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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菜单栏 

菜单栏支持查看系统运行信息、修改密码、退出登录、收缩导航栏以及全屏浏览。 

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系统运行相关信息 1、支持查看进程已使用的物理内存信息。 

2、支持查看系统运行平台信息。 

3、支持查看系统运行环境信息。 

2 支持用户修改密码 1、支持用户修改密码。 

3 支持全屏显示 1、支持系统界面全屏显示。 

4 支持收缩导航栏目 1、支持收缩导航栏。 

5 支持退出登录 1、支持账号登出。 

1.2. 功能详解 

1.2.1. 查看系统运行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点击右上角用户名称。 

3、 点击系统信息。 

 

图 1-1 查看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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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修改密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点击右上角用户名称。 

3、 点击修改密码。 

4、 输入原密码。 

5、 输入新密码。 

6、 输入确认密码。 

7、 点击确认。 

 

图 1-2 修改密码 

1.2.3. 全屏显示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点击右上角扩展符号即全屏显示。 

3、 键盘上按住 Esc 键即退出全屏显示。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5 页 共 327 

页 

 

 

图 1-3 全屏显示及退出全屏 

1.2.4. 收缩导航面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点击左下角收起侧边栏。 

3、 再次点击展开侧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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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导航面板收缩及展开 

1.2.5. 退出登录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点击右上角用户名称。 

3. 点击退出登录。 

4.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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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退出登录 

2. 设备列表 

设备列表支持实时显示设备测点数值和状态信息。 

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显示设备状态、测点实时

数据及状态 

1、支持查看平台接入设备的状态：绿色为正常，红

色为告警，蓝色为初始化，灰色为离线，黄色为备

机状态（不呈现数据）。 

2、支持展示设备遥测点和遥信点的实时数据及状

态。 

3、支持当设备告警时，会提示处理意见。 

2 支持展示测点的实时曲线 2、支持查看测点的实时数据。 

3、支持查看实时值的变化轨迹。 

3 支持记录遥测点的历史数据 1、支持记录遥测点的历史数据。 

2、支持按照时间查询设备测点历史数据并以曲线显

示。 

3、支持历史列表遥测数据。 

4 支持导出设备 1、导出告警或离线的设备。 

5 支持导出历史曲线 1、支持按照时间导出单个或多个设备的历史数据，

以表格方式呈现。 

6 支持对测点下发命令 1、支持下发控制量，改变设备遥测数值及遥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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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查询设备、测点和设置项 1、支持通过设备、测点或设置项的名称的关键字进

行查询。 

2.2. 功能详解 

2.2.1. 查看测点的实时值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任一设备名称。 

5、点击任一遥测量或者遥信量，查看测点数据及状态。 

 

图 2-1 遥测的实时值 

 
图 2-2 遥信的实时状态 

2.2.2. 查看测点的实时曲线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9 页 共 327 

页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任一设备名称。 

5、点击遥测量或者遥信量 

6、将鼠标悬置在曲线下要查看实时曲线的测点的图标上。 

7、点击实时曲线。 

 

 

图 2-3 查看遥测点的实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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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查看遥信点的实时曲线 

2.2.3. 查看遥测点的历史曲线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设备名称。 

5、将鼠标悬置在曲线下要查看历史曲线的测点的图标上。 

6、点击历史曲线。 

7、点击时间选择框，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8、点击确定。 

9、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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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查看历史曲线 

2.2.4. 查看遥测点的历史列表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设备名称。 

5、将鼠标悬置在曲线下要查看历史曲线的测点的图标上。 

6、点击历史曲线。 

7、点击时间选择框，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8、点击确定。 

9、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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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导出设备 

 

 

2.2.5. 导出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将鼠标悬置在导出图标上。 

4、点击导出设备。 

5、选择告警或者离线。 

6、点击确认。 

7、在浏览器下方会出现已导出设备的文件，文件名规则：日期-告警/离线设备.xlsx，

可打开文件查看导出的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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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导出设备 

2.2.6. 导出历史曲线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将鼠标悬置在导出图标上。 

4、点击导出曲线。 

5、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名称。 

6、勾选任意设备。 

7、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点击确定。 

8、点击导出，会在浏览器下方出现历史曲线.zip 的文件，可以解压查看历史曲线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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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导出设备的历史曲线 

2.2.7. 对测点下发命令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名称，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任一设备名称。 

5、点击设置。 

6、点击设置项。 

7、设置类型为 V：输入设置值，点击确定；设置类型为 X，点击确定。 

8、可通过查看测点的值或状态确定命令是否下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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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类型为 V： 

 

设置类型为 X： 

 

图 2-9 下发命令 

注意：能够输入是根据设备管理-设置界面的设置类型所决定的，例如：如果设置类型

为 V，即可输入；如果设置类型为 X，即不能输入。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17 页 共 327 

页 

2.2.8. 查询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设备。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在设备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回车。（查询设备） 

5、点击任一设备名称。 

6、点击遥测量、遥信量或者设置。 

7、在查询框输入关键字，回车，即可在页面查看到查询后的信息。（查询遥测量、遥

信量或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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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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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时快照 

实时快照可实时显示系统的各类型信息，并支持告警统计，告警过滤及告警确认。 

3.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告警统计 1、支持对不同类型的告警信息进行统计。 

2 支持告警过滤 1、支持不同类型信息的筛选和查看。 

3 支持告警确认 1、支持对故障、信息、设置及资产信息的确认。 

2、支持告警确认和测点误报。 

4 支持导出快照信息 1、支持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导出。 

3.2. 功能详解 

3.2.1. 告警统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快照列表。 

3、进入页面可查看到统计信息，如：警告 2 条，设置 2 条等。 

 

图 3-1 告警统计 

3.2.2. 告警过滤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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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快照列表。 

3、通过选择告警类型可进行告警过滤，如：仅查看故障、设置和资产，可通过仅选择

故障、设置和资产三项进行查看。 

 

图 3-2 告警过滤 

3.2.3. 告警确认 

3.2.3.1. 故障、信息、设置及资产确认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快照列表。 

3、点击故障、信息、设置或者资产后的待确认。 

4、在弹窗中输入处理意见。 

5、点击确认，可在事件查询中查看到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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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故障、信息、设置及资产确认 

3.2.3.2. 告警确认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快照列表。 

3、点击警告后的待确认。 

4、在弹窗中是否误报点击否。 

5、输入处理意见。 

6、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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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告警确认 

3.2.3.3. 告警误报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快照列表。 

3、点击警告后的待确认。 

4、在弹窗中是否误报处点击是。 

5、输入处理意见。 

6、点击确认，实时快照中警告少一条，信息多一条，设备列表测点变成绿点，并且可

在事件查询中查询到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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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告警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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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导出告警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快照列表。 

3、选择任一类型。 

4、点击导出按钮，浏览器下方会出现已导出的文件。文件名格式为：日期-类型.xlsx。

可打开文件查看导出的实时快照数据。 

 

 

图 3-6 导出告警信息 

4.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支持对设备信息和产品信息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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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产品管理 

支持用户对产品及产品信息的管理，包括新增、导入、修改、删除及查询。 

4.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导入产品 1、支持通过 Excel 导入产品模板及产品模板信息。 

2 支持删除产品模板 1、支持选择删除产品模板。 

3 支持设备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产品模板中的设备信息。 

2、支持编辑产品模板中的设备信息。 

4 支持遥测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遥测量。 

2、支持编辑遥测量。 

3、支持删除遥测量。 

5 支持遥信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遥信量。 

2、支持编辑遥信量。 

3、支持删除遥信量。 

6 支持设置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设置。 

2、支持编辑设置。 

3、支持删除设置。 

7 支持查询功能 1、支持通过产品模板、测点和设置项名称的关键字

进行查询。 

4.1.2. 功能详解 

4.1.2.1. 导入产品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点击导入。 

4、 选择文件点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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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导入产品模板 

4.1.2.2. 删除产品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选择任一产品。 

4、 点击产品名称右侧按钮。 

5、 点击删除。 

6、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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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删除产品模板 

4.1.2.3. 设备信息管理 

4.1.2.3.1. 新增设备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点击新增按钮。 

4、 输入设备信息。 

5、 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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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新增设备 

4.1.2.3.2. 编辑设备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选择需要编辑的产品模板。 

4、 选择任一设备后。 

5、 点击修改设备信息。 

6、 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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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编辑设备 

4.1.2.4. 遥测量管理 

4.1.2.4.1. 新增遥测量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在设备列表选择一个设备。 

4、 选择遥测量。 

5、 点击添加按钮。 

6、 输入参数后点击确认。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30 页 共 327 

页 

 

图 4-5 新增遥测量 

4.1.2.4.2. 编辑遥测量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在设备列表选择一个设备。 

4、 选择遥测量。 

5、 点击编辑按钮。 

6、 修改参数后点击确认。 

 

图 4-6 编辑遥测量 

4.1.2.4.3. 删除遥测量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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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在设备列表选择一个设备。 

4、 点击遥测量。 

5、 点击删除按钮。 

6、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图 4-7 删除遥测量 

4.1.2.5. 遥信量管理 

4.1.2.5.1. 新增遥信量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选择任一产品模板。 

4、 选择遥信量。 

5、 点击添加按钮。 

6、 输入参数后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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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新增遥信量 

4.1.2.5.2. 编辑遥信量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选择任一产品模板。 

4、 选择遥信量。 

5、 点击编辑按钮。 

6、 修改参数后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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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编辑遥信量 

4.1.2.5.3. 遥信量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选择任一个产品模板。 

4、 点击遥信量。 

5、 点击删除按钮。 

6、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图 4-10 删除遥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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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 设置管理 

4.1.2.6.1. 新增设置 

操作步骤： 

1、操作步骤：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选择任一产品模板。 

4、选择设置。 

5、点击添加按钮。 

6、输入参数点击确认。 

 

 

图 4-11 添加设置 

4.1.2.6.2. 编辑设置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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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步骤：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 选择任一产品模板。 

4、 选择设置。 

5、 点击编辑按钮。 

6、 输入参数点击确认。 

 

 

 

图 4-12 编辑设置 

4.1.2.6.3. 删除设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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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任一产品模板。 

4、点击设置。 

5、点击删除按钮。 

6、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图 4-13 删除设置 

4.1.2.7. 产品信息管理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选择任一产品模板。 

4、点击产品信息。 

5、填写相应产品信息。 

6、在弹窗中点击保存。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37 页 共 327 

页 
 

 

4.1.2.8. 查询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产品管理。 

3、在设备列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4、按下回车，查询。 

5、选择任一产品模板。 

6、点击选择遥信量、遥测量和设置。 

7、在查询框输入关键字。 

8、按下回车，查询。 

 

图 4-14 查询 

4.2.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支持用户新增、删除、编辑、搜索功能，包括设备、遥测、遥信和设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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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品管理新增设备或者把设备设为产品模板。 

4.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管理设备分组 1、支持添加分组。 

2、支持重命名分组。 

3、支持删除分组。 

2 支持设备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设备。 

2、支持编辑设备信息。 

3、支持删除设备。 

4、支持关键字查询设备。 

3 支持遥测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遥测。 

2、支持编辑遥测信息。 

3、支持删除遥测。 

4、支持关键字查询遥测。 

4 支持遥信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遥信。 

2、支持编辑遥信信息。 

3、支持删除遥信。 

4、支持关键字查询遥信。 

5 支持设置信息管理 1、支持新增设置。 

2、支持编辑设置信息。 

3、支持删除设置。 

4、支持关键字查询设置。 

6 支持批量管理 1、系统支持对设备、测点及设置信息的批量管理。 

2、支持批量修改。 

3、支持批量删除。 

4、支持批量移动。 

5、支持将设备导出为文件。 

4.2.2. 功能详解 

4.2.2.1. 管理设备分组 

通过对设备进行分组，可以更清晰明了的对设备进行管理和查看，并且有效的提高了查

看设备时页面的响应速度。设备分组管理支持添加分组、重命名分组以及删除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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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1. 添加分组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分组右侧的文件夹加号的图标。 

4、输入分组名称。 

5、点击确认，新增分组成功。 

 

 

图 4-15 添加分组 

4.2.2.1.2. 分组重命名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第一级分组名称展开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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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鼠标悬置在要修改名称的分组右侧的三点图标上。 

5、点击重命名。 

6、输入名称。 

7、点击确认，重命名完成，页面显示新的分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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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分组重命名 

4.2.2.1.3. 删除分组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第一级分组名称展开分组。 

4、将鼠标悬置在要修改名称的分组右侧的三点图标上。 

5、点击删除。 

6、弹窗中勾选同时删除分组内设备及子节点，点击确认，该分组及分组下的设备和子

节点均被删除；若未勾选，点击确认，分组下的设备及子节点移至上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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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删除分组及分组下的设备和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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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不删除分组及分组下的设备和子节点 

4.2.2.2. 设备管理 

系统支持对所有设备信息的管理，包括新增、编辑、删除、查询、移动设备和将设备设

为产品模板。通过对设备信息的操作，可以有效地管理不同类型不同协议的设备，便于用户

管理设备信息，也有利于设备故障时及时排查问题。 

4.2.2.2.1. 新增设备 

4.2.2.2.1.1. 产品模板添加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分组右侧的圆圈加号的图标。 

4、点击产品新增。 

5、点击展开产品模板列表。 

6、选择产品模板。 

7、填写添加的设备数量。 

8、点击确认，新增设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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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产品新增设备 

4.2.2.2.2. 编辑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编辑按钮。 

6、在弹窗中输入修改的信息。 

7、点击确认，设备信息编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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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编辑设备 

4.2.2.2.3. 删除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 

4、选择任一设备。 

5、将鼠标悬置在三点按钮上。 

6、点击列表中的删除。 

7、在弹窗中点击确认，设备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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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删除设备 

4.2.2.2.4. 查询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 

4、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5、回车，设备查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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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查询设备 

4.2.2.3. 遥测管理 

系统支持对所有遥测信息的管理，包括新增、编辑、删除和查询。 

4.2.2.3.1. 新增遥测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新增遥测量的按钮。 

6、在弹窗中输入遥测信息。 

7、点击确认，新增遥测成功 

 

图 4-23 新增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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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1.1. 遥测参数详解 

 

1、 遥测名称 

可自定义当前遥测的名称。 

2、 关联页面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3、 关联视频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4、 资产名称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5、 预案号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6、 曲线记录 

选择“是”，则系统运行过程中会记录该测点的值，并将其在历史曲线中用曲线连接。 

选择“否”，则系统不会记录测点值。 

7、 下限值 

该测点的下限值，当测点值低于该值时，测点处于报警状态。 

8、 恢复下限值 

该测点恢复的下限值。 

9、 恢复上限值 

该测点恢复的上限值。 

10、上限值 

该测点的上限值，当测点值高于该值时，测点处于报警状态。 

请参考下表： 

测点起始状态 测点当前值 下限值 恢复下限值 恢复上限值 上限值 状态 

正常 (-∞,0) 0 5 95 100 报警 

正常 [0,100] 0 5 95 100 正常 

正常 (100,+∞) 0 5 95 100 报警 

报警 (-∞,5] 0 5 95 100 报警 

报警 (5,95) 0 5 95 100 正常 

报警 [95,+∞) 0 5 95 100 报警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49 页 共 327 

页 
注：[]表示取边界值，()表示不取边界值。 

11、单位 

测点值的单位。若不涉及，可默认为空。 

12、曲线记录阈值 

如果阈值设成 50，就意味着测点的变化幅度大于 50 的时候才记录曲线，但是如果曲线

一直没有记录，超过记录周期（程序内置是 300 秒）也会强制记录。 

13、越上限事件 

当发生越上限事件时，系统将显示这里设定的提示文本。若不涉及，可默认为空。 

如：越高限。即当测点值大于上限值时，系统会提示：越高限。 

14、越下限事件 

当发生越下限事件时，系统将显示这里设定的提示文本。若不涉及，可默认为空。 

如：越低限。即当测点值小于下限值时，系统会提示：越低限。 

15、显示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6、记录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7、报警级别 

当测点报警时，越高的报警级别就越被系统优先响应。高的报警级别会触发更多的报警

方式。 

级别 报警方式 

0 测点被屏蔽。无论该测点是否有报警都会被忽略，不会产生报警信息； 

1 当有报警或恢复时，报警窗口/实时系统快照会产生提示信息； 

2 及 2 以上 测点报警时，可触发短信或邮件报警等； 

3 及 3 以上 测点恢复正常后，可触发短信或邮件报警； 

18、短信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9、Email 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0、工单报警 

若选择“是”，当设备或测点报警时，在全部工单模块会生成工单； 

若选择“否”，则与上述相反。 

21、比例变换 

若选择“是”，结合实际最大值，实际最小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四个参数使用。如： 

实际最小值 实际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 

0 100 0 100 指获取的数据为 1，IoTCenter 显示的数

据也是 1，变换比例 1:1 

0 100 0 10000 指获取的数据为 1，IoTCenter 显示的数

据也是 100；变换比例 1:100 

0 10000 0 100 指获取的数据为 1，IoTCenter 显示的数

据也是 0.01；变换比例 100:1 

若选择“否”，则 IoTCenter 页面的测点值与实际值一致。 

或参考公式：最小值+（（f-实际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实际最大值-实际最小

值） 

22、实际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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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设备测点数据的实际最小值，用于比例变换，如不需要变换，则可以填写任意数值。

如：0。 

23、实际最大值 

表示设备测点数据的实际最大值，用于比例变换，如不需要变换，则可以填写任意数值。

如：0。 

24、最小值 

表示实际数据值的最小值，用于比例变换，如不需要变换，则可以填写任意数值。如：

0。 

25、最大值 

表示实际数据值的最大值，用于比例变换，如不需要变换，则可以填写任意数值。如：

0。 

26、操作命令 

该测点的操作命令，该命令由动态库决定。 

如：使用 Modbus 协议的设备，使用 GWJBUSV2.STD.dll 动态库，此处可填写：03,1,1。 

27、操作参数 

该测点的操作参数，由动态库决定。 

如：使用 Modbus 协议的设备，使用 GWJBUSV2.STD.dll 动态库，此处可填写：1,1,H。 

28、越限滞纳时间 

当设置了这个值后，只有当测点值持续越上限或下限超过这个时间设定时，系统才会报

警，时间单位为秒。 

如：该测点设置成 60，即当测点触发报警时，不会立即触发报警，60 秒之后，测点才

会变成报警状态。 

29、恢复滞纳时间 

当设置了这个值后，只有当测点值保持不越上限或下限超过这个时间设定时，系统才会

认为该测点恢复正常，时间单位为秒。 

如：该测点设置成 60，即当测点恢复正常且保持 60 秒后，测点才会变成正常状态。 

30、重复报警时间 

当测点处于报警状态多长时间后再次发送报警信息，时间单位为分钟。 

如：填写 2，即当测点出现报警后 2分钟，若还是报警状态，会再一次发出报警信息。 

31、报警升级周期 

当测点处于报警状态多长时间后，向高级别人员发送报警信息，时间单位为分钟。 

如：填写 1，即当测点报警后 1 分钟，若还是报警状态，会向当前值班人员的上一级别

发送报警信息。如当前是级别为 0的人员在值班，1 分钟后会给级别为 1 的人员发送报警信

息。可与重复报警时间配合使用。 

32、报警屏蔽 

填写某个测点，当该指定测点报警时，当前测点的报警将会被忽略。填写格式：设备号,

测点号+设备号,测点号。 

如：目前设备号为 100，测点号为 1，则填写 90,1+91,5 时，当设备号为 90的 1 号测点

报警，或 91 号设备的 5 号测点报警时，100 号设备的 1 号测点即使越上限或越下限，都不

会在事件查询中记录报警和发送报警短信、邮件，但是 100 号设备的 1 号测点会显示成红色

报警状态。 

33、声音文件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报警声音文件”字段使用方法。 

34、安全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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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35、通讯故障处理意见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36、预留字段 1，预留字段 2，预留字段 3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4.2.2.3.2. 编辑遥测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任一遥测量。 

6、点击遥测后的编辑按钮。 

7、在弹窗中修改信息。 

8、点击确认，遥测信息编辑成功。 

 

 

图 4-24 编辑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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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3. 删除遥测 

测试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任一遥测量。 

6、点击遥测后的删除按钮。 

7、在弹窗中点击确认，遥测删除成功 

 

 

 

图 4-25 删除遥测 

4.2.2.3.4. 查询遥测 

测试步骤： 

1、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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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遥测量。 

6、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7、回车，页面展示查询结果。 

 

图 4-26 查询遥测 

4.2.2.4. 遥信管理 

系统支持对所有遥信信息的管理，包括新增、编辑、删除和查询。 

4.2.2.4.1. 新增遥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遥信量。 

6、点击新增遥信量的按钮。 

7、在弹窗中输入遥信信息。 

8、点击确认，新增遥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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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新增遥信 

4.2.2.4.1.1.1. 遥信参数详解 

 

1、 遥信名称 

可自定义当前遥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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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 事件 

当出现 0-1事件时，系统会提示的文字信息。如：正常。 

3、 1-0 事件 

当出现 1-0事件时，系统会提示的文字信息。如：报警。 

4、 关联页面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5、 关联视频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6、 资产名称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7、 预案号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8、 曲线记录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9、 显示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0、记录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1、短信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2、Email 报警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3、工单报警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14、是否取反 

对设备状态进行取反。即把报警状态当作正常状态，把正常状态当报警状态。 

15、处理意见 0-1 

当测点状态由 0-1 转换时显示的文本。 

16、处理意见 1-0 

当测点状态由 1-0 转换时显示的文本。 

17、0-1 级别 

测点状态由 0 转换为 1 时的事件级别。 

越高的报警级别就越被系统优先响应。高的报警级别会触发更多的报警方式。（也适用

于 1-0 级别） 

级别 报警方式 

0 该测点被屏蔽，无论是否报警都会被忽略，不产生报警信息 

1 当有报警或恢复正常时报警窗口会产生信息提示 

2 或 2 以上 触发短信或邮件报警 

18、1-0 级别 

测点状态由 1 转换为 0 时的事件级别。 

注：0-1 级别和 1-0 级别中，级别较高的为告警，较低的为正常。 

19、操作命令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0、操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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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1、报警滞纳时间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2、恢复滞纳时间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3、重复报警时间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4、声音文件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5、报警屏蔽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6、报警升级周期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7、安全时段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28、预留字段 1，预留字段 2，预留字段 3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4.2.2.4.2. 编辑遥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遥信量。 

6、点击遥信后的编辑按钮。 

7、在弹窗中修改信息。 

8、点击确认，遥信信息编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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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编辑遥信 

4.2.2.4.3. 删除遥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遥信量。 

6、点击遥信后的删除按钮。 

7、在弹窗中点击确认，遥信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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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删除遥信 

4.2.2.4.4. 查询遥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遥信量。 

6、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7、回车，页面展示查询结果。 

 

图 4-30 查询遥信 

4.2.2.5. 设置管理 

系统支持对所有遥信信息的管理，包括新增、编辑、删除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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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1. 新增设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设置。 

6、点击新增设置的按钮。 

7、在弹窗中输入设置信息。 

8、点击确认，新增设置成功。 

 

 

图 4-31 新增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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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1.1. 设置参数详解 

 

1、 设置名称 

可自定义当前设置的名称 

2、 值 

设置类型为数量值时，在此输入数值。 

如：设置类型填写 X，此处若填写“1”，则当执行此设置时，无需输入下发命令值，

系统默认下发值：1。 

3、 设置类型 

控制类型。X：表示状态量；V：表示数值量。 

如：填写 X，在执行此设置时，只许选择是否执行；填写 V，在执行此设置时，需要填

写下发命令的值，如：3.5。 

4、 动作 

根据设置类型分为设置、启动、停止。当类型为 V时，动作为设置，可设置遥测点的值；

当类型为 X时，动作为启动或停止，对应值为 0 或 1。 

5、 操作命令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如：SetYCYXValue 

6、 操作参数 

参考遥测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如：C_1 或 X_1 

7、 记录 

选择“是”，当执行此设置时，实时快照和事件查询-设备事件-设置事件中会有记录；

选择“否”，当执行此设置时，不会记录该设置。 

8、 语音控制字符 

该设置可通过语音控制的控制字符。 

9、 是否语音控制 

主要是搭配 APP 使用，若选择“是”，则在 APP 中语音读出语音控制字符，则会执行该

设置；若选择“否”，则不会受语音控制。 

10、预留字段 1，预留字段 2，预留字段 3 

参考设备信息中的字段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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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2. 编辑设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设置。 

6、点击设置后的编辑按钮。 

7、在弹窗中修改信息。 

8、点击确认，设置信息编辑成功。 

 

图 4-32 编辑设置 

4.2.2.5.3. 删除设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设置。 

6、点击设置后的删除按钮。 

7、在弹窗中点击确认，设置删除成功。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62 页 共 327 

页 

 

图 4-33 删除设置 

4.2.2.5.4. 查询设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一分组将分组展开。 

4、选择任一设备。 

5、点击设置。 

6、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7、回车，页面展示查询结果。 

 

图 4-34 查询设置 

4.2.2.6. 批量操作 

系统支持对设备、测点及设置信息的批量管理，支持批量修改、批量删除、批量移动，

支持将设备导出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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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6.1. 批量修改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批量操作图标。 

4、点击任意设备分组。 

5、选择任意设备。 

6、点击编辑按钮。 

7、选择任一要修改的类型。 

8、选择任意参数类型。 

9、填写修改值。 

10、点击确认，批量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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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 批量修改参数 

4.2.2.6.2. 批量删除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任意设备分组。 

4、选择任意设备。 

5、点击批量操作图标。 

6、点击删除按钮。 

7、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批量删除设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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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批量删除设备 

4.2.2.6.3. 导出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批量操作图标。 

4、点击任意设备分组。 

5、选择任意设备。 

6、点击导出设备按钮。 

7、在弹窗中点击确认，导出设备成功。 

 

图 4-37 导出设备 

4.2.2.6.4. 批量移动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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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批量操作图标。 

4、点击任意设备分组。 

5、选择任意设备。 

6、点击移动设备按钮。 

7、在弹窗中点击分组名称。 

8、选择任一分组。 

9、点击确认，移动设备成功。 

 

 

图 4-38 批量移动设备 

5. 北向 

5.1. 终端类型管理 

对终端信息进行归类，用户如果需要对终端信息划分多个类型进行分组，可以在这里维

护终端类型。该功能主要维护终端类型字典信息，在北向功能中，实施人员必须维护好

终端类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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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终端信息管理 

终端信息管理，主要功能有终端数据同步功能（程序自动同步，无需人员操作），该功

能主要实现：将设备中的数据自动映射到终端信息中，终端编号默认为设备号，终端名

称默认为设备名称，所属产品自动为设备所属产品，其余信息无法同步的，需要实施人

员对数据进行修改。该管理界面还提供了导出和导入功能。导出：当操作完同步之后，

终端信息的安装信息是没有的，这时候需要配置，如何批量配置，使用导出功能，对空

白字段的数据进行修改。导入：当用户维护好前面导出的数据之后，在将数据导入，这

样就实现了数据批量修改。对于少了数据也可以对终端信息进行一一维护。 

5.2.1. 按条件搜索终端信息 

 

 

5.2.2. 导出终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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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导入终端信息 

 

1、将终端信息填写完整点击导入 

2、选择导入的表格 

 

 

5.2.4. 修改终端信息 

 

用户根据终端实际情况，将终端所属分类及终端基本属性维护好，这样才能使基本数据

完整，后面的业务流程需要这些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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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终端信息，在数据库中，其实是逻辑删除，IsDeleted 为 1 表示已删除。 

 

5.3. 平台管理 

5.3.1. 对接 IoTEdge 平台 

华为 IoTEdge，即华为边缘网关，在 IoTDA 中体现为一个直连设备，敢为所有的终端都

注册到该直连设备中。边缘网关部署成功后，会自动在 IoTDA 中创建一个直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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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中使用 IoTEdge 边缘上报网关数据，配置信息如下，切勿填写错误。 

 

平台配置完成后，终端注册到 IoTEdge 的配置如下：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71 页 共 327 

页 

 

平台设备 id 前缀：对平台设备前缀进行定义。举例： 

如该前缀为：“d_wsd_”,设备号为：1000，那么注册到平台后的设备 id 为：“d_wsd_1000”。 

平台设备标识码前缀：对平台设备标识码前缀进行定义。举例： 

如该前缀为：“n_wsd_”,设备号为：1000，那么注册到平台后的设备 id 为：“n_wsd_1000”。 

平台产品 Id：在华为 IoTDA 平台中，创建产品后，会有一个产品 Id，如下图所示： 

 

对该平台配置上报规则： 

上报规则中“其他规则”，有一个服务名称，该名称就是“华为 IoT 平台创建产品”中

提到的服务 Id。对照属性为“华为产品”中的属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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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对接 IoTDA 平台 

对接 IoTDA 平台，即华为云 IoT 平台，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添加任意的直连设备，敢

为网关通过各个直连设备进行子设备注册，数据上报。这样就做到了，某一类设备可以

全部注册的某个直连网关下。对接 IoTDA 的场景，一般用于智慧城市项目，用于设备分

权处理，即各个委办局可以看到自己所在委办的设备。如在项目中，既要对接公交车子

系统，又要对接水环境监测子系统，很明显所在的职能部门不一样，那要怎么做呢？ 

5.3.2.1. 创建直连设备 

在 IoTDA 中创建两个直连设备，分别为公交车子系统设备，水环境监测设备。敢为南向

解析也会有两个分类（或两个设备模板/产品）。因此我们可以将敢为南向中的两个分

类设备注册到 IoTDA 中的（公交车子系统设备，水环境监测设备）。 

创建直连设备：需要将设备 Id 和设备秘钥记住，后面在敢为注册设备时需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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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IoT中配置平台 

连接参数 key 请按照如下配置，其中 host 对应的值，应根据项目中实际情况来填写，

端口默认采用：1883。 

平台终端注册参数，请按照下图准确无误的填写。 

 

平台配置完成后，终端注册到 IoTDA 的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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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填写的内容和 IoTEdge 那个类似，只是多了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就是上一步“创

建直连设备”成功后给到的设备 id 和设备秘钥，如下图。 

 

对该平台配置上报规则： 

上报规则中“其他规则”，有一个服务名称，该名称就是“华为 IoT 平台创建产品”中

提到的服务 Id。对照属性为“华为产品”中的属性名称。 

 

5.3.2.3. 对接 Ebg 平台 

在平台管理填写平台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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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_IOT_DEVICE_DATACHANGED_GW__bingoqa3  订阅 topic 

T_IOT_DEVICE_ALARM_GW__bingoqa3        订阅 topic 

T_IOT_DEVICE_ADDED_GW__bingoqa3         订阅 topic 

T_IOT_DEVICE_COMMANDRSP_GW__bingoqa3   订阅 topic 

T_IOT_DEVICE_DELETED_GW__bingoqa3        订阅 topic 

T_IOT_DEVICE_ONLINESTATUS_GW__bingoqa3   订阅 topic 

T_IOT_DEVICE_MESSAGE_GW__bingoqa3      订阅 topic 

KafkaHost  127.0.0.1:9092                   Kafka 地址  

PlatformId  ganwei.iot                       平台 ID 

MaxRetries 10                              连接次数 

TenantName bingoqa3                       租户 

选择上报规则，新增设备，根据规则上报数据。 

 

 

5.4. 平台终端管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终端已注册到平台的列表。可以查询已注册，注册失败、下线

等状态的数据，可以根据名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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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北向对接应用 

北向对接应用，常见的应用有，线下 ROMA，线上 ROMA，其他厂商应用。对接主要围

绕 IoT 数据接入进行展开，如应用调用 IoT 北向接口，IoT 实时数据推送给应用。 

 

5.6. 应用接口管理 

管理北向应用可以访问的北向接口，可以新增接口、修改、删除接口。在应用调用北向

接口是，首先判断接口是否在该范围中，如果不在该范围，应用是无法调用成功的。 

新增接口，填写接口信息点击保存,该接口地址可以从《IoT 平台北向通用 V2 API 文档网

关版 V2.0.X》中获取。 

 

查看接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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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接口，可修改启用停用接口、接口名称、请求地址、接口分组、请求方式 

 

删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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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应用接入管理 

维护北向应用信息，在需要与北向应用进行对接时，在应用接入功能中添加对应应用的

信息，该信息中主要包含：应用名称，应用 Key，应用秘钥，是否启用等信息。在添加

应用时尤其要注意应用 key，应用信息创建后无法查看，只能进行修改时查看，因此要

妥善保管，在上层应用没有提出需求时不要去修改。 

新增应用点击新增填写应用名称点击保存 

 

默认配置，该功能实现对应于自动赋予所有终端，自动赋予所有北向通用接口，用于快

速配置应用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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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应用 

 

修改应用，重置密钥：重置应用密码（应用授权），应用状态：启用、停用 

调试模式：是、否（打印 INFO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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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应用，可以删除应用信息，删除的同时，应用无法调用北向接口，北向转发数据也

会立即停止。 

 

应用日志下载，可以下载各个应用产生的日志信息，在应用新增或修改界面，可以配置

应用的调试状态，如果选择调试模式，会将 Info 级别的日志写入日志文件中。否则只

记录 Warning 级别的日志，在与应用联调时，可以将调试模式开启，等待接入完成后，

关闭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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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应用终端授权 

应用创建后，用户可以对应用授权终端，可以按终端类型进行全选或者自定义选择。只

有应用授权后的终端，应用才可看和可控可进行批量操作。 

 

5.9. 应用接口授权 

北向应用在调用接口时，如果某个接口已授权给该应用了，那么应用调用后能正常返回

成功，否则会出现“该接口未授权”的提示。 

访问白名单：该白名单的配置格式有两种，格式 1："192.168.0.0/24","fe80::/10"；格式

2："169.258.0.0-169.258.0.255"，可以填某个 IP 或者 IP 段。如果填写了该 IP，那么只有

该 IP 才能访问北向接口，如果不填写，后端会以警告的日志记录调用者的 IP，提示用

户配置改 IP。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82 页 共 327 

页 

 

该新增为接口授权新增，先从北向接口库中选择需要授权给应用的接口。选择后会在列

表中生成新的记录，如果已经存在不会进行新增。在列表中产生的新纪录并没有保存到

数据中 

接口访问限制，用户可以选择继续配置请求限制次数。然后点击底部的保存按钮，提交

数据到数据库中。 

 

删除授权接口，可以将已授权的接口删除。 

新增接口，点击新增选择所需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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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转发规则引擎 

北向应用需要 IoT 平台推送实时数据时，用户可以按产品配置转发规则，如产品为温湿

度的终端，应用需要设备状态、遥测、遥信的实时值，需要在状态、遥测、遥信变化时

上报数据；并且对产品属性的数据配置过滤值，如终端属性的 wendu，有效值在 10-100

范围内，并且过滤为 88 的值才会进行上报。 

上报类型：设备状态、遥测、遥信、终端报警事件、命令执行结果。这些项选择的目的

是为应用推送实时消息，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 

上报规则：定时上报和变化上报，其中定时上报可以配置间隔时间。这两种上报规则只

对设备状态、遥测、遥信有效。 

其他规则：对产品中的遥测属性进行控制，主要包括过滤值（毛刺值），有效范围。只

有符合在规则范围的实时值才会进行上报，不符合的数据会进行过滤。如果需要对某个

遥测属性进行配置，可以新增属性，并配置相应的值，然后单击底部的保存按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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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消息订阅管理 

消息订阅主要针对终端实时数据，应用订阅终端实时数据时，需要应用提供接收实时数

据的协议地址，可以支持常见的协议如，http，https，kafka 等协议。主要的实时消息

有 4 种：终端属性变化（遥测、遥信），终端状态变化（设备状态），终端事件（如报

警事件），终端命令响应。在配置消息订阅完成后，敢为根据该配置信息，转发终端的

实时数据，以下为消息发送流程： 

 

新增订阅，选择订阅所属的应用，针对所填写的内容，请参考如下填写规则。 

实时数据类型：推送终端 4 中实时数据（状态、属性（遥测遥信）事件，命令响应）。 

协议类型：上层应用接收消息采用的协议。 

终端类型：推送哪些终端类型数据（所选终端类型都会推送到一个 topic 下） 

订阅名称：该名称 iot 这边可以自行定义。 

转发地址：上层应用提供的消息接收地址。 

转发 topic：对于线上 roma kafka 需要用到，线下 ROMA https 会用到。 

发地址 APPId：对于线上 kafka 需要用到，线下 ROMA https 会用到。 

转转发地址 KEY：对于线上 kafka 需要用到，线下 ROMA https 会用到。 

SSL 证书：对于线上 ROMA 中的 kafka 接入，如果开启了 MQS_SASL_SSL，需要上传证书，

该证书可以向线下 roma 的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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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IoT 已经和线下 ROMA Https、线上 ROMA Kafka 对接联调过，以及和绿洲平台（Kafka）

联调过。 

 

5.12. 接口使用 

5.12.1. 鉴权 

需先在 IOT 上添加应用，保存好密码。 

 

给应用授权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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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 https://www.bejson.com/enc/rsa/ 进行 RSA 密码加密。公钥： 

-----BEGIN PUBLIC KEY----- 

MIIBIjANBgkqhkiG9w0BAQEFAAOCAQ8AMIIBCgKCAQEA5uSHRBXy0koOpNbUC4zR/ZA6GDhy

HyYBoiDnYIOjcOdRRXMDEb8Kd61mMj2dU5ptCv3JEL1GneCDLSslF7sSl+nGlmXPkfPSpwrGb+

ZWxWzwn/7jcc5dKt8LIvuHqNPVH+4PDFgZ4akmE4itv2vaF2n9PhheQIsP+FH/ev5/EsEWWXJx

kQUI8BFSU42rWSUKt+p5Yi8cu1IjjMfIMqKWfJ34d6yEI7qmeIybbIEcQdY1/koECPvhvUeFgm4P

QRIVOpLRfpqbpuJSpK+E3BV2n2F755JFY/VZG6HutndYUfurn/QtykIyp1XD6nIBZYXXT8PYBhDb

C6sCuq5fw8s1wQIDAQAB 

-----END PUBLIC KEY----- 

私钥：保存后的密码 

 
得到密钥去 postman 鉴权（发送请求前检查 url、端口、请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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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批量查询终端基础信息 

 

IOT 批量查询终端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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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查询单个终端基础信息 

先批量查询终端基础信息得到 terminalId，按 terminalId 查询单个设备基础信息 

 

 

 

 

IOT 单个设备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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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查询终端分类数据 

 

查询 IOT 终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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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批量查询终端属性数据 

先批量查询终端基础信息得到 terminalId 

 

 

查询 IOT 终端属性数据 

 

5.12.6. 查询设备属性历史值 

先批量查询终端基础信息得到 terminalId，批量查询终端属性数据得到 propertyCode，

选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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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查询设备属性历史值 

 

5.12.7. 查询终端实时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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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查询终端实时事件信息 

 

5.12.8. 查询终端历史事件信息 

先批量查询终端基础信息得到 terminalId，eventType 事件类型：NORMAL（报警消除、

恢复）、ABNORMAL（报警）、COMMAND（指令下发），选择时间 

 

IOT 查询终端历史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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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9. 终端指令下发 

先批量查询终端基础信息得到 terminalId，批量查询终端属性数据得到 propertyCode，

输入下发参数。 

 

 

IOT 终端指令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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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0. 查询订阅列表 

 

IOT 查询订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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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1. 创建订阅 

输入所创建订阅信息 

 

IoT 创建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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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2. 修改订阅 

查询订阅列表得到 subscriptionId，修改订阅信息 

 

IOT 修改订阅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97 页 共 327 

页 

 

5.12.13. 删除订阅 

查询订阅列表得到 subscriptionId，删除 subscriptionId 

 

IoT 删除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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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件查询 

事件查询提供了对指定或所有设备的设备事件、设置事件、遥测事件和遥信事件的查询，

支持查询系统事件，支持系统查询。 

6.1. 设备事件 

支持查询单个或多个设备的设备事件。 

6.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询设备事件 1、支持通过关键字查询设备。 

2、支持查询单个或多个设备的设备事件。 

3、支持查询设备的设备事件、遥测事件、遥信事件

及设置事件。 

4、支持通过时间范围查询事件。 

6.1.2. 功能详解 

6.1.2.1. 查询设备事件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事件。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选择任一设备。 

5、在事件类型选择设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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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时间范围。 

7、点击查询。 

 

图 6-1 查询设备事件 

6.1.2.2. 查询遥测事件 

操作步骤： 

1、登陆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设备事件。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任一设备名称。 

5、事件类型选择遥测事件。 

6、选择时间范围。 

7、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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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查询遥测事件 

6.1.2.3. 查询遥信事件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设备事件。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任一设备名称。 

5、事件类型选择遥信事件。 

6、选择时间范围。 

7、点击查询。 

 

图 6-3 查询遥信事件 

6.1.2.4. 查询设置事件 

操作步骤： 

1、登陆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设备事件。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点击任一设备名称。 

5、事件类型选择设置事件。 

6、选择时间范围。 

7、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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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查询设置事件 

6.1.2.5. 查询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设备事件。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如：综合管理平台。 

4、在搜索框输入关键字，列表中显示包含关键字的设备名称。 

 

图 6-5 查询设备 

6.2. 系统事件 

支持用户查看系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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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系统事件查询 1、支持通过时间查询系统事件。 

2、支持查询系统事件。 

6.2.2. 功能详解 

6.2.2.1. 查询系统事件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点击系统事件，页面显示当日所发生的事件。 

3、选择时间范围。 

4、点击查询按钮，页面显示该时间段内的系统事件。 

 

图 6-6 当日系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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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通过时间范围查询系统事件 

6.3. 系统查询 

6.3.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系统查询 1、支持通过配置查询条件后，精确条件进行查询数

据。 

2、支持查询后进行导出 

 

6.3.2. 功能详解 

6.3.2.1. 系统查询数据库 

操作步骤： 

1、进入数据库 IoTHistorysub 表进行配置（配置详情：请查看系统查询模块配置） 

2、登录系统 

3、在左侧菜单栏点击事件查询，选择系统查询、页面显示选择框 

4、在搜索框选择查询的字段，内容 

5、在条件筛选栏输入查询内容 

6、点击查询、可显示筛选后的数据 

系统查询模块配置

.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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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查询步骤 

6.3.2.2. 导出查询数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点击事件查询，选择系统查询、页面显示选择框 

3、在搜索框选择查询的字段，内容 

4、在条件筛选栏输入查询内容 

5、点击查询、可显示筛选后的数据 

6、点击导出全部 

 

图 5-9 查询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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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备联动 

设备联动支持“当某个设备发生状态改变时，可以自动触发其他设备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这样的功能需求。如：消防设备发生报警，自动触发门禁打开，紧急广播等。 

7.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显示全部设备联动配置

信息 

1、支持查看每个设备联动配置的信息。 

2 支持新建联动配置 1、支持新建设备联动配置信息。 

3 支持编辑联动配置 1、支持编辑已有的联动配置信息。 

4 支持删除联动配置 1、支持删除已有的联动配置信息。 

5 支持查询设备联动信息 1、支持通过触发设备名称查询设备联动配置信息。 

2、支持通过筛选条件：触发设备、触发类型、联动

设备、联动命令、延迟（ms）进行设备联动配置信

息查询。 

7.2. 功能详解 

7.2.1. 查看设备联动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联动配置。 

3、查看联动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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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查看联动配置 

7.2.2. 新建联动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联动配置。 

3、进入联动配置界面，点击添加按钮进行添加。 

4、选择触发设备、触发类型、触发点、联动设备和联动命令，输入延迟时间、命令参

数和备注信息，点击确认。 

 

图 7-2 新建联动配置信息 

规则字段说明： 

1、触发设备：设置触发联动条件的设备。 

2、触发类型：设置触发联动条件的状态类型。 

3、触发点：设置触发联动条件的测点。 

4、延迟时间：当触发设备满足触发条件时，要延时多久才启动其他设备的联动操作。 

5、联动设备：设定被联动的设备。 

6、联动命令：设定被联动设备要进行的动作。 

7、命令参数：当联动的动作需要执行命令时,举例说明，设备的设置类型为 V 时，需要

填写具体的数值（设备类型为 V 时，命令参数默认为 1）。 

8、备注：对联动规则进行说明描述。 

7.2.3. 编辑联动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联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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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联动配置界面，点击编辑按钮进行编辑。 

4、选择触发设备、触发类型、触发点、联动设备和联动命令，输入延迟时间、命令参

数和备注信息，点击保存。 

 

图 7-3 编辑联动配置 

7.2.4. 删除联动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联动配置。 

3、进入联动配置界面，点击删除按钮。 

4、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图 7-4 删除联动配置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108 页 共 327 

页 

7.2.5. 查询设备联动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联动配置。 

3、在搜索触发设备框输入关键字查询；或者通过筛选按钮进行触发设备、触发类型、

联动命令、延迟条件搜索出设备联动信息。 

 

 

图 7-5 查询功能 

7.3. 场景配置 

支持配置设备在不同场景多联动触发条件，可配置多个运用场景，进行配置一次触发多个设

备下发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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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显示全部场景配置信息 1、支持查看每个场景配置的信息。 

2 支持新建场景配置 1、支持新建设备场景配置信息。 

3 支持编辑场景配置 1、支持编辑已有的场景配置信息。 

4 支持删除场景配置 1、支持删除已有的场景配置信息。 

5 支持查询场景配置信息 1、支持通过场景配置名称查询配置信息。 

 

 

7.3.2. 功能详解 

7.3.2.1. 查看所有场景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联动 

3、点击进入场景配置 

 

7.3.2.2. 新建场景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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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进入场景配置 

4、点击新建按钮 

5、输入场景名称、选择控制设备（选择设备控制指令、输入需要设置的设备数值）、

时间间隔（输入下发指令触发时间）点击新增 

6、点击确认 

 

7.3.2.3. 编辑场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进入场景配置 

4、点击需要修改的场景配置 

5、点击场景控制项 

6、输入场景名称、选择控制设备（选择设备控制指令、输入需要设置的设备数值）、

时间间隔（输入下发指令触发时间）点击新增 

7、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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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4. 删除场景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3、点击进入场景配置 

4、点击需要删除的场景配置 

5、点击确认 

 

7.3.2.5. 查询场景配置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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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进入场景配置 

4、在搜索宽输入场景名称 

 

 

 

8. 定时报表 

可以对指定的设备测点或状态进行记录，并可把指定时段的记录导出到 Excel，本功能

一般用定时任务来自动执行。如：电表水表每天 12:00:00 定时抄送数据（配合定时任务一

起使用）。 

8.1. 报表定义 

报表定义用于记录需要抄表的测点。 

8.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显示已添加设备的抄表

项 

1、支持展示已有设备抄表项。 

2 支持添加抄表控制项 1、支持设备的测点作为抄表项。 

3 支持删除抄表控制项 1、支持删除已有设备测点。 

4 支持查询设备名称或者测点

名称 

1、支持通过设备名称或测点名称的关键字进行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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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功能详解 

8.1.2.1. 查看设备抄表项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报表定义。 

3、查看已添加的设备抄表项。 

 

图 8-1 查看抄表项 

8.1.2.2. 添加抄表控制项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报表定义。 

3、点击添加按钮，选择抄表设备和设备抄表项。 

4、点击新增，添加抄表控制项新增成功，在报表定义列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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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添加抄表控制项 

8.1.2.3. 删除抄表控制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报表定义。 

3、 点击删除按钮。 

4、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删除成功。 

 

图 8-3 删除抄表控制项 

8.1.2.4. 查询报表定义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报表定义。  

3、在设备名称或测点名称输入框输入关键字，查询到抄表项信息。 

 

图 8-4 查询报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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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报表生成 

在报表生成页面可查看指定时间段内的数据抄表记录。 

8.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显示系统抄表设备控制

的数据 

1、支持图表视图和列表视图查看设备的测点和值。 

2、支持查看单个设备和多个设备某个时间内的报

表记录。 

2 支持导出报表生成记录 1、支持按照时间导出单个或多个设备的历史数据，

以表格方式呈现。 

3 支持查询报表生成记录 1、支持通过设备名称、时间跨度查询报表生成记录。 

8.2.2. 功能详解 

8.2.2.1. 查看报表生成记录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报表生成。 

3、 选择设备。 

4、 输入要查询的时间段点击查询，即可查询到设备抄表项的信息；点击全选按钮，再

点击查询按钮，可查询全部设备的抄表项信息。 

A）列表视图 

 

B）图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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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报表生成记录 

8.2.2.2. 导出报表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报表生成。 

3、选择设备，输入要查询的时间段即可查询到设备的抄表项信息。 

4、点击导出按钮。 

5、在浏览器下方会出现已导出设备的文件，文件名规则：报表生成+日期.xlsx，可打

开文件查看导出的抄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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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导出报表生成记录 

8.2.2.3. 报表生成记录查询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报表生成。  

3、选择任一设备。 

4、选择时间跨度，点击查询，即可查到设备的抄表项记录信息。 

 

图 8-7 报表生成查询 

9. 定时任务 

定时任务可以指定一系列的任务在指定的时间里自动执行，无需人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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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安排 

在每周任务安排可以指派普通任务和循环任务让系统自动执行。 

9.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周安排任务 1、支持查看每周的各个时间段的任务安排。 

2 支持新建周安排任务 1、支持新建周安排任务，可以安排多个日期，可以

同时安排普通任务和循环任务。 

3 支持删除周安排任务 1、支持删除原有的周安排的任务，不再执行。 

4 支持通过任务类型查询 1、支持通过任务类型（普通任务或者循环任务）查

询周安排任务。 

9.1.2. 功能详解 

9.1.2.1. 查看周任务安排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安排。 

3、查看一周内的任务安排。 

 

图 9-1 查看周安排 

9.1.2.2. 新建周安排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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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添加按钮，选择星期和任务。 

4、点击确认，页面显示新增任务安排。 

 

 

图 9-2 新建周安排任务 

9.1.2.3. 删除周安排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安排。 

3、将鼠标悬浮在任一周安排任务上。 

4、点击删除按钮后页面不显示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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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删除周安排任务 

9.1.2.4. 查询任务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安排。 

3、根据任务类型筛选任务，查看任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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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查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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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特殊日期安排 

在特殊日期任务安排可以指派普通任务和循环任务让系统自动执行。如果某个日期有设

置特殊日期任务安排，会优先执行特殊日期安排的任务。 

9.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特殊日期安排的任

务信息 

1、支持不同的视图查看特殊日期的任务安排。 

2 支持新建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1、支持特殊日期的任务安排。 

3 支持编辑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1、支持编辑已有的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4 支持删除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1、支持删除已有的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5 支持查询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1、支持通过任务名称查询特殊日期的任务安排。 

9.2.2. 功能详解 

9.2.2.1. 查看特殊日期的任务安排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殊日期安排。 

3、切换视图展示任务安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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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日历视图、列表视图查看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9.2.2.2. 新建特殊日期安排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殊日期安排。 

3、点击日期或者添加按钮。 

4、输入任务名称，选择开始和结束时间，选择普通任务或者循环任务。 

5、点击确定，添加成功，列表展示新添加的内容或日历视图展示添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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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新建特殊日期安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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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3. 编辑特殊日期安排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殊日期安排。 

3、日历视图选中日期上的名称或者列表视图上点击编辑按钮进行编辑。 

4、修改任务信息。 

5、点击保存，修改成功，页面显示修改后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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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编辑特殊日期安排任务 

9.2.2.4. 删除特殊日期安排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殊日期安排。 

3、点击日历视图进入列表视图，在列表视图下点击删除按钮。 

4、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删除后不显示在任务安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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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删除特殊日期安排任务 

9.2.2.5. 查询特殊日期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殊日期安排。 

3、在右侧输入框输入任务名称查询任务安排。 

 

图 9-9 查询特殊日期任务安排 

9.3. 任务库 

在任务库定义普通任务和循环任务。 

9.3.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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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查看普通任务和循环任

务 

1、支持查看已有的普通任务和循环任务的信息。 

2 支持新建任务 1、支持新建普通任务。包括任务信息、系统控制项

和设备控制项。 

2、支持新建循环任务。包括任务信息、附加设置、

任务控制项、设备控制项和时间间隔。 

3 支持编辑任务 1、支持编辑已有的普通任务和循环任务。 

4 支持删除任务 1、支持删除已有的普通任务和循环任务。 

5 支持查询任务名称 1、支持通过输入任务名称关键字查询任务。 

9.3.2. 功能详解 

9.3.2.1. 查看任务库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任务库。 

3、查看任务信息。 

 

图 9-10 任务库任务信息 

9.3.2.2. 新建任务 

9.3.2.2.1. 新建普通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任务库。 

3、点击添加按钮，选择创建类型普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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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任务名称和描述，添加系统控制项时间段的信息，选择控制项名称，时间有效

时段；添加设备控制项时间段的信息。选择控制项名称，设置值和有效时段。 

5、点击确认按钮，添加成功，任务库显示新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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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创建普通任务 

9.3.2.2.2. 新建循环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任务库。 

3、点击添加按钮，选择创建循环任务。 

4、输入任务名称和描述，选择执行方式，是否限制最大循环次数，设置执行时间，执

行完整循环；选择系统控制项，设备控制项，时间间隔，点击新增按钮，进行任务控制。 

5、点击确认按钮，添加成功，任务库显示新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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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创建循环任务 

9.3.2.3. 编辑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任务库。 

3、点击任一任务。 

4、修改任务的信息。 

5、点击确定，编辑成功，任务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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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编辑任务 

9.3.2.4. 删除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任务库。 

3、将鼠标悬浮在任务右边三点上，删除按钮显示。 

4、点击删除按钮。 

5、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任务删除成功，任务库不显示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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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4 删除任务 

9.3.2.5. 查询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任务库。 

3、在右侧输入框输入任务名称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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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5 查询任务 

10. 权限管理 

主要用于配置用户和配置角色，用户拥有绑定角色下的所有权限。 

10.1. 账号管理 

针对用户信息支持分角色管理，支持不同的用户管理不同的区域和资源等。 

10.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系统账号 1、支持查看系统账号信息。 

2 支持新建账号 1、支持新建账号，分配角色后可以登录平台。 

3 支持编辑账号 1、支持修改账号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和用户角色。 

4 支持删除账号 1、支持删除已有的账号。删除后的账号不能登录。 

5 支持查询账号 1、支持通过输入用户名称关键字查询账号。 

10.1.2. 功能详解 

10.1.2.1. 查看账号管理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账号管理。 

3、查看系统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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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账号管理信息 

10.1.2.2. 新建账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账号管理。 

3、点击添加按钮。 

4、填写基本信息和选择用户角色。 

5、点击确认按钮，添加成功，列表显示新添加的账号（添加的账号登录成功，未绑定

角色的账号不能登录）。 

密码设置使用规则： 

A）用户名必须满足 6-10位字符，不能含特殊字符，中文； 

B）密码必须满足 8-30 位，必须包含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C)避免使用姓名、生日以及其他常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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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密码要定期更换，密码更换周期不得长于三个月； 

E)密码长期不变动易泄漏密码； 

F)密码不得泄漏或转借他人使用，不得借用他人帐号； 

G)泄漏密码后必须立该更改密码，及时汇报上级领导； 

H)不同账号使用不同密码，以免被他人一次猜出所有密码。 

优先级：对设备控制优先级管理，级别越小，控制优先级越低。 

 

 

图 10-2 新建账号 

10.1.2.3. 编辑账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账号管理。 

3、点击编辑按钮。 

4、编辑账号信息和用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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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确认按钮，编辑成功。 

 

 

图 10-3 编辑账号 

10.1.2.4. 删除账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账号管理。 

3、鼠标悬浮在账号右边的三点上，点击删除按钮。 

4、弹窗中点击确认，删除成功，账号不存在，不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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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删除账号 

10.1.2.5. 查询账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账号管理。 

3、在右侧输入框输入用户名称关键字，页面显示包含关键字的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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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查询账号 

10.2. 角色权限 

平台集中进行帐户角色管理与角色授权，安全管理机制为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操作

权限。 

10.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角色和权限信息 1、支持查看角色名称，角色分配的可控设备、可看

设备及可看页面。 

2 支持新增角色 1、支持新增角色，包括角色名称和角色分配的可控

设备、可看设备及可看页面。 

3 支持编辑角色 1、支持修改角色配置，包括角色分配的可控设备、

可看设备及可看页面，配置该角色的账号功能相应

改变。 

4 支持删除账号 1、支持删除已有的角色配置。删除后配置该角色的

账号不能登录。 

5 支持查询角色 1、支持通过输入角色名称关键字查询角色。 

10.2.2. 功能详解 

10.2.2.1. 查看角色和权限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角色权限。 

3、查看角色和角色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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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查看角色权限 

10.2.2.2. 新增角色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角色权限。 

3、点击新增按钮。 

4、输入角色名称，选择可控设备、可看设备及可看页面。 

5、点击确认，添加成功，列表显示新增的角色（账号绑定该角色后，享有该角色分配

的所以权限）。 

 

A) 可控设备：不同角色对应不同设备控制权限设置、修改，显示当前设备的列表、场景列

表。 

B)可看设备：角色对应的查看设备权限设置、角色对应的查看设备权限修改、所有设备列表、

所有场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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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看页面:显示所有页面列表、角色访问页面权限设置、角色访问页面权限修改。 

 

图 10-7 新增角色 

10.2.2.3. 编辑角色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角色权限。 

3、点击任一角色，点击编辑按钮。 

4、编辑信息。 

5、点击保存按钮，编辑成功（绑定该角色的账号需要重新登录，权限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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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编辑角色权限 

10.2.2.4. 删除角色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角色权限。 

3、选择任一角色。 

4、将鼠标在右边三点上悬浮，显示删除按钮。 

5、点击删除按钮。角色删除成功，列表不显示删掉的角色（绑定该角色的账号不能登

录）。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144 页 共 327 

页 

 

 

图 10-9 删除角色 

11. 报警排班 

报警排班功能可以对设备进行分组，并给设备分组指派负责人员，当设备发生故障或故

障恢复时，系统将会根据分组安排来给负责人员发送报警信息(如电话报警、短信报警、

E-Mail 报警或派发工单等)。如果当天设备告警，并没有相关排班，则会将报警信息发给具

备设备管理权限的人员。 

11.1. 人员信息 

所有负责人员的信息都必须添加到此列表中才能实现当设备报警时给负责人员发送报

警信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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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人员信息 1、支持查看人员的信息和排班情况。 

2 支持新建人员 1、支持新建人员信息。 

3 支持编辑人员 1、支持编辑已有人员的信息。 

4 支持删除人员 1、支持删除已有的人员。 

5 支持查询人员信息 1、支持通过人员姓名查询人员信息。 

2、支持通过人员姓名查询人员排班信息。 

11.1.2. 功能详解 

11.1.2.1. 查看人员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人员信息。 

3、查看人员信息。 

4、点击右边的人员查看排班信息。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146 页 共 327 

页 

 

图 11-1 查看人员信息和排班情况 

11.1.2.2. 新建人员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人员信息。 

3、点击添加按钮。 

4、填写人员的信息。 

5、点击确认按钮，新建成功，列表显示新增的人员信息。 

 

特别说明：报警通知级别越低，越快收到报警通知，每个级别的具体时间差是由测点的

报警上升周期字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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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新建人员 

11.1.2.3. 编辑人员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人员信息。 

3、点击编辑按钮。 

4、编辑人员的信息。 

5、点击保存按钮，编辑成功，列表显示修改后的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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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编辑人员信息 

11.1.2.4. 删除人员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人员信息。 

3、点击删除按钮。 

4、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删除后，列表不显示该人员信息。 

 

图 11-4 删除人员信息 

11.1.2.5. 查询人员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人员信息。 

3、在输入框内输入人员姓名关键字。查询出包含关键字的人员信息及其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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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查询人员信息 

11.2. 设备分组 

设备分组是给设备指定一个所属的组，便于对设备进行管理。设置好的设备

组可以方便地指定负责人。 

11.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设备的分组信息 1、支持查看系统已有的设备分组信息。 

2 支持新建设备分组 1、支持新建一个分组去管理设备。 

3 支持编辑设备分组 1、支持编辑已有设备分组的名称和设备数。 

4 支持删除设备分组 1、支持删除已有的设备分组。 

5 支持查询设备分组信息 1、支持通过分组名称查询分组。 

2、支持通过设备名称查询设备。 

11.2.2. 功能详解 

11.2.2.1. 查看设备分组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分组。 

3、查看设备分组名称和管理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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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设备分组信息 

11.2.2.2. 新建设备分组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分组。 

3、点击添加分组按钮，添加分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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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新建设备分组 

11.2.2.3. 编辑设备分组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分组。 

3、选中任一分组，点击顶部中间的编辑按钮 。 

4、修改分组名称和选择控制设备。 

5、点击保存，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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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编辑分组 

11.2.2.4. 删除设备分组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分组。 

3、选中任一分组。 

4、将鼠标悬浮在右边的三点上，点击删除。 

5、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确定删除后，删除成功，列表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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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删除设备分组 

11.2.2.5. 查询设备分组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设备分组。 

3、输入分组名称或设备名称关键字查询出包含关键字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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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查询分组信息 

11.3. 特定日期排表 

特定日期排表用于管理特定日期的任务。 

11.3.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特殊日期排表排班

情况 

1、支持查看特殊日期的全部任务安排情况。 

2、支持日历视图和列表视图查看排班情况。 

2 支持新建特定日期排班 1、支持新建特定日期的排班任务信息。 

3 支持编辑特定日期排班 1、支持编辑已有的排班任务进行重新安排。 

4 支持删除特定日期排班 1、支持删除已有的特定日期排班信息。 

5 支持查询特定日期排班信息 1、支持通过人名查询排班信息。 

11.3.2. 功能详解 

11.3.2.1. 查看特殊日期排表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定日期排表。 

3、查看排班信息。 

4、切换视图查看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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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特定日期排表查看 

11.3.2.2. 新建特定日期排班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定日期排表。 

3、点击添加按钮或者在日历视图点击日期也可添加。 

4、在弹窗中填写排班信息。 

5、点击新建按钮。添加成功，显示新增的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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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 新建特定日期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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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3. 编辑特定日期排班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定日期排表。 

3、在列表视图点击编辑按钮或日历视图点击特定排班任务。 

4、在弹窗中修改排班信息。 

5、点击保存按钮。编辑成功，显示修改后的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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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3 编辑特定日期排表 

11.3.2.4. 删除特定日期排班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定日期排表。 

3、在列表视图点击删除按钮。 

4、在弹窗点击确认按钮。确定删除后，列表不展示该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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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4 删除特定日期排表 

11.3.2.5. 查询特定日期排班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特定日期排表。 

3、右侧输入框输入人名关键字搜索出包含关键字的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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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5 查询排班信息 

11.4. 周排表 

周排表用于按星期来管理值班信息。 

11.4.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周排表的排班情况 1、支持查看周排表的全部任务安排情况。 

2、支持日历视图和列表视图查看排班情况。 

2 支持新建周排班任务信息 1、支持新建一个周排班任务。 

3 支持编辑周排班任务信息 1、支持编辑已有的周排班任务进行重新安排。 

4 支持删除周排班任务信息 1、支持删除已有的周排班任务。 

5 支持查询周排表排班信息 1、支持通过人名查询排班信息。 

11.4.2. 功能详解 

11.4.2.1. 查看周排表排班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排表。 

3、查看周排表排班信息。 

4、切换视图查看周排表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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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6 周排表查看 

11.4.2.2. 新建周排表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排表。 

3、点击添加按钮或者在日历视图点击日期也可添加。 

4、在弹窗中填写周排班信息。 

5、点击新建按钮。添加成功，显示新增的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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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7 新建周排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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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3. 编辑周排班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排表。 

3、在列表视图点击编辑按钮或日历视图点击排班任务。 

4、在弹窗中修改排班信息。 

5、点击保存按钮。编辑成功，显示修改后的排班信息。 

 

 

图 11-18 编辑周排班任务 

11.4.2.4. 删除周排班任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排表。 

3、在列表视图点击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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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确定删除后，列表不展示该排班。 

 

 

图 11-19 删除周排班任务 

11.4.2.5. 查询周排班排班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周排表。 

3、右侧输入框输入人名关键字查询出包含关键字的排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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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 查询周排班信息 

12. 工单管理 

当设备的测点越限后，如果设置了工单报警，则会将工单派发给对应的人员。工单管理

是对工单的全程跟踪信息。工单状态分为待分配、待接受、待处理、已完成、误报。管理员

可以分配工单，值班人员可以接受工单、完成工单、转单、提交补充信息。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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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排班人员工单管理 

排班人员可对工单进行操作及跟踪。 

12.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工单状态的信息情

况 

1、支持排班人员查看个人任务状态信息。 

2 支持排班人员对分配的任务

进行操作 

1、支持排班人员对分配的工单进行操作。 

2、支持查看工单的信息和记录。 

3 支持查询工单信息 1、支持通过工单状态、关键字及时间日期查询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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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功能详解 

12.1.2.1. 查看个人工单状态信息 

操作步骤： 

1、报警排班人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查看工单信息状态。 

 

图 12-1 个人工单查看 

12.1.2.2. 排班人员操作工单 

操作步骤： 

1、报警排班人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对分配的待接受工单进行操作到完成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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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接受工单后，工单状态变为处理中状态。 

 

B）处理中状态的工单，可以转单给其他具备该设备权限的值班人员，也可以填写补充

信息。 

点击“完成”按钮，工单状态变为“已完成”。 

 

C）完成的工单可以填写补充信息，可以查看工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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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排班人员对工单操作 

12.1.2.3. 排班人员查询工单信息 

操作步骤： 

1、报警排班人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选择工单状态，选择时间搜索出工单信息。 

 

图 12-3 搜索工单信息 

12.2. 管理员工单管理 

管理人员可以对工单进行管理。 

12.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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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查看全部工单状态的信

息情况 

1、支持管理员查看全部任务状态信息。 

2 支持管理员操作不同状态的

工单 

1、支持管理员对不同状态的工单进行分配、补充信

息、误报等操作。 

2、支持查看工单的信息和记录。 

3 支持管理员对工单进行批量

操作 

1、支持对符合状态的工单进行批量配。 

2、支持对多个工单进行批量误报。 

4 支持设置工单超时提醒配置 1、支持设置工单超时提醒配置，超时去提醒人员。 

5 支持查询工单 1、支持通过工单状态、关键字、负责人、时间日期

查询工单。 

12.2.2. 功能详解 

12.2.2.1. 查看全部工单状态信息 

操作步骤： 

1、管理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查看全部工单信息。 

 

图 12-4 全部工单查看 

12.2.2.2. 管理员操作工单 

操作步骤： 

1、管理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对生成不同状态的工单进行操作。 

A）待分配的工单，可以分配给其他具备该设备权限的值班人员，也可以填写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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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误报结束工单，可以查看工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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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待接受状态的工单，可以重新分配给其他具备该设备权限的值班人员，也可以填写

补充信息，也可以误报结束工单，可以查看工单记录。 

 

C）处理中状态的工单，可以重新分配给其他具备该设备权限的值班人员，也可以填写

补充信息，也可以误报结束工单，可以查看工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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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已完成状态的工单，可以填写补充信息，可以查看工单记录。 

 

E）误报状态的工单，可以填写补充信息，可以查看工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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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管理员操作工单 

12.2.2.3. 管理员批量操作 

12.2.2.3.1. 对多个工单进行分配人员 

操作步骤： 

1、管理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点击多个工单。 

4、点击分配按钮。工单分配到对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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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多个工单进行人员分配 

12.2.2.3.2. 对多个工单进行误报操作 

操作步骤： 

1、管理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点击多个工单。 

4、点击误报按钮。工单结束变成误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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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多个工单误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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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4. 工单超时提醒配置 

操作步骤： 

1、管理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点击齿轮状设置按钮。开启工单超时提醒配置，填写超时时间，选择是否发送短信，

是否发送邮件。 

4、点击确认按钮。 

A）开启超时提醒配置后，排班人员接受工单后，在指定时间内设备还没恢复，会

通过短信和邮件去提醒排班人员超时。 

 

图 12-8 工单超时提醒配置 

12.2.2.5. 管理员查询工单信息 

操作步骤： 

1、管理员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全部工单。 

3、选择工单状态，输入工单关键字，选择查询负责人，输入查询时间段。搜索出相应

工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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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管理员查询工单信息 

12.2.2.6. 工单生成流程详解 

（1）在设备管理页面配置测点“是否生成工单”，编辑设备测点，如下图： 

 

（2）当派发工单时，如果需要短信或邮件告警提示，则配置“是否短信或邮件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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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报警排班处添加设备分组和人员信息，并配置排表信息，当天设备告

警生成的工单就会自动分配给对应值班人员。 

如果当天设备告警，并没有相关排班，则会派发工单给具备设备管理权限的

人员。 

A）添加人员信息 

 

B）新建设备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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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新建周排表，周排表将设备分组与值班人员联系起来，那么该值班人员就具备该组

设备的管理权限。 

 

D）设备报警，生成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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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工单生成流程详解 

13. 视频系统 

可支持查看接入系统的摄像头的实时视频、云台控制，支持查看录像回放及快照。 

13.1. 实时视频 

通过设备进行云平台控制设备移动，可进行多个视图查看实时监控视频。 

13.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询监控设备 1、支持通过搜索关键字查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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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查看实时视频 1、选择任一监控，能查看到当前监控的实时视频。 

2、支持查看 1/4/9/16/36多个视图查看视频。 

3、支持视频及视图全屏显示。 

4、支持关闭单个或所有视频。 

3 支持实时视频云台控制 1、支持监控视频画面左右移动、上下移动以及放大

缩小。 

4 支持子码流与主码流切换 1、支持切换主码流和子码流查看视频。 

5 支持实时视频拍摄快照和视

频录像 

1、支持实时视频录像。 

2、支持实时视频拍摄快照。 

13.1.2. 功能详解 

13.1.2.1. 查询监控列表设备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或录像回放。 

3、在监控列表搜索框输入关键字。 

4、按回车进行查询，列表中显示包含关键字的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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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查询监控设备 

13.1.2.2. 查看实时视频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点击实时视频。 

3、 点击任一监控设备，页面显示该监控的实时画面。 

 

图 13-2 查看实时视频 

13.1.2.2.1. 查看多视图实时视频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 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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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实时监控右侧视图按钮。 

5、 选择视图 1/4/9/16/36，即可通过多视图查看实时视频。 

 

图 13-3 多视图查看实时视频 

13.1.2.2.2. 关闭所有视频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 点击多个监控设备查看。 

4、 点击实时监控右侧关闭所有视频按钮。 

 

图 13-4 关闭所有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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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2.3. 关闭单个视频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 点击任一设备查看。 

4、 在视频框内点击关闭，当前视频关闭。 

 

图 13-5 关闭视频 

13.1.2.2.4. 视图全屏显示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 点击监控设备。 

4、 在实时监控右侧点击视图全屏按钮，实时视频视图全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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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视图全屏 

13.1.2.2.5. 视频全屏显示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 点击任一设备查看。 

4、 在视频框内点击全屏按钮。 

 

图 13-7 视频全屏 

13.1.2.3. 视频云台控制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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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4、 在视频视图内点击云台控制。 

5、 点击操作按钮进行视频画面放大缩小及上下左右移动。 

 

 

图 13-8 云台控制 

13.1.2.4. 切换码流查看视频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 选择任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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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视频框内点击切换码流按钮。 

 

图 13-9 码流切换 

13.1.2.5. 视频录像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 点击任一设备。 

4、 在视频框内点击录像按钮。 

5、 再次点击即可完成实时视频录制，可在录像回放页面查看。 

 

图 13-10 视频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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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5.1. 视频快照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实时视频。 

3、点击任一设备。 

4、在视频框内点击快照按钮。 

 

图 13-11 视频快照 

13.2. 录像回放 

支持查看快照及录像回放，支持下载录像和快照。 

13.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询录像及快照 1、支持查询不同日期的录像和快照。 

2 支持查看录像视频及快照 1、支持多视图（1/4/9）查看录像视频。 

2、支持一键关闭所有视频。 

3、支持全屏查看。 

4、支持录像播放、暂停、倍数调整及关闭。 

5、支持查看快照。 

3 支持下载录像及快照 1、支持下载录像及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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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功能详解 

13.2.2.1. 查询录像及快照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录像回放。 

3、在监控列表选择任一设备。 

4、选择录像类型。 

5、选择录像日期。 

6、点击查找。 

7、点击右侧扩展按钮。 

8、点击查看列表中的录像或快照。 

 

图 13-12 录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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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3 快照查询 

13.2.2.2. 下载录像及快照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录像回放。 

3、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4、选择录像类型。 

5、选择录像日期。 

6、点击查找。 

7、点击右侧扩展栏。 

8、点击文件后方下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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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4 下载录像快照 

13.2.2.3. 查看录像视频及快照 

13.2.2.3.1. 多视图查看录像回放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录像回放。 

3、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4、选择录像类型：录像。 

5、选择录像日期。 

6、点击查找。 

7、点击右侧扩展按钮。 

8、点击视图按钮。 

9、点击选择 1/4/9 视图显示 

10、点击视频文件，即可多视图查看录像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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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5 多视图查看录像回放 

13.2.2.3.2. 视图全屏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录像回放。 

3、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4、点击视图按钮。 

5、点击选择 1/4/9 视图显示。 

6、选择录像类型：录像。 

7、选择录像日期。 

8、点击查找。 

9、点击右侧扩展按钮 

10、点击录像文件。 

11、点击全屏按钮即可全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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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6 视图全屏 

13.2.2.3.3. 一键关闭所有视频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录像回放。 

3、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4、点击视图按钮。 

5、点击选择视图 1/4/9 视图显示。 

6、选择录像类型：录像。 

7、选择录像日期。 

8、点击查找。 

9、点击右侧扩展栏。 

10、点击打开多个视频。 

11、点击一键关闭按钮，已播放的录像全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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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7 一键关闭所有视频 

13.2.2.3.4. 播放录像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录像回放。 

3、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4、选择录像类型：录像。 

5、选择录像日期。 

6、点击查找。 

7、点击右侧扩展栏。 

8、点击录像视频文件。 

9、移动到该视频界面可对视频操作倍数 0.5x.1x.2x.4x.8x.16x 播放，可暂停或播放、

全屏查看及关闭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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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8 播放录像 

13.2.2.3.5. 查看快照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录像回放。 

3、选择任一监控设备。 

4、选择录像类型：快照。 

5、选择录像日期。 

6、点击查找。 

7、点击右侧扩展栏。 

8、点击任一快照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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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9 快照查看 

14. 资产管理 

用于对物联网资产进行管理，支持资产的维护以及导入、导出资产，支持查询资产维护

信息。 

14.1. 资产清单 

用于管理资产信息，可增加、修改、删除及查询资产信息，可增加维护记录，支持通过

模板导入及导出资产。 

14.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显示全部资产清单信息 1、支持查看每个资产的详细信息。 

2 支持新建资产信息 1、支持新建资产信息。 

3 支持编辑资产信息 1、支持编辑已有的资产信息。 

4 支持删除资产信息 1、支持删除已有的资产信息。 

5 支持新增维护记录 1、支持新增已有资产的维护记录。 

6 支持查询资产信息 1、支持通过资产名称关键字搜索资产信息。 

7 支持下载导入模板 1、支持下载资产导入模板。 

8 支持资产导入 1、支持资产通过模板导入。 

9 支持资产导出 1、支持资产导出。 

14.1.2. 功能详解 

14.1.2.1. 查看资产清单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查看全部资产清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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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查看资产清单信息 

14.1.2.2. 新建资产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点击添加按钮，选择资产信息，填写资产信息。 

4、点击确认按钮。确认提交，列表显示新增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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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新增资产信息 

14.1.2.3. 编辑资产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选中任一资产，点击编辑按钮，修改资产信息。 

4、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确认提交，列表显修改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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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编辑资产信息 

14.1.2.4. 删除资产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选择任一资产，点击删除按钮。 

4、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确认删除，删除成功页面不显示该资产信息。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201 页 共 327 

页 

 

图 14-4 删除资产信息 

14.1.2.5. 新增维护记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点击添加按钮，选择维护记录。 

4、选择维护的资产名称、维护人及最近维护日期。 

5、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添加成功，在维护记录页面可以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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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新增维护记录 

14.1.2.6. 查询资产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在搜索框输入资产名称关键字。搜索出相应的资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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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查询资产信息 

14.1.2.7. 资产导入模板下载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点击添加按钮。 

4、点击下载模板。在浏览器下方会出现导入模板文件，文件名规则：日期-资产模

板.xlsx，可打开文件查看资产模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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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资产导入模板下载 

14.1.2.8. 资产导入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点击添加按钮。 

4、点击资产导入。在弹框中选择要导入的资产模板文件。 

5、点击打开按钮，导入成功，页面新增导入的资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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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 资产导入 

14.1.2.9. 资产导出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资产清单。 

3、点击添加按钮。 

4、点击资产导出。在浏览器下方会出现导入模板文件，文件名规则：日期-资产导

出.xlsx，可打开文件查看资产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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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 资产导出 

14.2. 维护记录 

对于维护资产的信息记录。 

14.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显示资产的维护记录信

息 

1、支持查看每个资产的维护记录信息。 

2 支持导出资产的维护记录 1、支持新建想要添加的资产信息。 

3 支持查询资产的维护记录信

息 

1、支持查询资产的维护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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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功能详解 

14.2.2.1. 查看资产的维护记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维护记录。 

3、选择任一资产名称。右侧显示出本月的维护记录。 

 

图 14-10 查看资产的维护记录 

14.2.2.2. 导出资产的维护记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维护记录。 

3、选择任一资产。 

4、点击导出按钮。在浏览器下方会出现已导出设备的文件，文件名规则：日期-维护记

录.xlsx，可打开文件查看导出的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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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导出维护记录 

14.2.2.3. 查询资产的维护记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维护记录。 

3、在搜索框输入资产名称关键字和输入查询时间范围。查询出包含关键字的资产的对

应时间范围的维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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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2 查询维护记录 

15. 日志预览 

日志预览管理系统产生的日志，便于查看。 

15.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服务日志和 WEB 日

志信息 

1、支持查看服务日志的全部信息。 

2、支持查看 WEB 日志的各种类型的信息。 

2 支持下载日志 1、支持下载服务日志信息。 

2、支持下载 WEB 日志的各种类型的信息。                  

3 支持 WEB 日志查询 1、支持通过 WEB 日志的各种类型和日期进行查询。 

15.2. 功能详解 

15.2.1. 查看全部日志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日志预览。 

3、查看服务日志。 

4.切换到 WEB 日志，查看日志信息。 

A）服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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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EB 日志 

 

图 15-1 日志预览 

15.2.2. 下载日志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日志预览。 

3、点击下载按钮。在浏览器下方会出现已导出设备的文件，服务日志文件名规则：服

务日志.txt，Web 日志文件规则：Web日志的类型.txt 文件可打开文件查看导出的日志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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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下载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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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WEB 日志查询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日志预览。 

3、选择进入 WEB 日志。 

4、选择 WEB日志类型和日期。搜索出相应的日志信息。 

 

图 15-3WEB日志查询 

16. 数据分析 

可以查看某一设备在某一时间段某个遥测点的历史数据曲线和极值，便于分析。 

16.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设备测点的数据分

析 

1、支持查看设备测点的历史曲线。 

2、支持查看设备测点的极值分析。 

3、支持通过选择测点和选择时间段去查询设备测点

时间段的历史曲线。 

2 支持编辑极值分析的极值数

量 

1、支持新增和减少极大值的个数（5-10 个）。 

2、支持新增和减少极小值的个数（5-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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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功能详解 

16.2.1. 查看设备测点数据分析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数据分析。 

3、点击任一分组。 

4、选择设备。 

5、选择设备测点。 

6、选择时间段。 

7、点击导入曲线按钮。查看设备测点的历史曲线和极值分析。 

 

图 16-1 数据分析查看 

16.2.2. 极值分析极值数编辑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数据分析。 

3、点击任一分组。 

4、选择设备。 

5、选择设备测点。 

6、编辑数据分析的极大值个数和极小值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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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编辑极值分析极值个数 

17. 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用于终端升级，可使用厂商提供的固件对设备升级。 

17.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看设备固件升级的信

息 

1、支持查看已有设备可以升级固件信息。 

2、支持查看设备已经升级固件的信息。 

2 支持上传厂家固件 1、支持上传不同厂家的固件。               

3 支持删除厂家固件 1、支持删除不需要的厂家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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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持设备固件升级 1、支持给一个或者多个设备固件升级。 

17.2. 功能详解 

17.2.1. 查看设备固件升级信息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固件升级。 

3、选择升级厂家。可以查看设备固件升级信息。 

 

图 17-1 固件升级信息查看 

17.2.2. 上传厂家固件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固件升级。 

3、点击上传固件按钮。 

4、填写固件信息，并在本地文件中选择固件文件，点击上传按钮，上传成功。列表厂

家固件显示新增的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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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上传厂家固件 

17.2.3. 删除厂家固件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固件升级。 

3、点击右边的删除按钮。 

4、在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删除成功，厂家固件页面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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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删除厂家固件 

17.2.4. 设备固件升级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固件升级。 

3、点击任一设备分组，选择任一设备。 

4、选择任一固件。选择要升级的厂家固件，点击固件升级。 

5、在弹窗中点击升级按钮。升级成功，检查固件版本里面显示升级的固件。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218 页 共 327 

页 

 

 

图 17-4 设备固件升级 

18. 配置管理 

初始化各个配置，将操作全部移动到网页上，达到零接触配置文件可以将 IOT 网关和平

台全部初始化，同时支持自定义通用配置，将配置信息存储在数据库，方便读取，后期逐步

将 webapi 的配置移入自定义通用配置中。 

18.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制作密文 1、支持密文加密。 

2 支持管理通用配置 支持添加通用配置。 

支持修改通用配置。 

支持删除通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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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切换数据库 1、支持切换数据库。 

4 上传 HTTPS证书 1、支持上传 HTTPS 证书。 

5 支持更换许可 1、支持更换授权文件。 

6 支持修改服务端口及应用端

口 

1、支持修改服务端口及应用端口。 

7 支持数据库加密 1、支持数据库加密。 

18.2. 功能详解 

18.2.1. 制作密文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配置管理，点击通用配置。 

3、 点击制作密文。 

4、 输入明文点击加密。 

 

图 18-1 制作密文 

18.2.2. 管理通用配置 

18.2.2.1. 添加通用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中找到配置管理，点击通用配置。 

3、 点击添加。 

4、 输入配置类别及配置 JSON。 

5、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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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添加通用配置 

18.2.2.2. 修改通用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通用配置。 

3、 点击配置后的修改按钮。 

4、 填写修改内容。 

5、 点击确定。 

 

图 18-3 修改通用配置 

18.2.2.3. 删除通用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通用配置。 

3、 勾选需删除的通用配置。 

4、 点击删除。 

5、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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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删除通用配置 

18.2.3. 切换数据库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平台配置。 

3、 选择数据库。 

4、 点击启动按钮。 

5、 点击测试连接。 

6、 连接成功后点击保存。 

7、 填写账号信息。 

8、 点击确定。 

9、 点击重启网关。 

10、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 

11、 重新登录，数据库切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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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切换数据库 

18.2.4. 更换许可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许可管理。 

3、 点击更新许可。 

4、 上传许可文件。 

5、 点击立即生效。 

6、 在弹窗中点击确认，自动重启网关。 

7、 重新登录，许可更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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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 更新许可 

18.2.5. 修改服务端口及应用端口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平台配置。 

3、 修改服务端口。 

4、 点击保存。 

5、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应用配置。 

6、 修改网关地址。 

7、 修改应用端口。 

8、 点击保存。 

9、 点击重启网站。 

10、 重新登录，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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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8 修改端口 

18.2.6. 数据库加密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平台配置。 

3、 勾选加密。 

4、 点击保存。 

5、 点击重启网关。 

6、 重新登录，修改成功。 

 

图 17-9 数据库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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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视频巡更管理 

视频巡更功能是巡更人员执行巡更计划的一种工具。主要包括巡更人员管理、巡更路线

管理、巡更计划管理、巡更考勤管理、全局巡更上级管理和视频巡更的功能模块。 

19.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管理巡更人员信息 1. 支持新增巡更人员。 

2. 支持修改巡更人员。 

3. 支持删除巡更人员。 

4. 支持查询巡更人员。 

2 支持管理巡更路线 1. 支持管理路线列表。 

2. 支持管理巡更点。 

3 支持管理巡更计划。 1、支持新增巡更计划。 

2、支持修改巡更计划。 

3、支持删除巡更计划。 

4、支持查询巡更计划。 

5、支持立即生成巡更计划。 

4 支持管理巡更考勤。 1、支持查询巡更人员。 

2、支持查询巡更考勤（全部、按周、按月及自定义）。 

3、支持查看考勤详情。 

4、支持导出考勤。 

5、支持导出全部考勤。 

5 支持管理巡更上级 1、支持新增巡更上级。 

2、支持修改巡更上级。 

3、支持删除巡更上级。 

19.2. 功能详解 

19.2.1. 管理巡更人员信息 

19.2.1.1. 新增巡更人员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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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人员。 

3、点击新增，输入用户名、手机号及管理员。 

4、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新增的人员。 

 

图 19-1 新增巡更人员 

19.2.1.2. 修改巡更人员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人员。 

3、 选择任一用户。 

4、 点击三点图标。 

5、 点击编辑。 

6、 填写修改信息。 

7、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修改的人员。 

 

图 19-2 修改巡更人员信息 

19.2.1.3. 删除巡更人员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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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任一用户。 

4、 点击三点图标。 

5、 点击删除。 

6、 弹窗中点击确定按钮，列表不显示删除的人员信息。 

 

图 19-3 删除巡更人员 

19.2.1.4. 查询巡更人员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人员。 

3、 在查询处输入用户名称，回车，列表显示包含关键字的人员信息。 

 

图 19-4 查询巡更人员 

19.2.2. 管理巡更路线 

巡更路线是巡更人员检查巡更视频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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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 管理路线列表 

19.2.2.1.1. 新增路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3、 点击路线列表处的新增。 

4、 输入路线名称。 

5、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新增的路线。 

 

图 19-5 新增巡更路线 

19.2.2.1.2. 重命名路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3、 选择任一路线。 

4、 点击三点图标。 

5、 点击重命名。 

6、 输入路线名称。 

7、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重命名的路线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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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6 重命名巡更路线 

19.2.2.1.3. 删除路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3、 选择任一路线。 

4、 点击三点图标。 

5、 点击删除。 

6、 在弹窗框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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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 删除巡更路线 

19.2.2.1.4. 查询路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3、 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4、 回车，列表显示包含关键字的路线。 

 

图 19-8 查询巡更路线 

19.2.2.2. 管理巡更点 

19.2.2.2.1. 新增巡更点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3、 点击新增巡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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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通道。 

5、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新增的巡更点。 

 

图 19-9 新增巡更点 

19.2.2.2.2. 删除巡更点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3、 选择任一巡更点。 

4、 点击删除。 

 

图 19-10 删除巡更点 

19.2.2.2.3. 上移下移巡更点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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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任一巡更点。 

4、 点击上下移动箭头。 

 

图 19-11 巡更点上下移动 

19.2.2.2.4. 查询巡更点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3、 在查询框输入关键字。 

4、 回车，列表显示包含关键字的巡更点信息。 

 

图 19-12 查询巡更点 

19.2.2.2.5. 保存巡更点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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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保存。 

 

图 19-13 保存巡更点 

19.2.3. 管理巡更计划 

巡更计划是巡更人员工作计划安排。 

19.2.3.1. 新增巡更计划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计划。 

3、 点击新增巡更计划。 

4、 输入巡更计划信息。 

5、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新增的计划。 

 

图 19-14 新增巡更计划 

19.2.3.2. 修改巡更计划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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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修改。 

5、 修改巡更计划信息。 

6、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修改后的巡更计划。 

 

图 19-15 修改巡更计划 

19.2.3.3. 删除巡更计划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计划。 

3、 选择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删除。 

5、 在弹窗框点击确认。 

 

图 19-16 删除巡更计划 

19.2.3.4. 查询巡更计划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计划。 

3、 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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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车，列表显示包含关键字的巡更计划信息。 

 

图 19-17 查询巡更计划 

19.2.3.5. 立即生成巡更计划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计划。 

3、 选择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立即生成，数据状态变为已生成。 

 

图 19-18 立即生成巡更计划 

19.2.4. 管理巡更考勤 

在视频巡更考勤计划生成之后，会对应生成一条巡更考勤记录。我们可以在巡更考勤界

面查看并且导出巡更考勤的相关信息和详细信息，支持 xls 和 pdf 两种格式的导出。 

19.2.4.1. 查询巡更人员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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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查询框输入关键字。 

4、 点击回车，列表显示包含关键字的巡更人员。 

 

图 19-19 查询巡更人员 

19.2.4.2. 查询巡更考勤 

19.2.4.2.1. 查询全部巡更考勤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3、 点击全部，列表显示全部的考勤信息。 

 

图 19-20 查询全部巡更考勤 

19.2.4.2.2. 按时间查询巡更考勤 

19.2.4.2.2.1. 按周查询巡更考勤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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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3、 点击本周，列表显示本周的考勤信息。 

 

图 19-21 按周查询巡更考勤 

19.2.4.2.2.2. 按月查询巡更考勤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3、 点击本月，列表显示本月的考勤信息。 

 

图 19-22 按月查询巡更考勤 

19.2.4.2.2.3. 自定义查询巡更考勤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3、 点击自定义。 

4、 选择日期区间。 

5、 点击确定，列表显示对应的考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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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3 自定义查询巡更考勤 

19.2.4.2.3. 查看考勤详情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3、 选择任一考勤。 

4、 点击详情图标，显示对应的考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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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4 查看考勤详情 

19.2.4.2.4. 导出考勤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3、 选择任一考勤。 

4、 点击导出按钮，文件信息被导出。 

 

图 19-25 导出考勤 

19.2.4.2.5. 导出全部考勤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考勤。 

3、 点击全部导出按钮，所有考勤信息被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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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6 导出全部考勤 

19.2.5. 管理巡更上级信息 

用于管理巡更上级信息，可新增、修改、删除及查询巡更上级信息。 

19.2.5.1. 新增巡更上级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上级。 

3、 点击新增。 

4、 输入用户名及手机号。 

5、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新增的人员。 

 

图 19-27 新增巡更上级 

19.2.5.2. 修改巡更上级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上级。 

3、 选择任一上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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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三点图标。 

5、 点击编辑。 

6、 修改用户名或手机号。 

7、 点击保存按钮，列表显示修改的人员信息。 

 

图 19-28 修改巡更上级 

19.2.5.3. 删除巡更上级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上级。 

3、 选择任一上级人员。 

4、 点击三点图标。 

5、 点击删除。 

6、 弹窗中点击确认按钮，列表不显示删除的人员信息。 

 

图 19-29 删除巡更上级 

注意： 

当巡更计划即将开始时，系统会给巡更人员发送短信。当巡更状态变成缺检状态时，系

统也会通知巡更人，同时也会通知巡更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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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视频巡更 

当添加好巡更计划之后，系统每天会根据规则生成当天需要完成视频巡更计划。点开菜

单视频巡更即可查看到登录用户当天需要执行的巡更计划。 

20.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查询巡更计划 1、支持新增查询巡更计划。 

2 支持查看视频巡更 1、支持开始巡更。 

2、支持截图。 

3、支持视频控制。 

4、支持下一步操作。 

5、支持全屏显示。 

6、支持记录巡更信息。 

7、支持完成巡更。 

20.2. 功能详解 

20.2.1. 查询巡更计划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在查询框中输入关键字。 

4、 回车，列表显示包含关键字的巡更计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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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 查询巡更计划 

20.2.2. 查看视频巡更 

20.2.2.1. 开始巡更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选择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开始巡更。 

 

图 20-2 开始巡更 

20.2.2.2. 截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选择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截图。 

 

图 20-3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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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 下一步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选择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开始巡更，待巡更时间结束，可以点击下一步。 

 

图 20-4 下一步操作 

 

20.2.2.4. 视频控制 

20.2.2.4.1. 缩放界面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选择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展开图标，展开右侧页面。 

5、 点击放大、缩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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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5 视频巡更缩放 

20.2.2.4.2. 界面移动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点击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展开图标，展开右侧页面 

5、 点击移动界面图标。 

 

图 20-6 视频巡更界面移动 

20.2.2.5. 全屏显示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视频巡更。 

3、 点击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展开图标，展开右侧页面。 

5、 点击全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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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7 全屏显示 

20.2.2.6. 记录巡更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点击任一巡更计划，点击展开图标 

4、 展开右侧页面 

5、 在右侧输入信息。 

6、 点击提交 

 

 

图 20-8 记录巡更信息 

20.2.2.7. 完成巡更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巡更视频。 

3、 点击任一巡更计划 

4、 点击开始巡更 

5、 点击完成巡更，结束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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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9 完成巡更 

21. 组态 

组态管理支持对组态图进行查询、新增、修改、编辑和预览等操作。 

21.1. 二维组态管理 

21.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组态管理 1、支持新增组态。 

2、支持修改组态。 

3、支持删除组态。 

4、支持查询组态。 

5、支持复制组态。 

2 支持菜单管理 1、支持添加菜单。 

2、支持移除菜单。 

3 支持组态图管理 1、支持修改组态图。 

2、支持查看组态图。 

4 支持核心功能 1、支持核心功能。 

5 支持其他功能 1、支持其他功能。 

6 支持组态软件快捷键 1、支持组态软件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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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功能详解 

21.1.2.1. 组态管理 

21.1.2.1.1. 新增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点击新增。 

5、 输入组态信息。 

6、 点击确定。列表显示新增的组态。 

 

图 21-1 新增组态 

21.1.2.1.1.1. 组态分组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点击新增。 

5、 在弹窗中输入组态信息，选择父分组。 

6、 点击确定。新增组态被分到对应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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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组态分组 

21.1.2.1.1.2. 组态排序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点击新增。 

5、 在弹窗中输入排序号。 

6、 点击确定，组态按排序显示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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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组态排序 

21.1.2.1.2. 修改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修改组态。 

6、 在弹窗中输入修改信息。 

7、 点击确定，列表显示修改后的组态信息。 

 

图 21-4 修改组态 

21.1.2.1.3. 删除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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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右边的删除按钮。 

6、 在弹窗中点击删除按钮。 

 

图 21-5 删除组态 

21.1.2.1.4. 查询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在查询框中输入组态名称。 

5、 点击查询，页面显示包含关键字的组态。 

 

图 21-6 查询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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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5. 复制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复制组态图。 

6、 在弹窗中点击确定。 

 

图 21-7 复制组态 

21.1.2.2. 菜单管理 

21.1.2.2.1. 添加菜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选择添加菜单 

5、 该组态被添加到组态列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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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添加菜单 

21.1.2.2.2. 移除菜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选择移除菜单 

5、 该组态从组态列表里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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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移除菜单 

21.1.2.3. 组态图管理 

21.1.2.3.1. 修改组态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修改组态图进入编辑页面 

 

图 21-10 修改组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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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3.1.1. 基础控件 

 

1、 文本组件 

文本组件主要用于显示普通文本。 

 

双击组件即可修改文字内容，如下图所示。 

  

在属性栏中，我们还可以设置文本的字体、大小、颜色等属性。 

2、 矩形框组件 

矩形框是一个常用的布局组件。 

 

在页面制作中经常被作为背景面板来使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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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片组件 

图片组件是一个装载图片的控件,其功能就是显示图片。 

 

拖动一个图片组件到画布中后，选中图片组件，在属性栏的“外观”中单击“图片选择”

按钮，然后选择或上传一个需要的图片即可。 

  

在对图片进行编辑时，通常有等比例缩放的需求。在组态中，位于“外观”栏的宽高设

置项中间位置的比例锁可以实现此功能。 

 

单击比例锁，即可将当前的宽高比例锁定，此后无论如何修改宽高属性，都会保持锁定

时的宽高比例。 

4、 值文本框组件 

值文本框组件是一个支持敢为数据（关于敢为数据功能，将在功能介绍章节讲解）的文

本组件,用于显示实时数据或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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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选中值文本框组件后，在右侧单击“数据”选项卡，然后在“值表达式”文本框

中设置正确的表达式。保存后，即可在查看组态图时显示实时数据，如下图所示。 

  

5、 敢为按钮组件 

敢为按钮组件是一个可以执行控制命令的按钮。同样的，此组件支持敢为数据功能。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在“点击设置”文本框中绑定表达式，来执行相应的设置命令。 

点击设置表达式格式为：S:设备号,设置号+设备号,设置号+...。通过该表达式可以执

行单个或多个控制命令；其中“+”用于连接多个控制命令。 

  

如上图所示，敢为按钮绑定设置表达式后，在查看页面单击该按钮，即可触发控制命令，

并返回设置成功或设置失败等提示。 

6、 图片单选框组件 

图片单选框组件是一个带图片的单选按钮。它扩展了传统单选按钮的功能，不但提供基

本的单选功能，还可以关联测点，显示对应的报警状态，也可以作为敢为按钮使用。 

 

在右侧属性栏的“外观”->“图片属性”->“图片选择”中设置图片单选框组件未被选

中时的默认样式，如左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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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属性栏“外观”->“被选中时图片”->“图片选择”中设置其被选中后的样

式，如右下图所示。 

  

另外，在“数据”选项卡中可以使用点击设置，操作同敢为按钮组件 

7、 Tab 组件 

Tab 组件是一个分页控件，用于制作标签式页面或选项卡。 

 
框选住同一组的分页控件，在右侧属性栏中单击“数据”选项卡，在“Tab 数据”栏中

为这些分页控件设置一个共同的 tab 组，如图所示。 

 

然后为需要分页的组件设置“所属 tab”属性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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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线条组件 

顾名思义，线条组件是一个用于生成线条的组件，多用于连接各类组件。 

 
通过在“外观”栏设置线条组件的连线类型，我们可以生成曲线、线段、直线和脑图曲

线等类型的线条，如下图所示。 

 
此外，在属性栏的“动画”选项卡中，我们还可以为线条组件设置不同的动画效果。 

9、 列表组件 

列表组件是一个用于展示数据库表数据的组件，可以通过在属性栏设置表名、列名、排

序字段、条件语句等属性，使列表组件获取并显示相应的数据。 

 

①在画布中生成一个列表组件后，选中组件并单击“数据”选项卡，②然后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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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栏中分别填写数据库表名、返回条数；③在“表格列名”栏新增并填写需要显示的表

格列名及对应的数据库表字段名；④在“排序字段”栏可以设置多个排序字段；⑤在“条件

语句”栏的文本框中输入查询条件语句。如左下图所示。 

我们还可以对表格的样式进行设置，如表头、表体的行高、字体大小和颜色，以及表

格是否需要列表框，需要怎样的边框。另外，还可以设置表格数据的显示动效，目前组态提

供了 2 种动效选项，分别为“Marquee”和“Roll”动效，并可以通过设置动效时间来控制

动效的快慢程度。如右下图所示。 

  

10、 进度条组件 

当需要展示某一事项的完成进度时，我们可以使用进度条组件来达成直观展示效果。 

 

进度条组件的进度数据是以绑定测点的形式获取的，所以此组件支持敢为数据功能。其

操作与值文本框组件基本相同。 

 

11、 数字滚动组件 

所谓数字滚动组件，其实就是一个有滚动特效的数值显示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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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此组件支持敢为数据功能，操作与值文本框组件相同。 

另外，数字滚动组件可以在“外观”栏设置边框颜色、背景颜色，以及数字滚动特效的

动画时长等，如下图所示。 

 

12、 时间组件 

时间组件是一个用于显示当前时间的组件，内置多种时间格式可供选择。 

 

在“外观”栏中单击“时间格式”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需要的时间

格式即可。 

 

13、 跑马灯组件 

跑马灯组件是一个可以让文本内容以跑马灯形式呈现的组件，可以认为是一个升级版文

本组件。 

 

通过在“外观”栏中设置文字跑马灯效果的速度属性，我们可以控制组件文本内容移动

的快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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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轮播图组件 

轮播图组件，顾名思义，是一个用于对多张图片进行轮播的组件。 

 

选中轮播图组件后，在“外观”选项卡的“图片”栏中单击“新增图片”按钮，然后选

择需要的图片，依此操作逐张添加需要进行轮播的图片即可。保存后，轮播图组件将按照图

片添加顺序进行轮播。 

另外，还可以在“位置”下拉框中修改浮标位置；修改“切换时间”设置项则可以调整

图片轮播的速度。 

 

15、 边框组件 

边框组件内置了多种边框样式，可以为组态页面的美化创作更多可能。 

 

选中边框组件后，在“外观”选项卡的“边框样式”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的边框样式即

可。 

 
16、 字体图标组件 

字体图标组件为用户提供了非常多的字体图标，以满足制作组态时各种各样的图标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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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体图标组件后，在“外观”选项卡的“字体图标”栏单击“图标”下拉框，然后

选择需要的图标。单击“图标颜色”右侧的颜色选择器按钮可设置图标颜色，如下图所示。 

  

17、 开关组件 

开关组件是一个用于控制设备开关状态的组件，其支持敢为数据功能。可通过设置报警

表达式来实时判断设备当前的开关状态，通过开启、关闭表达式来实现开、关动作的不同设

置命令。 

 

在“数据”选项卡的“开关状态”栏中分别设置开启、关闭两种不同状态的设置表达式，

如 S:11134,1。当用户单击开关组件，使其为开启状态时，执行“开启”设置表达式。 

另外，还可以在“敢为数据”栏中，设置报警表达式，当表达式为真时，开关组件自动

显示为开启状态，为假则关闭。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264 页 共 327 

页 

21.1.2.3.1.2. 表单控件 

 

1、 文本框组件 

文本框组件是一个供用户填写表单中相关文本信息的组件。 

 

2、 下拉框组件 

下拉框组件是一个供用户选择表单信息的组件。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数据”->"新增属性"设置下拉框组件的下拉选项，如下图所

示。设置完成后，在查看页面可以看到下拉框效果。 

 

3、 保存按钮 

保存按钮是一个用于提交本组表单信息的组件。 

 

当正确设置了表单分组后，用户填写表单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填写的内容保存并提

交。 

4、 还原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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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还原按钮，用户可以使表单中的各项内容还原至上一次提交时的状态。（关于表单

功能的具体实现，将在【核心功能-表单功能】章节介绍） 

 

21.1.2.3.1.3. 图表控件 

 

1、 曲线图表 

在我们组态软件中，基础的曲线类图表共有 4种，分别为：折线图、曲线图、折线面积

图以及曲线面积图。它们的操作基本相同。 

    
以折线图为例：在画布创建一个折线图组件，然后在“数据”选项卡中单击“新增图例”

按钮，设置图例名、线条颜色和表达式后，保存即可。 

 

此外，还可以设置 X 轴、Y 轴、图例的字体大小和颜色。 

除以上 4 种基础曲线图表外，组态软件中还有一种曲线类图表：堆叠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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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堆叠面积图，即是多个图例各自显示自己的数据，而最终各个图例的总面积则是所

有图例数据总和。 

堆叠面积图的操作与基础曲线图表相同，只是作用及数据展现方式有所差别。 

2、 扇形图表 

目前，组态软件中包含了饼图、环形图和玫瑰图 3 种扇形图表。其操作与曲线图表基本

相同，此处不再过多阐述。 

   

3、 柱状图和条形图 

柱状图和条形图是比较基础且常见的图表，在组态软件中包含了柱状图和条形图各 2

种，分别是：柱状图、堆叠柱状图、条形图和堆叠条形图。 

    
这 4 个图表在使用步骤上没有差别，只是数据展现形式有所区别。在画布生成图表后，

选中图表组件，并在“数据”选项卡中设置图例名、颜色、表达式，然后设置“X轴标题”

属性（条形图则是设置“Y 轴标题”属性）即可，如下图所示。 

  

注意：在柱状图和条形图中，每个图例的值表达式需要与标题数量对应。如上图中，标

题 有 “ q,w,e ” 3 个 ， 则 每 个 图 例 的 值 表 达 式 必 须 对 应 为 3 个 ， 格 式 如

“$C1(11124,1);$C1(11124,1);$C1(11124,1)”。 

通过以上设置后，柱状图、堆叠柱状图、条形图、堆叠条形图的显示效果分别对应下图

所示。 

 

4、 雷达图 

在对某一事物进行综合性评价时，往往需要用到雷达图等图表。为此，我们在组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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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成了雷达图组件。 

 

在组件中拖出一个雷达图到画布后，选中并在“数据”选项卡中可以设置雷达图的“标

题”和“图例”属性。其中，标题栏中有 5 个默认标题，如左下图所示，我们可以对标题的

名称和最大值进行修改，也可以新增或删除标题。 

  
标题设置完成后，单击“图例”下拉按钮，然后单击“新增图例”按钮，然后设置图例

名、颜色、值表达式并保存即可，如右上图所示。 

注意：雷达图每个图例中的值表达式同样需要与标题数量对应，如本例中有 5 个标题，

则每个图例的值表达式格式为： 

$C1(11124,1);$C1(11124,1);$C1(11124,1);$C1(11124,1);$C1(11123,1) 

5、 仪表盘 

仪表盘是一种将某个数据以仪表形式展现出来的图表。 

 
在数据栏中，我们可以绑定测点数据，然后设置名称、单位，并设置仪表盘的颜色，如

下图所示。 

 
 

6、 散点图 

组态软件中提供了 2 种散点图，分别是基础散点图、权重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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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分别为散点图和权重散点图的显示效果。 

  

散点图的操作步骤与折线图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图例的表达式格式有所区别。在散

点图中，图例的表达式格式为： 

$C1(11134,1);$C1(11134,2)|$C1(11135,1);$C1(11135,2)|$C1(11136,1);$C1(11136,2) 

其中，每一个“|”之前表示一个点的 X 和 Y 坐标。 

7、 饼图 

饼图的操作步骤与折线图基本相同，显示效果如下 

 

8、 环形图 

环形图的操作步骤与饼图基本相同，显示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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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玫瑰图 

玫瑰图的操作步骤与饼图基本相同，显示效果如下 

 

21.1.2.3.1.4. 摄像头控件 

 

1、 摄像头组件 

摄像头组件支持菜单点击功能，用于关联视频组件。（目前可视为一个菜单点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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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视频组件 

视频组件可以通过绑定视频地址，来实现视频播放功能。 

 

在画布创建一个视频组件后，我们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组件的宽高，然后在“数据”选项

卡的“视频数据”栏中绑定视频地址，以及设置视频播放模式，如下图所示。（在“菜单分

组”栏中输入摄像头组件 id，可以将视频组件关联到摄像头组件中，以此实现单击摄像头

组件而控制视频组件显示/隐藏）。 

 

21.1.2.3.1.5. 地图控件 

 

1、 地图组件 

地图组件目前是一个可用于显示地图图片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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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点组件 

打点组件是一个用于在地图组件上进行标记点位的组件，仅可在地图组件区域创建和使

用。 

 

目前，打点组件支持敢为数据、菜单点击等功能。 

21.1.2.3.2. 查看组态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二维组态。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查看组态图，进入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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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 查看组态图 

21.1.2.4. 核心功能 

1、 表单功能 

表单功能包括表单分组、表单数据、关联组件 id 和下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表

单组必须有一个保存按钮。 

2、 表单分组 

每个表单必须设置一个表单分组，且分组名称必须在此组态图中唯一。框选表单组件，

在“数据”选项卡的“表单组名”文本框中输入表单组名即可。 

 

3、 表单数据 

表单数据功能用于传输下发控制命令的数据，其格式为：

FS(equip_no,set_no,set_type)，例如：FS(11134,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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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联组件 id 

关联组件 id功能用于联合提交数据，目前只支持两个组件联合。在“数据”->“关联

组件 id” 中设置。关联组件必须为表单组件，否则会失败。 

 
提交数据时，其格式为：本表单组件的数据,被关联组件的数据。 

如上图中，将文本框组件的 id 填入了下拉框组件的“关联组件 id”属性，那么在提交

表单时，数据为：下拉框组件数据，文本框组件数据。 

5、 表单下发功能 

表单下发在点击保存按钮后触发，将本表单组所有表单组件的数据逐个下发。 

6、 菜单功能 

1.选择需要点击的组件，开启其"菜单点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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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需要点击显示或隐藏的组件，将其菜单分组设置为点击组件的 ID。注：菜单分

组可单个组件逐一设置，也可框住多选后统一设置。 

3.设置是否可见属性，可以让菜单组件默认显示或隐藏。 

 

7、 敢为数据功能 

部分支持此功能的组件在这一模块可以设置值表达式、值转换、值单位和报警表达式等。

当报警表达式为真时，可以设置组件属性样式；而当报警表达式为假时，可以设置跳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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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值表达式 

目前，敢为数据的值表达式支持一下几种类型。 

表达式类型 说明 

$C(设备号,遥测号) 遥测点实时值单位；字符串类型； 

$C1(设备号,遥测号) 
遥测点实时值；通常情况为数值类型，偶尔根据通讯协议也可

为字符串类型； 

$C3(设备号,遥测号) 遥测点实时值及单位；字符串类型； 

$ASC(设备号,遥测号) 遥测点报警状态；布尔量类型，True 报警，False 正常； 

$X1(设备号,遥信号) 遥信点实时状态；字符串类型； 

$ASX(设备号,遥信号) 遥信点报警状态；布尔量类型，True 报警，False 正常； 

值表达式可以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也可以单击搜索按钮，然后在测点选择窗口中搜索

并选择需要的测点和表达式类型，如下图所示。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276 页 共 327 

页 
9、 值转换 

目前，值转换功能仅对于$C1(设备号,遥测号)类型的表达式适用。 

其格式为：0/正常+1/报警+2/超负荷+其他。（其中，“+其他”省略时，默认显示实时

值） 

10、 值单位 

仅对于$C1(设备号,遥测号)表达式适用。 

11、 报警表达式 

报警表达式功能是对值表达式进行各类运算，从而返回一个布尔类型值。有效运算符如

下： 

a)有效的一元运算符： 

负号运算符【-】，按位取反运算符【~】，逻辑非运算符【!】 

b)有效的二元运算符： 

乘法运算符【*】，除法运算符【/】，余数运算符【％】，加法运算符【+】， 

减法运算符【-】，小于比较运算符【<】，小于等于运算符【<=】， 

大于运算符【>】，大于等于运算符【>=】，等于运算符【==】， 

置位运算符【＆】，按位异或运算符【^】，逻辑与运算符【＆＆】， 

逻辑或运算符【||】。 

12、 图表数据功能 

实时测点数据、实时曲线（折线图）： 

每组数据以&分隔，每个数据以;分隔，例如：$C1(3,1);$C1(3,2)&$C1(5,1);$C1(5,2)，

如果只有一组数据则为$C1(3,1);$C1(3,2) &。 

报表统计数据 

$RC(3,1,HM,7,2)，HM 为统计的时间类型：（Y、M、W、D、H、HM、DM），也可简易设

置$RCHM(3,1,7,2)，参数分别为设备号、测点号、每组数据的个数、几组数据。 

曲线点数：可以设置折线图中一条数据一次性展示几个数据，默认为 5 个。 

 

13、 事件功能 

在组态软件中，所有组件都支持事件功能。即，可以为任何组件设置鼠标单击或双击事

件。 

选中需要设置事件的组件后，在右侧属性栏单击“事件”选项卡，单击“添加事件”按

钮，即可根据需要设置单击事件或双击事件。 

在“事件行为”下拉框中，有“打开链接、执行动画、执行自定义函数、执行 Windows

函数、打开组态”等事件行为可供选择，如左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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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选择“打开组态”事件行为后，在“组态 id”中输入要打开的组态 id 即可。保

存后，在查看页面单击该组件，就会跳转到对应的组态页面。 

14、 动画功能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对组件设置一些动画效果。为了方便使用，系统中内置

了部分动画特性。 

选中组件后，在右侧属性栏单击“动效”选项卡，选择“旋转”特效，勾选“自动播放”

复选框，然后依次设置时长、动画方向、循环次数、旋转角度等属性后，单击保存按钮。然

后在查看页面即可看到动画效果，如下图所示。 

  

如果不需要自动播放动画效果，则可以搭配事件功能使用。即添加单击或双击事件，事

件行为选择执行动画。 

在动画设置中，有“动画标签”属性，设置动画标签后，在事件功能中可以通过此标签

来指定执行对应的动画效果。（注：动画标签需在组态图中唯一） 

15、 导航功能 

拖动蓝色线框可同时改变画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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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历史记录功能 

在历史记录中，可以查看最近 10 条历史记录，点击某一历史记录可以进入查看该记录，

在查看的时候不可进行修改操作。 

点击退出可返回当前版本，点击还原箭头可以将组态图还原至选中的版本。 

 
17、 全局设备号功能 

全局设备号用于统一设置组态图的设备号，并且方便以后的修改与维护，其格式为 E

加数字的功能，例如：E1。 

如果我们将表达式里的设备号替换成 E1，写成$C1(E1,5)，然后将全局设备号设置为 3，

则此表达式设置最终获取的遥测点位为：$C1(3,5)。 

并且可以同时对多个设备号进行更改，其格式为：设备号 a,设备号 b,设备号 c,....。

则此表达式会依次替代组态图中 E1,E2,E3...的设备号。 

在菜单栏单击“设置”按钮，在项目设置中的“全局设备号”文本框输入设备号即可。

此功能也可以运用在表单组件的表单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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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5. 其他功能 

1、 组件导入导出以及保存组件 

1.导入：在菜单栏单击“上传组件”按钮，选择分组，输入组件名称，然后单击“上传”

按钮，在“打开”对话框中选择 json 文件并确定即可导入组件。 

 

2.导出：选中想要导出的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导出组件”，在弹出框中设置组件

名称，点击确定按钮，就可将组件导出至本地了。 

  
3.保存：选中想要保存的组件，右键选择“保存组件”选项，在弹出框中选择组件保存

分组，并输入组件名称，点击确定按钮，就可在左侧面板的“组件”栏对应分组中看到保存

的组件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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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态图导入导出 

1.导入：在菜单栏单击“导入”按钮，然后选择 json 文件就可导入组态图，并且会将

原先的组态图覆盖。 

 

2.导出：在菜单栏右侧单击“导出”按钮，就可将组态图以“.json”格式保存至本地。 

3、 表达式导入导出 

表达式的导出是将组态图中各组件的表达式全部导出为 json 文件，而导入则是将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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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的表达式根据组件 id 对应覆盖组态图中各组件的表达式。 

表达式的导入导出操作与组态图导入导出基本相同。 

4、 组件选中与拖动功能 

拖动功能需要先选中组件然后进行拖动。 

没有选中组件之前，不能进行拖动。 

鼠标左键抬起时选中。 

5、 组件锁定 

选中要锁定的组件，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锁定”选项。组件被锁定后不可设置其他属

性，不可拖动。 

 

6、 组件组合 

多选组件后，右键选择“组合”。组件组合后，单击选中组合后组件，双击选中子组件，

可设置其属性。 

 

7、 自定义菜单栏 

为了使用户在编辑组态时有更好的体验，组态软件提供了自定义菜单栏功能。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编辑画布上方的菜单栏。 

在菜单栏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自定义工具栏”选项。然

后在工具栏中将需要的按钮拖到菜单栏，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自定义操作，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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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如需删除菜单栏已有的按钮，只需在自定义时将菜单栏的按钮拖到下方工具栏

中即可删除。 

21.1.2.6. 组态软件快捷键 

1、 按住 Ctrl+滚动鼠标滚轮,缩放整个画布。 

2、 按住空格+鼠标左键,拖动整个画布。 

3、 选中某个组件，按下鼠标左键,可以拖动选中的组件。 

4、 选中某个组件，键盘的上下左右键可以上下左右移动选中的组件。 

5、 选中某个组件，按下 Ctrl+C 复制选中的组件。 

6、 选中某个组件，按下 Ctrl+X 剪切选中的组件。 

7、 选中某个组件，按下 Ctrl+V 粘贴选中的组件。 

8、 选中某个组件，按住 Ctrl+Alt 键，并按住鼠标左键拖动组件即可复制组件。 

9、 选中某个组件，按下 Delete 删除选中的组件。 

10、 Ctrl+Z 撤销操作。 

11、 Ctrl+Y 重做（取消撤销）。 

12、 Ctrl+S 保存。 

13、 Ctrl+A 全选画布中所有组件。 

21.2. GIS组态管理 

21.2.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组态管理 1. 支持新增组态、图层。 

2. 支持修改组态。 

3. 支持删除组态。 

4. 支持查询组态。 

2 支持菜单管理 1. 支持添加菜单。 

2. 支持移除菜单。 

3 支持管理组态图 1. 支持添加组态图。 

2. 支持编辑组态图。 

3. 支持查看组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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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功能详解 

21.2.2.1. 组态管理 

21.2.2.1.1. 新增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点击新增按钮。 

5、 输入组态信息，点击确定。 

6、 在新增页面点击新增图层，输入图层信息。 

7、 点击保存。 

8、 点击确定按钮。列表显示新增的组态。 

 

 

图 21-12 新增 GIS 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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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1.1. 组态参数说明 

1、 地图中心点 

地图加载完成之后显示的中心位置，其坐标由客户提供。 

2、 坐标系 

GIS 使用的坐标系，由客户提供，在国内一般为大地 2000 坐标系。 

3、 缩放级别 

指地图放大缩小的级别，为数字，建议填写 1-17 之间的缩放级别。 

 

21.2.2.1.2. 修改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修改组态。 

6、 输入修改信息。 

7、 点击确定，列表显示修改后的组态信息。 

 

图 21-13 修改 GIS 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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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3. 删除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右边的删除按钮。 

6、 在弹窗中点击删除按钮。 

 

图 21-14 删除 GIS 组态 

21.2.2.1.4. 查询组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输入组态名称。 

6、 点击查询，列表显示包含关键字的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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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5 查询 GIS 组态 

21.2.2.2. 菜单管理 

21.2.2.2.1. 添加菜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添加菜单。该组态被添加到组态列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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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 添加菜单 

21.2.2.2.2. 移除菜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移除菜单。该组态从组态列表里移除。 

 

图 21-17 移除菜单 

21.2.2.3. 组态图管理 

21.2.2.3.1. 新增组态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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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点击新增图层。 

6、 填写图层信息。 

7、 点击确定。 

 

图 21-18 新增组态图 

21.2.2.3.1.1. 图层参数说明 

1、 填写名称、选择图层类型和来源类型 

根据所选的来源类型再填写图层地址和其他参数。（可以配置多个图层，至少需要配置

1 个图层作为地图！） 

2、 图层类型 

目前只支持瓦片图层。来源类型目前支持 OSM、WMTS、TileSuperMapRest、XYZ。当图

层的来源类型不是 OSM 时，需要客户提供图层地址和其他参数。 

3、 级别数组和分辨率数组 

此数据由地图服务商提供，两个都用数组的形式填写，且要一一对应，例如：级别数组

为：[14681644.448116375,7340822.224058188,3670411.112029094,1835205.556014547]，

对应的分辨率数组为：[0.0439453125,0.02197265625,0.010986328125,0.0054931640625]。 

4、 切片大小 

切片是指切片地图的每张图片的大小，默认情况下是 256px*256px，如果地图提供商的

切片大小不是这个尺寸，则地图会显示的很模糊，需要在【其他参数】中添加一个 tilesize，

值为切片图片的大小（单位：像素），例如&tilesize=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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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3.2. 编辑组态图 

21.2.2.3.2.1. 添加 GIS地图设备 

操作步骤： 

8、 登录系统。 

9、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10、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11、 选择任一组态。 

12、 选择修改组态图。 

13、 添加设备。 

14、 点击保存。 

整体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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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iotdevicetype 设备表有对应设备信息：进入数据库添加设备信息。配置信息参考：

D:\IoTCenter\IoTCenterWeb\publish\wwwroot\topology\assets\json\menu.jso

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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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pologydevicetype 表有对应设备类型进入数据库添加设备信息：配置信息参考

D:\IoTCenter\IoTCenterWeb\publish\wwwroot\topology\assets\json\menu.jso

n 文件。 

 

3、 iotdevice 添加设备信息。 

 

4、 IoT“设备管理”添加设备，以公交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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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点击修改组态图，进入编辑组态页面。 

 

选择某一种设备类型，可查看该类型的设备数量。（一个 GIS 地图中可以添加多种设备

类型的设备）。 



 

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293 页 共 327 

页 

 

数量大于 0的设备，可以批量添加或单个添加到地图上。点击批量添加按钮。需要的注

意的是批量导入设备的经纬度需要配置在设备的第一个测点，且其格式为：经度,纬度，例

如： 

108.68608673085704,32.999058540643745。 

是否使用 gis 供应商坐标选项，默认为否。如果固定设备的坐标因为加密换算导致不精

确，且 GIS厂商在图层服务中提供更精确的坐标，可以开启该选项。 

 

如果需要单个添加设备，则可点击单个添加按钮，在地图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即可添

加一个设备。在右边的设置属性框里，填写设备号和值表达式即可。值表达式格式如下： 

$C1(设备号,遥测号) 
遥测点实时值；通常情况为数值类型，偶尔根据通讯协议也可

为字符串类型。例如：$C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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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3.2.2. 清空 GIS地图设备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中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修改组态图。 

6、 清空设备。 

7、 在弹窗中点击确定按钮。 

8、 点击保存。 

 

图 21-19 清空 GIS 地图设备 

21.2.2.3.3. 查看 GIS 地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选择 GIS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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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查看组态图。 

 

图 21-20 查看 GIS 地图 

21.2.2.3.3.1. 展示设备轨迹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查看组态图。 

6、 查看移动设备，如公交车。 

注意：目前该功能只支持单个设备轨迹信息的展示，选择设备类型，查看该类型的设备

列表数据。右上角的输入框可输入具体的设备名称进行检索。 

 

对于移动的设备，地图上可以展示至打开之后该设备移动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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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3.3.2. 展示多个固定设备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查看组态图。 

6、 查看固定设备，如涵洞。 

 
图 21-21 展示多个固定设备 

21.2.2.3.3.3. 设备信息展示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查看组态图。 

6、 点击动态设备图标。 

7、 查看该设备的所有遥测和遥信实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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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 展示设备信息 

21.2.2.3.3.4. 多个图层的显示与隐藏 

操作步骤： 

1、 登录系统。 

2、 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组态。 

3、 在组态分类选择 GIS 地图。 

4、 选择任一组态。 

5、 选择查看组态图。 

6、 点击图层图标，可以显示或隐藏该图层。 

 

图 21-23 多个图层的显示与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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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访客 

22.1. 访客系统 

22.1.1. 功能清单 

序号 功能清单 功能描述 

1 支持用户管理 支持用户新增。 

支持用户修改。 

支持用户删除。 

支持用户查询。 

2 支持黑名单管理 支持查看黑名单。 

支持移除黑名单。 

搜索黑名单。 

批量移除黑名单。 

3 支持企业管理 支持新增企业。 

支持编辑企业。 

支持查看企业。 

支持批量移除企业。 

支持搜索企业。 

    

4                                                                                                                                                                                                                                                                                                                                                                                                                                                                                                                                                                                                                                                                                                                                                                                                                                                                                                                                                                                                                                                                                                                                                                                                                                                 

区域管理 支持新增区域。 

支持编辑区域。 

支持查看区域。 

支持批量移除区域。 

支持搜索区域。 

5 访客审批 支持同意审批。 

支持拒绝审批。 

支持查看审批。 

支持批量审批。 

支持搜索审批。 

支持自动审批。 

6 历史记录 支持搜索审批。 

支持查看历史。 

支持移至黑名单。 

7 APP 系统 支持注册用户。 

支持验证码登录。 

支持密码登录。 

支持申请访问。 

支持同意审批。 

支持拒绝审批。 

支持查看审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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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查看历史记录。 

支持再次访问。 

支持邀约访客。 

 

22.1.2. 功能详解 

22.1.2.1. 用户管理 

22.1.2.1.1. 新增用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用户管理。 

3、点击新增。 

4、填写用户信息。 

5、点击保存。 

 

22.1.2.1.2. 编辑用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用户管理。 

3、点击编辑。 

4、填写用户信息。 

5、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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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3. 查询用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用户管理。 

3、输入用户。 

4、点击查询 

 

22.1.2.1.4. 批量移除用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用户管理。 

3、点击批量移除。 

4、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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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5. 删除用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用户管理。 

3、点击删除。 

4、删除成功。 

 

 

22.1.2.2. 黑名单管理 

22.1.2.2.1. 移出黑名单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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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黑名单管理。 

3、点击移出黑名单。 

4、移出成功。 

 

22.1.2.2.2. 查看黑名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黑名单管理。 

3、点击查看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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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2.3. 批量移出黑名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黑名单管理。 

3、点击批量移出黑名单。 

4、移出成功。 

 

22.1.2.2.4. 查询黑名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黑名单管理。 

3、输入关键词。 

4、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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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3. 企业管理 

22.1.2.3.1. 新增企业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企业管理。 

3、点击新增。 

4、填写企业名称、负责人、联系方式、包含楼栋。 

5、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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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3.2. 编辑企业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企业管理。 

3、点击编辑。 

4、填写企业名称、负责人、联系方式、包含楼栋。 

5、点击保存。 

 

22.1.2.3.3. 查看企业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企业管理。 

3、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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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3.4. 批量移除企业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企业管理。 

3、点击批量移除。 

4、删除成功 

 

 

 

22.1.2.4. 区域管理 

22.1.2.4.1. 新增区域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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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区域管理。 

3、点击新增。 

4、填写区域名称、负责人、联系方式、包含楼栋。 

5、点击保存。 

 

22.1.2.4.2. 编辑区域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区域管理。 

3、点击编辑。 

4、填写区域名称、负责人、联系方式、包含楼栋。 

5、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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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4.3. 查看区域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区域管理。 

3、点击查看。 

 

22.1.2.4.4. 批量移除区域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区域管理。 

3、点击批量移除。 

4、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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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5. 访客审批 

22.1.2.5.1. 同意访客申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访客审批。 

3、已有访客申请访问。 

4、点击详情。 

5、点击审核信息。 

6、点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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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5.2. 拒绝访客申请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访客审批。 

3、已有访客申请访问。 

4、点击详情。 

5、点击审核信息。 

6、点击拒绝。 

 

22.1.2.5.3. 移入黑名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访客审批。 

3、已有访客申请访问。 

4、点击详情。 

5、点击申请信息。 

6、点击移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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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6. 历史记录 

22.1.2.6.1. 搜索历史记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历史记录。 

3、输入关键词信息。 

4、点击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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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7. 审批流管理 

22.1.2.7.1. 新增审批流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审批流管理。 

3、点击新增。 

4、填写审批流信息。 

5、点击保存。 

 

22.1.2.7.2. 自动审批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审批流管理。 

3、点击新增。 

4、选择自动审批。 

5、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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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7.3. 编辑审批流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审批流管理。 

3、点击编辑。 

4、填写审批流信息。 

5、点击保存。 

 

 

22.1.2.7.4. 删除审批流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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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审批流管理。 

3、点击删除。 

4、删除成功。 

 

 

22.1.2.8. 拜访类型管理 

22.1.2.8.1. 新增拜访类型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拜访类型管理。 

3、点击新增。 

4、填写拜访类型信息。 

5、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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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8.2. 编辑拜访类型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拜访类型管理。 

3、点击编辑。 

4、填写拜访类型信息。 

5、点击保存。 

 

 

22.1.2.8.3. 删除拜访类型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拜访类型管理。 

3、点击删除。 

4、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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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8.4. 搜索拜访类型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拜访类型管理。 

3、输入关键信息。 

 

 

 

 

22.1.2.9. 访客管理 

22.1.2.9.1. 重置密码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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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访客管理。 

3、点击重置密码。 

4、重置成功，初始密码 123456。 

 

22.1.2.9.2. 移入黑名单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访客管理。 

3、点击移入黑名单。 

4、添加黑名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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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9.3. 搜索访客 

操作步骤 

1、登录系统。 

2、在左侧菜单栏找到访客管理。 

3、输入关键信息。 

4、点击查询。 

 

 

 

 

22.1.2.10. APP系统 

22.1.2.10.1. 注册 

操作步骤 

1、登录 APP 系统。 

2、点击立即注册。 

3、填写账号信息点击注册。 

4、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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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版权属于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允许不得复印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部门：测试部 
文件编号： 

IoTCenter 软件使用手册 
版本/版次：V2.8 
页码：第 320 页 共 327 

页 

 

 

22.1.2.10.2. 登录 

操作步骤 

1、登录 APP 系统。 

2、填写账号信息。 

3、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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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0.3. 访客访问 

操作步骤 

1、登录 APP 系统。 

2、填写访客账号信息。 

3、点击登录。 

4、选择访问类型。 

5、填写访问信息。 

6、点击保存。 

7、审批通过生成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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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0.4. 访客同意审批 

操作步骤 

1、登录 APP 系统。 

2、填写物业账号信息。 

3、点击登录。 

4、访客已申请访问。 

5、点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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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0.5. 访客拒绝审批 

操作步骤 

1、登录 APP 系统。 

2、填写物业账号信息。 

3、点击登录。 

4、访客已申请访问。 

5、点击拒绝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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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0.6. 再次访问 

操作步骤 

1、登录 APP 系统。 

2、填写访客账号信息。 

3、点击登录。 

4、点击申请记录。 

5、点击查看详情。 

6、点击再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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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0.7. 邀约访客 

操作步骤 

1、登录 APP 系统。 

2、填写业主账号信息。 

3、点击登录。 

4、点击访问类型。 

5、填写访客信息。 

6、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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