2. 消防管理



(1) 消防综合态势

 业务描述

统计园区内消防物联网传感器的告警次数，告警分类，告警趋势图等。

 数据来源：

1. IoT 平台

 操作步骤：

查看:鼠标移动至图标查看告警详情

(2) 消防数据管理

 业务描述

集成消防水系统，传统消防系统与机器视觉系统的设备，实时监控消防异

动，实现防患于未然。

 数据来源：

1. IoT 平台

 操作步骤：

搜索:通过输入界面顶部的设备“设备名称”，“设备类型”，“设备位置”，检

索出想查看的设备情况。



查看:点击右侧列表按钮，弹出查看表单详情以及该设备的告警日志。

(3) 消防运营管理

 业务描述

统一管理园区内的建筑基础信息，建筑安全信息，建筑管理信息。通过初

始化的建筑信息支持消防模块的动火作业，巡检管理等的业务闭环

 数据来源：

1. 手动输入

 操作步骤：



1. 界面顶部列表查询筛选输入框。

2. 可以将系统中保存的建筑信息导出为 excle 格式文件存储

3. 查看:查看建筑详情

4. 编辑:编辑已有的建筑信息

5. 删除:删除历史添加的建筑信息

6. 新建:通过新增可以新建建筑信息与楼层，房间等信息。

可以通过顶部”全部”,”已审批”,”待审批”的状态筛选框，筛选想查看的动火作业单

查看:查看历史动火审批单



编辑:编辑已有的动火审批单据

删除:删除历史动火审批单



巡检管理

头部筛选框:通过头部的”巡检点管理”，”巡检任务管理”可以分类别查看

(注:巡检任务是由多个巡检点组合而成)

巡检点的创建:选择巡检设备的位置，建立巡检点。



创建巡检任务:选择诸多巡检点组合成巡检任务，并选择指派人，巡检频率等信息

(注:巡检频率为巡检任务每日/月/年自动循环创建)

第四章 环境管理

1. 环境综合统计分析

 业务描述

通过统一数据采集，将客户园区内的环境监测传感器数据收集并进行整理

和分析，通过数据和报表进行发布。 环境监测数据的采集、接入和呈现

环境监测数据内容包括：空气质量、天气信息、温湿度、噪音，水体；

 数据来源：IoT 平台

 操作步骤：

查看:鼠标移至图图表内，查看详细的告警数据



2. 环境实时监测

 业务描述

对环境异常数据和指标，经分析后提供告警，针对不同的环境监测指标，可
基于位置、时间、监测指标等，配置异常数据指标值。

时间粒度注解:在分钟，小时，日三种时间区间内，计算所选时间类型的平均
值并显示在标准值字段内。

 数据来源：IoT 平台

 操作步骤：通过上方查询按钮，输入传感器所属位置，设备在离线状态

与时间粒度进行数据检索。

第五章 能耗管理

1. 能耗综合统计分析

 业务描述

能效实时监控，应考虑园区能源运营的几个关键要素：

1）完整性

2）准确性

3）可视化和易用性

4）数据的分级实时性

因此，在能效实时监控功能范围内，有如下功能点：

2、能源数据可视，能源设备、能源计量、运行状态、参数等数据可视；

 数据来源：IoT 平台

 操作步骤：鼠标移动至图表内容除，查看每个时段详细的能耗使用情况。



2. 实时能源监测

 业务描述

 数据来源：

 操作步骤：

3. 区域能耗

 业务描述



根据园区内的建筑，楼层等，从监测建筑区域的维度对能源消耗情况实时

分析。

 数据来源：IoT 平台

 操作步骤：通过输入界面顶部筛选条件，筛选水，电表实时示值。

4. 智慧节能

 业务描述

通过物联网关控制路灯设备的开关状态，创建路灯自动启停计划实现节能减

排。

 数据来源：IoT 平台

 操作步骤：点击列表中的设备开关状态控制器，控制路灯开关。



点击智能控制按钮，查看该路灯关联的摄像头设备。

第六章 设施管理

1. 设备信息管理

 业务描述

园区的运营人员能够管理设施基础的信息，包括设备编码、设备名称、设

备分类、对外型号、设备位置、设备使用状态、设备重要级别、设备描述信息等。

园区的运营人员能够查询设备的当前状态，并针对某个设备实例进行相应的

启用、停用、废弃、删除等操作。

 数据来源：IoT 平台

 操作步骤：



查看:查看设施详细信息

编辑:编辑已有设施详细信息

设备关联:将多个设备关联到一起，如:消防告警设备关联某摄像头，在消防告警设备告警时

会自动保存关联的摄像头视频。



2. 设施告警

 业务描述

管理园区内所有设备的告警触发条件，设置告警触发条件后，当设备值满

足该条件就会自动触发告警，并集成到综合告警中心当中。

 数据来源：IoT 平台

 操作步骤：

新增:告警触发器有三种类型

1. 状态触发器:定义设备状态，如:在线，离线，故障等状态

2. 原始触发器:设备会直接发送告警，只需在系统中设施告警等级即可



3. 阈值触发器:用来管理设备上传的数字，在系统设置监视此数字的最高值

最低值即可。

设备类型:设备类型有两种分别是

1. 设备定义:设备定义为设置同一种类型下的所有设备(如:所有电表达到

XX告警)

2. 设备:设备则为单一设备(如:XX 号设备达到 XX告警)

3. 设施巡检

 业务描述

对园区内的设备设施进行定时巡检，排查设备运行情况。

 数据来源：手动输入



 操作步骤：

头部筛选框:通过头部的”巡检点管理”，”巡检任务管理”可以分类别查看

(注:巡检任务是由多个巡检点组合而成)

4. 设施维保

 业务描述:管理园区内纷乱错杂的维保公司

 数据来源：手动输入

 操作步骤：

通过左侧“查看”，“编辑”，“删除”对维保公司信息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