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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用途 

T@Energy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是采用先进的智能化集成技术，基于 B/S 架构的能源管理

平台。该平台采集各能耗监测点（变配电、照明、空调、电梯、给排水、热水机和重点设备）

的能耗和运行信息，形成能耗的分类、分项、分区域统计分析，对能源的统一调度、优化能

源介质平衡、减少煤气放散、提高环保质量、降低企业综合能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重要作

用，帮助客户更有效的使用能源。 

2 软件运行环境 

本平台需要在互联网环境下运行，所使用的电脑要有互联网连接，对电脑的操作系统没

有要求，可以跨系统平台显示。浏览器推荐使用 Chrome、Firefox、Safari、IE 9+。 

3 服务器环境 

服务器硬件运行环境： 

处理器：Intel  Pentium4 核以上，2.4GHZ 以上； 

内存：服务器安装大型数据库，推荐 8G 以上； 

 

服务器软件运行环境： 

⚫ 采集服务器：centos Linux 64 位 版本 6.7 

⚫ 数据库：MySql 5.6+ 64 位版本 

⚫ 实时库：Redis3.2 或其他 

⚫ Web 服务：Tomcat 8 或其他 

⚫ JDK 版本：JDK 1.8 

 

 

 

 

 

 

 

 

 

 

 

 

 



河南康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 

 

4 登录界面 

输入 T@Energy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的网址链接，点击“Enter”回车键进入登陆界面。

登录分为用户名密码登录和短信验证登录两种方式，不同的用户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用户名

和密码进行登录。 

 

 

5 首页 

5.1 首页显示 

进入系统首页后，在左边显示该用户下企业的地图位置信息，右上角方形图显示的是对

用户下企业能耗类型的耗能的总量统计，比如水电等类型，点击对应的按钮可以进行能耗类

型的切换，包括年总耗、月总耗、日总耗等数据以及日最值统计数据，右下角饼状图显示企

mailto:输入T@Energy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的网址链接http:/www.pum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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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测设备的在线率统计。 

 

   在用户企业地图位置信息中可以点击显示地址的信息的图标，跳转到能源看板的页面中，

可以选择企业进行对应企业的内部的能耗信息的查询，上面的趋图显示企业各部门监测点设

备的能耗信息，点击右上角的年月图标按钮可以进行年月的切换，中间的柱形图显示的选择

企业的能能耗数据，点击年月图标按钮进行切换，下面的比饼状图显示的是企业能耗类型的

年月日能耗对应的消耗数值以及费用占比信息。 

 

6 能源监控 

能源监控包括“实时数据（信号）”、“实时数据（分钟级）”、“实时数据（秒级）”、

“历史数据（事件）”、“历史数据（分钟级）”、“历史数据（秒级）”、“历史数据报

表”、“配电系统图”、“日月冻结数据”“统计分析报表”、“历史曲线（分钟）”、“历

史曲线（秒）”12 个板块，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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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实时数据（信号） 

实时数据（信号）显示的是某个企业某个集中器下某个监测点的 IO 事件以及越限事件，

可以显示事件发生时间，数据描述，状态值以及备注，形式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如下图 

 

 

6.2 实时数据（分钟级） 

点击“实时数据（分钟级）”则出现如下界面：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分钟级数据，界面的上半部分显示的是数据

项的实时曲线数据，可以点击下面的数据项进行分别显示。下半部分为分钟级数据的数据项，

有正向有功示值、正向无功示值、反向有功示值、反向无功示值、正向有功电度、正向无功

电度、反向有功电度、反向无功电度等等各种能耗属性属性。 

分钟级数据是按照采集频率进行显示的，实时曲线部分按照采集频率可以显示最近 20

次数据，时标为集中器上传的时标。另点击“查询”按钮可以刷新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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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实时数据（秒级） 

点击“实时数据（秒级）”则出现如下界面：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秒级数据，界面的上半部分显示的是数据项

的实时曲线数据，可以点击下面的数据项进行分别显示。下半部分为秒级数据的数据项，有

ABC 三相电流、ABC 三相相电压、ABC 三相及总有功功率、ABC 三相及总无功功率、ABC

三相及总功率因数、频率等属性信息。 

秒级数据按照采集频率进行显示的，实时曲线部分按照采集频率可以显示最近 20 次数

据，时标为集中器上传的时标。另点击“查询”按钮可以刷新显示数据。 

6.4 历史数据（事件） 

点击“历史数据（事件）”则出现如下界面：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事件数据，根据事件类型、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可以分别进行子表和表格查询，表格查询比子表查询多了值、数据项、备注几项。另点击“查

询”按钮可以刷新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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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历史数据（分钟级） 

点击“历史数据（分钟级）”则出现如下界面：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历史分钟级数据，可以保存最近三个月的分

钟级数据，但是软件上显示分钟级数据的时间间隔为≤1 天，即“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之间的间隔要≤1 天。点击“查询”可以显示这个时间段的分钟级数据。点击每个时间点分

钟级数据的“详情”，显示如下界面： 

 

由上图可以显示“基本信息”、“谐波”以及“谐波含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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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历史数据（秒级） 

点击“历史数据（秒级）”则出现如下界面：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历史秒级数据，可以保存最近三个月的秒级

数据，但是软件上显示秒级数据的时间间隔为≤1 天，即“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之间

的间隔要≤1 天。点击“查询”可以显示这个时间段的分钟级数据。点击每个时间点分钟级

数据的“详情”，显示如下界面： 

 

6.7 历史数据报表 

点击“历史数据报表”则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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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历史数据报表详情，分别可以查询日、月、

年不同时间段的数据报表。点击上图中“折叠与展开”，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不同的数据项，会出现不同的历史曲线折线图，可以进行不同数据项之间历史曲线的比

对。 

6.8 配电系统图 

点击“配电系统图”，则显示如下界面：点击上边切换不同的数据图。 



河南康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9 

 

 

6.9 日月冻结数据 

点击“日月冻结数据”，则显示如下界面： 

 

可对企业、集中器、设备进行选择，时间类型可以选择日、月，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可

以设定。对于未菜单数据可以进行补采。 

6.10 统计分析报表 

统计分析报表下有设备故障报表、设备启停报表、设备运行时间报表。 

6.10.1 设备故障报表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设备故障报表情况包括监测点名称、采集日期、

事件类型、故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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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设备启停报表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设备故障报表情况包括监测点名称、采集日期、

事件类型、发生时间。 

 

6.10.3 设备运行时间报表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集中下某个监测点的设备故障报表情况包括监测点名称、运行时间、

启动时间、停止时间、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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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历史曲线（分钟） 

点击“历史曲线（分钟）”，则显示如下界面：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某能源下历史曲线分钟级数据，界面左边显示为设备树，点击不

同的设备显示不同的历史曲线分钟级信息。界面的右上半部分显示的是数据项的历史曲线数

据，可以点击下面的数据项进行分别显示。下半部分为分钟级数据的数据项历史信息，有各

种能耗属性属性。 

6.12 历史曲线（秒） 

点击“历史曲线（秒）”，则显示如下界面： 



河南康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2 

 

 

 

此界面可以显示某企业某能源下历史曲线秒级数据，界面左边显示为设备树，点击不同

的设备显示不同的历史曲线秒级信息。界面的右上半部分显示的是数据项的历史曲线数据，

可以点击下面的数据项进行分别显示。下半部分为秒级数据的数据项历史信息，有各种能耗

属性属性。 

 

7 视频监控 

视频监控模块下有视频直播、视频回放、云台控制、视频设置四个模块。具体说明如下。 

7.1 视频直播 

视频直播是对选择企业下监控点进行视频监控。可以对视频播放的设置参数进行一些设

置，比如像素、缓冲、协议等等。还可以进行多格式视频的下载。包括 32 位下载 ，64 位

下载，联动等。 

http://www.pumg.com.cn/energy/32.zip
http://www.pumg.com.cn/energy/64.zip
http://www.pumg.com.cn/energy/64.zip
http://www.pumg.com.cn/energy/ee/server/video/live.do?MC=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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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视频回放 

视频回放是针对企业下过去时刻的监控视频的查看，可以通过上方的滑动先选择 24 时

刻的时间。也包括对视频播放的设置参数进行一些设置，比如像素、缓冲、协议以及时间选

择的 

 

7.3 云台控制 

云台控制是视频录入时一些特定的设置，比如调焦、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等监

控画面设定等。以及新增预置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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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视频设置 

在企业下添加录像机、摄像头以及对录像机、摄像头等参数操作（修改、删除）。 

 

添加录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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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已有录像机某一条数据进行修改，修改保存。 

 

 

添加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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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已有摄像头某一条数据进行修改，修改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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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能耗统计 

能耗统计下有部门能耗、分项能耗、能耗排名三个模块。具体说明如下。 

8.1 部门能耗 

上面是查询的条件：企业、能源类型、时间类型、时间段。左上角是企业内部的监测点

分布的设备树，右边是饼图是能耗占比。柱形图是查询时间段的能耗显示。下边是以表格的

显示显示时间段能耗信息。 

 

8.2 分项能耗 

分项能耗是对能耗分类的统计，以办公用电、照明、空调、动力为类别。上面是查询的

条件：企业、能源类型、时间类型、时间段。信息以柱状图、饼图、表格三种显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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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能耗排名 

上面是查询的条件：企业、能源类型、时间类型、时间段。分别统计了部门消耗量前十

以及设备消耗量前十的信息。 

 

 

 

9 能耗分析 

能耗分析下有企业用能分析、部门综合能耗、设备用能分析、电量指标综合分析四个模

块。下面具体说明。 

9.1 企业用能分析 

上面是查询的条件：企业、能源类型、时间段，点击查询出现能耗图。左上角是企业内

部的监测点分布的设备树，右边是曲线图是显示的查询时间段的当期综合能耗和同期综合能

耗信息。下面是以表格形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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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部门综合能耗 

上面是查询的条件：企业、能源类型、时间段，点击查询出现能耗图。左上角是企业内

部的监测点分布的设备树，右边柱状图是显示监测点设备的综合能耗。下面是以表格形式显

示。 

 

 

9.3 设备用能分析 

上面是查询的条件：企业、能源类型、时间段，点击查询出现能耗图。左上角是企业内

部的监测点分布的设备树，右边柱状图是显示监测点设备的综合能耗。下面是以表格形式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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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电量指标综合分析 

电量综合分析下有电量电费分析、负荷特性分析、电价时段分析、功率因数分析。 

9.4.2 负荷特性分析 

企业、日期类型、日期条件查询显示负荷特性。分别以折线图和表格形式显示最大负荷、

最小负、平均负荷荷、负荷率、峰谷差、峰谷差率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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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电价时段分析 

企业、时间段查询以图表结合方式显示电价信息以及电量的尖电量、峰电量、平电量、

脊电量、尖电量占比等。 

 

 

9.4.1 电量电费分析 

分析查询企业某时间段内的电量电费。以曲线图（电量）、基本电量（柱状图形）、电

量电费（柱状图形）、力调电费（柱状图形）、代征电费（柱状图形）显示。下面以表格的

形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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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功率因数分析 

企业、时间段查询以图表结合方式显示功率因数、标准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调整电费、

平均电价等信息。 

 

 

10 增值管理 

增值管理下有部门考核、产品能耗两个模块。下面具体说明。 

10.1 部门考核 

点击不同企业下的不同的组织机构选择不同的时间类型查看不同的能耗量化考核明细，包括

设备名称、用量和折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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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产品能耗 

可以根据不同的企业和时间段查看电力、天然气、自来水、压缩空气的单车能耗和折标能耗。 

 

11 报表服务 

报表服务下有水电服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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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电 

11.1.1 日报表（电）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电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跨度<1 月。 

 

11.1.2 月报表（电）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电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跨度<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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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年报表（电）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电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跨度在年之间。 

 

11.1.4 季度报表（电）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电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跨度在季度之间。 

 

11.1.5 班组报表（电）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电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不能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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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水 

11.2.1 日报表（水）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水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跨度<1 月。 

 

11.2.2 月报表（水）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水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跨度<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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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年报表（水）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左边显示企业时间段内的监测设备的用量以及电费

信息，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跨度在年之间。 

 

11.3 统计报表 

11.3.1 小时报表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右边显示企业在一天内 24 个小时的总电度、峰值电度、 

谷值电度、平值电度的表底、用电量和占比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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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日报表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右边显示查询企业某一时间段每天的总电度、峰值电度、 

谷值电度、平值电度的表底、用电量和占比的值。 

 

11.3.3 月报表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右边显示查询企业某一时间段每月的总电度、峰值电度、 

谷值电度、平值电度的表底、用电量和占比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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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年报表 

左上角树形结构显示企业组织机构，右边显示查询企业某一时间段每年的总电度、峰值电度、 

谷值电度、平值电度的表底、用电量和占比的值。 

 

11.4 峰谷平 

11.4.1 日报表（峰谷平） 

可以根据天数来查看企业下不同的部门的正向有功峰示值、正向有功谷示值、正向有功平示

值和合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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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月报表（峰谷平） 

可以根据月份来查看企业下不同的部门的正向有功峰示值、正向有功谷示值、正向有功平示

值和合计值。 

 

11.4.3 年报表（峰谷平） 

可以根据年份来查看企业下不同的部门的正向有功峰示值、正向有功谷示值、正向有功平示

值和合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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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下有产品管理、数据录入、班组管理服务 

12.1 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中有产品管理和产品分类。产品管理中点击显示信息某一条数据可以进行删

除、修改操作，也可以添加。 

产品管理主页面： 

 

产品管理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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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管理修改： 

 

产品分类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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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数据录入 

装置设备的信息显示。双击选择的数据就可以进行修改。修改后点击上方分保存按钮进

行保存。 

 

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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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班组管理 

左上方是企业组织机构，点击机构分支后右边就可以显示。班组设置和工作时间设置。 

 

 

点击班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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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面可以点击添加： 

 

在里面点击显示的某一条。点击修改按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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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设置： 

 

点击添加输入起止时间： 

 

点击选择修改的数据，选中后点击修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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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告警中心 

告警中心分为：遥测越线告警、信号变位告警、运维告警、历史事件告警、设备越线告

警。 

13.1 遥测越线告警 

企业下监测设备的运行数值是否超过一定的数值的信息显示。上边是选择的条件，之后

点击查询按钮，左边的列表是显示设备告警以及时间，右上边显示的是设备告警的详细信息。

右下方是用折线图方式显示越线信息。 

 

 

13.2 信号变位告警 

企业下监测设备开关闭合的信息显示。上边是选择的条件，之后点击查询按钮，左边的

列表是显示设备变位以及时间，右上边显示的是设备告变位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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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运维告警 

企业下告警类型查询，以表格形式显示。上面是可以选择的查询条件。 

 

13.4 历史事件告警 

对过去时间段设备告警信息的展示，查询条件是企业、集中器、监测点、事件类型，起

止时间，展示方式以子表。表格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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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设备越线告警 

对企业下设备的越线数值进行设置。 

 

添加越限设置项的时候要针对某个监测点设置，选中监测点，点击“添加”，数据项名

称可以选择 A 相电压、B 相电压、C 相电压、A 相电流、B 相电流、C 相电流，上限和下限

可以设置。也可以对越限设置项删除。设置完之后，在“运维管理”中执行“上下限”下发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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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中有设备参数、检修与试验周期、检修记录、试验数据、缺陷管理等五个模块。 

14.1 设备参数 

可以查询企业不同的设备类型的编号、型号额定容量、电压、频率、高压侧电压、侧电流、

低压侧电压、侧电流，并进行相关数据的添加修改删除和查看详情。 

 

14.2 检修与试验周期 

可以根据企业、周期类型、设备类型查看相关设备的检修与试验周期包括设备编码、开始时 

间 、 设 定 周 期 、 创 建 时 间 ， 还 可 以 进 行 添 加 删 除 保 存 检 修 与 试 验 设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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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检修记录 

根据企业和设备类型查询相关设备的检修记录包含检修记录名称、设备编号、人物、地点、

事项、检修时间、备注等等，并进行相关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14.4 试验数据 

根据企业和设备类型查询相关设备的实验数据包含设备编号、设备型号、设备分类、备注等

等，并进行添加试验数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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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缺陷管理 

可以根据企业、缺陷分类、发现人员查询相关设备缺陷的记录包括缺陷名称、发现人员、发

现时间、备注，并进行添加缺陷名称、缺陷分类、发现人员、发现日期、安排人员、安排日

期、缺陷原因、故障分析、处理措施、消缺人员、消缺日期、验收人员、验收日期。选择某

一条记录可以进行修改、删除、查看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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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典型票 

典型票模块有典型工作票、典型票发起、典型票审核、典型票批准等四个模块。 

15.1 典型工作票 

根据企业查询典型工作票的名称、所属机构，可以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典型工作票的模板，

预览模板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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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典型票发起 

根据企业查询典型工作票发起的审核人、文档名称、文档详情、审批状态、所属机构，可以

进行新增提交、修改提交、删除提交等操作。 

 

 

15.3 典型票审核 

根据企业查询典型票审核的相关信息包括提交人、批准人、文档名称、文档详情、状态、所

属机构，可以选择某一条记录进行审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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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典型票批准 

根据企业查询典型票审核的相关信息包括审核人、文档名称、文档详情、状态、所属机构，

可以选择某一条记录进行批准操作。 

 

 

16 档案资料（上传下载） 

点击上传后，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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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中有“模块管理”、“用户管理”、“角色管理”、“字典管理”、“绘图组

件”、“系统配置”这几个模块。其中比较常用的是用户管理和角色管理，其中设置流程如

下： 

第一步：先在角色管理里添加角色，并对角色设置权限； 

第二步：新建用户； 

第三步：对新建用户分配角色。 

17.1 模块管理 

点击“模块管理”，显示如下界面： 

其中包含系统完整一级模块，点击每个模块，可以显示该模块下的子模块，可以对这些

子模块进行修改、删除，也可以导出这些模块的 excel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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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分为用户管理和用户审核。点击“用户管理”则显示如下界面： 

 

此功能可以按地区或这按企业新增用户，如在石家庄地区新增用户，需要鼠标先点击石

家庄（企业用户要先点击企业），然后点击新增，如下图： 

 

帐号可以使英文字符也可以是汉字，用户名称也可以是英文字符和汉字，设置密码时一

定要有所记录。设置完之后，点击“保存”进行保存。 

对新建的用户分配角色（要先把角色建立），点击“分配角色”，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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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用户分配企业 

 

 

左边为已经建立的角色，右边为此用户已配角色，注意用户只能添加一种角色，添加之

后点击“保存”进行保存设置。到此用建立完成，可以退出登录，按新建立的用户登录测试。 

对建立过的用户还有“修改”、“删除”、“启用/禁用”和“密码重置”的功能。 

添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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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用户信息： 

 

用户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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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选择的用户信息，可以对审核状态进行选择。 

 

选择后保存就可以了。 

17.3 角色管理 

点击“角色管理”，则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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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则是新增角色的操作，如下： 

 

角色名称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对角色进行编码及描述。是否启用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勾

选。点击“保存”即可。建完之后可以对该角色设定权限，鼠标点击角色名称，选中该角色，

点击“设定权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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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以设定的模块为“系统管理”、“能源监控”、“档案设置”、“采集运维”以

及“运行监控”几个模块，可以对后面的“可操作”和“可授权”的勾选框进行选择。点击

“保存”即可。 

另外，对已建立的角色还有“修改”、“删除”和“启用/禁用”的功能。 

新增角色： 

 

修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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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字典管理 

对系统内部字段进行编码设置，可以修改、删除、新增等。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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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17.5 绘图组件 

显示绘图中用到的图片、文字、线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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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下有企业档案、集中器、监测点、价格管理、监测点数据项、产品分类管理、

图纸管理、模板管理。 

17.6.1 企业档案 

点击“企业档案”，显示如下界面： 

 

可以新建行政区划，也可以点击某个行政区，在此行政区下建立企业，点击新增企业，

则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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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机构名称（即企业名称）必须填写。点击“保存”。 

新增企业并且还有删除行政区和删除企业的功能。 

17.6.2 集中器 

点击“集中器”，则出现如下界面： 

 

以许继信息智慧能源为例，在组织机构中点击“许继信息智慧能源”，则可以在右侧显

示该企业的所有集中器及其编号和修改时间记录，也可以点击“添加”，添加新的集中器，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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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集中器名称和集中器地址（集中器的出厂编号）必须填写。并且每个集中器登录数

据采集子系统之前都必须在数据采集子系统上先建立企业以及集中器信息，否则集中器是没

法登录数据采集子系统的。 

除此之外，还可以对集中器进行修改、删除、刷新缓存以及删除缓存和开始召测，前提

是必须先选定某个集中器（用鼠标点击集中器名称）。 

17.6.3 监测点 

点击“监测点”，则出现如下界面： 

 

以许继信息能源部为例，点击“智慧能源事业部”，则在右侧显示此集中器下的所有监

测点，这些监测点信息都是在此集中器上线之后，在“采集运维”中同步变量得来的。再次

页面，可以对某个监测点进行修改：点击某个监测点（选中），点击“修改”则出现如下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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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监测点名称、CT（如 100/5）、PT（如 10000/100）、站房编号等等属性信息进

行编辑，修改之后点击“保存”。此操作需要刷新集中器缓存。 

除此之外，还可以对监测点信息进行删除、导入、导出。设定额定数值查看企业设备图，

以许继信息为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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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 价格管理 

点击“价格管理”，则显示如下界面： 

 

可以向详情查看，点击数据后详情： 

 

费用详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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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可以添加删除，添加，删除。 

17.6.5 监测点数据项 

点击“监测点数据项”，则显示如下界面： 

 

以许继信息例，如果点击集中器“智慧能源事业部”，则右边显示的是该集中器下所有

监测点的数据项。如果在组织机构中点击监测点“调谐滤波（主）（1_1）”则右边显示的

该监测点的数据项信息。其中遥测数据项和遥信数据项可以选择查询。 

另外，在“系数”这一列，可以根据仪表的实际情况进行编辑，之后点击“保存”，并

且需要刷新集中器缓存来执行稀疏的修改。 

注：同监测点一样，这些数据项，都是通过同步该集中的变量得来的，不需要一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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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 产品分类管理 

产品分类管理页面 

 

 

可以导入，新增，删除，修改： 

导入是要注意数字格式： 

 

17.6.7 图纸管理 

图纸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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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新增，修改，删除，看图，绘图。 

 

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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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 模板管理 

点击“模版管理”，则进入如下界面： 

 

档案设置包括“新增”、“修改”、“删除”以及新增行”、“删除行”、“保存”、

“导入”、“导出”组成，其中主要流程如下： 

第一步： “新增”,可以新增数据项或越限模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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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导入”要先导出模版录入如下 Excel 信息，模版格式不能修改： 

 

保存为 文件然后点击“导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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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保存”会将导入的信息保存至系统。 

第四步： “导出”会将信息导出为 excel。 

第五步：在运维管理里，看新建的集中器是否上线，如果上线，在同步其变量； 

第六步：同步变量后，档案设置里面的监测点和监测点数据项就会有相应的信息数据，

如果需要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编辑。 

18 运行监控 

运行监控包括：集中器登录日志、运维日志、报文日志、集中器在线管理、前置机运行

监控、采集完整性、接入数量、运维管理、任务调度等几个功能模块，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18.1 集中器登录日志 

点击“集中器登录日志”，则显示集中器的登录日志，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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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中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都可以选择，并具有导出功能。 

18.2 运维日志 

点击“运维日志”，显示集中器的运维日志，如下图： 

 

企业、集中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都可以选择，点击“查询”，可以显示改时间段的

运维记录，并具有导出功能。 

18.3 报文日志 

点击“报文日志”，则显示最近运维的报文日志，如下图： 

 

可以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显示这一段时间的报文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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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集中器在线管理 

点击“集中器在线管理”，则显示如下界面： 

 

可以显示所有注册的集中器，选择其中的在线集中器，点击“下线”，可以使在线的的

集中器离线，并且具有导出功能，把注册的集中器导出 Excel 表。右边为集中器的在线率统

计。可以选择企业，点击“查询”，显示该企业下的集中器，右边显示该企业集中器的在线

率。 

18.5 采集完整性 

点击“采集完整性”，则显示如下界面： 

 
对某个企业的集中器数据采集进行统计，对应采集数和实际采集数进行对比，有漏采的，

点击“补采”对数据进行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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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接入数量 

点击“接入数量”，则进入如下界面： 

 

可以显示注册的所有企业下集中器的数量，监测点数量，变量数量。 

18.7 运维管理 

点击“运维管理”，则出现如下界面： 

 

在右侧可以显示在线的集中器，也可以选择企业，点击“查询”显示该企业在线的通讯

管理机。选中在线集中器，点击“开始召测”，则出现如下界面： 

1、“配置查询”中有：主站 IP 查询、召唤时钟（集中器）、同步变量、频率查询、集

中器版本。 

2、“历史记录”中有：事件记录、分钟记录、日冻结历史数据、月冻结历史数据。 

3、“配置下发”中有：主站 IP 设置、手动频率设置、下发模版、清空模版、上下限下

发、自动升级、集中器命令、日月冻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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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 

可以根据需求，对集中器进行如上功能的操作。 

在“运维管理”界面的右侧为运维日志，可以清晰显示对集中器的各种操作及操作结果，

对单条日志记录还可以点击“补发”，对召测命令进行补发。而其中“下线”功能，可使在

线的集中器离线。 

18.8 调度任务 

点击“调度任务”则显示如下界面： 

 
目前存在的任务是数据采集子系统机的监控任务，还可以新增、修改、删除、启动、暂

停、中止任务，针对某个任务查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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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下有：发布管理、通知公告 

19.1 发布管理 

点击发布管理出现如下页面： 

 

还可以新增、修改、删除、撤销、发布、查看公告等。 

新增： 

 

查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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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通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