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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目标和范围

本文档主要描述杭州玖欣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的用户使用玖欣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流程、数据流向和数据的展示方式（手机 APP）介绍，文档只针对玖欣

客户。

1.2 数据展示

 运营平台企业账号密码（示例，实际根据用户下单后生成账号）

网 址：http://kpam.jiuxiniot.com:8080/AM/

会员名：大地豆业

用户名：dadidy
密 码：111111

登录后即可看到企业的相关信息，包括企业信息和设备信息。

数据可通过 APP展示。

（提示：由于工业客户的特殊性，目前 APP 适用于 Android版本）

 电能管理 APP：
使用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下载(推荐使用 UC浏览器)：

电能管理 APP登录账号：

用户名 密码 备注

dadidy 111111



 设备管理 APP：
使用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下载(推荐使用 UC浏览器)：

设备管理 APP登录账号：

用户名 密码 备注

ywzg 111111 运维主管

gly 111111 运维人员

kh 111111 客户

czg 111111 操作工

2 企业开户流程

 针对每个客户提供企业管理员账号，以（大地豆业）为例，已创建企业管

理员账号 dadidy，用户使用企业管理员账号登录玖欣工业云平台

（http://kpam.jiuxiniot.com:8080/AM/），进行后续操作。

2.1 企业管理员创建账号角色

 用企业管理员账号（这里账号是 dadidy）登录运营平台，默认密码 111111，
登录上只能看到用户管理，下图所示（现在登录能看到很多菜单页，是因

为已给这个账号分配了运营平台的其他权限）。

http://kpam.jiuxiniot.com:8080/AM/workSpace/index


 创建账号：企业管理员可创建账号用于员工使用。（创建客户账号见下文

2.3）。用户管理—>账号管理—>新增；查看新增账号成功添加到列表；

 角色分配，创建角色。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新增；查看新增角色成功

添加到列表；



小贴士：新增角色时，角色编码必须为 EP_MACHINE(设备管理员 )、
EP_CUSTOMER(客户人员)、EP_MAIN_OPERATION(运维主管)、EP_OPERATION(运
维人员)、EP_OPERATOR(操作工)账号关联这些角色的账号才能登录手机 APP，
进行工单操作。

 权限管理：对新增角色进行权限配置（根据角色不同，可自行分配权限），

用户管理—>权限管理；

 对创建账户进行角色分配，账号管理—>分配权限—>搜索角色名称—>选
择角色—>右键按钮；

 权限分配成功以后，退出系统重新登录，所配置的权限功能块在界面全部

显示；



2.2 企业管理员创建机构（企业客户）

 创建机构，用户管理—>机构管理—>点击父机构—>新增—>保存;

2.3 企业管理员创建客户账号，账号归属机构，客户账

号关联角色

 企业管理员（dadidy）创建账号，以及设定账号归属机构；用户管理账

号管理新增选择机构保存；

小贴士：新增用户时，当机构项选择的是父机构（如敦化市大地豆业有

机食品有限公司）时，那这个账号是企业的用户；当机构项选择的是子机构

（如子机构）时，则这个账号是企业的客户，会需要填写行业信息，如下图：



 账号关联角色；

创建好角色，设置角色权限完成后，进行角色关联；关联角色有两种实现

方式：用户关联角色和角色关联用户

 用户关联角色：在 用户管理账号管理选择一条记录分配权

限查询角色选择向右加入角色；

 角色关联用户：用户管理角色管理选择账号关联用户；



2.4 录入机械设备信息

 录入机器信息，采集管理机器管理新增填写信息保存；

小贴士：若是企业自己的设备时，客户项不填；若是企业客户的设备，

该项选择客户的账号，所属机构选择子机构。



3 数据采集流程

3.1 网关配置

3.1.1 网关注册

网关通电后，网关就会自动注册到运营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网关 MAC地址

进行网关绑定。

3.1.2 网关绑定

 在企业运营平台进行网关绑定，绑定新注册的网关。设备管理网关管理

网关绑定搜索查询选择绑定；

 绑定完成以后，界面会显示已绑定的网关；绑定后，网关会进行重启。



3.2 边缘设备配置

3.2.1 监控点配置

 网关边缘设置支持多种类型数据采集，包括 AD、协议等，以下以协议接

入为例。

 平台采集配置（填写下载下来的点位配置模板）

 导入平台采集配置（gw、采集点、QOS）；采集管理监控点配置批量

配置导入选择导入；



 在网关页面查看导入的配置；采集管理监控点配置配置信息查看；

 配置下发，配置信息查看选择需下发的配置配置下发；



3.2.2机器报警设置

设备的报警状态需要通过码值管理或者机器告警来设置

 在企业运营平台进行码值设置，来配置关于状态监控点的信息。有 2 种方

式

（1） 单点新增码值配置：

采集管理码值管理新增

（2） 批量导入码值配置（填写下载下来的码值配置模板）:
采集管理码值管理批量配置导入选择导入；



 在企业运营平台进行机器告警设置，来通过设置监控点的上下限方式使设

备产生告警。采集管理机器告警新增

4.电能管理 APP 数据显示

二维码：



（提示：由于工业客户的特殊性，目前 APP 适用于 Android版本）

APP登录账号

用户名 密码 备注

dadidy 111111

4.1 全景图

点击全景图，可查看电能流向图和电耗分布图。



4.2 电能监测

点击电能监测，可查看企业下当前所有设备信息，设备或产线或车间当前的

实时数据值、实时数据运行曲线、历史数据值、历史数据运行曲线。

4.3 电能报表



点击电能报表，以日报、月报、年报的报表和报表曲线方式展示电能消

耗状况。

4.4 电能分析

点击电能分析，可查看同一时间不同设备数据对比分析，图表方式显示。点击

电能监测，选择车间、产线、设备后，点击历史，可查看同一设备不同时间数

据对比分析，图表方式显示。



4.5 电能告警

点击电能告警，可查看实时报警监测、历史报警查询和填写解决方案操作。

点击消息，可查看设备告警推送信息。



4.6 电能统计

点击电能统计，可查看不同车间，不同产线，不同设备，电能消耗状态。通

过月电能图和年电能图方式展示。

4.7 电能看板

点击电能看板，可查看电量、电费尖峰平谷占比趋势分析，图表方式显示。

时间可选。



5.设备管理 APP 数据显示

二维码：

（提示：由于工业客户的特殊性，目前 APP 适用于 Android版本）

APP登录账号

用户名 密码 备注

ywzg 111111 运维主管

gly 111111 运维人员

kh 111111 客户

czg 111111 操作工

设备管理 APP 端不同权限用户有： EP_CUSTOMER(客户 -厂外工单 )、
EP_OPERATOR(操作工 -厂内工单 )、 EP_MAIN_OPERATION(运维主管 )、
EP_OPERATION(运维人员)



5.1 设备全景图

点击世界地图可显示设备的地理位置分布；点击厂区地图显示设备的厂区位

置分布和全厂设备运行情况统计分析（暂时是模拟数据，不同企业会有定制

化内容）。

5.2 设备看板



点击设备看板，可查看全厂设备运行情况统计信息，同一时间不同设备数据

对比分析。

5.3 设备监测

点击设备监测，可查看企业下当前所有设备信息和设备状态，设备当前

的实时数据值、实时数据曲线、历史数据值、历史数据曲线。可查看同一设

备不同时间数据对比分析。



5.4 设备告警

设备管理 app，可对告警设备进行实时告警推送，可对告警设备进行告

警审批、分层审核，实现设备告警故障修复。

点击设备告警，可查看设备实时告警信息和历史告警信息。

点击消息，可查看设备告警推送信息和工单推送信息。

点击厂内工单和厂外工单，可对设备故障进行流程审批。具体流程见下

图。



5.5 设备统计

点击告警次数统计，可查看显示设备告警的次数统计信息。点击告警类

型统计，可查看显示设备告警类型的次数统计信息。



点击设备点检，先创建点检模板，创建好的点检模板与设备绑定之后，

可查看每日整点的设备运行状况。

点击设备检测，选择设备，点击时间统计，可显示每周、每月、每年设备运行

状况，也可自定义选择时间，显示设备运行状况。



点击区域统计，显示设备运行状态、设备区域分布和企业行业分布。

5.6 设备 OEE

点击 OEE 监测，可对设备 OEE 基础参数进行录入和设备 OEE 参数可视化，

图表类展现。OEE 数据录入有 2 种方式，1：选择设备，直接录入数据 2：
创建 OEE 模板，设备选择 OEE模板，会显示模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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