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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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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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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简介

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为制造企业提供基于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物联网、云技术和工业大数据
的技术，为企业实现业务操作都由真实可靠的数字化的信息支持，构建了一套用数字化控制并管理资源、收
集分析历史信息、基于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业务决策和优化的技术和方法。

数字工厂将制造企业中的对象通过数字模型来表示，通过统一系统平台、统一门户入口、统一权限管理和统
一的数据模型来集成制造企业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物流到售后整个价值链过程中需要的所有应用。

数字工厂为制造企业提供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的信息系统，不但为制造企业提供供应链上下游的随时随地信
息分享提供可行性方案，也为数字化的智能产品在售后和运维领域提供高效可靠的工具和方案，实现数据采
集、状态感知与远程控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服务收入。

数字工厂是数字工厂运行管理的统一门户入口，汇聚整合各个业务应用的数据，具备如下功能：业务协同处
理，提供产品制造全生命周期的业务系统处理，实现工厂事件的快速响应；综合监测，对数字工厂的事件和
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和可视化展示；分析决策，基于物联网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实现高效决策和反馈。

1.什么是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数1.什么是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数
字工厂）字工厂）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什么是工业互
联网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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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访问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登录阿里云账号以后，访问入驻申请地址进入申
请入驻流程。

实名认证实名认证
如果阿里云账号未完成实名认证，首先要完成企业或者个人的实名认证。

单击“立即入驻”，开始进入入驻步骤。

阅读并确认条款阅读并确认条款
请仔细阅读阿里云法律声明和隐私权政策以及数字工厂服务协议，然后勾选对应的协议并单击“同意条款并
继续”。

填写签约信息填写签约信息

2.申请入驻2.申请入驻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申请入驻 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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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选择行业选择

选择制造企业所属行业，行业分类参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 》

注：请按照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入驻行业选择将影响数字工厂的初始数据和应用推荐。注：请按照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入驻行业选择将影响数字工厂的初始数据和应用推荐。

填写管理员信息填写管理员信息

填写数字工厂的系统管理员的手机号码和邮箱，审核结果将通过短信和邮件通知，并且该系统管理员手机号
码将作为数字工厂的此后的拥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登录账号。

入驻结果通知入驻结果通知
填写入驻签约信息后单击提交申请，将进入审核阶段，阿里云小二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结果将
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进行通知。

如果收到入驻申请通过的邮件，恭喜您！请根据邮件内容进入数字工厂。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申请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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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对数字工厂首页的功能。

登录登录
前往工业互联网平台官网登录数字工厂。

通过阿里云账号申请入驻成功后，可以用入驻时候登记的手机号码登录。

系统管理员登录以后，可以在账号管理在添加企业内部人员的账号，企业员工可以用直接本人的手机号码进
行登录。

数字工厂登录验证支持三种方式：

手机验证码验证：可以通过手机接收验证码进行登录。

密码验证：可以在登录框中切换登录方式到密码验证，然后输入手机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说明 说明 首次设置登录密码需要先用手机验证码登录后修改登录密码。

钉钉扫码：在登录框中切换登录方式到钉钉扫码验证。

说明 说明 使用钉钉扫码，需要在钉钉对接绑定钉钉账号或者开通数字工厂钉钉版本。

进入首页进入首页
登录成功后，将进入到数字化工厂的首页：

我的任务我的任务

3.进入数字工厂3.进入数字工厂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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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需要处理的工作任务，将在首页出现我的任务栏目，栏目中会列出最近收到的需要处理的任务。

任务中会显示任务主题，可以单击忽略忽略该任务，将不再显示任务内容；也可以单击处理处理将打开对应任务处理
的页面；如果完成该任务后，可以单击已完成已完成任务列表中将不在显示该任务。

公告栏公告栏

在首页的公告栏中将显示公告内容，公告分成两类：

工业互联网平台运营发布的系统公告，主要为平台版本功能升级以及重要通知

企业公告，由企业系统管理人员在公告管理进行管理

已开通应用已开通应用

在首页中当前登录用户如果有应用的访问权限，将在首页的已开通应用区域，列出可访问的工业应用：

单击应用图标，将进入打开对应应用的页面。

新手引导新手引导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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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快速掌握和使用数字工厂提供的功能和应用，单击系统功能或者官方应用，将展开显示用户能够使用的
功能和应用：

如果官方应用发布新版本，可以在新手引导中单击升级新版升级新版，进入应用管理中进行应用升级。应用升级详细
信息，请参见应用升级。

单击查看帮助查看帮助将跳转到对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线帮助文档，单击去设置去设置将打开具体的操作界面进行设
置。

经营驾驶舱指标经营驾驶舱指标

在首页的经营驾驶舱指标区域将看到在指标管理中设置有权限看到的经营指标情况，显示方式将根据指标
的展示配置：

如果有多个指标，可以选择切换查看不同的指标：

物联网信息物联网信息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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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页中可以看到通过工业物联网连接的企业物联网设备情况，边缘集群的信息以及物联网安全相关风险提
示：

应用推荐应用推荐

在应用推荐板块将推荐已经完成数字工厂集成的优秀工业应用，可以点击在物联网市场上查看应用详细介
绍，并且在应用管理中进行购买和集成：

导航菜单导航菜单

单击左上角图标可以进行应用域切换。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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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域的选择菜单中可以选择具体应用域以及下级的应用，也可以在标题搜索框中搜索要打开的功能标题
进行搜索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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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应用后的收藏收藏按钮可以收藏经常使用的应用。

收藏的应用将出现在应用选择上方。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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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业应用后，左边的功能菜单将根据用户登录账号分配的不同权限而展示不同的内容。单击展开和隐藏
图标可以控制导航菜单显示，在数据大屏或者展示场景下可以隐藏左边的菜单。

对于常用功能可以在页签中选中图钉标记成常用功能。

常用功能在下次登录数字工厂将快速打开。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工业互联网平台

15 > 文档版本：20220629



如果打开的页面过多，可以单击关闭未钉关闭未钉，快捷的关闭打开过多的页面。

如果打开的页面过多，在打开新页面的时候会提示选择关闭最早打开的页面或者选择关闭未钉的页面，会关
闭对应页面：

修改登录密码修改登录密码
在顶部菜单栏单击设置个人信息设置个人信息。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新的登录密码并确认，密码生效后需要重新登录。

退出退出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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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成数字工厂业务操作，为保证系统安全，可在右上角单击退出退出。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进入数字工厂 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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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数字工厂接收消息和报警提醒，也可以在数字工厂中对指定对象发送消息通知。

消息查看消息查看
登录数字工厂后，可以点击数字工厂顶部右侧按钮查看收到的消息。

进入到查看所有接收消息列表页面。在接收消息列表，可查看全部消息，也可以只查看未读消息。

可以选择多条消息，选中多条消息后，可批量删除或批量标记消息为已读。

4.消息和报警4.消息和报警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消息和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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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消息发送消息
用户也可以在数字工厂中对指定对象发送消息通知。

选择发送消息发送消息

单击发送消息发送消息按钮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发送范围，可以发送给指定组织、人员或者角色。输入消息的标题和正文内容，然后单
击发送。

消息发送成功后，消息将出现在已发送消息列表中，并能查看该消息有多少人员未读，有多少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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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送的消息，可以选择撤回选中的消息，也可以批量撤回。

查看报警查看报警
登录数字工厂后，可以点击数字工厂顶部右侧按钮查看收到的报警信息。

在接收告警页面，首先可以查看所有接收的报警，可以选择只查看未读消息。

可以选择多条消息，删除选择的消息或者标记选中的消息为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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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数字工厂的计费和套餐购买方式。

费用费用
单击数字工厂的顶部菜单中的费用费用，可以查看使用数字工厂相关费用情况。

如果客户有未支付订单也会在费用菜单高亮提醒未支付订单数量。

套餐使用情况套餐使用情况

在费用页面可以查看本账号的套餐基本信息和套餐使用情况，

订单情况订单情况

在订单管理中能看到在阿里云物联网市场的订单总数以及待支付订单数。

单击查看查看，二次验证阿里云账号登录以后可以看到订单的详细情况。登录后可查看详情。

套餐购买和续费套餐购买和续费
在费用详情中能查看到当前使用数字工厂套餐的版本以及到期时间，套餐到期前将收到消息提醒。

5.费用和套餐购买5.费用和套餐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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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续费续费，将看到数字工厂不同版本的规格以及根据购买周期技术的费用，确认好的规格和购买的计费周
期，可以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登录阿里云账号后付款。

购买成功后将更新数字工厂套餐详情中的到期时间。

套餐升级套餐升级
如果之前购买的套餐不能满足业务使用需求，可以选择套餐升级套餐升级，从基础版本升级到标准版本，升级后物联
网消息总数、可使用账号数量等授权将提高。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费用和套餐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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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厂设置中心为运营中心的经营管理业务操作提供基础管理，一般由企业的信息系统管理员进行操作，
对各项功能进行基础设置。数字工厂中企业主数据是用来描述企业核心业务实体的数据，比如供应商、员
工、产品、物料、设备等。数字工厂提供了默认的主数据，包括人员、物料组、物料类型、物料、设备类
型、设备型号和生产设备默认的七类主数据，它是具有高业务价值的、可以在企业内跨越各个业务部门被重
复使用的数据，并且存在于多个不同的应用中。数字化工厂提供主数据的元数据管理功能，帮助企业信息系
统管理人员可以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对主数据进行扩展。

数字工厂设置中心为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的经营管理业务操作提供基础管理，一般由企业的
信息系统管理员进行操作，对各项功能进行基础设置。

1. 站点设置：可以定义符合企业特点的数字化运营中心的站点内容，包括业务功能和站点的基本信息。

2. 权限管理：根据安全规则或者安全策略，设置企业不同的角色、人员可以访问而且只能访问页面和功
能。

3. 通知管理：设置通过不同的方式（邮件推送、钉钉消息或者站内推送）把消息及时准确地推送给指定的
人员。

4. 数据管理：设置企业核心业务实体的数据，如工厂建模、工艺设计、资产管理、资质管理基础主数据
的元数据管理等。

企业可以定义符合企业特点的数字工厂的站点内容，包括导航菜单和站点的基本信息。本文为您介绍站点设
置的方法。

导航设置导航设置
数字工厂把所有的应用功能分成供应链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和运营管理五个应用域，用户
可以调整每个应用域下的导航页面，每个导航菜单来源有以下几个途径：

基础功能：通过元数据管理为每种主数据独立配置管理页面。

官方应用：官方应用开通后的功能页面。

物联网市场应用：物联网市场选购应用后集成的功能页面。

物联网开发应用：物联网开发应用集成的功能页面。

6.设置中心6.设置中心

6.1. 什么是设置中心6.1. 什么是设置中心

6.2. 站点设置6.2. 站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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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站点设置站点设置中的导航设置导航设置来定制化菜单：

配置左侧导航模块配置左侧导航模块

用户可以在导航中加入自己需要的导航页面，单击模块后设置功能，然后单击在下方添加模块在下方添加模块：

在订单管理应用下创建一个下方添加模块下方添加模块子模块，双击新增的模块选择可以修改模块名称，修改该模块名
称为订单跟踪订单跟踪：

可以继续在订单跟踪下创建下级模块，也可以拖动改模块到其他应用或者模块下，如果该模块不能在使用，
或者需要调整，可以单击删除删除操作。

页面关联模块页面关联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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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左侧导航模块后，需要把页面与导航里面的菜单关联起来。首先选择左边的模块，右边的列表，将列出
模块和下级的所有子模块，以及已经关联的原始页面名称和页面的来源：

如果模块没有关联任何页面，单击编辑关联编辑关联在弹出所有的页面，将列出所有的页面，可以选择其中要绑定的
页面并确认模板与页面进行绑定。如果页面已经绑定了其他模块，同时将解除了与原模块的绑定关系：

如果已经模板和页面的关联关系错误，可以单击“移除关联”，将解除该模块与页面的关联：

预览查看预览查看

完成了创建页面、配置导航模块和页面关联模块以后，就可以通过预览导航效果体验数字工厂的站点配置的
效果和使用应用功能：

单击预览导航效果预览导航效果，在弹出的新页面中将展示效果。

基本信息设置基本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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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基本信息修改基本信息

单击基本信息设置的编辑编辑，可以修改数字工厂的基本信息：

在系统标题中输入数字化工厂的系统名称和标题，输入的过程将马上看到效果：

然后可以选择上传两个系统图标，图标将显示在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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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览以后，确认达到效果，单击保存保存以后设置生效。重新刷新页面或打开新页面以后，将看到最终效
果。

独立域名设置独立域名设置
如果在申请入驻数字工厂的时候填写了独立域名，将有独立的域名访问数字工厂，并且能在基本信息设置中
看到：

如果数字工厂独立域名的数字证书已过期，可以单击“编辑“按钮，上传新的数字证书：

如果入驻数字工厂没有填写独立域名，开通以后需要访问独立的域名，可以单击“编辑”：

输入数字工厂的域名，然后单击“验证域名数字证书”，输入数字证书的公钥和私钥然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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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数字证书通过以后，单击“确认使用域名”，将进行数字工厂独立域名的部署：

部署的过程可能需要3~5分钟，部署成功后，将显示数字工厂独立部署的IP地址：

然后去域名服务商把部署的IP地址与域名进行绑定，并申请备案，请参见阿里云云解析DNS文档。

可以根据企业上传图片，替换首页平台介绍图片，单击说明可查看平台介绍图片的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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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登录页面定制登录页面
当部署了独立的数字工厂访问入口时，才能使用定制登录页面的功能。

单击定制登录页面定制登录页面以后，在弹出的窗口可以编辑以下内容：

1. 登录系统标题和辅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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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设置登录标题登录标题。

ii. 默认的登录标题为数字工厂运营中心，可以修改成特定的登录标题，比如阿里云数字工厂演示系
统，确认后将修改登录的标题。

2. LOGO

默认的数字工厂LOGO为白色的阿里云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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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删除系统默认的LOGO图片。

ii. 然后可以单击上传新的LOGO图片：

说明说明

LOGO图片的格式和位置在指引中有详细说明：

3. 登录底图

系统默认的数字工厂登录底图。

i. 单击删除系统默认的登录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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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然后可以单击上传新的登录底图图片：

说明说明

登录底图图片的格式和位置在指引中有详细说明：

4. 前景图

系统提供默认的数字工厂前景图。

i. 单击删除系统默认的前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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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上传新的前景图片。

说明说明

前景图片的格式和位置在指引中有详细说明：

5. 登录按钮颜色

登录按钮的颜色为蓝色风格，客户选择其中一种颜色作为登录按钮的颜色。

6. 预览

完成定制内容输入以后，可以单击预览预览，预览新的登录页面。新页面内容符合要求以后单击确认确认，新的
登录页面将马上生效。

定制首页定制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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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设置首页中哪些区域是可见，该设置将会影响所有登录数字工厂的用户。单击定制首页定制首页。

在定制首页中，可以在左侧的模块显示配置开关哪些区域显示。

选择好需要隐藏的区域后，单击保存保存后将回到首页，隐藏的区域所有用户登录后首页将不显示。

根据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设置的安全规则或策略，限制企业人员仅能访问被授权的功能和页面。

组织管理组织管理
系统管理员能通过设置中心的组织管理为企业的数字工厂管理对应的组织架构。

创建组织创建组织

第一次打开组织管理插件页面，可以看到一个初始化的界面，系统将根据申请入驻数字工厂的阿里云账号的
企业组织信息创建一个顶级组织，如下图所示：

6.3. 权限管理6.3. 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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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创建的组织节点为阿里云账号的实名认证名称，可以单击编辑功能，修改组织节点名称。

输入新的组织名称后，单击确认，组织节点将修改为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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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组织后，可以在该组织下创建下级组织。

创建多个组织后，可根据实际需求排序组织。

新增组织新增组织

单击“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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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一个组织的名称，然后单击“确认”，组织增加成功。

编辑组织编辑组织

单击组织名称旁的“编辑”，可以对这个组织的名称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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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组织删除组织

点选一个组织，在操作栏中单击“删除”，可以对这个组织进行删除操作。

包含下级组织或组织内有账号关联的情况下，是无法删除该组织的。

排序排序

单击“排序”按钮，进入排序操作状态，此时其他操作都会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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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排序状态后，可以拖动这些组织的名称，从而达到排序的目的。

调整顺序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就完成了排序操作，结束其他功能锁定状态。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
角色权限角色权限

首次访问权限管理插件页面，会获得下图所示的初始化界面。

这里分别可以从权限视角权限视角和角色视角角色视角管理和授权权限，权限视角是列出所有的权限，从页面权限的角度去
决定哪些角色拥有权限；而角色视角，可以管理平台的角色，并根据角色去分配权限。

新增角色新增角色

1. 在角色管理角色管理页面，单击新建角色新建角色，开始添加一个角色。

2. 输入角色名称，并对该角色勾选相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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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权限包括了下级权限，可以单击权限前的加号，打开下级权限进行进一步授权：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设置中心 工业互联网平台

41 > 文档版本：20220629



如果勾选了上级权限，将自动授予下级权限：

添加成功切换到角色视角，可以看到新添加的角色以及角色授予的权限。

编辑角色编辑角色

选择需要编辑的角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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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角色编辑窗口，可以修改角色的名称和对这个角色权限进行重新分配，生效以后，角色下辖的账号会自
动获得对应的权限。

删除角色删除角色

在角色列表中，可以单击“删除”来完成对这个角色的删除操作。

注意：如果角色下关联了对应的账号，该角色无法被删除，需要先解除角色和账号的关联关系后方可注意：如果角色下关联了对应的账号，该角色无法被删除，需要先解除角色和账号的关联关系后方可
操作删除。操作删除。

查看权限授予信息查看权限授予信息
在权限视角，可以看到权限授予哪些角色，也可以单击编辑权限角色，把该权限授予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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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管理账号管理
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系统管理员能通过设置中心的账号管理为企业管理登录账号。

账号一览账号一览

首次打开账号一览页面，我们可以获得下图所示的界面。

由于此时只有您正在使用的系统管理员账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账号的一些基本情况。当账号超过一定
数量后，系统会自动出现分页的功能，当然也可以使用姓名搜索、筛选组织和角色功能来查看账号情况。单
击“新增”按钮新增账号。

在新增账号窗口，设置人员姓名人员姓名、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所属组织所属组织、邮箱邮箱、员工数据员工数据、角色类型角色类型和登录名登录名后，校验
无误即可创建成功。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设置中心

> 文档版本：20220629 44



其中的员工数据由通过主数据管理的人员主数据中选择。

如果已经通过组织管理和角色权限创建过相关的部门和角色，这里也可以一并完成账号的组织和角色的分
配。

导入账号导入账号

如果有大批量的账号需要创建，则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它可以尽最大可能的帮助您简化账号创建的过程。

第一步您需要做的是下载一个账号模版，并且根据模版内的格式，将需要创建的账号和人员填写进去。

当文件准备好以后，单击上传文件，系统会根据您填写的文件内容开始批量创建账户。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文件内的格式不符合要求，或者有重复的数据，系统会自动丢弃掉这些不合格的数
据，以保证其他的数据继续被录入。

删除账号删除账号

勾选需要删除的账号，或者直接单击账号操作的删除，都可以完成账号的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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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系统创建的管理员是无法被删除的。

编辑账号编辑账号

选择一个账号，在操作栏里单击编辑，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个账号的信息。

集团与子公司管理集团与子公司管理
如果用户所在企业为集团公司下属分公司，集团公司也有数字工厂账号，可以通过组织管理建立集团公司与
下属分公司的关系。

申请加入集团组织申请加入集团组织

首先在子公司的数字工厂组织管理中发起申请加入集团组织。

输入集团公司数字工厂的阿里云账号，然后选择需要子公司同步到集团公司的角色，角色申请通过后，角色
下对应的账号就可以访问集团公司数字工厂授予的功能。下图为申请把子公司的总经理角色加入到集团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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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加入集团组织申请撤回加入集团组织申请

如果集团还未审批加入申请，可以主动撤回申请并重新修改申请。

审批申请审批申请

集团用户会通过站内消息获得子公司申请加入的申请，在组织管理中可以对申请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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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是否同意子公司加入。

如果选择同意将在集团的组织架构中加入新的子公司。

如果在申请的时候有选择角色加入集团，集团管理员可以对角色进行审批，确认是否角色同意加入。

如果同意角色加入，在角色管理中将会加入新的子公司角色，拥有子公司角色的账号也会同步到集团公司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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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新角色加入集团申请新角色加入集团

如果子公司已经加入集团数字工厂，可以选择申请新的角色加入集团。

选择一个新的角色申请加入到集团数字工厂中。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设置中心 工业互联网平台

49 > 文档版本：20220629



新的角色申请也会通知到集团进行审批。

子公司切换子公司切换

子公司加入集团公司以后，可以在数字工厂运营中心的顶部进行子公司和集团公司之间的切换。

数字工厂能够通过邮件推送和站内推送的方式把消息及时准确的推送给指定的人员。

推送服务设置推送服务设置
数字工厂现提供站内信、报警推送、邮件推送服务、钉钉推送服务四种方式，默认已经开通站内信和报警推
送。如需要在该平台中使用邮件通知，则需要设置您的邮件发送服务器信息，设置后，平台会在需要发送邮
件时，调用该邮箱账号完成邮件发送。点击前往配置，配置邮件推送服务。

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推送邮件的SMTP服务相关配置和发送邮件的企业邮箱和邮箱密码。

6.4. 通知管理6.4. 通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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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在平台上使用钉钉推送服务，需要首先绑定企业的钉钉账号，点击“前往绑定账号”，进入钉钉对接
中进行账号绑定。

报警定义报警定义
在通知管理的报警定义中可以定义常用的报警，点击“新建报警”。

在弹出的页面中填写报警唯一的标识ID，选择报警级别（提醒/警告/故障），输入报警定义文本，然后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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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定义了报警，应用或者规则可以按照报警id触发报警。报警将通过邮件或者站内提醒的方式推送给指定
的人员。下图就是指定人员收到了ID为404的库存数量不足的警告提示。

规则管理规则管理
新建规则新建规则

用户可以定义合适的规则来触发报警消息，规则触发的条件主要是设备属性达到指定条件自动触发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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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页面中首先输入规则名称，然后选择触发报警规则生效的条件，首先选择设备属性，然后输入判断
条件，下图为监控冲压机的设备不良品累计值，如果不良品数量大于100将触发质量超出设定值的消息推
送。

可以继续添加判断条件，如果条件为多个的情况下，所有条件满足后才能触发规则。比如增加新的判断条件
为冲压机产量大于100000，那么当产量超过100000的时候，一旦不良品超过100，将触发该规则。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设置中心 工业互联网平台

53 > 文档版本：20220629



设定好判断条件后，可配置通知，通知方式可选择站内信或电子邮件，通知范围可以指定组织或者角色甚至
到具体某个人，填写通知内容为具体通知的正文文本。

如果需要关联定义好的报警信息，可以选择对应的报警ID，将用报警的方式推送给指定接收范围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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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是并且条件设定，一旦出现物联网设备离线的情况，将保持离线前的属性值作为判断条件，注：如果是并且条件设定，一旦出现物联网设备离线的情况，将保持离线前的属性值作为判断条件，
比如规则设定为传感器温度大于1000度，并且急停按钮的值为关的情况为触发报警通知，如果急停按比如规则设定为传感器温度大于1000度，并且急停按钮的值为关的情况为触发报警通知，如果急停按
钮的值一直为关，在传感器温度大于1000度的同一时间，急停按钮的物联网设备由于特殊原因已经离钮的值一直为关，在传感器温度大于1000度的同一时间，急停按钮的物联网设备由于特殊原因已经离
线，还是会触发规则，推送报警通知。线，还是会触发规则，推送报警通知。

启动规则启动规则
规则新建完毕后，默认是不启动生效的，需要手动开启规则。

启动规则后，将监控是否达到判断条件，一旦达到判断条件会自动触发报警和消息推送，在规则管理列表中
也会列出最近30天规则被触发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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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规则修改规则

如果需要调整规则，点击规则后的“编辑”操作，修改规则内容，一旦修改确认后将立即生效。

删除规则删除规则

已经启动的规则不能删除，如果确认需要删除规则先关闭规则后，再点击规则后的“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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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企业的操作审计，数字工厂提供统一的日志管理功能，日志管理能够统一管理所有的业务操作日志和
应用的调试、错误日志，用户可以对日志查询、导出、归档等操作。

日志查询日志查询
进入日志管理首先系统列出最新的日志记录，用户也可以根据应用/模块/标题/内容的关键字进行查询，也
可以根据日志类型（调试/信息/警告/错误），进行查询。

日志删除日志删除
删除单条日志删除单条日志

可以选择删除单条日志记录。

6.5. 日志管理6.5. 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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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多条日志删除多条日志

可选中多条记录后进行删除。

一键清空一键清空

点击一键清空以后将一次性删除所有的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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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自动清空规则配置日志自动清空规则配置
系统默认所有应用四个级别的日志保留60天，可以对不同应用不同级别的日志设置一个自动清除天数，一旦
日志超过这个时间，将被自动清除。

点击要修改清理规则的应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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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对应级别的保留天数后点击确认，自动清空规则将马上生效。

资产管理为企业提供管理本企业拥有的重要资产，作为企业验厂的重要依据。

查看资产查看资产
可查看本企业的资产情况，可按照资产编号、资产状态和资产分类进行查询。

6.6. 资产管理6.6. 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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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资产新增资产
如果企业增购了新的资产可以，选择点击“新增资产”。

在右方出现的新增资产页面中选择填写新购资产的名称、编排的资产编号，选择资产是属于固定资产、设备
资产还是其他分类；默认资产状态为在用；输入资产的颁证机构，并上传资产证明的图片，可一次上传多
张。完成以上步骤后，点击确认。数字化工厂运营中心将创建新的资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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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变动资产变动
如果企业的资产状况发生变动，比如设备从在用进入报废流程，可从资产列表中选择资产，然后点击“编
辑”操作。

在右侧的资产详细窗口中选择资产状态为待报废，然后点击确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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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资产删除资产
如果资产录入有问题，可删除资产记录。

注意，如果是资产报废归档不再使用，建议修改资产状态，而不是删除资产记录。注意，如果是资产报废归档不再使用，建议修改资产状态，而不是删除资产记录。

资质就是指企业有能力完成任务的证明，系统管理人员可在数字工厂管理本企业的资质证明。

基础信息基础信息
点击编辑可录入本企业的资质基础信息。

6.7. 资质管理6.7. 资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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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信息营业执照信息

录入营业执照信息并上传执照图片后，可点击“提交”，保存营业执照信息。

税务登记信息税务登记信息

录入税务登记信息后，可点击“提交”，保存企业税务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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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办公信息营业办公信息

录入营业办公信息后，可点击“提交”，保存营业办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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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品牌自有品牌

企业如果拥有自己的品牌，可以点击“新增品牌”。

输入品牌名称、证书编号、证书有效期和证书照片以后，点击确认，将创建企业的自有品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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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牌信息发生变化，比如证书有效期更新等情况，可以点击“编辑”，录入新的品牌信息。

行业能力行业能力
点击编辑可录入本企业的行业能力资质。

研发能力研发能力
录入研发能力后，可点击“提交”，保存研发资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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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控能力质量管控能力
录入质量管控能力后，可点击“提交”，保存质量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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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能力其他能力
需要记录其他的资质能力，可以选择其他能力，并点击“新增资质证明”。

输入新的资质名称和上传证明照片，后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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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修改已有的能力资质信息，点击对应的“编辑”按钮。

开放资质数据开放资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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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管理中的企业数据通过授权以后，可以把相关的资质数据开放给企业购买开通的物联网应用使用，单
击定义授权定义授权：

将列出所有企业已经购买开通的工业应用，单击授权授权，将开放应用通过服务获取企业的资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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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应用后，如果该应用不再授权使用，可单击取消授权：

工厂模型是数字工厂的基础，真实反应企业的生产制造方式，也是业务数据的关联和组织的基础。本文为您
介绍工厂、车间、产线和加工中心的管理方法。

工厂管理工厂管理
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设置。

2. 选择数据管理数据管理 >  > 工厂工厂，进入工厂建模工厂建模页面。

操作项 操作描述

新增工厂

i. 在工厂建模工厂建模 页面，单击新增工厂新增工厂 。

ii. 在新增工厂新增工厂 页面，参考下表填写信息。

工厂名称：不超过50个字符，同一个租户下工厂名称不能重复。

工厂编码：不超过100个字符，同同一个租户下工厂编码不能重复，支持英文、数
字、下划线、短划线（-）、at（@）、半角句号（.）、冒号（:）和井号（#）。

工厂描述：工厂的描述信息，不超过500个字符。

iii.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查看工厂信息详情 在工厂建模工厂建模 页面，单击已创建的工厂卡片上的查看查看 ，进入已创建的工厂详情页面。

修改工厂详情
i. 在工厂详情页面，单击编辑编辑 。

ii. 在编辑工厂编辑工厂 弹窗填写信息，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6.8. 工厂建模6.8. 工厂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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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工厂

在工厂详情页面，单击删除删除 ，删除工厂信息。

注意注意

确认删除工厂后，将删除工厂记录以及下级车间所有信息，请您谨慎操作。

发布工厂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工厂信息，将不能再删除工厂信
息。

发布工厂

在工厂详情页面，单击发布发布 ，可发布创建好的工厂。

注意 注意 发布工厂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工厂信息，将不能再删除工厂
信息。

归档工厂信息
工厂信息发布以后，如果工厂不再使用，在工厂详情页面，单击归档归档 ，归档工厂信息。

如果工厂有下级车间，一旦工厂信息归档，下级所有的信息也同时进行归档操作。

设置工厂属性

i. 在工厂详情页面，单击属性列表属性列表 页签。

ii. 单击新增属性新增属性 ，在创建工厂属性创建工厂属性 页面录入工厂属性值。

属性新增完成后，将出现在车间属性列表中，可以对已经录入的车间属性进行编辑和删
除。

操作项 操作描述

车间管理车间管理
1. 在工厂详情页面左侧树，单击待设置车间所在工厂。

2. 按下表进行车间管理。

操作项 操作描述

新增车间

i. 打开车间所在工厂详情页，单击新增车间新增车间 。

ii. 在新增车间新增车间 窗口，填写车间信息。

车间名称：不超过50个字符，同一个工厂下车间名称不能重复。

车间编码：不超过100个字符，同一个租户下车间编码不能重复，支持英文、数
字、下划线、短划线（-）、at（@）、半角句号（.）、冒号（:）和井号（#）。

描述：车间的描述信息，不超过500个字符。

iii.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创建成功后将在左侧工厂模型导航中出现工厂下级车间。

定义车间扩展属性

i. 车间详情页面，单击属性列表属性列表 页签。

ii. 单击新增属性新增属性 ，在创建车间属性创建车间属性 弹出设置车间属性信息。

iii.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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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车间信息

创建好车间后，在车间详情页面，可以单击发布发布 发布车间。

说明说明

发布车间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车间信息，将不能再删除车间信
息。

发布车间信息的时候，上级工厂的状态还未发布，将提示确认，同时发布上
级的工厂信息。

归档车间信息

车间信息发布以后，如果车间不再使用，可在车间详情页单击归档归档 。

说明 说明 如果车间有下级产线，一旦产线信息归档，下级所有的信息也同时进行
归档操作。

操作项 操作描述

产线管理产线管理
1. 在工厂详情页面左侧树，单击待设置产线所在车间。

2. 参考下表进行产线管理。

操作项 操作描述

新增产线

i. 在车间详情页面中，单击新增产线新增产线 ，可创建车间下属新的产线。

ii. 在新增产线新增产线 窗口，设置产线信息。

产线名称：不超过50个字符，同一个车间下产线名称不能重复。

产线编码：不超过100个字符，同一个租户下产线编码不能重复，支持英文、数
字、下划线、短划线（-）、at（@）、半角句号（.）、冒号（:）和井号（#）。

产线描述：产线的描述信息，不超过500个字符。

iii.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创建成功后将在左侧工厂模型导航中出现车间下级产线。

定义产线扩展属性

i. 在产线详情页面，单击属性列表属性列表 页签。

ii. 单击新增属性新增属性 ，在创建产线属性创建产线属性 弹窗设置产线属性信息。

iii.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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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产线信息

创建好产线后，在产线详情页面，单击发布发布 发布产线。

说明说明

发布产线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产线信息，将不能再删除产线信
息。

如果发布产线信息的时候，上级车间的状态还未发布，将提示确认，同时发
布上级的产线信息。

归档产线信息

产线信息发布以后，如果产线不再使用，可单击归档归档 归档产线。

说明 说明 如果产线有下级加工中心，一旦产线信息归档，下级所有的信息也同时
进行归档操作。

操作项 操作描述

加工中心管理加工中心管理
1. 在工厂详情页面左侧树，单击待设置加工中心所在的产线。

2. 参考下表进行加工中心管理。

操作项 操作描述

新增产线

i. 在产线详情页面中，单击新增加工中心新增加工中心 ，可创建产线下属新的加工中心。

ii. 在新增加工中心新增加工中心 窗口，设置加工中心信息。

加工中心名称：不超过50个字符，同一个产线下加工中心名称不能重复。

加工中心编码：不超过100个字符，同一个租户下加工中心编码不能重复，支持英
文、数字、下划线、短划线（-）、at（@）、半角句号（.）、冒号（:）和井号
（#）。

加工中心描述：加工中心的描述信息，不超过500个字符。

iii.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创建成功后将在左侧工厂模型导航中出现产线下级加工中心。

定义加工中心扩展
属性

i. 在左侧工厂模型导航中单击待设置加工中心。

ii. 在加工中心页面，单击属性列表属性列表 页签。

iii. 单击新增属性新增属性 ，在创建加工中心属性创建加工中心属性 弹窗设置加工中心属性信息。

iv.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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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加工中心信息

创建好加工中心后，在加工中心详情页面，单击发布发布 发布加工中心。

说明说明

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加工中心信息，将不能再删除加工中心信息。

发布加工中心信息的时候，上级产线的状态还未发布，将提示确认，同时发
布上。

在加工中心下添加
设备

i. 在加工中心详情页面，单击新增设备。

ii. 在新增设备新增设备 页面，找到该加工中心的所属设备，勾选设备后，单击确认确认 。

说明说明

一个设备只能属于一个加工中心，如果绑定关系错误，可以在加工中心加工中心 详情页面设设
备列表备列表 中，单击移除移除 移除设备关系。

归档加工中心信息 加工中心信息发布以后，如果加工中心不再使用，可单击归档归档 归档加工中心。

操作项 操作描述

工艺路径是指企业生产某一种物料类型的产品或者半成品时候的加工路线。数字工厂的工艺设计提供管理本
企业工艺路径信息。

进入路径进入路径
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设置。

2. 选择数据管理数据管理 >  > 工艺路径工艺路径。

工艺路径管理工艺路径管理
进入工艺设计模块，将列出已有的工艺路径，单击新增工艺路径新增工艺路径。

在弹出的新增工艺路径页面，输入工艺路径名称、编码和描述。

6.9. 工艺设计6.9. 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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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艺路径成功后，可单击查看操作查看工艺路径详情。

在工艺路径详情页面可查看工艺路径编号、创建时间、最后修改时间和描述信息，可以编辑工艺路径的基本
信息，不再使用的工艺路径也可以单击删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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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给工艺路径创建特殊的属性，单击属性列表页签，在属性列表中单击新建属性新建属性。

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工艺路径属性名称、属性标识和属性值，确认后将记录新的工艺路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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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工艺路径属性将出现在工艺路径属性列表中，对已有的工艺路径属性可以编辑和删除。

可以设定在该条工艺路径可以在哪些工厂的产线上执行，选择“可执行产线”后单击“新增可执行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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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产线列表中选择一条或者多条产线可以执行该工艺路径。

如果产线不再适合执行该条工艺路径，可从可执行产线列表中单击“移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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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路径的信息确认完以后，可以单击发布发布工艺路径，发布工艺路径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工艺路
径，将不能再删除工艺路径。

工艺路径发布以后，如果工艺路径使用，可单击归档归档操作。如果工艺路径有工序，工艺路径归档，下级所有
的工序也同时进行归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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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管理工序管理

操作项 操作描述

新增工序

1. 在工艺路径详情页面单击新增工序新增工序 增加新的工序。

2. 在新增工序弹窗，填写工序名称工序名称 、工序编码工序编码 和工序描述工序描述 。

3.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新增工序成功后，将在工艺路径的工序列表中列出也会在左边的工艺路径导航中加入新工艺。

查看工序 单击操作列查看查看 ，可作查看工序的详情。

关联标准工序

1. 在工艺路径详情页面单击关联标准工序关联标准工序 。

2. 关联标准工序关联标准工序 弹窗左侧所有工序所有工序 中，依次单击待关联工序，待关联工序将在右侧选中工选中工
序序 中显示。

3.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选中工序。

新增属性

1. 在工艺路径详情页面单击操作列查看查看 ，进入工序详情页面。

2. 单击属性列表属性列表 页签。

3. 单击新增属性新增属性 。

4. 在创建工序属性创建工序属性 弹窗，输入工序属性名称工序属性名称 、工序属性标识工序属性标识 和工序属性值工序属性值 。

5.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新增可执行加工
中心

设置工序在指定在产线的哪些加工中心执行。

1. 在工序详情页面单击可执行加工中心可执行加工中心 页签。

2. 单击新增可执行加工中心新增可执行加工中心 。

3. 在新增可执行加工中心新增可执行加工中心 弹窗左侧所有加工中心所有加工中心 中，单击待添加加工中心，被选中的加工中
心将显示在右侧选中加工中心选中加工中心 中。

4. 单击确认确认 提交。

工序与可执行的加工中心关联以后，选中的加工中心就可以执行该工序，如果需要移除可执行关
系，可单击可执行加工中心后的移除移除 操作。

发布工序

工序的信息确认完以后，可以单击发布发布 工序。

说明说明

发布工序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工序，将不能再删除工序。

如果发布工序的时候，所属工艺路径还没有发布，会提示自动发布工艺路径。

归档工序
工序发布以后，如果工序不再使用，可单击归档归档 操作。如果工序下面有工序步骤，工序归档，工
序下的工艺步骤也同时进行归档操作。

工艺步骤管理工艺步骤管理
在工序的工序步骤列表中，单击新增步骤新增步骤可新增该工序需要执行的工艺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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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步骤新增步骤弹窗中输入步骤名称步骤名称、步骤编码步骤编码和步骤描述步骤描述。

在步骤详情中如果要增加步骤属性，请单击操作列的属性配置属性配置。

在弹出的窗口单击新增属性新增属性，然后在创建步骤属性创建步骤属性弹窗中输入步骤属性名称步骤属性名称、步骤属性标识步骤属性标识和步骤属性步骤属性
值值。

工艺步骤的信息确认完以后，可以单击发布发布工艺步骤。发布工艺步骤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工艺步
骤，将不能再删除工艺步骤。如果发布工艺步骤的时候，所属工序还没有发布，会提示自动发布工艺步骤。

工艺步骤发布以后，如果工艺步骤不再使用，可单击归档归档操作。

数字工厂会根据入驻时选择所在的行业提供初始化的元数据，一般包括常用的人员、物料组、物料类型、物
料、设备类型、设备型号和生产设备等元主数据，这些数据是具有高业务价值的、可以在企业内跨越各个业
务部门被重复使用的数据，并且存在于多个工业应用中。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本企业工业应用的情况对元主
数据进行扩展。

新增元数据新增元数据
除了默认提供的元数据，例如需要建立设备故障知识库，定义故障原因元数据，这类主数据就可以在设备运
维、质量分析和生产排产等应用中使用。

1. 单击新增元数据新增元数据。

2. 在元数据列表元数据列表页面设置元数据相关信息。

6.10. 元数据管理6.10. 元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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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项 描述

元数据名称 元数据名称。

多版本管理
主数据是需要进行多版本时，请设置多版本管理多版本管理 为需要需要 。

例如在流程生产中的物料配方数据，大部分情况需要进行多版本管理。

元数据描述 可选项。请根据需要填写元数据的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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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唯一标识定义层级
关系

需要表述上下层级关系时，请勾选此项。

例如部门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物料类型存在主类型和子类型关系。

勾选通过唯一标识定义层级关系通过唯一标识定义层级关系 后，请在属性中增加本类型的属性。以部门为例，
有一个属性为“上级部门“，那么上级部门的属性类型为部门主数据主数据 。那么在创建和
导入部门信息的时候能够根据编码前缀，自动找到对应的上级部门。

设置项 描述

3. 单击添加添加参考下表，为主数据添加更多的属性。

设置项 描述

属性名称 您新增的新增属性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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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类型

主数据：属性类型中先选择主数据，然后在关联的主数据列表中选择一种元数据，
将定义这个属性关联到另一类主数据中去，比如说物料的采购负责人，将关联到人
员主数据，将记录哪个人员负责物料的采购工作。

物联网设备：属性类型中选择物联网设备，在主数据中将通过该属性关联到具体的
物联网设备，比如说每一种物料都会绑定一个RFID的IoT物联网设备，通过物联网设
备上报产品的数据。

工厂模型：属性类型中选择工厂模型，再选择哪一级的工厂模型，在创建主数据的
数据中将选择对应模型，比如说员工属于哪个车间，那属性类型中选择工厂模型，
然后在关联的工厂模型关联的工厂模型 中选择车间和默认值。

工艺路径：属性类型中选择工艺路径，再选择关联到工艺路径、工序还是工序步
骤，在创建主数据的数据中将选择对应模型，比如说物料主数据可以使用哪些工艺
路径的进行生产，属性类型中选择工艺路径，然后在关联的工艺路径关联的工艺路径 中选择工序和
工序默认值。

库存地点：属性类型中选择库存地点，再选择关联到仓库、库区还是库位，在创建
主数据的数据中将选择对应模型，比如说生产设备主数据可以在哪个库区存放备
件，属性类型中选择库存地点，然后在关联的库存地点关联的库存地点 中选择库区和默认库区。

属性标识 您定义的属性标识。

唯一标识

元数据的是否唯一标识属性，是区分一条主数据是否唯一的属性。个元数据可以选择
多个属性作为唯一标识，例如商品用生产日期、批次号和流水码三个属性来唯一标识
单个商品。

例如员工工号是用来唯一区分人员主数据，固定资产编号是用来唯一的区分生产设备
主数据。如果是这样的唯一标识属性，在新建元数据属性是否唯一标识要设置
为“是”，其他情况设置为否。

是否必填 属性是否必填，会决定在创建新的主数据时，该属性是否一定要填写。

显示属性
是否元数据的显示属性，是用来标识在列表中或者选择主数据下拉框的地方显示哪个
属性，例如在物料主数据中可以一般用物料名称作为显示属性，企业也可以根据企业
情况用物料简码做显示属性。

查询属性 是否查询属性，如果设置为查询属性，在查询主数据中可以作为查询条件对主数据进
行查询过滤。

多值

是否多值属性，表示一个主数据在这个属性里面可以填写多个值。

例如在人员主数据中的字符串类型的手机号码，因为一个人可能有多个手机号码，就
可以把手机号码这个属性设置为多值。

设置项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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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优先级

可以单击显示优先级的上移和下移来调整属性显示的顺序，显示顺序决定了属性列表
中显示的属性顺序和创建编辑属性的顺序。

说明 说明 建议把主数据中重要的属性优先级调整最高，例如作为唯一标识的属
性、作为显示的属性以及必填的属性。

属性值设置

在每个属性的类型选中后，可以设置属性值的设置，比如默认值和取值范围等信息。

设置项 描述

配置主数据导航配置主数据导航
创建好新的元数据以后，需要在导航页面中配置对应的导航页面，才能让对应的主数据管理页面在导航中显
示，分配给不同的业务人员进行主数据的管理。

1. 单击操作列的主数据导航配置主数据导航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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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导航菜单中创建模块，并关联到对应的主数据管理页面，具体操作，请参见导航设置。

定义授权定义授权
开通的三方应用可以通过接口来设定应用自己需要定义的元数据。详细信息，请参见元数据定义。除了接口
授权，还需要在元数据列表中在做一次元数据定义授权。从已经开通的三方应用做一次授权，只有授权过的
应用才能调用API进行元数据的定义。

1. 单击定义授权定义授权。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设置中心

> 文档版本：20220629 8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6844.html#concept-1339983/section-r1a-spq-lq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7954.html#reference-2444999


2. 在三方应用列表中单击授权授权，即可对应用进行元数据定义的授权。

3. （可选）已经授权的应用单击取消授权取消授权，将收回定义元数据的权限。

编辑元数据编辑元数据
单击元数据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对已创建的元数据的基本信息进行修改。

删除元数据删除元数据
单击元数据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删除元数据。

说明 说明 如果根据元数据的定义已经导入或者新建主数据，删除操作会提示错误“存在数据记录，无
法删除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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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元数据复制元数据
复制元数据功能，可以对新元数据进行命名，也可以选择是否把该元数据中以后的主数据记录同样复制一份
到新的元数据中。

1. 单击操作列的复制复制，复制已经定义好的元数据。

2. 在元数据物料复制元数据物料复制页面，根据需要对新元数据进行命名，并选择是否复制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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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厂提供了人员、物料组、物料类型、物料、设备类型、设备型号和生产设备等默认定义元数据，企业
管理人员也可以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对主数据进行扩展。系统管理人员可以在数据管理中统一维护所有数字
工厂的主数据。每个主数据都可以分配给不同的角色去管理，配置不同的导航入口去使用。

查询主数据查询主数据

6.11. 主数据管理6.11. 主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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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数字工厂，在设置中心的数据管理中有主数据管理的功能，单击主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左边列出了用户定义的所
有主数据元数据，可以单击选择要管理哪一种主数据，以管理物料组主数据，单击物料组物料组进入物料组管理，
将列出企业已有的物料组。

查询条件是根据元数据管理的查询属性动态生成，如果查询条件较多，可以单击更多查询条件更多查询条件，来输入查询
条件进行主数据管理。

新建主数据新建主数据
如果需要添加新的物料组，单击新增数据新增数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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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页面输入新的物料组定义的属性，需要录入的内容将根据元数据的定义来决定。

新创建的主数据的状态为待发布待发布，后续可以对每个主数据做对应的操作，主数据的操作将变更数据状态，数
据状态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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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主数据发布主数据
一旦物料组添加完成并确认，单击发布发布操作，发布给第三方应用使用。

未发布给其他应用使用的主数据可以单击删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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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经发布的主数据，由于工业应用某些特殊情况没有收到订阅的数据通知，可以在已发布的列表中重新
进行发布操作：

搜索到需要重新发布的主数据，单击发布发布操作，将把该数据重新发布给订阅数据的工业应用。

归档主数据归档主数据
一旦发布给其他应用使用的主数据，状态为已发布，不再使用的主数据，请单击归档归档，归档的主数据表示其
他业务应用不能再使用，该主数据已停用。

批量导入主数据批量导入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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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编写CSV文件批量导入物料组数据，单击文件导入文件导入。

根据导入模板创建CSV文件，表头为主数据属性标识，每一行为一条主数据，对应填写属性值，示例如下：

在弹出页面中选择准备好的导入文件，然后确认导入。

批量导入成功后，将在列表中列出文件导入的物料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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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入的数据中文出现乱码，请注意必须用UTF-8编码编写CSV文件。

数据导出数据导出
可以选择把数据列表中的数据导出到本地CSV文件，单击数据导出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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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保存本地文件夹，然后打开导出文件，示例如下：

清理主数据清理主数据
主数据发布后将会把数据推送给订阅的工业应用进行使用，如果不再使用需要把状态设置为归档不能直接删
除。在系统上线前的调试过程中，需要清除对应的已发布状态的主数据，给系统管理员提供了清理主数据的
功能。在主数据管理页面中单击清空清空：

将提示系统管理员是否继续该操作，并警示相关的影响：

确认操作后将删除该类型的所有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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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选择需要批量删除的多条主数据，如果有已发布的主数据，也会提示系统管理员的对该操作进行确
认：

库存地点设置企业中存放物料、设备备品备件以及其他生产资源的物理地点，通过仓库以及下级库区、库位
的设置，能准确进行仓储的业务操作，为库存数据的分析提供基础信息。

仓库管理仓库管理
首先创建企业下属的仓库，单击新增仓库新增仓库。

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仓库名称和仓库编码，仓库编码是作为唯一识别仓库的代码，并可以选择属于哪个工
厂，以及仓库情况的简单描述。

6.12. 库存地点6.12. 库存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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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将出现新仓库的卡片信息，单击卡片将进入新创建的仓库详情页面。

仓库详情页面中可以查看仓库的编码，信息创建时间和最后修改时间，单击编辑编辑，可修改仓库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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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仓库信息输入错误，可以单击删除删除。

说明说明

确认删除后，将删除仓库厂记录以及下级库位所有信息。

创建好仓库后，可以发布仓库，发布仓库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仓库信息，不能再直接
删除仓库。

仓库信息发布以后，如果仓库不再使用，可单击归档归档。如果仓库有下级库位，仓库信息归档后下级所有的信
息也同时进行归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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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仓库有额外属性需要记录，单击属性属性页签。

单击新增属性新增属性后，可录入仓库属性值。

属性新增完成后，将出现在仓库属性列表中，可以对已经录入的属性进行编辑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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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管理库区管理
单击新增库区新增库区，可创建仓库下属新的库区。

输入新库区的名称、编码和描述，确认后将在仓库下创建新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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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好库区后，可以单击发布发布库区。发布库区以后，其他功能和应用将使用该库区信息，将不能再删除库区
信息。如果发布库区信息的时候，上级仓库的状态还未发布，将提示确认，同时发布上级的仓库信息。

多个车间的位置可以通过单击上下移动来调整车间在工厂下的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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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信息发布以后，如果库区不再使用，可单击归档归档。如果库区有下级库位，库区信息归档后，下级所有的
信息也同时进行归档操作。

库位管理库位管理
在库区详情页面中，单击新增库位新增库位，可创建库区下属新的库位。

输入新库位的名称、编码和描述，确认后将在车间下创建新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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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成功后将在左侧工厂模型导航中出现库区下级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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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厂平台管理提供给系统管理员管理数字工厂的平台设置功能。

企业管理员可以在平台管理页设置数字工厂的平台功能，具体包括：

1. 物联管理：管理数字工厂账户下的通过阿里云物联网平台连接的所有物联网设备；

2. 项目管理：管理系统集成商交付的数字工厂项目；

3. 应用管理：管理数字工厂提供的各种工业应用，可以在阿里云物联网市场中选择并使用合适的应用；

4. 安全风险：提供通过阿里云物联网安全采集的物联网设备的风险评估；

5. 阿里巴巴生态：提供数字工厂阿里云账号与阿里生态相关的系统账号打通，是阿里生态能力集成的基础
功能。

6. 边缘集群管理：提供快速集成现有边缘侧系统的数据和服务。

查看物联设备查看物联设备
在物联管理中能看到本企业所拥有的物联网设备，包括名称、所属产品、节点类型、状态、标签等信息。

注意，物联网设备并不一定为企业的生产设备，也可能是对应的成品或者半成品，比如生产空调的工厂，物
联网设备可以对应是本身的组装线设备，也可以是对应的组装完成后的空调产品。

启用/停用设备启用/停用设备
点击启用设备后，一旦物联网设备状态为在线，将开始启动设备的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如果暂时停止采集
该台设备数据，可再次点击，停用设备。

7.平台管理7.平台管理

7.1. 什么是平台管理7.1. 什么是平台管理

7.2. 物联管理7.2. 物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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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设备详情查看设备详情
如果需要查看物联网设备详情，可以点击设备列表后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功能，进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查看该物联网
设备的详细信息。

物联驱动中用户可以购买物联设备的驱动并统一进行驱动管理。

驱动购买驱动购买
在已购驱动列表中将列出企业所有购买的物联网设备驱动，如果需要购买设备驱动单击选购驱动选购驱动：

登录阿里云账号以后，进入阿里云边缘驱动市场，选择并购买对应的驱动：

查看驱动查看驱动

7.3. 物联驱动7.3. 物联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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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成功将在已购驱动列表中显示驱动名称、驱动语言、通信协议类型、CPU架构、以及购买总数和可用数
量，以及驱动有效时间：

单击查看查看操作可查看该驱动的详细信息：

数字工厂可管理系统集成商交付的相关项目。

查看项目情况查看项目情况
在项目管理中可以查看到项目已启动但未接收的数量，集成商发起请求需要授权开始实施项目的数量，以及
未支付订单的数量。可以点击对应的数字进入到项目列表、授权项目和支付订单的功能页面。

7.4. 项目管理7.4.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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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授权项目授权
对于已经签订项目合同并确认项目实施范围，集成商将发起项目授权申请，在未授权项目列表中，点击项目
卡片，可以对该项目进行项目授权。

在项目授权详情页面，可以看到项目基本情况，对于集成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授权，可以进行确认后点
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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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同意授予集成商实施项目的权利以后，点击“授权”按钮。下一步根据项目合同范围对集成商项目进行
相关配置功能授权，然后勾选“授权即同意委托服务商对以上资源的调整，授权以后业务人员不能进行资源
的调整，直到项目交付完成或者主动撤销授权”，后点击下一步。

如果授权集成商进行应用管理，在应用授权中可以选择已经开通的官方应用或者第三方应用，授权集成商进
行应用配置，然后勾选“确认授权给集成商进行应用配置，同时本用户不能同时进行设置”，点击“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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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授权成功后项目将进行到项目实施阶段，等待项目交付。

如果与集成商关于项目范围没有确认，可点击“拒绝”授权，将终止集成商继续完成该项目。

一旦拒绝授权，集成商将不能再继续执行该项目。

项目配置授权项目配置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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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申请其他权限来保证顺利实施项目，可能会发起项目配置授权申请。一旦收到
申请，拥有项目管理授权的用户将受到申请提醒。

可以点击实施中的项目卡片，进入实施中的项目详情页，点击查看追加授权的申请。

如果授权合理，选择“授权”，如果授权超出了项目实施范围，选择“拒绝”。然后勾选“授权即同意下单
并委托集成服务商支付安装”并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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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项目授权管理项目授权
点击实施中的项目，可以查看到已经授予该集成商项目的配置授权和应用授权，如果实施中需要更多的权
限，可以点击“新增授权”，在权限列表中授予更多的权限。

如果在实施过程中，集成商的项目权限需要取消，点击对应权限后的“取消授权”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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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订单支付订单
如果有未支付订单，点击项目管理中待办事项的未支付订单数量，将跳转到用户中心的订单管理中去完成订
单支付。

项目接收项目接收
授权集成商进行项目实施，如果实施完成，集成商会发起项目验收申请。如果项目已经满足需求，达到项目
交付标准，可以在点击“接收”，项目一旦接收集成商所有实施的内容将并入到数字化运营中心给用户进行
业务操作。如果点击“拒绝”，实施商进一步修改实施项目，直到达到项目交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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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接收详情中，可以先预览集成商配置的项目页面导航效果：

查看项目后，可点击“接收”确认。

在阿里云物联网市场中提供了满足工业企业需求的丰富的应用，数字工厂也提供了由阿里云开发默认提供的
应用，可以在应用管理去管理这些应用。

我的推荐我的推荐

7.5. 应用管理7.5. 应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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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入驻数字工厂后第一次进入应用管理，会自动根据您入驻时候选择的行业推荐适合的阿里云官方应
用，包括OEE、工厂日历等等。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开通对应的官方应用。

如果您想查看其它行业的官方应用或者入驻时候选择的行业并不一定非常准确代表您的业务分类，可以单
击“更多官方应用”，这里列出了适合其它的行业的官方应用。

官方应用开通官方应用开通
选择需要开通的应用，首先进入应用详情介绍，查看应用详情后单击“开启服务“：

阅读官方应用服务协议以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并确认开通该官方应用。

物联网市场选购应用物联网市场选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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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云物联网市场也有大量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的优秀官方应用，如果需要试用或者购买，请单击“市场
选购”：

将列出适合工业应用，可以选购适合本企业的应用，也可以单击商品详情查看应用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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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商品后下一步选择对应的商品规格，填写联系人信息，同意协议后，完成商品下单：

完成应用下单后，在数字工厂的平台管理平台管理->应用订单应用订单中可以查看到待付款的订单：

支付完成后，新购买的工业应用将进入到我的应用列表中。

物联网开发应用集成物联网开发应用集成
如果购买数字工厂的版本为专业版以上，还可以开通和集成使用阿里云物联网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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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IoT Studio开发并发布物联网应用以后，在数字工厂我的应用管理中可以单击应用管理中的“添加
IoT Studio应用”：

可以选择所有已经发布的物联网应用（鉴权方式必须选择鉴权方式必须选择Token鉴权）：

确认集成以后将出现在应用列表中：

单击应用页可以查看应用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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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集成以后物联网开发的应用页面和权限将集成到数字工厂中：

用户一旦授予物联网应用的页面的访问权限，将可以在直接访问对应的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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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集成的物联网应用如果不再使用被删除后，在应用列表中状态为已删除，单击移除移除操作：

应用确认移除后将进入历史应用列表，并清理掉对应的导航菜单和权限。如果在物联网开发中删除已集成应
用，将自动移除数字工厂中的应用内容。

我的应用我的应用
在我的应用列表中列出开通的官方应用，在物联网市场中购买的第三方应用，以及集成商通过项目移交的应
用：

在应用列表中可以看到应用的状态、有效期、服务厂商以及来自于哪个项目交付。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类查看
全部应用、待升级应用、官方应用还是第三方应用。

应用安装和配置应用安装和配置
官方应用

对于官方应用，可以直接单击“应用配置”，对应用进行初始化配置并使用。应用中的页面将自动配置到站
点导航中，管理员可以进行授权和访问，操作方式参看导航设置和权限管理

第三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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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方应用按照标准路径实现功能页面集成，支付后将自动集成导航菜单和权限到数字工厂，如果没有自动
集成，需要在应用管理中进行应用集成，单击该应用的应用集成应用集成操作按钮：

在应用配置中输入三方应用的功能页面集成的路径，单击获取配置获取配置，将显示三方应用将集成的内容，然后单
击确认确认， 三方应用的导航菜单和权限到数字工厂中，管理员可以进行授权和访问，操作方式参看导航设置

应用升级应用升级
如果应用提供新功能，将在应用列表的右上角提示“升级新版”，可以单击“升级应用“按钮或者在更多操
作中选中“升级应用“操作：

在应用升级页面中将显示新版本的发布日期和版本功能说明以及上一个版本的说明，单击“立即升级”，将
正在使用应用版本升级到最新的发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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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授权应用授权
工业应用为了满足业务往往需要获取企业数字工厂账号下面的一些数据，或者使用数字工厂提供的功能。可
以在该应用后面的更多操作中单击定义授权定义授权中查看已有的授权并可定义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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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权页面可以看到现在已有的授权，可以对授权进行取消，也可以增加新的业务授权：

历史应用历史应用
历史应用列表将列出已经过期还未进行续费的物联网市场应用。

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提供了物联网安全平台，通过阿里云物联网安全采集的物联网设备，将
提供安全风险评估。安全风险提示了阿里云数字工厂的系统风险、应用风险和网络风险。进一步发现并提示
有风险的设备数量、安全漏洞、阻挡威胁，以及待修复的设备。一旦发现安全风险，建议马上登录到阿里云
物联网安全运营中心平台，处理方式请查看IoT安全运营中心用户手册

7.6. 安全风险7.6. 安全风险

7.7. 阿里巴巴生态7.7. 阿里巴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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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厂支持用户的阿里云账号与外部系统账号打通，实现两个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现在已经支持与“淘
宝1688”、“淘宝心选”以及“钉钉”的账号关联。关联数字工厂账号与1688账号和淘宝/天猫账号后可实
现电商的订单数据和工厂的生产数据的集成；关联“钉钉”企业账号，可同步组织和账号信息，实现钉钉消
息和通知集成。

淘宝1688对接淘宝1688对接
单击淘宝1688对接标签的配置配置功能：

关联账号关联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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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勾选同意“阿里巴巴开放平台用户应用授权提醒”，可同意让授权访问会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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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1688账号名称和密码，单击授权并登录授权并登录后，账号关联成功。

查看关联账号查看关联账号

绑定账号成功后，将显示已经绑定的账号信息，一个数字工厂可以关联多个1688账号。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如果1688账号不再关联数字工厂账号，可以单击账号后的删除删除操作，解除账号的绑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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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心选对接淘宝心选对接
单击淘宝心选对接标签的配置配置功能：

查看关联账号查看关联账号关联账号关联账号

然后勾选同意“阿里巴巴开放平台用户应用授权提醒”，可同意让授权访问会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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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淘宝账号名称和密码，单击授权并登录授权并登录后，账号关联成功。

查看关联账号查看关联账号

绑定账号成功后，将显示已经绑定的账号信息，一个数字工厂可以关联多个淘宝心选账号。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如果淘宝心选账号不再关联数字工厂账号，可以单击账号后的删除删除操作，解除账号的绑定关系。

天天工厂对接天天工厂对接
单击天天工厂对接的配置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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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账号关联账号

然后勾选同意“阿里巴巴开放平台用户应用授权提醒”，可同意让授权访问会员信息。

输入淘宝账号名称和密码，单击授权并登录授权并登录后，账号关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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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关联账号查看关联账号

绑定账号成功后，将显示已经绑定的账号信息，一个数字工厂可以关联多个淘宝心选账号。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如果淘宝心选账号不再关联数字工厂账号，可以单击账号后的删除删除操作，解除账号的绑定关系。

钉钉对接钉钉对接
单击钉钉对接的配置配置功能：

关联账号关联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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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钉钉定制工作台，查询企业钉钉的授权信息，填写Cprp ID、Agent ID、CustomKey和CustomSecret以
后，单击完成完成，系统将验证授权信息，验证通过后，将关联钉钉企业账号和数字工厂账号。

关联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同步钉钉的组织架构和账号到数字工厂中，数字工厂的权限管理中将不能在创建和
导入新的组织和账号，需要管理组织和账号信息，系统管理员将在企业钉钉中进行管理，系统将自动进行同
步。

注意：一旦钉钉账号同步以后，将不能再解除绑定关系。注意：一旦钉钉账号同步以后，将不能再解除绑定关系。

支付宝对接支付宝对接
单击支付宝钉钉对接的配置配置功能：

关联账号关联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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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支付宝账号，在服务授权中阅读并同意支付宝用户授权协议，单击授权授权后，将绑定数字工厂账号与支付
宝账号。

查看授权查看授权

完成授权后，再次单击配置配置，可以看到绑定的支付宝账号信息和关联时间。如果需要申请网商贷，单击申请申请
网商贷网商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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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单击加入双链通加入双链通。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在关联的支付宝账号后，单击删除删除，将解除数字工厂与支付宝账号的绑定关系。

区块链服务对接区块链服务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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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厂提供基于阿里云物联网区块链记录和追溯生产过程数据，单击区块链服务对接的配置配置功能：

新建区块链服务新建区块链服务

在区块链服务列表中，单击新增区块链服务新增区块链服务：

对接服务需要联系区块链服务平台管理员获取服务链标识、AccessKey、AccessSecurity、服务版本号和对
接生产过程数据的数据模型标识（本期只支持单一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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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服务信息后，单击确认确认，将进行区块链服务验证，验证通过后，将在区块链服务列表中列出生产过程数
据可对接的服务。

完成服务设置后，在官方应用生产过程追溯中的生产数据，将记录到区块链服务平台中，并提供在正向追溯中
可以追溯区块链服务凭证。

通用系统对接通用系统对接
对于其他非托管应用，可通过外部系统的通用系统对接来进行授权，单击通用系统对接标签的配置配置功能：

审批对接请求审批对接请求

可查看数字工厂的基础信息，提供开发和调试使用，包括UID、租户ID和当前登录用户ID：

审批对接请求审批对接请求

第三方应用如果需要对接，可以通过系统接口发起请求，在对接配置中，可以查看到对接请求的业务来源、
业务账号和申请时间，已经申请的状态，可以选择通过通过，将授权该应用和数字工厂进行数据对接，如果申请
来源不明，可以单击拒绝拒绝操作，禁止第三方应用与数字工厂进行数据对接。

对于已经申请通过的系统对接，如果不再继续对接数据，可以单击对应的删除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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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创建AK/AS手工创建AK/AS

开通数字工厂后会自动创建一对AppKey/AppSecret，如果在开发工业应用过程中需要临时创建AK/AS给集
成商使用，可单击新建Appkey/AppSecret新建Appkey/AppSecret 。

对应新创建的AK/AS可以编辑备注信息。

点击授权授权操作可以对新的AK/AS需要进行授权，授权可以访问哪些数字工厂能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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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权列表中点击开通开通后，集成商通过AK/AS就能访问对应的工业服务，比如点击工厂和工艺建模服务开通
后，就可以通过服务获取本工厂用户在工厂建模和工艺路径管理录入的数据。

如果集成商完成项目后，可以替换成数字工厂默认的AK/AS，这种情况下可以单击删除删除操作临时创建的
AK/AS。

查看阿里云信息查看阿里云信息
入驻数字工厂以后，可以在阿里云对接中查看阿里云账号的详细信息：

单击查看账号详情查看账号详情，将可以看到阿里云账号的基本信息。

单击查看授权查看授权，将显示阿里云账号ID，以及本阿里云账号下数字工厂分配的AK和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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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用户不仅仅是在物联网市场上选购工业应用，也可以在企业的阿里云账号下自研的各种工业应用为
本企业服务，数字工厂提供了工业应用开发完成后部署并集成到数字工厂以及运维工业应用的功能。

登录数字工厂，选择平台管理平台管理-应用运维应用运维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7.8. 应用部署7.8. 应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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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企业的IT团队在物联网的卖家后台中创建和发布对应的应用，文档可参考应用部署。

应用发布以后，在数字工厂的平台管理平台管理-应用运维应用运维页面中，单击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在弹出的应用列表中选择需要集成到数字工厂的应用，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注意：集成前，先保证已经生产租户信息，账号分发类型请选择后续有一串数字为该租户创建的应用实例，
不要选择只有应用名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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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将在应用部署的列出刚才创建的应用，列出应用名称、应用类型、集群类型、运行环境以及当前应
用的状态等信息。

应用授权应用授权
单击应用列表中的操作查看授权查看授权，将查看该部署应用授权访问的阿里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工业服务。

在查看授权页面可以看到分配给该应用的AppKey和AppSecret，使用这个AK/AS能调用服务并识别服务调
用者。

在权限列表中，列出了所有提供的服务，单击开通开通将服务授权给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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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授权的服务，将显示状态为已开通已开通。

单击服务中的接口说明，将跳转到物联网API中心中查看具体的接口说明文档。

获得服务授权后，应用可以集成工业服务为数字工厂用户提供完整的业务功能，也能获取数字工厂统一规范
和标准的数据，参看应用集成文档。

启动/停止应用启动/停止应用
应用运行状态为已启动已启动，可单击停止停止操作，可停止正在运行的应用实例。

应用停止后，运行状态变为已停止已停止，可单击启动启动操作，重新运行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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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集成到数字工厂出现错误，状态显示为应用集成失败应用集成失败，单击查看原因查看原因，将显示集成失败的原因：

查看应用集成内容查看应用集成内容
应用实现应用描述接口后，可集成应用的功能菜单和权限到数字工厂，具体文档可参看实现应用描述接口。
单击应用列表中的操作集成内容集成内容，将查看集成到数字工厂的内容，包括页面和权限。

在弹出页面中输入接口路径，并单击应用集成，将按照接口描述把工业应用内容集成到数字工厂。

在集成内容中将列出根据接口描述集成的页面列表和权限列表。集成的页面可以进行导航设置，也可以在权限
管理中分配权限给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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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监控应用监控
如果是账户分发型（参看应用分类参考）的应用按照工业应用集成中调试和验证的要求加入了应用JVM指标和
前端页面指标，完成应用部署后可以对该应用进行应用健康监控以及应用访问分析，选择应用运维应用运维下的应应
用监控用监控。

监控设置监控设置

首先对需要监控的内容进行设置，单击应用列表中应用的操作监控设置监控设置：

在设置页面中首先设置应用责任人，应用监控触发的所有故障告警将通过短信和邮件的方式通知到责任人：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平台管理

> 文档版本：20220629 14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4842.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6364.html#concept-2358277/section-yr7-jmv-oom


设置好责任人后，对需要监控的指标进行设置，比如检查每分钟的心跳，如果10分钟内心跳低于8次，触发
告警，同样的情况30分钟内不再触发告警，示例如下配置：

对页面访问量也可以进行设置，比如10分钟内前端没有任何访问，每小时触发一次告警提示，示例如下配
置：

启动监控启动监控

设置好监控以后单击应用列表中应用的操作启动监控启动监控，系统按照规则触发了报警，将短信和邮件通知应用责
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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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监控指标查看监控指标

单击应用列表中应用的操作查看监控指标查看监控指标，可以查看应用性能指标和前端访问量指标：

在页面中选择应用指标或者指定页面的前端访问量以及查询时间段，将显示指标的统计结果：

查看故障记录查看故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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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该应用触发的所有故障告警记录，记录包括监控名称和故障告警时间，单击告警详情告警详情可以查看指标监
控周期、触发条件和触发值：

也可以删除删除单条告警记录或清空故障记录清空故障记录

停止监控停止监控

单击应用列表中应用的操作停止监控停止监控，将停止应用监控和告警通知：

查看应用托管详情查看应用托管详情

单击应用列表中应用的操作查看应用托管详情查看应用托管详情：

将跳转到物联网应用托管服务中查看到应用实例的详情，监控详情参看监控。

7.9. 服务集成7.9. 服务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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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开通的工业应用之间存在基于物联网应用托管服务总线声明的服务模型时，服务的调用者和提供者之
间的路由关系，需要通过服务集成服务集成完成。

添加集成配置添加集成配置
单击添加集成配置添加集成配置：

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服务的提供方，基于哪个服务模型，以及服务的依赖方，建立服务的路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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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服务路由配置后，单击保存保存，将在服务集成列表中显示调用项、方式和被调用项的路由信息。

编辑服务集成编辑服务集成
如果服务模型的路由需要调整，单击编辑编辑，重新调整服务模型的调用方和依赖方。

删除服务集成删除服务集成
如果服务模型的路由需要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后清除该路由。

边缘集群管理能快速集成现有边缘侧系统的数据和服务。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7.10. 边缘集群管理7.10. 边缘集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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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边缘集群管理边缘集群管理，将列出现有数字工厂下的边缘集群，显示集群的名称、类型和状态信息。

单击创建集群创建集群，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边缘集群，如果是第一次创建，还需要开通以下相关的阿里云服务：

日志服务

授权访问控制

云资源访问授权

以开通日志服务为例，点击日志服务（SLS）：

登录阿里云以后，选择日志服务服务协议然后单击立即开通：

开通对应边缘集群的服务以后，可以创建第一个边缘集群，首先输入集群的名称，选择类型为EdgeBox集
群，以及边缘集群在局域网的网段，网段输入格式为：192.168.1.0/24，多个IP段之间以“,”分隔，也可以
单击下方获取节点IP段获取节点IP段复制脚本到边缘服务器中执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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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配置中，可以添加集群需要的环境变量，以及存储地址、路径以及NAS的服务地址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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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选择是否需要开启日志服务，日志服务是需要单独收费，产品定价请参看文档，如果边缘集群不需要使
用日志功能请单击取消：

边缘集群也可以直接在阿里云工作台进行管理，操作文档参看集群管理。

集群创建好以后可以单击管理管理。

登录阿里云工作台后可创建集群下的通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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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安装应用安装
边缘集群和节点配置好以后，集群状态将变成运行中运行中，应用状态为应用未安装应用未安装，单击应用安装应用安装：

将列出所有可以安装在边缘集群上的所有的组件，如果需要完成边缘系统与阿里云数字工厂的数据集成和服
务集成，可以选择工业八爪鱼进行安装：

把阿里云工业边缘官方组件八爪鱼八爪鱼下载到边缘集群中运行，从下载到安装完成大概需要10分钟。

应用安装成功后将显示应用状态为数据集成中数据集成中。

如果组件发布了新版本需要对已安装组件进行升级，可以单击升级组件：

7.11. 边缘数据源定义7.11. 边缘数据源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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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边缘数据源的定义和其使用方法。

边缘数据源边缘数据源
完成工业八爪鱼组件安装后，选择边缘数据源定义，将列出已有数据源列表，可以单击新增数据源新增数据源。

数据源有七种类型，分别是数据库、API、消息队列、服务模型、数据总线、Webservice和SAP RFC，下面分
别介绍每种类型的数据源：

数据库类型数据源数据库类型数据源
第一种数据源类型为数据库，现在的数据库支持以下四种：

Sqlserver （2008企业版、2008 R2企业版、2017 CU5以上 Developer/企业版）

Mysql （5.6以上）

Oracle（11g以上）

PostgreSql

API类型数据源API类型数据源
第二种数据源类型为API，如果在边缘上开放了Web API进行数据对接，可以选择这种类型，API类型的数据
源需要填写Web API的URL地址以及选择认证方式，API认证方式支持以下三种：

无需认证

Basic Auth

AppKey Auth

消息队列类型数据源消息队列类型数据源

第三种数据源类型为消息队列，如果在边缘中部署了Kafka或者MQTT类型的消息队列，可以选择消息队列这
种类型。

服务模型类型数据源服务模型类型数据源

第四种数据源类型为服务模型，服务模型数据源将作为数据集成任务中服务模型的提供方或者依赖方。

数据总线类型数据源数据总线类型数据源

第五种数据源类型为数据总线，可以通过DataHub把边缘端数据集成到阿里云其他大数据产品。

Webservice数据源Webservice数据源

第六种数据源类型为Webservice，可以对接边缘端的Webservice服务。

SAP RFC数据源SAP RFC数据源

第七种数据源类型为SAP RFC，可以对接边缘端的SAP RFC服务。

数据库类型数据源数据库类型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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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后，需要再进一步选择边缘系统的数据库型号，输入数据库的主机名称或者IP地
址、名称、端口号、链接数据库的账号以及该账号的访问密码，八爪鱼应用将主动监控边缘系统的数据变化
进行主动数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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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监控数据库的数据发生变化然后同步到云端，设置是否监控增量是否监控增量为是。一个数据源可能对应通过
多个边缘集群进行对接，需要选择对应的边缘集群。

如果数据库是Sqlserver监控增量需要开通Sqlserver CDC服务：

首先确保SQL Server AgentSQL Server Agent （代理服务）已启动。

然后激活数据库CDC支持，执行以下SQL：

USE 数据库名;
EXEC sys.sp_cdc_enable_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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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库是Mysql监控增量需要配置binlog服务：

在Mysql机器的/etc/my.cnf的mysqld下添加如下配置：

[mysqld]
    server-id = 123
    log_bin = mysql-bin
    binlog_format = row
    binlog_row_image = full
    expire_logs_days = 10   

如果数据库是Oracle，配置增量监控请查看Oracle增量监控设置。

消息队列类型数据源消息队列类型数据源
第二种数据源类型为消息队列，如果在边缘中部署了Kafka或者MQTT类型的消息队列，可以选择消息队列这
种类型，消息队列支持以下两种：

Kafka

MQTT

其中Kafka需要填写的参数为对应队列broker（多个broker用逗号隔开），鉴权是否采用SSL，如果是SSL的
还需要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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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afka需要填写的参数为对应队列broker（多个broker用逗号隔开），鉴权是否采用SSL，如果是SSL的
还需要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其中mqtt需要填写的参数为对应队列的实例ID，broker（多个broker用逗号隔开），鉴权是否采用SSL，如
果是SSL的还需要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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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类型数据源API类型数据源
第三种数据源类型为API，如果在边缘上开放了Web API进行数据对接，可以选择这种类型，API类型的数据
源需要填写Web API的URL地址以及选择认证方式，API认证方式支持以下三种：

无需认证

Basic Auth

AppKey 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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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型类型数据源服务模型类型数据源
如果数字工厂的应用需要通过服务总线与边缘应用进行集成，需要创建一个一次性交付的边缘接入应用作为
边缘服务的代理。首先在应用托管中创建应用，应用创建成功后在版本列表中的模型和权限模型和权限中声明服务依赖
和服务提供所有需要代理的接口，比如仓储管理服务（WarehouseManagementService）中所有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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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好应用后，数据源类型为服务模型的边缘数据源定义中就可以选择该应用：

边缘数据集成有两种服务提供方式：

1. 同步的服务提供方式，边缘数据集成的任务将调用托管应用提供的API服务，也提供API服务给应用调
用。

2. 异步的服务提供方式，边缘数据集成任务将把输入节点获取的数据通过推送到自动的消息队列中供应用
订阅，作为服务依赖也会订阅由托管应用提供推送的消息。

在进行服务集成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改应用作为服务提供方或者依赖方与工业应用进行集成：

数据总线类型数据源数据总线类型数据源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平台管理 工业互联网平台

163 > 文档版本：2022062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2555.html#reference-2446273


通过DataHub把边缘端数据集成到阿里云其他大数据产品，在定义数据总线数据源需要获取阿里云账号下数
据源的访问路径、访问密钥（AccessKey）和访问密码（AccessSecurity）：

访问路径：DataHub了公网域名来集成数据，可以通过域名列表来获取访问路径，也可以通过DataHub控
制台中查看常用信息获取：

访问密钥（AccessKey）：需要在阿里云的控制台创建RAM用户，并为RAM用户授
权AliyunDataHubFullAccess，然后通过查看访问密钥信息获取对应的访问密钥。

访问密码（AccessSecurity）：后通过查看访问密钥信息获取对应的访问密码。

获得访问路径、访问密钥和访问密码，可以在数据源定义中填写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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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ervice类型数据源Webservice类型数据源
Webservice类型数据源可以对接边缘端的Webservice服务。

WSDL访问路径：为访问Webservice接口的定义文件访问边缘端访问路径。

认证方式：如果Webservice访问不需要认证，选择无需认证无需认证选项，如果需要进行访问认证，选择BasicBasic
Aut hAut h选项，并填写访问用户名和密码。

SAP RFC类型数据源SAP RFC类型数据源
SAP RFC类型数据源可以对接边缘端的SAP RFC服务：

应用服务器IP：RFC应用服务的本地服务器IP。

服务端编号：提供RFC的服务端编号。

客户端编号：提供RFC服务分配给数字工厂的客户端编号。

用户名：提供RFC服务分配给数字工厂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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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提供RFC服务分配给数字工厂的密码。

数据源连接测试数据源连接测试
新建好数据源以后可以在数据源列表中进行测试并下发配置到边缘集群的八爪鱼组件中，单击测试下发测试下发：

将测试数据源IP、用户名称和密码是否正确。

CDC（Change Data Capture），即数据变更抓取，通过为源端数据源开启CDC，八爪鱼可实现数据源的实时
数据同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Oracle数据库为11.2.0.4/12.1.0.2或以上版本。

Oracle数据库需具备OGG License（无需安装OGG）。

若Oracle数据库为主备模式，不支持使用Oracle备库。

一、Oracle为非CDB数据库时的配置一、Oracle为非CDB数据库时的配置
建议由数据库管理员进行CDC功能的配置操作。建议由数据库管理员进行CDC功能的配置操作。

1 开启日志归档和XStream。1 开启日志归档和XStream。

1.1 在命令行工具中执行以下命令以sys用户连接到数据库。1.1 在命令行工具中执行以下命令以sys用户连接到数据库。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有多种方式连接数据库，此处以命令行方式为例进行说明。

如果遇到问题，请尝试在数据库所在机器开启日志。

sqlplus /nolog
CONNECT sys/password@host:port AS SYSDBA;

passwordpassword

为数据库sys用户的密码，可向数据库管理员获取。

7.12. Oracle增量监控设置7.12. Oracle增量监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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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host

为数据库实例所在服务器的IP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portport

为数据库实例所使用的端口，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1.2 执行以下命令开启Xstream。1.2 执行以下命令开启Xstream。

alter system set enable_goldengate_replication=true;

1.3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日志归档是否已开启。1.3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日志归档是否已开启。

archive log list;

若回显打印“Database log mode: No Archive Mode”，说明日志归档未开启，继续执行下一步。

若回显打印“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说明日志归档已开启，直接跳到1.7。

1.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归档日志参数。1.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归档日志参数。

alter system set db_recovery_file_dest_size = 100G;
alter system set db_recovery_file_dest = '/opt/oracle/oradata/recovery_area' scope=spfile;

100G100G

为日志文件存储空间的大小，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opt /oracle/oradat a/recovery_area/opt /oracle/oradat a/recovery_area

为日志存储路径，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但须确保路径提前创建。

1.5 执行以下命令开启日志归档。1.5 执行以下命令开启日志归档。
注意：注意：

开启日志归档功能需重启数据库，重启期间将导致业务中断，请谨慎操作。

归档日志会占用较多的磁盘空间，若磁盘空间满了会影响业务，请定期清理过期归档日志。

shutdown immediate;
startup mount;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alter database open;

1.6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日志归档是否已成功开启。1.6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日志归档是否已成功开启。

archive log list;

当回显打印“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说明日志归档已开启。

1.7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1.7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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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XStream用户并给用户赋予权限。2 创建XStream用户并给用户赋予权限。

2.1 在命令行工具中执行以下命令以sys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实例。2.1 在命令行工具中执行以下命令以sys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实例。

sqlplus sys/password@host:port/SID as sysdba

passwordpassword

为数据库sys用户的密码，请向数据库管理员获取。

hosthost

为数据库实例所在服务器的IP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portport

为数据库实例所使用的端口，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SIDSID

为要同步数据所在实例的实例名，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2.2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XStream管理员用户并配置权限。2.2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XStream管理员用户并配置权限。

CREATE TABLESPACE xstream_adm_tbs DATAFILE '/opt/oracle/oradata/orcl/xstream_adm_tbs.dbf' S
IZE 25M REUSE AUTOEXTEND ON MAXSIZE UNLIMITED;
CREATE USER xstrmadmin IDENTIFIED BY password DEFAULT TABLESPACE xstream_adm_tbs QUOTA UNLI
MITED ON xstream_adm_tbs;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xstrmadmin;
GRANT ALL PRIVILEGES TO xstrmadmin;
BEGIN
   DBMS_XSTREAM_AUTH.GRANT_ADMIN_PRIVILEGE(
      grantee                 => 'xstrmadmin',
      privilege_type          => 'CAPTURE',
      grant_select_privileges => TRUE,
      container             => 'ALL'
   );
END;

xst ream_adm_t bsxst ream_adm_t bs

为XStream管理员用户的表空间名，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opt /oracle/oradat a/orcl/xst ream_adm_t bs.dbf/opt /oracle/oradat a/orcl/xst ream_adm_t bs.dbf

为XStream管理员用户的表空间文件，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xst rmadminxst rmadmin

为XStream管理员用户名，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passwordpassword

为XStream管理员用户密码，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cont ainer = > 'ALL'cont ainer = > 'ALL'”仅当Oracle为12c或以上版本时，才需要添加，否则删除此行内容。

2.3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八爪鱼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并配置权限。2.3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八爪鱼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并配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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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SPACE xstream_tbs DATAFILE '/opt/oracle/oradata/orcl/xstream_tbs.dbf' SIZE 25M 
REUSE AUTOEXTEND ON MAXSIZE UNLIMITED;
CREATE USER xstrm IDENTIFIED BY password DEFAULT TABLESPACE xstream_tbs QUOTA UNLIMITED ON 
xstream_tbs;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xstrm;
GRANT SELECT ON V_$DATABASE to xstrm;
GRANT FLASHBACK ANY TABLE TO xstrm;
GRANT SELECT ANY TABLE to xstrm;
GRANT LOCK ANY TABLE TO xstrm;
grant select_catalog_role to xstrm;

xst ream_t bsxst ream_t bs

为八爪鱼订阅连接用户的表空间名，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opt /oracle/oradat a/orcl/xst ream_t bs.dbf/opt /oracle/oradat a/orcl/xst ream_t bs.dbf

为八爪鱼订阅连接用户的表空间文件，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xst rmxst rm

为八爪鱼订阅连接用户名，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passwordpassword

为八爪鱼订阅连接用户密码，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2.4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日志记录参数。2.4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日志记录参数。

alter databas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all) columns;

2.5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2.5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

exit;

3 创建XStream出站服务器。3 创建XStream出站服务器。
注意：注意：一个XSt ream出站服务器只能在一个边缘集群中使用，若该数据库需要用于多个边缘集群，需一个XSt ream出站服务器只能在一个边缘集群中使用，若该数据库需要用于多个边缘集群，需
创建多个XSt ream出站服务器。创建多个XSt ream出站服务器。

3.1 在命令行工具中执行以下命令以xstrmadmin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实例。3.1 在命令行工具中执行以下命令以xstrmadmin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实例。

sqlplus xstrmadmin/password@host:port/SID

xst rmadminxst rmadmin

为XStream管理员用户名，在2.2中创建。

passwordpassword

为XStream管理员用户密码，在2.2中设置。

hosthost

为数据库实例所在服务器的IP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port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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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库实例所使用的端口，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SIDSID

为要同步数据所在实例的实例名，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3.2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XStream出站服务器。3.2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XStream出站服务器。

DECLARE
  tables DBMS_UTILITY.UNCL_ARRAY;
  schemas DBMS_UTILITY.UNCL_ARRAY;
BEGIN
   tables(1) := 'dbusr.tablename';
   tables(2) := NULL;
   schemas(1) := 'dbschemas';
   schemas(2) := NULL;
   DBMS_XSTREAM_ADM.CREATE_OUTBOUND(
      server_name => 'dbzxout',
      table_names => tables,
      schema_names => schemas
   );
END;

dbusr.t ablenamedbusr.t ablename

为要同步的数据表名，可以先只填一个。

dbschemasdbschemas

为要同步数据表所在的schemas，即CDC需要抓取哪个schemas下的数据，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个用
户一般相应一个schema，该用户的schema名等于username，并作为该用户缺省schema。如果不限制可
以设置schemas(1) := NULL;

dbzxoutdbzxout

为出站服务器名称，需保证唯一，请根据实际规划设置。

3.3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3.3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

exit;

3.4 执行以下命令以sys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实例。3.4 执行以下命令以sys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实例。

sqlplus sys/password@host:port/SID as sysdba

passwordpassword

为数据库sys用户的密码，请向数据库管理员获取。

hosthost

为数据库实例所在服务器的IP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portport

为数据库实例所使用的端口，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SID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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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同步数据所在实例的实例名，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3.5 执行以下命令允许xstrm用户连接XStream出站服务器。3.5 执行以下命令允许xstrm用户连接XStream出站服务器。

BEGIN
   DBMS_XSTREAM_ADM.ALTER_OUTBOUND(
      server_name  => 'dbzxout',
      connect_user => 'xstrm'
   );
END;

dbzxoutdbzxout

为出站服务器名称，在3.2中设置。

xst rmxst rm

为八爪鱼连接用户名，在2.3中设置。

3.6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3.6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数据库连接。

exit;

二、配置Oracle数据源二、配置Oracl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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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t ream_adm_username、xst ream_adm_username、

xst ream_adm_passwordxst ream_adm_password

对应2.2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

xst ream_username、xst ream_passwordxst ream_username、xst ream_password

对应2.3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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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t ream_server_namexst ream_server_name

对应3.2创建的dbzxoutdbzxout

三、日志清理三、日志清理
1. 背景

数据库开启归档日志，若不及时清理归档日志，系统就会报

ORA-00257: archiver error. Connect  int ernal only, unt il f reedORA-00257: archiver error. Connect  int ernal only, unt il f reed

实现自动清理归档日志，可以通过 Linux crontab,Oracle rman。

2. 创建日志清理脚本

2.1 新建一个脚本clearLog.sh

${ORACLE_HOME}/bin/rman nocatalog log=/home/oracle/del_arch$(date +%Y-%m-%d).log  
    connect target /
    crosscheck archivelog all;
    delete noprompt expired archivelog all;
    DELETE noprompt force ARCHIVELOG ALL COMPLETED BEFORE 'SYSDATE-11';
    exit;
EOF

2.2 手动测试脚本

赋权：chomd +x clearLog.sh

执行：./clearLog.sh

查看del_arch.log文件，能删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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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自动清理

在oracle用户下执行

crontab -e

30 02 * * * /home/oracle/clearLOG.sh

凌晨2:30分执行clearLog.sh

cron服务是Linux的内置服务，但它不会开机自动启动。可以用以下命令启动和停止服务：

 /sbin/service   crond start 

 /sbin/service   crond stop 

 /sbin/service   crond restart 

 /sbin/service   crond reload 

7.13. 边缘数据集成7.13. 边缘数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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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定义基础定义
定义好数据源后，可从菜单中选择边缘数据集成边缘数据集成，进行边缘数据集成的配置，单击新建边缘数据集成新建边缘数据集成：

首先给数据集成起一个比较容易识别的名字，比如ERP数据上云ERP数据上云；其次选择模板，阿里云数字工厂提供了系
统自带的数据集成模板，比如用友T+标准版-MSSQL-[销售业务数据]对接模板，这个模板表示系统预置的通
过监控MSSQL增量的方式对接的销售业务数据，如果没有合适的模板，需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开发和配
置，默认选择自定义自定义类型模板；最后选择运行数据集群的边缘集群（集群必须先安装八爪鱼组件才能运行边
缘数据集成任务）：

如果选择了系统自带的数据集成模板，将根据模板配置进行初始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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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初始化的内容还是需要进行相关的配置，比如选择数据源等操作，完成配置操作，单击输入节点中数据数据
库增量配置库增量配置：

在输入节点的配置界面中选择数据源以后：

完成配置以后，该任务的配置状态将变成配置完成配置完成：

参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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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数据集成的基础定义后，可能在任务脚本中需要根据边缘系统的情况配置对应的参数值，单击参数后面
的添加添加操作，可以增加设置新参数值，参数值可以在代码中获得参数值：

可以设置参数值：

在输入/输出/转换节点的脚本函数中，都用一个context记录作业的上下文，context.envConfig.get("参数
名") 可以读取到边缘数据集成中已经配置的参数值，在脚本中获取参数的示例：

    /**
 * 客⼾实现: transform()转换函数
 * 这是脚本转换器的第⼀个转换函数,负责将 数据来源(如数据库变换的数据) 转换成 ⽬标数据格式,如主数据,服务
模型数据,物联⽹数据等
 * 如下的代码是⼀个⽰例:仅供参考,需要根据您的实际业务场景转换逻辑进⾏编写
 * ⽰例代码是数据源的数据转换成iot⼯业数字⼯⼚的⼈员主数据格式
 * @param eventType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msgPayload 为需要转换的⽬标数据,注意其格式是⼀个Map,对应Java的格式为Map<String, Object>
 * @context 系统上下⽂参数
 * @return 返回转换后的数据格式,必须也为⼀个Map,即数据输⼊为Map,转换格式后还是为Map
 */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 msgPayload, context) {
   eaipath = context.envConfig.get("EAI访问地址") ;
   return master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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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文件插件文件
如果在作业脚本中需要使用到其他扩展文件，可以在数据集成中上传插件文件，单击上传插件上传插件，从本地文件
中选择后上传：

上传的插件可以被这个配置中的任务一个作业节点脚本引用。

典型例子：写好一个API登录检测的包，在输入输出节点脚本中调用：

var httpPlugin = require('./../httpPlugin.js');
var token = null;
//上次使⽤token的时间
var token_time = 0;
function getToken(name, password) {
    if (new Date().getTime() - token_time > 1000*30) {
        //模拟获取Token的过程
        let response = httpPlugin.httpPostJson("/api/getToken", {"name":name, "pwd": passwo
rd});
        if (response.code === 200) {
            token = response.data;
        } else {
            console.log("GetToken error:" + response.code);
      return null;
        }
    }
    token_time = new Date().getTime();
    return token;
}
module.exports.getToken = getToken;

在作业脚本可用以下代码进行使用：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平台管理

> 文档版本：20220629 178



function distribute(eventType, msgPayload, context) {
  //插件的包名是上传JS的⽂件名
  token = mesPlugin.getToken(context.envConfig.get("mesName"),
  context.envConfig.get("mesPwd")));
  ...
}

注：引用插件的包名是上传JS的文件名。

什么是集成任务什么是集成任务
数据集成中可以定义不同的数据集成任务，每个集成任务由各个部分组成输入节点、转换节点和输出节点，
输入节点负责根据定义把数据同步到边缘计算节点中，转换节点可以把同步上的数据做指定的数据内容转
换，数据内容转换后通过输出节点指定到最终的数据使用方。

输入节点支持以下类型：

数据库增量：配合数据库类型数据源，能监控数据源中数据的变化，同步到边缘计算节点

服务提供：把服务模型的服务提供方提供的数据同步到边缘计算节点

数据库查询：主动按照设定周期查询数据库类型数据源中的数据到边缘计算节点

API上报：边缘计算将实现Web API，提供第三方来调用

API查询：主动按照设定周期查询API类型数据源中的数据到边缘计算节点

消息监控：配合API类型数据源，能监控队列中订阅到新的消息，同步到边缘计算节点

主数据：监控到数字工厂中指定类型的主数据发生变化，同步到边缘计算节点

SAP RFC查询：主动按照设定周期查询SAP RFC类型数据源中的数据到边缘计算节点

Webservice查询：主动按照设定周期查询Webservice类型数据源中的数据到边缘计算节点

输出节点支持以下类型：

主数据：以转换后的数据格式创建数字工厂的主数据管理

服务依赖：把转换后的数据同步给服务模型的服务依赖方

数据库回写：把转换后的数据写回给数据库类型数据源中的数据源

API调用：把转换后的数据调用API类型数据源指定API

告警：把转换后的数据同步创建为数字工厂告警信息，在查看报警中可以查看

物联网设备事件：把转换后的数据作为物联网设备事件的输入参数发送给设备

消息推送：把转换后的数据发送给指定的消息队列中

数据开发：把转换后的数据同步到数据开发中的自定义表中

数据总线（DataHub）：把转换后的数据同步到数据总线定义的主题中

自定义脚本：在以上类型不能满足业务场景的情况下，支持完全自定义的编写脚本来处理特殊的场景

Webservice；把转换后的数据作为输入参数调用指定的Webservice服务接口

场景一：边缘端ERP中的供应商信息需要同步到数字工厂然后分发给所有订阅了该信息的所有工业应用，边
缘端ERP开放数据库，输入节点为数据库增量，输出节点为主数据；

场景二：数字工厂的云端应用需要把电商订单推送到边缘端ERP，边缘端ERP开放Web API来接收订单数据，
输入节点为服务提供，输出节点为API调用。

任务管理任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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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成页面中会列出改集成下的所有任务，包括任务名称、输入节点、转换节点、输出节点、状态以及相
关操作，新建一个数据集成任务单击列表下添加添加：

在新建的任务中输入任务名称，然后选择输入节点的类型，然后单击输入节点后配置配置：

不同类型的输入节点需要配置的内容如下：

输入节点类型 参数 参数说明

数据库增量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数据库类型的数据
源

增量表名 被监控的数据库表名

第一次启动是否全量同步

如果选择是，第一次部署到边缘八爪
鱼运行任务将把表中所有的数据同
步，如果选择否，只同步任务运行后
的数据

服务提供
服务模型 选择已发布的服务模型

接口 选择服务模型下的接口

数据库查询

定时设置
定时查询数据库的周期，采用Cron
表达式，默认为每天晚上0点执行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数据库类型的数据
源

增量标识字段
识别数据库查询结果集中数据的唯一
标识字段，如果多个字段用英文逗号
隔开

脚本
执行查询的脚本，查看1.1 数据库查
询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API类型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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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上报

path

API的发布路径，对应边缘集群的相
对路径，比如边缘集群的IP
192.0.0.1，path为/createOrder，
最终的发布API访问路径为
http://192.0.0.1:8089/createOrd
er

API查询

定时设置
定时查询数据库的周期，采用Cron
表达式，默认为每天晚上0点执行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API类型的数据源

path

API的访问路径，对应API数据源的相
对路径，比如API数据源的url为
http://192.0.0.1，path为/test，
最终的API访问路径为
http://192.0.0.1/test

脚本 执行查询的脚本，查看1.2 API查询

消息监控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消息队列类型的数
据源

Topic 需要监控的消息主题

Group ID 使用哪个Group ID去订阅消息

主数据 主数据 选择数字工厂中的一种元数据

SAP RFC查询

定时设置
定时查询RFC的周期，采用Cron表达
式，默认为每天晚上0点执行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SAP RFC的数据源

函数名 调用指定的RFC函数名

脚本 执行RFC查询的脚本

输入节点类型 参数 参数说明

完成输入节点配置后，选择转换节点为脚本转换，单击转换节点的配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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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节点中可编写脚本进行数据结构和输出数据结构的转换，脚本编辑器根据数据集成任务的输入节点和输
出节点类型，提供了代码智能提示和自动补全功能，帮助提高开发效能：

在脚本编辑过程中可选择全屏模式全屏模式进行脚本编辑：

数据集成下发到边缘集群八爪鱼以后，可以输入Mock数据，单击脚本调试脚本调试，然后切换到结果和日志页查看
转换后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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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转换节点以后，最后需要定义输出节点，选择输入节点的类型，然后单击输出节点后配置配置：

不同类型的输出节点需要配置的内容如下：

输出节点类型 参数 参数说明

服务依赖
服务模型 选择已发布的服务模型

接口 选择服务模型下的接口

主数据 主数据类型 选择在元数据管理定义的主数据

数据库回写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数据库类型的数据
源

脚本
回写数据库脚本，查看3.1 数据库回
写

API调用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API类型的数据源

path

API的访问路径，对应API数据源的相
对路径，比如API数据源的url为
http://192.0.0.1，path为/test，
最终的API访问路径为
http://192.0.0.1/test

脚本 调用API脚本，查看3.2 API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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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
报警 选择在报警定义设置的报警

脚本 告警脚本，查看3.3 告警

物联网设备服务

物联网设备 选择一个物联网设备

物联网服务 选择该设备中的一个服务

脚本
物联网设备服务脚本，查看3.4 物联
网设备服务

消息推送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消息队列类型的数
据源

Topic 需要推送消息的主题

数据开发 表名 选择数据开发中的自定义表

数据总线（DataHub）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数据总线类型的数
据源

项目 选中的数据总线下的项目名称

主题 选中的数据总线项目中的主题名称

自定义脚本 脚本
自定义脚本编写，查看3.5 自定义脚
本

Webservice

数据源
选择边缘集群下的Webservice类型
的数据源

服务名称 访问的Webservice服务名称

脚本 访问Webservice的执行脚本

输出节点类型 参数 参数说明

完成输入节点、转换节点和输出节点的配置后，任务的配置状态将变成配置完成配置完成：

单击任务复制复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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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复制一条新的任务，任务名称为原任务名称_copy，节点配置内容保存不变：

下载运行/调试下载运行/调试
完成边缘数据集成的集成定义、参数（可选）、插件文件（可选）和任务配置后，单击数据集成保存保存，保存
配置信息后单击下载配置下载配置，将把本边缘数据集成下载到边缘集群的八爪鱼应用中执行：

已下载成功的边缘数据集成状态将变成已下载已下载：

下载完成后，可以对集成任务进行调试，单击数据集成列表中的编辑编辑操作，选择要进行调试的任务，可以单
击任务调试调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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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试页面中可以看到任务状态为正在运行中运行中：

如果在脚本中增加了日志打印，将在调试窗口看到日志输出，比如作业的输入节点为数据库增量，一旦在数
据库表中增加了新的记录，将看到对应的日志输出。

对于有些场景需要把数据源中的数据全量同步到输出节点的情况，比如把整个数据库表所有记录同步，可以
单击任务的全量操作全量操作：

系统提示全量同步已经开始启动，可以在调试窗口看到同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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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集成任务有失败的情况，可以单击任务的查看集成日志查看集成日志操作：

在同步日志窗口将看到该任务的所有集成记录，可以选择时间段查看记录：

可以单击查看数据，查看同步的输入和输出数据结构，并复制内容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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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单条集成记录的手工同步，也可以选择一次性同步所有失败的数据：

查看集成日志查看集成日志
除了可以在边缘数据集成的任务列表中查看单个任务的集成日志，在边缘数据集成列表中可以单击查看日查看日
志志后登录阿里云日志服务控制台查看边缘集群执行日志：

在数据集成作业中，输入、转换、输出节点都可以通过自定义脚本来实现功能。

支持的语法支持的语法
脚本使用JavaScript语言进行编写，语法上支持ES5以及ES6的const和let语法。

ES5的语法及常见API可以参考地址： http://www.ecma-international.org/ecma-262/5.1/index.html

ES6语法

const

const声明一个只读的常量，一旦声明，常量的值就就不能改变；

const的作用域和let一样，只在声明所在的块级作用域内有效。

let

在ES5中，只有两种作用域，一种是函数作用域，另一种是全局作用域，这个导致在写脚本的时候容易
出现变量覆盖的情况；

7.14. 脚本使用指南7.14. 脚本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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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S6增加了let语法，用于声明变量，用法类似于var，但是所声明的变量只在let所在的代码块内有
效；

建议在脚本开发的时候函数内部尽量使用let来声明变量，全局的采用var。

基础扩展API基础扩展API
我们对标准的JavaScript  API进行了相应的扩展，以提供访问数据库，调用IoT服务模型， 同步数据到主数据
的能力。

如下：

1. 数据库操作1. 数据库操作
说明：数据库操作API的使用依赖标准扩展插件包说明：数据库操作API的使用依赖标准扩展插件包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默认已经引⽤) 

1.1 SQL查询接口 - iotSqlSelect1.1 SQL查询接口 - iotSqlSelect
API: iot SqlSelect (st at ement )iot SqlSelect (st at ement )

用途：用于在JS脚本中执行sql select语句

参数 类型 说明

statement String
需要执行的select sql语句，底层已
经适配了数据库，所以这里只需要填
写对应的sql语句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code Integer

200代表sql语句执行成功

其他代表sql执执行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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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owValueObject[]

其中RowValueObject的类型为：

Map<String，Object>;

一个数组对象，数组成员为一个
Map<String，Object>对象。

对应sql select出来的每一行内容

Map的Key为列名，Object为该列对
应的值。

使用的时候需要判断该数组的长度。

示例：

[

{"key1":1，"key2":2}，
{"key1":3，"key2":4}

]

使用示例

let sqlselect = "select num, name from dbo.TestTable where num < 10";
let sqlResult = iotPluginApi.iotSqlSelect(sqlselect);
if (sqlResult.code == 200 && sqlResult.data.length > 0 ) {
    var packingList = new Array();
    for (var i = 0; i < sqlResult.data.length; i++) {
        var itemData = new Map();
    //每⼀⾏的数据
        itemData["id"] = (sqlResult.data)[i]["num"];
        itemData["name"] = (sqlResult.data)[i]["name];
  }    
}

1.2 SQL执行接口 - iotSqlExecute1.2 SQL执行接口 - iotSqlExecute
API: iot SqlExecut e(st at ement )iot SqlExecut e(st at ement )

用途：用于在JS脚本中执行sql update 或者 delete语句

参数 类型 说明

statement String
需要执行的update或delete sql语
句，底层已经适配了数据库，所以这
里只需要填写对应的sql语句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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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Integer

200代表sql语句执行成功

其他代表sql执执行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data Integer 影响的行数

使用示例

let sqlUpdate = 'update dbo.TestTable set name = "abc" where num = 1';
let sqlResult = iotPluginApi.iotSqlExecute(sqlUpdate);
if (sqlResult.code == 200) {
    console.log(sqlResult.data);
}

1.3 事务处理接口 - iotGetTransaction1.3 事务处理接口 - iotGetTransaction
API: iot Get T ransact ion()iot Get T ransact ion()

用途：用于在JS脚本中创建一个事务

参数 类型 说明

返回值：事务对象transaction

方法 作用 说明

transaction.select(statement) 查询数据 参考iotSqlSelect的调用方式

transaction.execute(statement) 修改或删除数据 参考iotSqlExecute的调用方式

transaction.commit() 事务提交

transaction.rollback() 事务回滚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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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transaction = iotPluginApi.iotGetTransaction();

    let sql1 = "INSERT INTO dbo.TB1(id,name,remark) VALUES("1,'XXX1','YYY1')";
    let sql2 = "INSERT INTO dbo.TB2(id,name,remark) VALUES("1,'XXX2','YYY2')";

    try {
        transaction.execute(sql1);
        transaction.execute(sql2);
    //事务提交
        let r = transaction.commit();
        console.log("commit:" + r);

        return iotPluginApi.newIoTxResult(200, "OK", r);
    } catch (e) {
        console.log("rollback:" + e);
    //事务回滚
        transaction.rollback();
        return iotPluginApi.newIoTxResult(500, "rollback");
    }

1.4 数据快照接口 - newDbSnapshot1.4 数据快照接口 - newDbSnapshot
API: newDbSnapshot ()newDbSnapshot ()

用途：一般用于【数据库查询】输入节点的脚本编辑

参数 类型 说明

statement String
需要执行的select sql语句，底层已
经适配了数据库。所以这里只需要填
写对应的sql语句

返回值：快照对象snapshot

使用示例

function snapshot(snapshotType, context) {
    if (snapshotType === 'increment') {
        //扫描整张表来计算增量
        return iotPluginApi.newDbSnapshot("SELECT * FROM dbo.TB");
  }
}

2. API操作2. API操作
说明：API操作的使用依赖HT T P扩展插件包说明：API操作的使用依赖HT T P扩展插件包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httpPlugin.js'); //(默认已经引⽤) 

2.1 HTTP GET2.1 HTTP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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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ht t pGet ()ht t pGet ()

用途：一般用于【API查询】输入节点或者【API依赖】输出节点的脚本编辑

参数 类型 说明

apiPath String HTTP路径，例如 /api/test

headers Map<String，String> 需要扩展的HTTP Header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code Integer

200代表HTTP请求成功

其他代表HTTP请求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data String 返回的HTTP BODY

使用示例

let response = httpPlugin.httpGet('/api/test');
if (response.code === 200) {
    //这⾥需要对response.data的数据处理
    console.log(response.data);
}

2.2 HTTP POST2.2 HTTP POST
API: ht t pPost ()ht t pPost ()

用途： 一般用于【API查询】输入节点或者【API依赖】输出节点的脚本编辑

参数 类型 说明

apiPath String HTTP路径，例如 /api/test

jsonBody String POST的JSON数据

headers Map<String，String> 需要扩展的HTTP Header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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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code Integer

200代表HTTP请求成功

其他代表HTTP请求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data String 返回的HTTP BODY

使用示例

let response = httpPlugin.httpPostJson('/api/test', '{"name":"abc"}');
if (response.code === 200) {
    //这⾥需要对response.data的数据处理
    console.log(response.data);
}

3. 日志打印3. 日志打印

3.1 API: 3.1 API: log(format，..args)log(format，..args)
用途：格式化日志打印

参数 类型 说明

format String
支持%s，%d，%c，%f等通用的格
式转换符号

args Object... 需要打印的参数，可以为多个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无

使用示例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iotPluginApi.log("toJSONString %s",utils.toJSONString(msgPayLoadList));
}

3.2 API:3.2 API:  log(object)log(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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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日志打印

参数 类型 说明

object Object
需要打印的对象，可以为String，也
可以为其他类型，如果是其他类型，
则默认转成相应的String打印出来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无

使用示例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iotPluginApi.log(eventType);
  iotPluginApi.log(msgPayLoadList);
  iotPluginApi.log('this is msgPlayLoad:' +msgPayLoadList);
}

4. 触发报警通知4. 触发报警通知
API: t t riggerAlarmriggerAlarm(param)(param)

用途： 用于在JS脚本中触发一条报警消息到云端的数字工厂，可以指定接收报警的人员，角色和组织。

参数 类型 说明

param Map<String，Object> param为一个Map结构

param的具体定义如下

level Integer

报警级别

0：提醒

1： 故障

2：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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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List List<String>

消息接收者的code码集合。

如果receiverType为role，则为角色
码，如果receiverType为user，则为
identityId，如果receiverType为
organization，则为组织ID。

receiverType String

role：角色

user：人员

organization：组织

说明：管理员的特殊角色码为
ADMINISTRATOR

title String 报警的标题

content String 报警的内容

参数 类型 说明

code Integer

200代表执行成功

其他代表执行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data Object 无返回，为null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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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var Map = Java.type('java.util.HashMap');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var transformResultList = new Array();
   var receveiverList = ['ADMINISTRATOR'];

  // 这⾥填⼊报警的相关参数
   let triggerParam = new Map();
   triggerParam.put("level",1);
   triggerParam.put("receiverList",receveiverList);
   triggerParam.put("receiverType","role")
   triggerParam.put("title","边缘数据集成报警内容⾃定义标题");
   triggerParam.put('content',"边缘数据集成报警内容:产线异常");
  
  // 这⾥为调⽤扩展API触发报警
   iotPluginApi.triggerAlarm(triggerParam);
  
     return transformResultList;
}

5. 获取设备的属性5. 获取设备的属性
API: cloudT hingPropert iesGet (param)API: cloudT hingPropert iesGet (param)

用途：获取物联网设备的属性

入参列表

入参名称入参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入参描述入参描述

param Map<String，Object> param param

param的具体定义如下

iotId 字符串 否

设备ID，生活物联网平台
为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
唯一标识符。productKey
和deviceName为空时，
该入参不允许为空。

productKey 字符串 否

产品的Key，设备证书信
息之一。创建产品时，生
活物联网平台为该产品颁
发的全局唯一标识。当
iotId为空时，该参数不允
许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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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Name 字符串 否

设备的名称，设备证书信
息之一。在注册设备时，
自定义的或系统生成的设
备名称，具备产品维度内
的唯一性。当iotId为空
时，该参数不允许为空。

入参名称入参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入参描述入参描述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code Integer

200代表执行成功

其他代表执行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data Object 无返回，为null

使用示例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var Map = Java.type('java.util.HashMap');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let getParam = new Map();
  getParam.put("productKey","a17nEF9qLYJ");
  getParam.put("deviceName","mIwfRzXY9wLpRFz5RfJJ")
  let result = iotPluginApi.cloudThingPropertiesGet(getParam);

  if (result.code == 200) {
      iotPluginApi.log("获取物的属性成功")
      iotPluginApi.log("属性值为 %s",utils.toJSONString(result.data));
  }
  return;
}

6. 设置设备的属性6. 设置设备的属性
API: API: cloudT hingPropert iesSetcloudT hingPropert iesSet (param)(param)

入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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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名称入参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入参示例入参示例 入参描述入参描述

iotId 字符串 否

设备ID，物联网平台
为设备颁发的ID，设
备的唯一标识符。
productKey和
deviceName为空
时，该入参不允许
为空

items JSON 是 {} set参数

productKey 字符串 否

产品的Key，设备证
书信息之一。创建
产品时，生活物联
网平台为该产品颁
发的全局唯一标
识。当iotId为空
时，该参数不允许
为空

deviceName 字符串 否

设备的名称，设备
证书信息之一。在
注册设备时，自定
义的或系统生成的
设备名称，具备产
品维度内的唯一
性。当iotId为空
时，该参数不允许
为空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code Integer

200代表执行成功

其他代表执行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data Object 无返回，为null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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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var Map = Java.type('java.util.HashMap');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let param = new Map();
  let serviceParam = new Map();
  param.put("productKey","a17nEF9qLYJ");
  param.put("deviceName","mIwfRzXY9wLpRFz5RfJJ");
  serviceParam.put("wendu",1);
  serviceParam.put("shidu",2);
  param.put("items",serviceParam);
  let result = iotPluginApi.cloudThingPropertiesSet(param);

  if (result.code == 200) {
      iotPluginApi.log("设置物的属性成功")
  }
  return;
}

7. 调用设备的服务7. 调用设备的服务
API: API: cloudT hingServiceInvokecloudT hingServiceInvoke

入参列表

入参名称入参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入参示例入参示例 入参描述入参描述

iotId 字符串 否 xxxxxxxx

设备ID，物联网平台
为设备颁发的ID，设
备的唯一标识符。
productKey和
deviceName为空
时，该入参不允许
为空

identifier 字符串 是 xxxxxxxx 服务的标识符

args JSON 是 {} 服务入参

productKey 字符串 是

产品的Key，设备证
书信息之一。创建
产品时，生活物联
网平台为该产品颁
发的全局唯一标
识。当iotId为空
时，该参数不允许
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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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Name 字符串 是

设备的名称，设备
证书信息之一。在
注册设备时，自定
义的或系统生成的
设备名称，具备产
品维度内的唯一
性。当iotId为空
时，该参数不允许
为空

入参名称入参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入参示例入参示例 入参描述入参描述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code Integer

200代表执行成功

其他代表执行失败，

在使用时需要判断该返回值

data
Object 无返回，为null

使用示例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var Map = Java.type('java.util.HashMap');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let param = new Map();
  let args =new Map();
  param.put("productKey","a17nEF9qLYJ");
  param.put("deviceName","mIwfRzXY9wLpRFz5RfJJ");
  param.put("identifier","start");
  args.put("param1",1);
  args.put("param2",2);
  param.put("args",args);
  let result = iotPluginApi.cloudThingServiceInvoke(param);

  if (result.code == 200) {
      iotPluginApi.log("调⽤物的服务成功")
      iotPluginApi.log("返回值为 %s",utils.toJSONString(result.data));
  }
  return;
}

8. 工具函数utils8. 工具函数ut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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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PI: sle8.1 API: sleepep(ms)(ms)
用途： 用于在JS脚本中休眠sleep

参数 类型 说明

ms Integer 需要休眠的毫秒数字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无

使用示例

//引⽤iot扩展Api模块,必须引⽤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utils.sleep(1000);
    iotPluginApi.log("sleep 1 seconds");
}

8.2 API: toJSONString8.2 API: toJSONString(param);(param);
用途： 用于在JS中将一个JS对象转成JSON字符串5.1 API: sle sleepep(ms);(ms);

参数 类型 说明

paramparam Object
需要转换的JS对象，比如为
Map，List可以JSON序列化的对象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String 返回一个JSON字符串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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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iot扩展Api模块,必须引⽤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iotPluginApi.log("toJSONString %s",utils.toJSONString(msgPayLoadList));
}

8.3 全局变量

读取、存储、删除全局变量，在JS中调用。

方法方法 说明说明

ut ils.get Var(key）ut ils.get Var(key） 读取一个变量

ut ils.put Var(key）ut ils.put Var(key） 存储一个变量

ut ils.removeVar(key）ut ils.removeVar(key） 删除一个变量

8.4 API: 时间格式化

（1）f ormat Dat e（1）f ormat Dat e(t imest amp, unit Name, pat t ern)(t imest amp, unit Name, pat t ern)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 imest ampt imest amp Long 时间戳

unit Nameunit Name String

时间单位

NANOSECONDS - 纳秒

MICROSECONDS - 微秒

MILLISECONDS - 毫秒

SECONDS - 秒

DAYS - 天

pat t ernpat t ern String yyyy-MM-dd hh:mm:ss

返回值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tring 格式化时间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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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引⽤iot扩展Api模块,必须引⽤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masterData["DatetimeX"] = utils.formatDate(msgPayload["DateTimeX"], "NANOSECONDS", "yyyy-
MM-dd HH:mm:ss");
  masterData["TimestampX"] = utils.formatDate(msgPayload["TsX"], "NANOSECONDS", "yyyy-MM-dd
HH:mm:ss");
  masterData["DateX"] = utils.formatDate(msgPayload["DateX"], "DAYS", "yyyy-MM-dd");
  masterData["TimeX"] = utils.formatDate(msgPayload["TimeX"], "MICROSECONDS", "HH:mm:ss");
}

（2）f ormat Dat e（2）f ormat Dat e(dat et ime, pat t ern)(dat et ime, pat t ern)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 imest ampt imest amp Long 时间戳

pat t ernpat t ern String yyyy-MM-dd hh:mm:ss

返回值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tring 格式化时间字符串

返回值

//引⽤iot扩展Api模块,必须引⽤
var iotPluginApi = require('./iotPlugin.js');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msgPayLoadList){
  let datestr = utils.formatDate(datetime, "yyyy-MM-dd HH:mm:ss");
}

9 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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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输出/转换节点的脚本函数中，都用一个context记录作业的上下文，context.envConfig.get("参数
名") 可以读取到边缘数据集成中已经配置的参数值。

10 JS插件

写好一个插件，上传到边缘数据集成配置中，可以被这个配置中的任务一个作业节点脚本引用。

典型例子：写好一个API登录检测的包，在输入输出节点脚本中调用。

var httpPlugin = require('./../httpPlugin.js');

var token = null;
//上次使⽤token的时间
var token_time = 0;

function getToken(name, password) {
 if (new Date().getTime() - token_time > 1000*30) {
  //模拟获取Token的过程
  let response = httpPlugin.httpPostJson("/api/getToken", {"name":name, "pwd": password});
  if (response.code === 200) {
   token = response.data;
  } else {
   console.log("GetToken error:" + response.code);
      return null;
  }
 }
 token_time = new Date().getTime();
 return token;
}

module.exports.getToken = getToken;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1. JS的变量提升问题

说明：在脚本中经常需要在函数中实现较多的转换逻辑，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JavaScript(ES5)中的var变量的
作用域跟Java和C的作用域不同，否则会出现函数中的变量被覆盖的情况，导致各种问题，例如死循环。

在大多数编程语言中，会用花括号  {} 来形成一个作用域，俗称“块作用域”，例如C语言、C++等。但是

在JS中  {} 并不能产生块作用域，JS中的作用域是依靠函数形成的。

在ECMAScript5中，JS只有两类作用域：全局作用域、函数作用域。

全局作用域：全局对象的作用域，在代码的任何地方都可访问，但有时会被函数作用域覆盖

函数作用域：作用于整个函数范围内，不管到底是在函数中的何处进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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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的数字工厂脚本引擎版本中，已经支持了ES6的let和const语法，建议在编写脚本的时候使用let和
const以避免该问题的产生。

调试方法调试方法

1. 调试转换节点的脚本函数1. 调试转换节点的脚本函数
在创建一个数据集成任务后，需要在作业任务的转换节点编写转换函数（即transform函数，默认有参考代
码），

在编写完该函数后，可以通过mock数据的方法来运行该函数，并进行日志打印和结果输出。

步骤

1) 登录oc.supet.com，进入平台管理-》边缘计算-》选择一个数据集成任务-》编辑-》任务列表-》

点击转换节点的“配置”按钮；

mock参数说明：mock参数是在点击调试的时候，transform函数的入参：msgPayLoad 其类型为一个
Map<String，Object>类型。

2. 查看JS的调试日志2. 查看JS的调试日志
在调试阶段，可以在云端直接针对某个集成任务进行实时调试，即脚本在边缘运行时，日志可以实时输出到
云端的调试窗口中，该功能主要帮助在开发、调试阶段查看脚本的运行结果和日志情况。

2.1 在边缘数据集成中选择一个需要调试的任务，点击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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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过修改数据库或者其他方法触发数据变化，然后查看脚本的日志打印

3. 查看JS的运行日志3. 查看JS的运行日志
当调试完一个脚本后，需要将该脚本正式下发到边缘应用，以正式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时可能会产生全量数据，增量数据，进而出发脚本运行，如果需要查看运行中的JS日志，可以通过
如下方法查看：

进入边缘数据集成-》点击查看日志

输入阿里云账号和密码：

打开SLS日志窗口后，输入关键字“JsScriptLog”进行搜索查看。

作业节点脚本函数说明作业节点脚本函数说明

1. 输入节点1. 输入节点
输入节点类型是“数据库增量”、“服务提供”、“API上传”的情况不需要编写脚本。

1.1 数据库查询1.1 数据库查询
方法一：获取整张表的全量数据，增量数据由系统计算两次SELECT之间的差别。

/**
 *
 * @param snapshotType full=全量同步，increment=增量同步，retry=重传数据
 * @param context
 *     context.snapshotOffset：记录⽬前偏移值，类型是数字、⽂本、MAP
 *     context.snapshotDiffDelete：是否计算删除增量
 *     context.snapshotRetryKeys：重传的唯⼀标识，Map类型，只有在snapshotType=retry才有值
 */
function snapshot(snapshotType, context) {
        //扫描整张表读取全量数据
        return iotPluginApi.newDbSnapshot("SELECT * FROM dbo.BG_Item");
}

方法二：完整的实现全量、增量、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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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aram snapshotType full=全量同步，increment=增量同步，retry=重传数据
 * @param context
 *     context.snapshotOffset：记录⽬前偏移值，类型是数字、⽂本、MAP
 *     context.snapshotDiffDelete：是否计算删除增量
 *     context.snapshotRetryKeys：重传的唯⼀标识，Map类型，只有在snapshotType=retry才有值
 */
function snapshot(snapshotType, context) {
    if (snapshotType === 'increment') {
        //扫描整张表来计算增量
        return iotPluginApi.newDbSnapshot("SELECT * FROM dbo.BG_Item");

        /* ⾼级⽤法：
        //⾃定义增量
        if (context.snapshotOffset == null) {
            context.snapshotOffset = utils.currentTimeMillis();
        }
        let sql = "SELECT * FROM dbo.TB WHERE timestamp > " + context.snapshotOffset;
        context.snapshotOffset = utils.currentTimeMillis();
        context.snapshotDiffDelete = false;
    return iotPluginApi.newDbSnapshot(sql);
         */
    } else if (snapshotType === 'retry') {
        //失败数据重传
        return iotPluginApi.newDbSnapshot("SELECT * FROM dbo.BG_Item WHERE cItemCode = " + 
context.snapshotRetryKeys['cItemCode']);
    } else {
        //扫描整张表读取全量数据
        return iotPluginApi.newDbSnapshot("SELECT * FROM dbo.BG_Item");
    }
}

1.2 API查询1.2 API查询
说明：从一个API获取增量数据，不实现全量和重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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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aram snapshotType full=全量同步，increment=增量同步，retry=重传数据
 * @param context
 *       context.path: api路径
 *     context.snapshotOffset：记录⽬前偏移值，类型是数字、⽂本、MAP
 *     context.snapshotDiffDelete：是否计算删除增量
 *     context.snapshotMore：如果全量太多数据，需要分⻚，设置这个参数是true
 *     context.snapshotRetryKeys：重传的唯⼀标识，Map类型，只有在snapshotType=retry才有值
 */
function snapshot(snapshotType, context) {
    if (snapshotType === 'increment') { //重传，不实现⽆法拉增量数据
        if (context.snapshotOffset == null) {
            context.snapshotOffset = utils.currentTimeMillis(); //从当前时间戳开始
        }

        //构造请求参数
        let params = {'timestamp': context.snapshotOffset};

        //发起HTTP请求,也⽀持httpGet
        let body = httpPlugin.httpPostJson(context.path, utils.toJSONString(params)); //发起
HTTP请求

        if (body.code !== 200) {
            return null;
        }
        //处理返回结果
        let records = iotPluginApi.newList();
        let record = JSON.parse(body.data);
        records.add(record);
        //records.add(xxx);添加更多数据

        //不需要计算增量删除
        context.snapshotDiffDelete = false;

        //更新记录
        context.snapshotOffset = utils.currentTimeMillis();

        return records;
    } else if (snapshotType === 'full') { //全量同步，不实现⽆法拉取全量数据
        //参考增量实现⽅法
        //如果需要分⻚：可以⽤context.snapshotOffset记录位置
        //           同时设置context.snapshotMore=true
        return null;
    } else if (snapshotType === 'retry') { //重传，不实现⽆法重传数据
        //参考增量实现⽅法
        //重传的标识符从context.snapshotRetryKeys读取
        return null;
    }
}

2. 转换节点2. 转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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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转换输入节点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到目标数据格式。

/**
 * 客⼾实现: transform()转换函数
 * 这是脚本转换器的第⼀个转换函数,负责将 数据来源(如数据库变换的数据) 转换成 ⽬标数据格式,如主数据,服务
模型数据,物联⽹数据等
 * 如下的代码是⼀个⽰例：仅供参考,需要根据您的实际业务场景转换逻辑进⾏编写
 * ⽰例代码是数据源的数据转换成iot⼯业数字⼯⼚的⼈员主数据格式
 * @param eventType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msgPayload 为需要转换的⽬标数据,注意其格式是⼀个Map,对应Java的格式为Map<String, Object>
 * @context 系统上下⽂参数
 * @return 返回转换后的数据格式,必须也为⼀个Map,即数据输⼊为Map,转换格式后还是为Map
 */
function transform(eventType, msgPayload, context) {
    let masterData = new iotPluginApi.newMap();
  //在这⾥实现数据转换逻辑
    masterData["num"] = msgPayload["id"];
    masterData["name"] = msgPayload["name"];
  
  //这⾥也可以调⽤数据库操作API来查询数据

    return masterData;
}

注注：转换节点如果需要调用【数据库操作】或者【API操作】，默认访问的数据源是输入数据源。转换节点如果需要调用【数据库操作】或者【API操作】，默认访问的数据源是输入数据源。

3. 输出节点3.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类似是“主数据 ”、“服务依赖”的情况不需要编写脚本。

3.1 数据库回写3.1 数据库回写
不需要事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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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实现: distribute()分发函数
 * 负责将 transform转换后的数据写⼊边缘数据库
 * @param eventType 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transformData transform转换后的数据，是⼀个Map
 * @param context
 */
function distribute(eventType, transformData, context) {
    let sql = "INSERT INTO dbo.TB2(id,name,remark) VALUES(" + transformData['id'] + ",'XXX'
,'YYY')";

    //写⼊边缘数据库
    let ret = iotPluginApi.iotSqlExecute(sql);
    //在这⾥构造服务模型返回数据
    if (ret.code === 200) {
        //成功
    } else {
        //失败
    }
    return ret;
}

方法二：事务支持。

/**
 * 客⼾实现: distribute()分发函数
 * 负责将 transform转换后的数据写⼊边缘数据库
 * @param eventType 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transformData transform转换后的数据，是⼀个Map
 * @param context
 */
function distribute(eventType, transformData, context) {
    let transaction = iotPluginApi.iotGetTransaction();

    let sql1 = "INSERT INTO dbo.TB1(id,name,remark) VALUES(" + transformData['id'] + ",'XXX
','YYY')";
    let sql2 = "INSERT INTO dbo.TB2(id,name,remark) VALUES(" + transformData['id'] + ",'XXX
','YYY')";

    try {
        transaction.execute(sql1);
        transaction.execute(sql2);
        let r = transaction.commit();
        console.log("commit:" + r);

        return iotPluginApi.newIoTxResult(200, "OK", r);
    } catch (e) {
        console.log("rollback:" + e);
        transaction.rollback();
        return iotPluginApi.newIoTxResult(500, "rollbac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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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用API

说明：发起HTTP请求并分析响应结果。

/**
 * 客⼾实现: distribute()分发函数
 * 负责将 transform转换后的返回数据通过API⽅式上报
 * @param eventType 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transformData transform转换后的数据，是⼀个Map
 * @param context
 *     context.path：传⼊来的API路径
 */
function distribute(eventType, transformData, context) {
    //发起⼀个HTTP请求，
    let data = httpPlugin.httpPostJson(context.path, utils.toJSONString(transformData));
    console.log("HTTP返回数据：" + data);
    //如果返回是⼀个JSON结构
    let jsonMap = JSON.parse(data.data);
    //返回结果
    return iotPluginApi.newIoTxResult(200, "success", jsonMap);
}

3.3 告警

说明：输出节点为告警的场景适用于监听数据变化后触发通知，注意这里的报警需要提前在数字工厂->通知
规则中进行报警定义，并定义报警的标题和内容。报警触发后，会在数字工厂的报警弹窗和钉钉中通知。

/**
 * 客⼾实现: distribute()分发函数，⽤于输出节点
 * 如下的代码是⼀个⽰例:仅供参考,需要根据您的实际业务场景转换逻辑进⾏编写
 * @param eventType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transformData 这是转换节点的transform()函数返回的内容，即转换后的数据格式
 * @context 系统上下⽂参数
 * @return
 */
function distribute(eventType, transformData, context) {
   //提⽰：可以在这⾥对transformData进⾏判断，符合触发条件的才⾛下⾯的告警逻辑
   iotPluginApi.log('告警');
   let a = iotPluginApi.triggerCloudAlarm('报警的内容写在这⾥');
   return iotPluginApi.newIoTxResult(200, "success", null);
}

3.4 物联网设备服务

说明：需要在IOT的物联网设备上为该设备创建一个服务，并在输出时选择设备及需要调用的设备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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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实现: distribute()分发函数，⽤于输出节点为设备物模型服务调⽤
 * 如下的代码是⼀个⽰例:仅供参考,需要根据您的实际业务场景转换逻辑进⾏编写
 * @param eventType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transformData 这是转换节点的transform()函数返回的内容，即转换后的数据格式
 * @context 系统上下⽂参数
 * @return
 */
function distribute(eventType, transformData, context) {
    //注意：triggerDeviceServiceCall的参数为⼀个JSON结构,即设备服务调⽤的参数
    //如果该服务未设置任何参数，这传⼊空的json对象接⼝。
    //也可以在这⾥进⾏if判断，对数据进⾏过滤，只有符合条件对才触发设备调⽤
   let a = iotPluginApi.triggerDeviceServiceCall({});
   return a;
}

3.5 自定义脚本

说明：自定义脚本为用户自定义的输出逻辑，用户可以在该脚本中调用八爪鱼脚本的API函数实现自己的逻
辑。注：该distribute函数需要返回IoTxResult  200代表函数调用成功。

/**
 * 客⼾实现: distribute()分发函数，⽤于输出节点
 * 如下的代码是⼀个⽰例:仅供参考,需要根据您的实际业务场景转换逻辑进⾏编写
 * @param eventType为事件类型,对于数据库事件有 insert,update,delete
 * @param transformData 这是转换节点的transform()函数返回的内容，即转换后的数据格式
 * @context 系统上下⽂参数
 * @return
 */
function distribute(eventType, transformData, context) {
   //这是⼀个⾃定义的脚本，您可以在这⾥通过调⽤数据集成的脚本API实现⾃定义的输出逻辑
   //这个⽰例脚本仅仅只是打印了⼀条语句，⽤于参考
   iotPluginApi.log('this is user-defined script');
   return iotPluginApi.newIoTxResult(200, "success", null);
}

4. 使用步骤4. 使用步骤
下面介绍如何使用脚本的几个步骤。

4.1. 创建数据集成和开发作业任务4.1. 创建数据集成和开发作业任务
创建一个数据集成，然后在该数据中创建一个作业任务，同时完成输入节点、转换节点、输出节点的配置和
脚本编写。

转换节点必须实现脚本，其他的输入节点、输出节点根据不同的类型有些需要配置，

有些需要进行脚本编写，请根据实际业务场景进行配置。

4.2. 调试脚本4.2. 调试脚本
在完成脚本编写后，通过Mock参数和调试的方法进行脚本调试，查看调试的返回值确认脚本是否编写正确。

4.3. 下载配置4.3. 下载配置
脚本编写和调试完成后，进行数据集成页面的编辑页面，点击“下载配置”，将脚本下载到边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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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查看数据集成结果4.4. 查看数据集成结果
查看主数据/服务模型/API等输出节点的同步结果。

下载成功后，查看主数据的数据，或者服务模型的数据以判断是否同步成功。

也可以通过在边缘的数据库进行数据库表的修改触发增量数据，进而脚本转换查看同步的结果。

提供对数字工厂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的功能。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可以选择把数字工厂的主数据、基础模型以及工业应用提供的业务数据同步到数字工厂的数据中心中进行下
一步的数据分析。

主数据同步主数据同步

选择平台管理平台管理->数据开发数据开发->数据同步数据同步，首先可以选择哪些主数据需要同步到数据中心，单击是否同步的按
钮，将把对应的主数据同步到数据中心中。

如果不再创建需要同步主数据，可以关闭数据同步。

基础模型同步基础模型同步

选择平台管理平台管理->数据开发数据开发->数据同步数据同步，选择基础模型标签，可以选择把工厂模型、工艺路径和库存地点同
步到数据中心，单击模型分类后的是否同步的按钮，将把对应的模型数据同步到数据中心中。

7.15. 数据开发7.15. 数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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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再创建需要同步模型数据，可以关闭数据同步。

经营业务数据同步经营业务数据同步

选择平台管理平台管理->数据开发数据开发->数据同步数据同步，选择经营业务数据标签，可以选择把哪种类型的业务数据同步到数
据中心，单击业务数据分类后的是否同步的按钮，将把对应的业务数据同步到数据中心中。

如果不再创建需要同步经营业务数据，可以关闭数据同步。

数据查看数据查看
选择平台管理平台管理->数据开发数据开发->数据查看数据查看，能查看数据中心的数据库结构，帮助编写数据开发的作业。开启数
据同步后会默认创建一个default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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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efault数据库节点下列出了所有的数据表，选择需要查看的数据表，将显示表的基本信息，包括表名、
描述以及每一列的列名、类型以及列描述，下图是同步的物料主数据表结构：

可以通过数据预览数据预览功能可查看表中的数据记录：

自定义表自定义表
选择平台管理平台管理->数据开发数据开发->数据查看数据查看，能创建自定义的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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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表窗口中输入表名、描述以及创建对应的表结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选择平台管理平台管理->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项目管理项目管理，能管理数据开发项目，每个数字工厂将默认创建一个数字工厂数据
分析示例项目，通过示例项目能够更好的理解数据开发的作业和工作流的使用。单击示例项目的项目开发项目开发操
作，可以看到示例项目提供的作业和工作流。

作业作业

数据开发作业提供了两种类型的作业：

数据同步：支持工业应用或者边缘端自建数据库同步到数字工厂数据中心

SQL分析：可以编写SQL脚本对数据中心的数据进行定制开发

数字工厂示例项目提供了四个SQL分析类型的作业示例：作业“主数据统计”统计不同状态的主数据的数
量；作业“工厂模型”把同步到数据中心的工厂模型中的工厂、车间、产线、加工中心四级模型转换成一个
能以工厂模型维度进行数据分析的维度视图；作业“产品合格率明细”把生产报工和质检结果数据进行统
计，计算得到详细合格率结果；作业“质量合格率分析”实现了根据详细的合格率结果，统计工厂模型维度
的质量合格率，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实现标准经营分析中成品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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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作业的编辑编辑操作，可以看到每个作业的详细内容：

作业详情中可以看到作业名称、作业类型以及脚本编辑区和日志，单击编辑编辑可以对作业基本属性进行编辑：

可以对作业的名称、描述、预计最大运行时长、失败重试次数以及作业运行失败后的策略，进行编辑：

在脚本编辑区，也能查看到具体的作业脚本，单击运行运行将提交作业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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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运行后，可以在日志框中查看到作业运行的最新日志以及运行后的结果，单击查看运行记录查看运行记录

作业运行的结果将产生新的结果页，可单击查看结果输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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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记录窗口中可以查看到所有作业和工作流的历史运行记录详情：

工作流工作流

数字工厂示例项目中选择工作流工作流，示例项目提供了两个工作流，工作流“主数据统计”执行作业“主数据统
计”；工作流“质量分析”执行作业“工厂模型”、“产品合格率明细”和“质量合格率分析”，单击编编
辑辑查看质量分析工作流详情

工作流编辑页面包括了工作流名称、描述、当前调度状态、调度方式以及工作流内容，单击运行运行，可以提交
工作流任务马上运行：

工作流运行后可以在日志中看到当前工作流中每个作业实例的运行情况，包括作业名称、类型、运行时间以
及执行状态，可以单击详情详情，查看作业实例的运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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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流的运行记录中，状态是运行中运行中的工作流可以单击停止停止，终止本次工作流的运行；也可以单击暂停或
者恢复来控制工作流运行：

新建项目新建项目

可以单击新建项目，创建自己的数据开发项目：

输入数据开发项目的名称和描述：

项目确认添加后在项目列表中可以进行项目开发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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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项目中首先需要建立新的作业，单击新建作业，并输入作业名称和描述：

新建作业成功后，单击编辑编辑对作业进行内容编辑：

数据开发作业有以下基本属性：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描述

作业名称 标识作业，同一个项目下名称唯一 产量总数统计作业

预计最大运行时间
表示作业提交执行最长运行时间，超
过设定时间作业将返回失败。

0秒，表示不设置最大运行时间；30
秒，表示作业提交执行超过30秒没
有结果，将返回作业运行超时失败。

失败重试次数
表示作业执行失败后重新尝试执行的
次数

0，表示作业一旦失败将启动失败策
略；3，表示作业失败后将重试3
次，3次都失败将启动失败策略。

失败策略
作业失败以后将根据失败策略影响工
作流的执行

跳过，作业失败后工作流跳过当前作
业进入到下一个步骤执行；停止工作
流，作业失败后该工作流将不再继续
执行

描述 对作业功能进行描述
计算每种产品在当前班次每条生产线
的产量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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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作业需要输入参数，可以单击添加参数添加参数：

来指定作业中引用参数的名称和值，在作业代码里通过引用${变量名}，然后在此处增加key为变量名，value
为变量值的一行记录。例如：变量dy_date的值为当前日期前5天可以配置为${yyyy-MM-dd-5d}，参数的使
用可以参看数字工厂示例项目中的作业“产品合格率明细”中bizdate参数使用。

参数配置完成后，就可以在编写作业脚本，数字工厂数据开发支持Spark SQL脚本，语法请查看Spark SQL。
编写的脚本可以直接添加运行，查看运行日志进行调试。

如果选择是数据同步类型的作业，可以根据示例文件修改对应的数据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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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如果被同步的源数据库有设置IP白名单的安全机制，需要把以下IP加入到白名单中：

创建好作业后，在项目中的工作流页签中单击新建工作流新建工作流，填写工作流名称和描述：

新建工作流成功后，单击编辑编辑对工作流进行内容编辑：

数据开发工作流有以下基本属性：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描述

工作流名称 标识工作流，同一个项目下名称唯一 每天统计产量总数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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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状态
表示当前工作流是否开始根据调度策
略进行启动执行。

停止，表示工作流不启动；启动，表
示工作流满足条件后进行启动。

时间调度
设定工作流自动运行的时间周期，调
度状态为启动。

设置周期启动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段，调度周期采用CRON表达式。

依赖属性调度
可选择指定工作流，一旦依赖工作流
结束后，将启动本工作流。

依赖属性调度，选择数字工厂示例项
目的质量分析工作流，质量工作流结
束后将执行本工作流。

描述 对工作流功能进行描述
每天2点计算每种产品在当前班次每
条生产线的产量总数。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描述

完成基本属性设置后，就可以在编辑工作流区域中设定作业的执行顺序和关系，每个工作流有一个开始节点
和结束节点，在左边的作业节点列表中拖取要执行的节点到编辑区：

根据工作流功能设定节点之前的执行顺序：

设定好节点执行顺序后，可以单击运行运行和查看日志调试工作流。

数据集成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可以把数据开发工作流运行的结果通过开放数据源的方式提供给其他数据可视化工具
（QuickBI和DataV数据大屏）使用，然后把数据可视化工具开发的分析功能集成到导航中分配给用户去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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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数据源访问信息数据源访问信息，数据可视化工具只要支持EMR数据源，就可以通过设置数据源的访问地址、数据库名
称、端口以及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数据库访问。

单击新增仪表盘新增仪表盘：

输入QuickBI的仪表盘信息、pageID、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通过QuickBI的组织识别码获得）：

确认后将集成到导航设置中的经营驾驶舱模块下，并可以进行访问权限的设置。

如果集成DataV数据大屏，需要切换到数据大屏后单击新增数据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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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数据大屏的名称、链接和验证Token（通过DataV的DataV分享页Token参数签名校验获得）：

数字工厂的管理人员可以发布企业内的系统重要公告。

新建公告新建公告
在公告管理中单击新增公告新增公告：

7.16. 公告管理7.16. 公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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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内容中添加相关的标题和编辑正文：

单击确认确认后将记录公告发布人和发布时间，最新的系统公告将出现在数字工厂首页公告栏中。

查看公告查看公告
所有公告将按照公告发布时间发布到数字工厂首页公告栏中，点击公告标题，将显示公告的正文。

编辑公告编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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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告内容需要修改，在公告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公告，单击编辑编辑操作：

修改公告标题或正文内容确认后，将修改公告发布人和发布时间，也会在首页公告栏中第一条显示。

删除公告删除公告
如果公告不再发布可见，单击该公告的删除删除操作，将从首页公告栏中删除。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平台管理 工业互联网平台

229 > 文档版本：20220629



用户登录数字工厂以后，将在导航菜单中看到分配给您的应用业务功能，可以点击左侧导航菜单进入到具体
的业务操作中。具体导航菜单的设置、登录权限分配，请查看权限管理和站点设置两个章节

开通数字工厂后平台将根据选择的企业所在行业开通相关的应用服务，用户也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开
通或者选购工业应用。工业应用开通后，可通过导航设置、权限管理，不同的用户登录数字工厂以后，将在导
航菜单中使用分配的应用业务页面和功能，可以点击左侧导航菜单进入到具体的业务操作中。

工厂日历根据工厂调度人员需要进行工厂班次管理和安排停产停工时间的使用背景，提供“工厂日历管
理”和“查看工厂日历”两个功能。

应用开通应用开通
工厂日历是数字工厂提供的官方应用，请参考下面的步骤开通应用。

1. 在应用管理中选择“我的推荐”，然后单击工厂日历工厂日历中的开通开通。

2. 在工厂日历中的详情页面，单击开启服务开启服务。

3. 阅读授权声明后，选中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后，单击同意同意。

同意授权以后，将开通应用，在我的应用中可以看到应用的最新状态。

工厂日历管理工厂日历管理

班次管理班次管理
在工厂日历配置中可以根据工厂模型为全厂设置班次，也可以为具体的车间、产线、加工中心指定班次，在
左边的工厂模型导航中选择要设定班次的模型，然后单击新增班次新增班次。

在弹出的新增班次页面中，填写班次名称、班次的开始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选择班次的生效日期（开始生
效日期最早从第二天开始生效，如果结束日期不填写表示一直生效），填写班次描述信息。

8.应用功能8.应用功能

8.1. 什么是应用功能8.1. 什么是应用功能

8.2. 工厂日历8.2. 工厂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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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班次中有非有效生产时间，比如班前会、午休时间等，增加非生产时间，非生产时间将影响有效设备综
合效率中的时间开动率的计算，非生产时间不计算在有效作业时间内，比如8个小时的班次时间，如果前面
有15分钟的班前会。

有效作业时间计算方法为：

如果还有班次内其他计划非生产时间，可以继续新增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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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新增完后将出现在班次管理列表中，可以对班次进行修改和删除。

计划停产管理计划停产管理
计划停产时间为根据假期、人力安排、设备保养等情况提前计划的非生产时间，这个时间段也不计算在有效
作业时间。与班次一样可以设置全厂的计划停产时间，也可以为具体的车间、产线、加工中心安排停产。选
择要设置的工厂模型，然后选择计划停产管理计划停产管理，单击新增计划停产新增计划停产。

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新的计划停产名称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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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时间有下面两种方式：

指定时间段：如果停产时间为指定时间段，为指定停产的具体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按星期循环：如果停产时间为按照星期循环，在时间选择首先选中“按星期”，然后选择星期几，最后选
择具体的开始休息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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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工厂日历查看工厂日历
查看工厂日历的功能，可以查看具体每个工厂模型每天的生产和停产安排。首先在左侧选择工厂模型导航中
要查看工厂日历的模型。

在生产日历中可以选择具体的日期，能看到这一天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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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历中选择具体的日期以后，也可以看到当天具体的班次安排。

设备综合效率OEE（Overall Equipment Effect iveness）应用，是数字工厂提供的一套推动企业持续改善的生
产绩效工具。开通OEE应用以后，可以在我的应用中对OEE应用进行应用配置，同时提供“理想生产周期设
定”、“设备综合效率计算服务”、“设备综合效率分析”三个功能页面。

应用开通应用开通
OEE是数字工厂提供的官方应用，在应用管理中选择我的推荐我的推荐，然后单击OEEOEE中的开通开通按钮。

8.3. OEE8.3. O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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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EE中的详情页面，单击开启服务开启服务。

阅读授权声明后，选中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后，单击同意同意。

同意授权以后，将开通应用，在我的应用中可以看到应用的最新状态。

OEE应用配置OEE应用配置
在计算OEE之前需要进行相关的应用配置工作，完成以下两个部分的配置以后，才能在设备综合效率计算服
务中启动相关的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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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计算周期设置计算周期

进入应用配置页面，单击计算周期设置计算周期设置。OEE默认五分钟计算一次，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了解OEE最新数据的
频率来设置计算周期，计算周期设置越短，对云资源的占用越高，建议设置不要过于频繁。

设置计算配置设置计算配置

要对指定设备计算OEE，首先在左边的工厂模型导航中选择模型，右边将列出模型下的所有生产设备，单击
要配置的生产设备的计算配置计算配置操作。

在计算配置页面设置按照以下步骤对设备的OEE计算方式进行配置。

设置设备运行标准设置设备运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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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设备管理运行状态对应的物联网设备和属性，然后填写属性表达式和值。比如说设备物模型中有一
个设备状态属性是枚举类型：

0：初始状态（开机预热）

1：运行

2：停止

3：故障

那么选择该属性，然后选择表达式为小于（<），值填写为2。如果设备的状态为0（开机）或者1（运行）都
表示该设备已经启动，开始计算操作时间。

设置设备故障停机（可选）设置设备故障停机（可选）

如果设备物模型能够准确识别设备停机是有用设备故障造成，可设置设备故障原因，首先选择物联设备属
性，然后填写属性表达式和值。

如果设备物模型能够采集到设备故障的编码或者描述，可以选择设备故障原因对应的物联网设备属性。

设置设备其他停机原因（可选）设置设备其他停机原因（可选）

如果设备物模型能够识别出什么原因停机，可设置设备的其他原因，首先选择物联设备属性，然后填写属性
表达式和值。比如说设备物模型中有一个设备停机原因标识，用不同的数字表示不同的因素，如下示例：

0：正常运行

1：缺料

2：无生产任务

3：换品种

4：安全保护

那么选择该属性，然后选择对应的表达式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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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产量和次品统计方法设置产量和次品统计方法

通过物联网设备的计数器属性可以统计设备的总产量和次品，首先选择物联网设备的产量计数器属性，然后
输入产量计数器的上限值，计数器达到上限值后会归零重新计算。比如计数器上限为99999，统计到产量为
99999以后，再生产一次计数器将变成1，重新开始计算。

如果物联网设备的有次品的计数器属性，可以选择物联网设备的次品计数器属性，然后输入次品计数器的上
限值，计数器达到上限值后会归零重新计算。比如计数器上限为99999，统计到次品为99999以后，再生产
一次次品计数器将变成1，重新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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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生产物料标识属性设置生产物料标识属性

通过设置物联网设备的属性，根据物联网设备上报的物料唯一编码，可以获得当前设备正在生产什么物料，
这个物料可以作为OEE对比分析的特征值，也可以作为计算理想生产周期的依据（如果理想生产周期能按照
物料类型或者物料细分）。

管理统计特征值（可选）管理统计特征值（可选）

如果需要通过不同的维度来计算对比OEE并且物联网设备属性值能有对应的维度，比如对比不同操作工或者
生产不同产品的OEE，可以单击添加特征值添加特征值，然后输入特征值名称和对应的物联网设备属性。

OEE计算结果配置OEE计算结果配置

对于已经设置好计算配置的设备，可以单击OEE结果配置，通过OEE结果配置，可以把最终计算的结果，写
回到物联网设备的属性中，提供给现场的操作屏幕或者其他应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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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E输出属性：首先选择对应的物联网设备，然后选择合适的输出属性，选择好以后，启动计算服务，将
实时计算的OEE百分比结果写回到该属性中。

时间开动率输出属性：将实时计算的时间开动率百分比结果写回到该属性。

性能开动率输出属性：将实时计算的性能开动率百分比结果写回到该属性。

质量合格率输出属性：将实时计算的质量合格率百分比结果写回到该属性。

理想生产周期输出属性：将设备设定的理想生产周期写回到该属性。

产量输出属性：将实时计算的当班最新产量统计写回到该属性。

次品输出属性：将实时计算的当班最新次品总量统计写回到该属性。

有效时长输出属性：将实时计算的设备当班有效时长写回到该属性。

停机时长输出属性：将实时计算的设备当班停机时长写回到该属性。

理想生产周期设定理想生产周期设定
为了计算OEE中的性能开动率，需要设置设备的理想生产周期，理想生产周期为设备在理想情况下生产某单
位产品需要多长时间（秒/每单位），数字化工厂运营中心支持按照设备型号设置理想生产周期。

在左侧的工厂模型导航中选择模型，将在右边的周期列表中列出所有的生产设备的设备型号。选择要设定理
想生产周期的设备型号，单击设置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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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理想生产周期理想生产周期。例如型号为600吨的冲压机，每冲压一个外壳，理想情况下只需要30秒
完成。

确认后将保存设定的理想生产周期，并在周期列表中显示。

如果理想生产周期能精确到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周期不同，可以单击后面的按产出类型细分按产出类型细分。

比如说冲压机在冲压PZTOYS这类型的产品时，单独设置理想生产周期为45秒/每单位。如果冲压机设备正在
生产PZTOYS，将按照45秒/每单位计算OEE，生产其他类型的产品还是按照30秒/每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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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理想生产周期还需要进一步精确到具体的产品，可以单击后面的按产出物料细分进行设置。

设备综合效率计算服务设备综合效率计算服务
在完成设备的OEE应用配置和理想生产周期设定以后，就可以开启OEE计算服务。可以选择多个设备同时开
始计算。

也可以单独单击某一台设备的开启计算操作。

开启以后OEE计算服务将显示已经开启，再次单击将关闭。

设备综合效率分析设备综合效率分析
计算服务开始后，将根据计算配置来定时计算设备的综合效率，并提供多维度的分析方法。首先在经营管理
中选择设备综合效率分析，进入分析页面，首先选择要分析的一台或者多台设备和时间范围，以及按照哪个
特征值进行分组分析，最后选择时间维度。

特征值分组：可以按照不同的特征值去做对比分析。

同一个时间段内，比较同一台设备不同的操作工的综合效率。

同一个时间段内，生产不同的产品质量合格率的对比分析。

时间维度：可以在选定时间范围内不同的时间维度进行分析。选择时间范围为2018年01月01日到2019年
01月01日，时间维度为月份，可以看到这一年内按照月份统计每个月的OEE结果，对比分析不同月份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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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率分析波动，或者是一周内每天的质量合格率的波动情况。

对于经常进行分析的条件，可以单击保存保存，对于保存的分析方法，下次进入设备综合效率分析会自动默认按
照之前保存的条件，进行分析。

综合趋势分析综合趋势分析
首先选择好分析条件以后，单击查询查询，综合趋势分析将计算OEE的变化趋势。下图示例为冲压机按照班次分
析2019年03月14日到03月22日每天各个班次的结果，由于冲压机每天生产一个常日班（工厂日历安排的班
次），03月15日OEE为92%，03月20日降到了0%，03月21日回升到42%。

如果选择多台设备进行分析，在趋势图上会注明是哪台设备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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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开动率详细分析时间开动率详细分析
可以对OEE中的时间开动率进一步进行详细分析，切换到时间开动率详细分析时间开动率详细分析页签，然后单击查询查询。

除了时间开动率的指标以外，还会展示有效时间和设备运行时间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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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详细记录中，列出详细的记录包括每个时间段和分组的有效时间、开机时间和时间开动率。

性能开动率详细分析性能开动率详细分析
可以对OEE中的性能开动率进一步进行详细分析，单击性能开动率详细分析性能开动率详细分析页签，然后单击查询查询。

在最后的详细记录中，列出详细的记录包括每个时间段和分组的理想生产周期、开机时间、产量和性能开动
率。

质量合格率详细分析质量合格率详细分析
可以对OEE中的质量合格率进一步进行详细分析，单击质量合格率详细分析质量合格率详细分析页签，然后单击查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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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质量合格率的指标以外，还会展示总产量和次品的分析结果。

在最后的详细记录中，列出详细的记录包括每个时间段和分组的成品、次品、质量合格率。

本文为您介绍经营驾驶舱应用的开通和使用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建立经营驾驶舱，用户可以在数字工厂中建立业务指标体系，实时反映工厂的运行状态，将采集的数据
按照业务要求分析以后，形象、直观、具体、快速和准确的展示出来。开通经营驾驶舱应用后，可以在我的
应用中对经营驾驶舱应用进行应用配置，同时提供“经营分析”、“指标管理”、“指标看板”三个功能页
面。

8.4. 经营驾驶舱8.4. 经营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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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开通应用开通
经营驾驶舱是数字工厂提供的官方应用，您可按照下面操作步骤开通应用。

1. 在应用管理中选择我的推荐我的推荐，然后单击经营驾驶舱经营驾驶舱区域的开通开通。

2. 在经营驾驶舱的详情页面中，单击开启服务开启服务。

3. 阅读授权声明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后，单击同意同意。

4. 开通应用后，返回我的应用页面，查看应用状态。

指标管理指标管理
经营驾驶舱的指标管理提供用户管理经营指标的功能。假设项目中已经建立一个计划执行结果数据源，要根
据这个数据源建立经营指标，数据源内容如下。

新建指标新建指标

在指标管理列表系统会把标准经营分析中的月度经营指标做为系统默认的指标，用户也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
况创建新的指标。在经营指标管理列表页面单击新建指标新建指标。

假设项目中已经建立一个计划执行结果数据源，要根据这个数据源建立经营指标，数据源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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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指标的页面中输入指标名称，指标计算结果保留小数几位以及指标是否显示为百分比，指标单位以及
指标计算方法的描述。

如果选中显示为百分比显示为百分比复选框，计算结果显示将按照百分比显示。例如计算结果为0.9534，在指标看板中
将显示为95.34%。

然后选择指标类型，有两种指标类型：

普通指标：普通指标通过数据源的度量数据节点计算得到。

复合指标：复合指标为两个度量数据节点计算得到，例如计划完成率为计划执行结果中的完成数量除以计
划数量。

统计维度为计划指标的维度，单击添加添加增加新的统计维度。然后输入维度名称，选择一个维度数据节点。下
图以按照计划号统计每天的计划完成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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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性设置可见性设置

新建指标确认以后将在列表中显示，默认指标的状态是私有私有，表示在经营驾驶舱中该指标只有本人可见：

单击权限配置权限配置，可以修改指标的权限，共享给其他角色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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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限设置页面选中可查看指标的角色，然后单击设置为可见设置为可见：

也可单击全部可见全部可见，该指标设置为完全公开，所有角色在经营驾驶舱中可见：

设置指标的可见性以后，状态变成公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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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公开状态的指标，可以在定义授权中，设置给已经开通的物联网应用，通过查询指标接口获取指标结
果，单击定义授权定义授权：

将列出所有企业已经购买开通的工业应用，单击授权授权，将开放应用通过服务获取企业的资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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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应用后，如果该应用不再授权使用，可单击取消授权取消授权：

查看指标数据查看指标数据
新建好指标以后，如果数据源中有数据，指标将进行计算，可以单击查看指标数据查看指标数据，查看统计结果：

假设数据源中的数据如下：

选择查看时间范围，单击查询以后，可以看到指标统计结果，第一列为生产时间按天维度，计划完成数量为
每天plancount的合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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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订单完成率的计算值。

展示配置展示配置
可以定义指标在经营驾驶舱中的展示方式，单击展示配置展示配置。

在展示配置中设置这个指标最关心哪种方式去进行对比分析，例如最关心上个月的同比。

删除指标删除指标
如果指标设置错误或不再使用，可以单击删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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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看板指标看板
在指标看板中，用户可以查看关注的指标的情况，默认显示当天指标的最新情况，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指
标，也可以看到其他用户分享可见的指标。可以选择希望查看指标的日期，然后单击查询查询：

在看板顶端区域展示了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变化情况，可以通过设置指标的顶端展示，把该指标设置到重要的
显示位置：

指标对比方式为创建指标时展示配置时设定的最关系的对比方式，也可以选择修改对比方法。比如说查询本
周的及时交付率为97%，环比上周提高了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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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指标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单击指标的详情详情：

首先选择要查询的时间范围，然后单击查询查询。

可以切换图表的显示方式为柱状图或者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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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析维度也可以选择  每⽇、每周、每⽉、每季度、每年 。

经营报表经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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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营报表功能，用户可以查询计算好的原始数据并进一步分析。首先选择找到要分析的指标，然后选择
查询时间范围后，单击查询查询。将列出指标所有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也可以单击指标分析指标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

首先选择要查询的时间范围，然后单击查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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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切换图表的显示方式为柱状图或者折线图；

时间分析维度也可以选择  每⽇、每周、每⽉、每季度、每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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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经营分析标准经营分析
经营驾驶舱提供了几类标准经营分析，通过集成工业应用提供的经营业务数据，为用户提供经营分析的基本
能力。

标准分析标准分析

1. 人均产量（值）分析

为经营决策者和财务人员提供不同组织员工的经济产出量对比考核，根据关键企业效率的指标波动来指
导是否需要增加人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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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品率分析

通过帮助生产管理人员分析生产过程中造成质量不合格的因素，通过提高成品合格率减少生产过程浪
费：

3. 质量缺陷分析

帮助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人员有针对性的制定措施避免质量缺陷，保证生产过程的质量稳定性：

4. 设备效率分析

帮助分析设备或生产单元是否达到最理想生产运营情况，从生产计划、有效开机和质量合格三方面去判
断是否需要增加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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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耗分析

通过衡量生产过程使用的能耗分析，帮助产品工艺设计人员提供工艺节能的数据支撑；作为财务人员的
产品定价和利润计算的输入数据：

6. 人员出勤分析

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来指导是否需要增加人员配置和评估员工的日常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降低员工缺勤
率，减少业务直接损失和间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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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度经营分析

对关键的经营指标进行月度汇总计算，并计算月度环比和同步，帮助企业管理层监控指标趋势分析。

8. 年度经营分析

对关键的经营指标进行年度汇总计算，并计算年度环比，帮助企业管理层监控指标趋势分析。

分析操作分析操作

查询功能查询功能

标准经营分析报表上方为查询条件，选择好分析时间范围和分析对象后，单击条件后的“查询”按钮，将
根据设定的条件提取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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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取分析钻取分析

大部分报表提供多维度分析功能，能实现按照分析维度的上钻和下钻分析，单击报表名称上的钻取标记，
能显示多个层次的维度信息，以月度能耗分析为例，可以按照事业部、工厂、车间到产线四个维度分析能
耗：

在分析结果中可以单击维度，将进行向下钻取的功能：

进行到下级维度分析以后，也可以单击上级维度进行向上汇总分析。

排序排序

对于表格类的分析结果，可以单击表头进行结果排序设定。

选取度量选取度量

对于图表类的分析结果，可以单击选取关注的度量进行分析。

其他操作其他操作

对于图表类的操作，可以查看数据值并且把结果导出后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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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生产过程追溯应用的开通和使用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建立生产过程的质量追踪体系，可以为半成品和成品建立批次或者单体的生产谱系图。当出现原料、半成品
或产品缺陷时，能防止缺陷扩散并准确定位问题，提高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形象。

同时建立生产过程追溯可以尽量减少异常原因，出现异常时，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能对异常原因扰动
的出现起预警作用。

应用开通应用开通
生产过程追溯是数字工厂提供的官方应用，请参考以下步骤开通应用。

1. 在应用管理中选择我的推荐我的推荐，然后单击生产过程追溯生产过程追溯中的开通开通。

2. 在生产过程追溯详情页面，单击开启服务开启服务。

3. 阅读授权声明后，选中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后，单击同意同意。

同意授权以后，将开通应用，在我的应用中可以看到应用的状态。

应用配置应用配置
单击生产过程追溯的应用配置应用配置，可以对该应用进行使用前的配置设定，包括设备关键参数、工艺关键参数和
质检指标的设置：

设备关键参数设备关键参数
在设备关键参数设备关键参数页面，可以对不同设备型号配置需要采集和分析的设备关键参数。进入设备关键参数的设
置将列出所有的设备型号，可以对不同的设备型号设定生产方式和定义参数。

8.5. 生产过程追溯8.5. 生产过程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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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设置生产方式设置
设备的生产方式设置决定了设备采集的关键工艺参数实时数据的组织和分析方法，生产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连续生产

连续生产方式连续生产方式主要适用于连续型生产的方式的设备，比如水泥生产的回转窑或者原油初馏加热炉等。

数据组织方式可以选择每小时、每班次或者每天。以每小时为例，如果选择每小时组织连续生产的设备关
键参数，将根据参数每小时计算参数的均值、最大值等汇聚计算和进行数据的查看。

注：班次需要根据工厂日历中定义的班次进行计算开始和结束时间。注：班次需要根据工厂日历中定义的班次进行计算开始和结束时间。

属性上报

属性上报方式属性上报方式适用于离散型或者流程型生产方式，选中设备的物模型中的属性能准确上报设备什么时候
开始生产、什么时候结束生产并能确认生产的唯一标识（生产批次号或者产品序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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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例：选中属性上报方式，然后从物联网设备属性中选择设备状态等于1的情况说明设备开始生产，
设备状态变化成2表示设备结束生产，同时设备属性生产批次号作为唯一号来组织设备采集的关键参数。

事件上报

事件上报方式事件上报方式适用于离散型或者流程型生产方式，选中设备的物模型中的某一个事件能准确上报设备什
么时候开始生产、什么时候结束生产并能确认生产的唯一标识（生产批次号或者产品序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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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例：选中事件上报方式，然后从物联网设备属性中选择生产状态变化的事件，然后选择事件中的开
始时间作为生产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作为生产结束时间，字符型的生产批次号作为唯一号，生产结束后物
模型将根据生产实际情况来上报事件，根据上报时间来组织设备采集的关键参数。

定义参数定义参数
设置好设备型号的生产方式以后，下一步可以添加设备的关键参数，单击定义参数定义参数。在参数列表中将分别列
出该设备型号下面的计量型、计点型和计件型三种类型的设备关键参数。

计量型参数

计量型的设备关键参数是连续型随机变量，比较典型的是设备压力、液位等参数。创建计量型参数需要输
入参数名称，然后选择采集参数的物联网设备属性，以及采样频率（单位：秒）。

说明 说明 采样频率应该大于设备属性上报的频率，比如通过物模型属性每分钟上报参数的实时值，
那计量型的设备关键参数应该大于60秒，保证每个采集周期中的有最新的实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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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型参数的统计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均值、方差、极差和标准偏差。用户可以选择需要进行统计的
方式，系统将根据生产开始时间和生产结束时间的采集上的参数实时值，进行统计计算。

如果需要对参数进行SPC（统计过程控制），还需要设定参数的上规格限（USL）或者下规格限（LSL）。

上下规格限设置有两种方式：

直接选择USL或LSL对应的物联网设备属性，系统将根据物联网设备上报值直接取USL和LSL。

指定参数的设定值对应的物联网设备属性，然后再输入USL和LSL的计算公式，系统将根据物联网设备上
报的设定值以及计算公式，实时计算USL和LSL。

例如，冲压压力设定值通过物联网上报为600吨，USL为设定值+5%，LSL为设定值为-5%，实时计算USL
为630吨，LSL为570吨。计算公式如下：

USL（冲压压力） = 600吨 * (1 + 5%) = 630吨

LSL（冲压压力） = 600吨 * (1 - 5%） = 570吨

计点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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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件型参数是属于离散计数型统计的一种，主要是统计一定条件下参数的发生数，比如一个产品的缺陷数
量或者生产一个批次某个动作发生的次数。

通过物联网平台获取参数值有两种方式：

累加器类型

选择物联网设备属性后和设置累计上限值以后，设备开始生产的时候会读取该设备属性最新值作为初始
值，设备结束生产的时候会读取该设备属性的最新值作为最终值，最终值减去初始值，就是这个生产时
间段计点型参数的最终值。计数器达到上限值后会归零重新计算。比如计数器上限为99999，统计到产
量为99999以后，再生产一次计数器将变成1，重新开始计算。

事件统计类型

选择物联网设备事件并选择设备参数满足什么条件进行统计，比如事件中有一个检测结果，如果为0表
示检测到一个缺陷，从设备开始生产到结束生产统计按照条件出现的次数将作为计点型参数的最终值。

计件型参数

计件型参数是属于离散计数型统计的一种，主要是统计一定条件下参数的合计数，比如同生产批次下不合
格品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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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物联网平台获取参数值有两种方式：

指定属性

选择物联网设备属性后，当生产结束后，将读取属性值作为该计件参数的值。

指定事件参数

选择物联网设备事件，并指定事件中的参数，在生产过程中，将根据物联网事件上报的参数作为该计件
型参数的值。

质检指标质检指标
在工艺路径的步骤中可以设置质检指标，设置完成的质检指标可以在质检结果管理中录入相关的检测结果。
首先需要上报质检结果的工艺步骤，可以是在线过程检验的生产类型步骤，也可以是离线检验的检验类型的
步骤：

然后在输入质检指标的名称、选择类型以及指标的唯一标识，也可以单击添加添加操作增加新的质检指标：

不同类型的指标类型，单击属性值设置属性值设置可以进一步设置对应的类型值，可以帮助在录入结果时候进行校验。

指标类
型

属性值 属性值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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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字符串长度：最大字符串长度。

默认值：创建新的指标时默认填写的指标值。
缺陷原因为最长长度为50的字符串，默认为“未知
原因”。

整型

取值范围最小值：整型指标的最小取值。

取值范围最大值：整型指标的最大取值。

默认值：创建新的指标时默认填写的指标值

判定范围下限值：指标取值小于下限值，自动判
定为不合格。

判定范围上限值：指标取值大于上限值，自动判
定为不合格。

鼓包数量取值范围为0~9999，判定范围为0~3，超
过3个鼓包判定为不合格。

浮点型

取值范围最小值：浮点型指标的最小取值。

取值范围最大值：浮点型指标的最大取值。

默认值：创建新的指标时默认填写的指标值。

判定范围下限值：指标取值小于下限值，自动判
定为不合格。

判定范围上限值：指标取值大于上限值，自动判
定为不合格。

温度指标取值范围为-50~300，判定范围为0~38，
默认为36.5，如果温度超过38度判定为不合格。

枚举
判定合格参数值和描述，以及是否默认值。

判定不合格参数值和描述，以及是否默认值。
颜色指标，判定不合格的枚举为1-红/2-黄，判定合
格的枚举为3-绿，默认值为3。

日期
默认指标值为系统当前时间。

默认指标值为指定时间点。
抽检时间默认为系统当前时间。

布尔值
0：默认为假，是否判定为不合格。

1：默认为真，是否判定为合格。

GMP合格指标：

0：不合格，判定为不合格。

1：合格，判定为合格。

指标类
型

属性值 属性值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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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快速把步骤下设定的指标复制到其他步骤中，单击复制列表指标复制列表指标，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多个需要复制
的步骤，将快速复制指标：

生产报工生产报工
生产报工可为您手工上报和调整生产结果信息。主要信息包括在哪个工序、哪个设备上半成品或者成品的最
终产量。上报数据的维度可以按照某一个批次，或者生产计划单号，甚至是成品的单体序号。

查看报工记录查看报工记录

首先选择生产报工，将列出已经报工的信息。报工记录可根据物料编号进行查询，也可以根据生产开始时间
和结束时间进行查询。

新建报工记录新建报工记录
1. 单击新建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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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的页面中首先点选产出物料，在列表中选择要报工的成品或者半成品。

3. 第二步，然后输入唯一码，唯一码可以是生产计划号也可以是批次号，在离散制造中，甚至可以是单个
成品的唯一标识，比如汽车的VIN码等。

4. 根据生产物料的工艺路径选择在是在哪个工艺步骤上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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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生产的产品采用了物联网设备身份认证，可以输入身份认证ID，如果开通区块链服务对接将根据物
联网身份认证上传对应的生产数据到区块链服务平台进行记录，后续在生产追溯也可以查询到记录到区
块链上的凭证信息。

6. 如果能够明确是哪个生产单元生产，可以先选择生产单元类型，然后在哪个生产单元生产。

7. 选择生产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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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修改成实际的产量。系统默认上报数量为1。

修改报工信息修改报工信息

如果报工信息需要调整，选择需要调整的报工记录，单击编辑编辑。在新的页面中修改需要调整的信息，然后单
击确认确认。

删除报工信息删除报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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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工信息出现异常，需要删除报工记录，单击需要删除的记录后面的删除删除。

报工记录删除以后，不能再进行恢复，请您仔细确认后删除。可以选择多条需要删除的记录，并单击多条记
录删除删除。

说明 说明 除了手工上报数据，也提供生产报工API支持第三方应用进行数据上报，API的说明请查看生
产过程追溯集成说明。

质检结果管理质检结果管理
在质检结果管理中可以对生产报工录入质量检验进行记录、管理和跟踪。

质检记录管理质检记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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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单击新增质检记录新增质检记录。

在质检记录中选择生产报工记录中唯一码和工艺步骤，将显示生产总量，输入质检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质
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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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质检记录后将列出总的报工数量，已检验数量为0。

质检结果详情质检结果详情
选择质检记录，单击质检结果详情质检结果详情。

在质检结果详情页，显示质检记录信息，可以单击新增质检结果新增质检结果，记录质检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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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检结果页面中选择质检等级、检验数量、检验批次号、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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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工艺路径的指标设置中定义了判定范围，比如克重的判定访问为30~50，如果在实际录入的指标超出
了该判定访问将自动判定为不合格。

并可以选择应用配置中定义该步骤的质检指标，记录实际质检结果值，如果是多次录入质检结果，可以选
择导入上次输入内容导入上次输入内容，快速复制上次的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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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质检结果后可以看到在质检记录中的已检验数量将增加。

质检查询质检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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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质检结果管理中输入物料编号或者生产唯一编号，或者是检验时间段来查询质检记录。

正向追溯正向追溯
通过输入生产报工成品或半成品的唯一码，可以追溯其生产过程中的相关联信息。首先在唯一码查询区域输
入唯一码然后查询。

如果该唯一码进行过生产报工将列出生产报工、质检结果以及投料信息。左侧的产品谱系树将列出生产过程
中产品、半产品和原材料的构成结构。

在产品谱系树选择产品或者原料的唯一码，右侧将列出相关的生产报工、质检的详细信息。如果开通区块链
服务对接并且该唯一码采用了物联网设备身份认证，可以单击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询记录区块链上的凭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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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凭证详情将根据物联网设备身份认证ID显示所有记录在区块链服务平台上链凭证信息。

将按照上链时间显示所有的凭证信息，可以单击凭证查看详细记录。

产品管理是基础功能，提供产品创建、编辑，发布产品到主数据、对不再使用的产品进行归档，实现对自己
研发、在产及停产的产品进行管理。

应用开通应用开通
产品管理是数字工厂提供的官方应用，在应用管理中选择“我的推荐”，然后单击“产品管理”中的“开
通”按钮。

在产品管理中的详情页面，单击“开启服务”。

阅读授权声明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后，单击“同意”。

8.6. 产品管理8.6. 产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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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授权以后，将开通应用，在我的应用中可以看到应用的最新状态。

添加产品添加产品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添加产品，分别填入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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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填写产品名称，中英文，字数不超过60个。

基本单位：指当前产品的计量单位。

产品货号/编码：指当前产品的货号或编码，支持中英文和中横线，字数不超过30个。

工艺路径：选择当前产品的工艺路径，若没有，则单击设置工艺路径设置工艺路径，进入工艺路径的设置（参见工艺路
径的设置：数字工厂>设置中心>工艺设计）

产品类目：指当前产品归属的产品类目，这里需要先在主数据的进行物料类型（先配置物料组为成品，再在
归属于成品的物料类型，这个物料类型就是产品类目）的配置和发布，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成后，再确认完成发布，然后就可以正常选择产品类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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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属性自定义属性
自定义属性，指对产品进行属性的定义，支持多个属性的自定义，用户首次完成属性定义后，下次编辑或新
增产品时，可以选择已经存在属性，进行属性值的输入

新增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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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完成属性名、属性值以及产品图片的录入及上传。

发布发布
用户完成基本属性和自定义属性的信息录入后，单击提交提交，如下图所示：

产品提交完成，发布后该产品才能提供给其他业务系统调用/使用，并且发布不可恢复，一旦用户确认发
布，则可同时发布到主数据中，供其他业务系统调用。

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当前用户下全部的产品列表，包括已发布、待发布和已归档的产品，如下图：

全部产品中，可以对不同状态的产品进行管理，如对已发布状态的产品，进行编辑、复制、归档操作。

已发布产品已发布产品
展示已经发布的产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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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已发布产品，支持编辑、复制、归档操作。

编辑：除了产品货号/编码不可编辑外，其他的内容都可以编辑。

复制：复制当前产品的全部信息，用户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

归档：用户选择归档，则如下图所示：

单击确认确认后，则该产品归档，一旦归档，则不可再修改，进入到归档产品。

待发布产品待发布产品
处于待发布状态的产品，支持编辑、复制、发布和删除。

编辑：指编辑当前产品，除了产品货号/编码不可编辑外，其他均可编辑。复制：指复制当前的产品的全部
内容，用户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发布：指发布当前的产品。删除：指删除当前的产品，处于待发布状态
下的产品，可以删除。

已归档产品已归档产品
处于已归档状态的产品，不可删除和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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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单击后，能查看到当前产品的详细情况。

订单管理提供手动、API创建订单、订单查询、订单操作等； 支持面向工厂用户完成生产环节与工序映射，
支持面向生产报工映射；支持导入生产计划单及关联。

应用开通应用开通
订单管理是数字工厂提供的官方应用，在应用管理中选择“我的推荐”，然后单击“订单管理”中的“开
通”按钮。

在订单管理中的详情页面，单击“开启服务”。

阅读授权声明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授权协议”后，单击“同意”。

同意授权以后，将开通应用，在我的应用中可以看到应用的最新状态。

8.7. 订单管理8.7.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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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订单全部订单
当前支持创建线下订单，进行天天工厂生产环节映射配置，生产计划单的关联等。全部订单的订单列表，如
下图：

新增订单新增订单
单击新增订单新增订单，则进入订单新增页面，新增订单的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填写买家公司名、收货详细地址、收货人姓名及收货人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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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信息约定信息
新增订单的约定信息，如下图所示：

按照要求依次填写约定类型、约定总数量、加工类型、交货日期、约定总金额、加工产品、其他附件及备注
信息。

在新增加工产品，单击后，弹出浮层，如下图所示：

用户可以针对当前订单设置当前选择的产品的价格、数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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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需要的产品后，单击确认确认，则如下图所示：

用户可以再次新增加工产品，或上传附件，或单击提交提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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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订单复制订单
复制当前订单，把当前订单的内容都复制到新订单中。单击确认确认，在新订单可以查看订单详细情况。

关闭订单关闭订单
对于未排产的订单，支持关闭订单，单击关闭订单后，则可完成订单的关闭。

天天工厂生产环节映射配置天天工厂生产环节映射配置
映射配置映射配置

天天工厂生产环节映射，使淘宝旗下天天特卖的标准化的生产环节与工厂实际工序相匹配，实现生产端数据
上报到天天工厂，解决淘卖商家的产销协同等问题。如下图所示：

展示当前用户下配置好的工艺路径列表。选择其中的工艺进行映射配置，如下图所示：

用户可以选择工厂实际的生产工序，与天天工厂的生产环节进行映射配置，确认后即可完成配置。

工业八爪鱼应用可以集成企业已有的ERP，并提供销售、财务和库存标准经营分析，企业管理者可以及时掌
握企业的业务运营情况和核心指标的变化趋势。

8.8. 工业八爪鱼8.8. 工业八爪鱼
8.8.1. 应用配置8.8.1. 应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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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激活应用激活
如果购买了工业八爪鱼的应用，可以在数字工厂的应用安装和配置中进行工业八爪鱼的配置：

首先第一步需要激活硬件，在收到八爪鱼硬件后，参看互联网连接配置对设备进行配置网络，不需要通过扫描
边缘一体机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边缘计算控制台进行配置，直接使用机身上SN码作为激活码，选择对应的
硬件类型并输入激活码后，单击激活设备：

将开始激活设备，根据设备的网络情况，激活过程需要10到30分钟不等。

注：注：如果ERP可以直接通过公网对接，不需要安装硬件，在产品类型中选择OE-A-ECSOE-A-ECS，并输入购买工业八
爪鱼应用以后提供的软件授权码。

ERP配置ERP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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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配置对应的ERP信息，需要首先选择ERP品牌和对应的版本，然后选择对接方式采用数据库对接还是
API对接，详细获取ERP的版本和基础信息的方式，可单击下载配置说明文档下载配置说明文档获取选中版本的配置文档进行
获取：

如果选择数据库对接方式，需要根据文档配置数据库增量监控，然后输入ERP的主机设备IP地址、数据库名
称、端口和数据库连接账号密码：

如果选择API对接方式，输入连接API的访问URL，以及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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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提交配置提交配置，将进行ERP连接测试，如果连接失败，请根据配置说明文件，进行数据源信息的检查。提交
配置成功就进行下一步数据上云。

数据上云数据上云
第三步选择哪些数据需要上云进行分析，可选择以下一个或者多个数据分类进行数据上云分析：

分类 说明 对应的分析报表

销售业务数据
从时间、业务员、客户等维度分析产
品的销售情况，有目的性地改善销售
方式和优化产品结构

销售经营分析

销售渠道结构分析

产品销售分析产品销售分析

应收账款数据

按照不同账龄来分析客户的应收和已
收账款数据，监控账龄趋势，减少应
收风险，同时挖掘应用改善的机会，
提高应收周转率

财务资金分析

财务资金数据
分析当前资金的流入流出情况，建立
资金业务预警体系，防范风险，提升
资金管理洞察力

财务资金分析

库存业务数据

分析企业中仓库、产品的现有库存数
量，帮助判断库存数量是否合理的依
据，更有针对性降低某类、某些产品
的库存，使企业的库存结构更加合理

库存分析

选中的分析类型将每天计算核心指标统计值，包括每天的销售金额、出库金额、销售数量、出库数量、资金
流入、资金流出以及逾期应收金额，指标管理和分析可以通过查看指标数据，开通钉钉数字工厂后可以通过选
择定时推送业务指标来及时掌握业务运营情况：

钉钉收到的通知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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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上云确定上云，将把ERP中所有选中的分类数据同步到数字工厂进行分析，这个过程耗时将根据ERP中的数
据量从30分钟到2个小时不等：

数据上云完成将收到消息通知，可以单击查看数据查看数据，会进入到指标看板查看到数据上云后的分析结果，也可
以通过钉钉扫码访问数据分析大屏，以下展示的数据为模拟数据：

按照数据分类进行的业务分析报表，经营分析报表。

数据备份数据备份
如果ERP做了本地数据库备份，可以使用第四步数据备份的功能把本地备份文件同步到数字工厂做云端备
份，如果有需要重新安装本地ERP可以从数字工厂获取最后同步的数据进行本地数据库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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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备份说明文档备份说明文档，按照文档中的指引进行本地备份，然后输入本地备份的文件路径，如果文件访问设
置了安全权限，可输入访问文件的用户名和密码：

可选择每天自动备份到数字工厂的时间，根据选择的时间定时每天进行备份，也可以单击手动备份手动备份将马上启
动数据同步的任务，设置完成后单击提交备份提交备份，八爪鱼将按照设定进行ERP数据文件的同步备份：

从时间、产品、客户、销售员多个维度对产品销售金额核心指标进行分析，帮助企业决策者识别核心客户、
优化销售策略和制定销售激励措施。

注：注：以下分析数据为模拟数据，仅供示例参考。

销售经营分析销售经营分析

8.8.2. 销售经营分析8.8.2. 销售经营分析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平台(数字工厂)··应用功能

> 文档版本：20220629 300



可切换tab标签页，按照月度和年度分析销售数据：

可选择时间维度的查询条件，按照选中的月度或年度分析销售数据：

可选择查看数据，查看当前控件中纯数据二维表：

可标选择全屏，将当前选择控件全屏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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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各控件中的图例，来隐藏相应图例数据：

客户分类销售分析客户分类销售分析

可以选择一个客户分类（默认全部），根据所选客户分类进行数据呈现：

产品大类销售分析产品大类销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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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一个或多个产品大类进行销售数据分析：

从销售渠道和客户维度对销售数量和金额进行分析，洞察销售渠道的贡献比重和增长趋势，帮助决策渠道拓
展策略和客户关系维系政策

注：注：以下分析数据为模拟数据，仅供示例参考。

销售结构分析销售结构分析

可切换tab标签页，按照月度和年度分析销售数据：

8.8.3. 销售渠道结构分析8.8.3. 销售渠道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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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时间维度的查询条件，按照选中的月度或年度分析销售数据：

可查看被关联的标识，按所关联的维度数据呈现数据：

可选择查看数据，查看当前控件中纯数据二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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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标选择全屏，将当前选择控件全屏化呈现：

可单击各控件中的图例，来隐藏相应图例数据：

客户分析客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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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一个客户分类，根据所选客户分类进行数据呈现，默认全部：

可选择一个客户，根据所选客户组关联下的客户选择进行呈现，默认全部：

可单击二维表格表头，选择不同方法进行数据排序：

从产品分类维度对销售数量和金额进行分析，洞察哪些品类销售情况更好，帮助决策产品优化措施和销售策
略的制定。

注：注：以下分析数据为模拟数据，仅供示例参考。

产品销售综合分析产品销售综合分析

8.8.4. 产品销售分析8.8.4. 产品销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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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切换tab标签页，按照月度和年度分析不同产品的销售数据：

可选择时间维度的查询条件，按照选中的月度或年度分析不同产品的销售数据：

可选择多个产品大类（默认全部），来过滤数据进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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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查看数据，查看当前控件中纯数据二维表：

可标选择全屏，将当前选择控件全屏化呈现：

可单击各控件中的图例，来隐藏相应图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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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二维表格表头，选择不同方法进行数据排序：

当控件名称前方带有数据下钻图标时，可以进行单击下钻（表格即带下划线部分）：

产品销售趋势分析产品销售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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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多个产品（默认全部），根据所选产品进行呈现：

从销售团队和销售员维度对销售数量和金额进行分析，分析销售人员绩效和制定销售激励措施。

注：注：以下分析数据为模拟数据，仅供示例参考。

业务员销售分析业务员销售分析

可切换tab标签页，按照月度和年度分析不同业务员的销售数据：

8.8.5. 业务员销售分析8.8.5. 业务员销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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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时间维度的查询条件，按照选中的月度或年度分析不同业务员的销售数据：

可选择多个业务员（默认全部），来过滤数据进行呈现，：

可选择查看数据，查看当前控件中纯数据二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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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标选择全屏，将当前选择控件全屏化呈现：

可单击各控件中的图例，来隐藏相应图例数据：

可单击二维表格表头，选择不同方法进行数据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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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控件名称前方带有数据下钻图标时，可以进行单击下钻（表格即带下划线部分）：

从仓库地点和产品维度对库存数量进行分析，帮助判断库存数量是否合理的依据，更有针对性降低某类产品
的库存，使企业的库存结构更加合理。

注：注：以下分析数据为模拟数据，仅供示例参考。

库存分析库存分析

可切换tab标签页，按照月度和年度分析库存数据：

8.8.6. 库存分析8.8.6. 库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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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时间维度的查询条件，按照选中的月度或年度分析库存数据：

可选择多个仓库（默认全部），来过滤数据进行呈现：

可选择多个产品大类（默认全部），来过滤数据进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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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查看数据，查看当前控件中纯数据二维表：

可单击二维表格表头，选择不同方法进行数据排序：

从时间维度监控企业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帮助企业建立资金业务预警体系，防范风险，提高资金利用率。

注：注：以下分析数据为模拟数据，仅供示例参考。

财务资金流入流出分析财务资金流入流出分析
展示资金的流入流出来掌握企业实际资金状况：

8.8.7. 财务资金分析8.8.7. 财务资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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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切换tab标签页，按照月度和年度分析资金数据：

可选择时间维度的查询条件，按照选中的月度或年度分析资金数据：

可查看被关联的标识，按所关联的维度数据呈现数据：

可选择查看数据，查看当前控件中纯数据二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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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图标选择全屏，将当前选择控件全屏化呈现：

财务资金详情财务资金详情
展示企业流入流出明细，掌握每笔资金的流入流出情况：

可选择关心单据金额范围的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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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二维表格表头，选择不同条件的排序：

应收账款分析应收账款分析
根据不同客户的账龄来分析应收和已收资金数据，监控账龄趋势，减少应收风险，提高资金周转率：

可填写天数自定义临期时间范围查询应收账款：

客户账龄分析客户账龄分析
通过销售组织、客户维度展示资金回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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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多个组织，来进行过滤数据进行呈现，默认全部：

可选择多个客户），来进行过滤数据进行呈现，默认全部：

在企业级平台中开通物联网标识解析企业节点后，可以通过开放的标识解析企业节点服务给每一个物联网赋
予标识，并实现标识的数据共享权限控制，实现统一的标识跨应用、跨企业、跨地域的数据互通与业务协
同。

应用配置应用配置

8.9. 标识解析8.9. 标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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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标识服务对接的内容由行业平台统一写入，在应用配置中可以查看物联网标识服务对接配置：

可以查看二级节点分配的企业节点标识，服务访问路径、端口、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以及分配的标识加上的
可信标识间隔符。

标识规则定义标识规则定义
物联网标识的发放可以通过用户根据业务规则自助设计生成规则，工业应用在通过物联网标识服务申请发
码，可以指定规则来生成整个物联网标识中唯一的标识。

新建标识规则新建标识规则

单击新建标识规则新建标识规则，可以定义新的标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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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规则定义的输入规则名称、规则代码和每个码段的定义，下图示例了包含四个码段的编码规则，也可
以添加新的码段：

每个码段分别需要定义名称、码段长度以及码段生成类型，规则定义支持四种生成类型：

固定字符固定字符：码段内容为预先定义的生成固定的字符串；

日期日期：码段内容为申请发码的服务调用的日期和时间；

接口占位符接口占位符：码段内容为申请发码的服务调用方传入的内容；

流水号流水号：码段内容为自动生成数字类型的唯一流水号。

每种类型都需要进一步定义类型设置类型设置：

类型设置详细说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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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类型 设置项 设置项说明 示例

固定字符 字符串 输入固定长度的字符串 PCD

日期 时间设置规则
填写规则：yyyy、yy、
MM、dd、HH、mm、ss
以及英文标点(_\-)

yyMMddHH，如果是2021
年6月26日上午10点申请
的标识，该码段的内容为
21062510

接口占位符

补位符

如果接口输入参数传入的
内容不够码段长度，将使
用补位符补齐码段长度的
内容

#

补位规则
补位符出现在码段内容的
前部还是后部

前补位

流水码

起始号

流失码从哪个数开始，如
果长度不够码段长度，将
前面补0，如果码段长度为
6，第一个标识该码段内容
为000001

1

步长
每次生成的标识流水吗对
比上一个标识增加的数量

1

循环计数
流水号根据已选编码段的
取值不同重新生成

生产日期（每次生产日期
变化将流失吗将从起始号
开始）

写入类应用管理写入类应用管理
企业节点开放标识解析服务给工业申请标识和写入标识数据，每个应用都需要获取发放的AK和AS来访问服
务。进入写入类应用管理写入类应用管理来创建应用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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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新增应用新增应用，会自动创建名称为新应用的标识解析写入类应用，并自动分配应用的AK/AS：

可以单击应用名称，修改应用名称：

可以取消应用申请新标识的权限，只能写入标识数据：

删除操作，将会把指定应用的AK/AS收回，不能再用该AK/AS调用标识解析服务：

写入数据控制写入数据控制

标识数据查询标识数据查询
写入类应用通过标识解析服务申请标识或者写入标识数据后，可以通过标识数据进行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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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三种方式来查询标识数据：

标识标识：指定的完整标识（可不带企业节点前缀）进行查询；

申请应用申请应用：指定申请该标识的写入类应用名称进行查询；

时间时间：指定申请标识并完成注册的时间段进行查询。

可以查到到标识、注册时间、申请应用名称和标识规则的名称，单击查看标识详情查看标识详情：

在标识详情页可以查看标识里每个标签数据的Index、类型、控制类型和具体数据。

账号授权查询账号授权查询

日志管理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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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管理中将记录系统发码、写入数据和查询数据三类错误日志，可以选择查询时间段和操作类型进行查
询：

错误日志也会记录到数字工厂消息和报警中，通过设定的方式通知到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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