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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资讯 
警告提示系统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以及避免财产损失，必须注意本手册中的提示。人身安全的提示用一个警告三角表示，仅
与财产损失有关的提示不带警告三角。警告提示根据危险等级由高到低如下表示。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注意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当出现多个危险等级的情况下，每次总是使用最高等级的警告提示。如果在某个警告提示中带有警告可能导
致人身伤害的警告三角，则可能在该警告提示中另外还附带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的警告。 

合格的专业人员 
本文件所属的产品/系统只允许由符合各项工作要求的合格人员进行操作。其操作必须遵照各自附带的文件说
明，特别是其中的安全及警告提示。 由于具备相关培训及经验，合格人员可以察觉本产品/系统的风险，并
避免可能的危险。 

按规定使用 Siemens 产品 
请注意下列说明： 

 警告 
Siemens 产品只允许用于目录和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使用情况。如果要使用其他公司的产品和组件，必
须得到 Siemens 推荐和允许。正确的运输、储存、组装、装配、安装、调试、操作和维护是产品安全、正
常运行的前提。必须保证允许的环境条件。必须注意相关文件中的提示。 

商标 
所有带有标记符号 ® 的都是 Siemens AG 的注册商标。本印刷品中的其他符号可能是一些其他商标。若第三
方出于自身目的使用这些商标，将侵害其所有者的权利。 

责任免除 
我们已对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的一致性作过检查。然而不排除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保
证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完全一致。印刷品中的数据都按规定经过检测，必要的修正值包含在下一
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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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Manager 是 Siemens 工业 IoT 平台 MindSphere 的组成部分。在 Asset 
Manager 中，您可以使用 assets、types 和 aspects 对工业流程的结构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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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历史 1 
 

 

 
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V1801.06/202
0.1 

2020 年 6 月 
13 日 

更新了“Types”用户界面：添加了新
的选项卡“使用情况”和描述。 

 "Types" 用户界面 (页 31) 

V1801.03/202
0.1 

2020 年 3 月 
19 日 

更新了“创建 aspects”。添加了导入 
variables 的新功能。 

 创建 aspects (页 21) 

添加了用于 MindConnect LIB 的
“导入组态”章节。  

 导入组态 (页 62) 

V1801.02/202
0.1 

2020 年 2 月 
20 日 

更新了“Asset Manager”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页 14) 

更新了用户权利。   “Asset Manag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6) 

更新了“Asset”用户界面。   "Asset" 用户界面 (页 39) 

添加了新章节“文件”。  文件 (页 51) 

更新了“Visual Flow Creator 插
件”。  

 Visual Flow Creator 插件 (页 68) 

V1801.01/202
0.1 

2020 年 1 月 
8 日 

更新了“Asset Manager”用户界面。  "Asset" 用户界面 (页 39) 

更新了导入时间序列数据的用户权
限。 

 “Asset Manag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6) 

更新了“Aspects 用户界面”一章。  "Aspects" 用户界面 (页 22) 

更新了“Types 用户界面”一章。   "Types" 用户界面 (页 31) 

更新了“Asset”用户界面。   "Asset" 用户界面 (页 39) 

更新了“导入时间序列数据”一章。  导入时间序列数据 (页 53) 

更新了“Connectivity Manage-
ment”一章。 

 Connectivity Management (页 55) 

V1801.12/201
9.1 

2019 年 12 月 
2 日 

更新了“Asset Manager”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页 14) 

更新了“Asset”用户界面。   "Asset" 用户界面 (页 39) 

添加了新章节“取消共享 assets”。  取消共享 assets (页 49) 

添加了关于导入时间序列数据的新
章节。 

 导入时间序列数据 (页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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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V1801.09/201
9.1 

2019 年 9 月 
4 日 

更新了“Asset”用户界面：  
• 新 asset 搜索 
• 创建 VFC 流 
• Asset 详细视图中的时间选取器 

 "Asset" 用户界面 (页 39) 

新增了“搜索 assets”一章。   搜索 assets (页 44) 

通过新功能“Connectivity 
Management”获取 assets 和连通
性信息。 

Connectivity Management (页 55)  

更新了用户权利。   “Asset Manag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6) 

新增了介绍 Visual Flow Creator 插
件的章节。 

 Visual Flow Creator 插件 (页 68) 

更新了共享 assets。现在可通过 
asset 详情视图访问“共享”功能。  

 共享 assets (页 46) 

V1801.07/201
9.1 

2019 年 7 月 
11 日 

Asset Manager 现在提供与其它租
户共享 assets 的功能。  

 共享 assets (页 46) 

V1801.06/201
9.1 

2019 年 6 月 
13 日 

更新了“Aspects 用户界面”一章。  "Aspects" 用户界面 (页 22) 

更新了“Types 用户界面”一章。   "Types" 用户界面 (页 31) 

V1801.05/201
9.1 

2019 年 5 月 
15 日 

更新了用户界面，新增折叠选择列
表的新按钮。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页 14) 

更新了“创建新 asset”一章  创建 assets (页 39) 

V1801.04/201
9.1 

2019 年 4 月 
12 日 

更新了“Aspects 用户界面”  "Aspects" 用户界面 (页 22) 

V1801.03/201
9.1 

2019 年 3 月 
11 日 

添加了 MindConnect Lib 防火墙/
代理服务器设置的链接。 

 MindConnect LIB 简介 (页 60) 

在 Fleet Manager 的用户界面中添
加了开放 asset。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页 14) 

在 type 用户界面中添加了新的图像
浏览器功能 

 "Types" 用户界面 (页 31) 

添加了“创建新 type”一章。  创建新 type (页 37) 

添加了新的 assets 基本设置的屏幕
截图。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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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V1801.CW.EU
1.K1203 

2018 年 12 月 
3 日 

更新了用户界面的屏幕截图。  “Asset Manag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6) 
 "Aspects" 用户界面 (页 22)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页 14)  
 "Types" 用户界面 (页 31) 

更新了用户权利表。  “Asset Manag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6) 

为创建 asset 部分添加了分类通

知。 
 创建 asset (页 41) 

添加了 aspect 配置大小限制。   创建 aspects (页 21) 

V1801.CW.EU
1.K1113 

2018-11-13 使用以下新参数更新了“Aspect 用
户界面”和参数表：  
• 动态 aspects 
• 静态 aspects 
• 默认值 

 "Aspects" 用户界面 (页 22) 

删除了如何连接 MindConnect 元素

部分。有关详细步骤，请参见
“Getting Connected”文档。 

 MindConnect Nano/IoT 2040 插
件 (页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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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t Manager" 简介 2 
 

 

Asset Manager 是 Siemens 工业 IoT 平台 MindSphere 的组成部分。在 Asset 
Manager 中，您可以使用 assets、types 和 aspects 对工业流程的结构进行建模。 

Asset Manager 提供以下功能： 

• 创建和组态 assets 

• 为 assets 和 aspects 生成模板（称为“types”） 

• 为数据评估创建 aspects 和 variables 

• 使用插件将 MindConnect 元素与 MindSphere 相连接（“上线”） 

• 在 MindConnect 插件中定义数据源和数据点 

• 在 MindConnect 插件中将数据源与 aspects 和 variables 相连接（“数据映射”） 
 

 
说明 

入门指南 
有关如何连接 MindConnect 设备和组态 Asset Manager 的详细示例场景信息，请参见 
Getting Connected to MindSphere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
CN/index.html) 文档。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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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t Manager" 中的数据模型 3 
 

 

本章介绍了 MindSphere 内部的 Asset Manager 数据模型。数据模型将向您显示连接和
使用 MindSphere 中 asset 数据的所需流程。  

asset 定义 

asset 是有一个或多个自动化单元（如 PLC）连接到 MindSphere 的机器或自动化系统
的数字表示。 

MindSphere 数据收集和数据供应基于所谓的（虚拟）assets。它可以是泵、电机、
PLC、整个机床、生产线、机器人、起重机、汽车或风车等等。通过收集 asset 数据并将

其发送至 MindSphere，可以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和分析。 

aspect 定义 

Aspects 是 assets 的数据建模机制。Aspects 基于逻辑关联将相关数据点分组。例如：
泵撬的一个 aspect，比如“Energy_consumption”，包含“功率”、“电流”、“电压”等数据

点。Aspect 在 Asset Manager 中指定并且其名称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应该与数据点和物
理 asset 相关联。一个 aspect 可以包含若干个 variables。 



"Asset Manager" 中的数据模型  
 

 Asset Manager 
12 系统手册, 06/2020, V1801.Jun/2020.1 

数据模型 

下图显示了 Asset Manager 中的数据模型： 

 

在 MindConnect Nano 中，Asset Manager 等设备被定义为数据源。设备将数据点发送
至 MindSphere。这些数据点必须连接到 aspects 和 variables。Asset Manager 使用 
aspects 和 variables 作为数据容器。  

在 MindSphere 中，可以向数据源添加数据点来收集数据，例如，从控制单元添加。在
下一步中，必须将数据点链接到 aspect 的相应 variables。 

您可以在 MindConnect 元素插件 (页 59)中设置数据映射。 



 "Asset Manager" 中的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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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数据连接并在 MindSphere 中使用数据，必须完成以下过程： 

• Onboarding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
connected/zh-CN/103377206283.html): Onboarding 是将 MindConnect Element 
附加到 MindSphere 的过程。 

• 数据映射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
connected/zh-CN/112254352011.html)：数据映射将 aspect 的 variables 与数据源

的相应数据点进行匹配。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103377206283.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103377206283.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112254352011.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112254352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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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4 
 

 

下图显示了 Asset Manager 的启动画面： 

启动画面 

 
① 导航区域 
② 版本说明的链接 
③ 显示租户详细信息 
④ 显示所用 assets 和 types 的消耗情况 
⑤ 打开 Usage Transparency 应用以了解限制信息 
⑥ 操作选项卡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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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t Manager”中的用户权利 5 
 

 

要访问 Asset Manager，需要具有以下任一 Core 应用角色： 

• Administrator (mdsp:core:assetmanager.admin) 

• StandardUser (mdsp:core:assetmanager.standarduser) 

• SubtenantUser (mdsp:core:assetmanager.subtenantuser) 

这些角色也可以是其中一个标准角色的一部分。有关标准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ettings 文档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
CN/120094768139.html)。 

 

 
说明 

通过核心应用角色访问 MindConnect 插件 
为了能够在使用核心应用角色时访问 MindConnect 插件，需要分配相应的插件角色。标
准角色已包含插件角色。  
这些角色位于 Settings 中的角色部分，前缀为“uipluginassetmanager”。如果未分配任

何插件角色，则无法在 Asset Manager 用户界面中看到插件。 
 

下表列出了核心应用角色的权限： 
 
权限 角色 

Administrator StandardUser SubtenantUse
r 

删除 assets ✓   

删除 BasicHierarchy 类型和派生

的 assets 
✓ ✓ ✓ 

在 租户中创建 assets2) ✓ ✓  

在 子租户 中创建 assets2) ✓ ✓ ✓ 

在租户中编辑 assets ✓ ✓  

在子租户 中编辑 assets1) ✓ ✓ ✓ 

移动租户中的 assets ✓ ✓  

移动子租户 中的 assets1) ✓ ✓ ✓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120094768139.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120094768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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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角色 
Administrator StandardUser SubtenantUse

r 

共享 assets ✓   

取消共享 assets ✓   

添加子级 assets ✓ ✓  

在子租户 中添加子级 assets1) ✓ ✓ ✓ 

导航至 Fleet Manager ✓ ✓ ✓ 

在租户中创建 types ✓   

在子租户中创建 types ✓   

编辑 types ✓   

删除 types  ✓   

在租户中创建 aspects ✓   

在子租户中创建 aspects ✓   

编辑 aspects ✓   

删除 aspects  ✓   

设置直接 variables 的值 ✓   

查看子租户 assets ✓   

导入时间序列数据 ✓   

上传文件 ✓ ✓ ✓ 

删除文件 ✓ ✓ ✓ 
 1) 子租户可以移动和编辑 BasicHierarchy 类型和派生的 assets，包括所有 assets 的（地

理）位置. 
2) StandardUser 和 SubtenantUser 只能创建 BasicHierarchy 类型和派生的 asse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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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t Manager" 中的租户和子租户 6 
6.1 在 "Asset Manager" 中使用子租户 

您可以作为租户或子租户访问 Asset Manager 。有关租户以及如何创建子租户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Settings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文档。 

子租户允许为租户的客户提供 assets 的隔离数据视图。此外，租户管理员负责为子租户
创建 assets 或将一些 assets 从租户转移到子租户。子租户将只能访问明确分配给子租户
的 assets 的用户分组。 

Asset Manager 中的子租户 

在 Asset Manager 中，租户可以通过标签识别子租户。 

下图显示了选择列表中子租户的标签： 

 

子租户数据视图 

在隔离数据视图中，子租户只能看到他们自己的 assets。子租户可以查看租户的所有 
aspects 和 types。 

删除子租户 

可以在 Settings 中或使用 Tenant Management Service API 删除子租户。 

租户可以删除子租户。删除后，子租户用户无权继续访问该子租户。  

子租户和子租户的 asset 结构仍将显示在用户界面中。然后租户可以移动或删除 
assets。 

使用子租户的示例场景 

德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将其产品销售到该国的不同风电场。作为附加产品，制造商在其 
Mindsphere 租户中提供了子租户，以便客户访问风力涡轮机的多个传感器数据。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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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制造商的租户管理员于销售产品后在 Settings 中为每个客户创建子租户。客户的
员工将收到分配给已售出子租户的 Mindsphere 用户账户。制造商而后将带有风力涡轮机
传感器数据的 asset 分配给客户的子租户。租户管理员将客户的每个用户分配给创建的子
租户。 

最后，每个子租户用户都会在 Mindsphere 中看到已分配的带风力涡轮机传感器数据的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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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创建 assets 的工作流程 7 
 

 

在 Asset Manager, asset 基于某一 type。type 由 aspect 和 variable 组成。  

为了在 MindSphere 中使用数据，必须为 上线过程创建 asset。该 asset 代表与您 
Asset Manager 中的 MindConnect Element 的数据连接。在该 asset 中，必须借助数据
映射将数据用作 aspects 和 variables。借助此步骤，您可将数据连接到您的物理 
asset。有关数据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sset Manager" 中的数据模型 (页 11)”章
节。 

要激活数据映射，必须使用基于核心类型的 asset type。核心类型包含一个插件，可将数

据连接至 MindSphere。有关 type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 types (页 29)”章节。 

将 aspects 和 variables 链接到 MindConnect Element 后，即可将其用于多个 assets。 

要组态自定义 asset，您必须使用所需的 aspects 和 variables 创建自己的 type。随后，

您可以从此 type 派生自定义 asset。 

如何创建新 asset 

要在 Asset Manager 中组态数据，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 创建 aspects 和 variables (页 21)：在此步骤中，将创建要在 MindSphere 中使用的 
aspects 和 variables。 

• 创建 type (页 29)：在此步骤中，将创建一个包含先前创建的 aspects 和 variables 
的类型。 

• 创建 asset (页 39)：在此步骤中，可以通过选择具有 aspects 和 variables 的类型来

创建新 asset。如果使用 MindConnect Element，则必须使用数据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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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aspects 8 
 

 

在“Aspects”选项卡中，可以使用 variables 创建 aspects 。一个 aspect 可以包含若干个 
variables。在 Asset Manager 中，每个 aspect 都有一个名称和一个特定的 ID。一旦创
建了一个 aspect，即可将其用于多个 assets。aspect 的最大配置大小为 200,000 字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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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spects" 用户界面 

启动画面 

可以使用“导航区域”、“选择列表”和“详细视图”来操作“Aspects”用户界面。在“Aspects”
选项卡中，可以使用 variables 创建 aspects。 

 
① 导航区域 
② 创建新 aspect 
③ 搜索字段条目 
④ 选择列表 
⑤ 详细视图 
⑥ 编辑或删除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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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 aspect 设置 
要打开新 aspect 对话框，单击 。 

 
① Aspect 信息 
② 选择 aspect 类别 
③ • 添加 variable：打开一个新栏，将 variable 添加到 aspect 

• 导入 variables：打开本地浏览器以上传文件 
• 删除所有：删除所有创建的 variables 

④ 从 aspect 中删除 variable 
⑤ Variable 详细信息 
⑥ 保存或取消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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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编辑 aspect 信息和 variable 
创建 aspect 信息后，无法重命名和编辑 Type ID、名称。 
保存 variables 后，将无法移除或编辑 variable。 

 

新 aspect 设置的参数 

下表描述了新 aspect 设置的参数：  
 
参数 描述 

Type ID aspect ID 采用 [Tenant prefix].[Aspect name] 格式。  

名称 aspect 名称。 

描述 aspect 描述。 

选择类别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动态：动态 aspects 用于时间序列数据，例如功耗。 
• 静态：静态 aspects 数据用于静态数据，例如 asset 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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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Variable 名称 variable 的名称。不得使用以下 variable 名称： 
• aspects 
• description 
• etag 
• externalId 
• extends 
• hierarchyModel 
• id 
• legalName 
• name 
• organizationType 
• tenantFlag 
• tenant 
• parentTypeId 
• properties 
• propertySets 
• sameAs 
• scope 
• sharerTenantID 
• url 
• variables 
此外，variable 名称不能以数字开头，必须以字母数字开头，且不能以“_qa”或“_qc”
结尾。variable 名称在 aspect 内也必须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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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数据类型 • BOOLEAN：存储两个可能值之一的 variable：真 (TRUE) 或假 (FALSE) 
• INT：存储最多 32 位整数的 variable。 
• LONG：存储最多 64 位整数的 variable。 
• DOUBLE：存储最多 64 位小数的 variable。 
• STRING：存储含最多 255 个字符（通常是文本）的字符串的 variable。 
• BIG_STRING：存储含最多 100,000 个字符的字符串的 variable。 
• TIMESTAMP：存储时间值的 variable。需要按以下格式输入此 variable：

[YYYY-MM-DDTHH:MM:SS+hh:mm] 
使用“静态”时，数据类型 BIG_STRING 不可用。您可以设置满足数据类型和长度
（适用于字符串值）要求的默认值。 

单位 variable 的单位。 

最大长度 variable 值的最大长度（仅限数据类型“STRING”和“BIG_STRING”）。 

默认值 默认值仅适用于静态 aspect。默认值可以是制造商的预定义值，例如最大转速，并
根据数据类型和长度进行验证。 

 

 

 
说明 

Variable 数据 
variable 详细信息的输入字段验证内容。例如，您可以使用 <Enter> 键激活输入检查。
如果条目无效，则编辑框将标记为红色，且在编辑框中单击时将显示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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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创建新 aspect 

要求 

• 如要将导入功能用于 variables，上传的文件必须符合以下准则。文件结构必须如下，
并且不允许使用标题： 

var_1;BOOLEAN;on;42  

var_2;INT;num;34  

var_3;LONG;lnum;  

var_4;DOUBLE;dnum;42  

var_5;STRING;script;64  

var_6;BIG_STRING;lscript;512  

var_7;TIMESTAMP;s;  

var_8;BOOLEAN;on;42  

var_9;INT;num;34  

var_10;LONG;lnum; 

文件最多可包含具有特定组态的 100 个 variables。模板文件示例可在 variables 部分

中下载。 

操作步骤 

要创建新 aspect，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单击“Aspects”。 

2. 单击“创建 aspect”。 

3. 为新 aspect 输入数据。 

4. 要添加 variable，单击“添加 variable”或“导入 variables”。 

– 要向表格中添加空行，单击“添加 variable”。 

– 要使用导入功能，单击“导入 variables”并选择符合“要求”部分所列准则的文件。在
导入文件后，文件中包含的且经过验证的所有 variable 都将显示在表格中并且可以
保存。 

5. 单击“保存”确认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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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Manager 
系统手册, 06/2020, V1801.Jun/2020.1 29 

 使用 types 9 
9.1 types 使用简介 

type 是 asset 的预配置模板。Assets 采用它们所基于的 type 的属性。在 type 中，可以

定义将哪些 aspects 集成到模板中。  

使用 type，可以创建模板，例如，为多个风力涡轮机创建模板，然后将它们链接到您的 
aspects。创建新 asset 时，可以使用已创建的 type。 

为了更容易识别您的 type，可以导入最大 5 MB 的图像。可以从图像列表中选择上传给
租户的所有图像。 

Type variables 

在 types 中，也可以定义和使用 variables。使用 type variables，您可以存储和使用并
非特定于时间序列的 asset 值。下表列出了 asset 可能值的示例： 

• asset 的序列号 

• 安装日期 

• 上次维护日期 

• 颜色 

• 宽度、长度和高度 

• asset 的版本编号 

type variable 可用作 asset 的附加标识符。可以在“Asset”选项卡的 asset 基本设置中查
看 type variable。在基本设置中，可以通过清除设置值来设置新值或重置为默认值。 

下图显示了 asset 基本设置中的 variable 输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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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实例 

types 可用于各种 assets。为查看某一 type 下所有已创建的 asset，可打开“实例”选项
卡。所有已创建的 asset 实例都列于此处，并可直接删除。所有删除限制（锁定、子 
assets、激活的共享）都将加以考量并相应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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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Types" 用户界面 

启动画面 

您可以使用“导航区域”、“选择列表”和“type 详细视图”来操作“Types”用户界面。 

 
① 导航区域 
② 创建新 type 
③ 搜索字段条目 
④ 选择列表 
⑤ Type 层级 
⑥ type 的详细视图 
⑦ • 编辑 type 

• 添加派生 type 
• 删除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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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一个 type 可用于多个 assets，并且在一个 type 与多个 assets 之间可构建多个互联。
“用途”选项卡会将所有已创建的互联显示在一个列表中。可导航到相应 asset 或直接删除
列出的所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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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 type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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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ype 信息 
② 图像导航： 

• 打开资源管理器以添加图像 
• 删除图像 
• 浏览租户上已上传的图像 

③ 打开一个新栏，将 variable 添加到 aspect 
④ Variable 详细信息 
⑤ 从 type 中删除 variable 
⑥ 向 type 添加 aspect 或打开窗口以浏览 aspects 
⑦ Aspect 详细信息 

 

 
说明 

编辑 type 信息 
创建 type 信息后，将无法重命名和编辑父 Type、Type ID、名称。 

 

创建新 type 设置的参数 

下表描述了新 type 设置的参数： 
 
参数 描述 

父 type  层次结构中的父 type。 

ID Type ID 采用 [Tenant prefix].[type name] 格式。 

名称 Type 名称。 

描述 Type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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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Variable 名称 variable 的名称。不得使用以下 variable 名称： 
• aspects 
• description 
• etag 
• externalId 
• extends 
• hierarchyModel 
• id 
• legalName 
• name 
• organizationType 
• tenant 
• tenantFlag 
• parentTypeId 
• properties 
• propertySets 
• sameAs 
• scope 
• url 
• variables 
此外，variable 名称不能以数字开头，必须以字母数字开头，且不能以“_qa”或“_qc”
结尾。variable 名称必须是唯一的，且不能与 aspect 名称相同。  

数据类型 • BOOLEAN：存储两个可能值之一的 variable：真 (TRUE) 或假 (FALSE) 
• INT：存储最多 32 位整数的 variable。 
• LONG：存储最多 64 位整数的 variable。 
• DOUBLE：存储最多 64 位小数的 variable。 
• STRING：存储含最多 255 个字符（通常是文本）的字符串的 variable。 
• BIG_STRING：存储含最多 100,000 个字符的字符串的 variable。 
• TIMESTAMP：存储时间值的 variable。 

单位 variable 的单位。 

最大长度 variable 值的最大长度（仅限数据类型 "STRING" 和“BIG_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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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默认值 默认值由数据类型验证 

Aspect 名称  aspect 的名称。有关 aspect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 aspects (页 21)”章节。 

Aspect 类型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各个 aspect 的 aspect 类型。有关 aspect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创建 aspects (页 21)”章节。 

 

 

 
说明 

行内编辑 
在向 variable 详细信息输入条目后，必须对其进行验证。例如，使用 <Enter> 键验证条
目。如果条目无效，则编辑框将标记为红色，并显示一条消息。 

 

9.3 预定义 types 
所有其它 types 所基于的基本 type 是 BasicAsset。  

您可以使用其它预定义模板来创建自己的 type。这些类型称为核心类型。核心类型作为
父类型运行。在核心类型之外，您可以创建包含父子关系的新 types。大多数核心类型都

包含一个插件，用于将数据连接至 MindSphere。 

下表描述了核心类型的主要类别： 
 
Type 应用 

BasicAgent 用于创建基于代理的 assets 的模板。可以使用此模板来连接 
MindConnect Elements。  

BasicApplicatio
n 

用于创建基于应用的 assets 的模板。可以使用此模板来连接其它应
用。 

BasicDevice 用于创建基于设备的 assets 的模板。 

BasicHierarchy 用于创建基于层级的 assets 的模板。 

在预定义的模板中，您可以创建新 types 并使用诸如 MindConnect Nano 的模板。  

有关预定义 type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开发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advanced-assetmanagement/api-
assetmanagement-references-basictypes.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advanced-assetmanagement/api-assetmanagement-references-basictypes.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advanced-assetmanagement/api-assetmanagement-references-basictyp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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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核心类型创建 asset 

在“Asset”选项卡中创建新 asset 时，可以选择所有已创建的 types。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创建 asset (页 41)”章节。 

下图显示了核心类型“MindConnectNano”： 

 

9.4 创建新 type 

先决条件 

• 已创建 aspect 和 variables。 

操作步骤 

要创建新 type，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单击导航区域中的“Types”。 

2. 要创建新 type，请单击 “创建 type”。 

3. 输入 type 的名称和描述，例如“Windturbine”。 

4. 要添加图像，请打开图像栏并单击“选择”。 

本地文件浏览器随即打开，以供选择图像。 
 

  
说明 

图像列表 
要浏览已经上传给租户的图像，可以使用图像列表。单击“浏览”，打开图像列表，然
后选择要添加的图像。  

 

5. 要添加 variable，请打开 variable 栏并单击“添加 variable”。 

6. 输入 variable 数据。 

7. 要添加 aspect，请打开 aspect 栏并单击“添加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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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输入新 type aspect 的名称，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 aspect。 
 

  
说明 

浏览 aspects 
要浏览所有可用 aspects，请单击“浏览 aspects”。  
• 可以通过选中复选框来选择多个 aspects。 
• 可以在输入字段中输入数字为一个 aspect 创建多个实例。 

 

9. 单击“保存”确认输入。 

结果 

已创建一个 type。现在，当您在“Assets”选项卡中创建新 asset 时，可以选择此 type。  

 

  
 

 
说明 

Type 消耗 
MindAccess 计划决定了能够创建的 type 实例的数量。如果已超出所获授权的 type 实例
数量限值，将弹出一个对话框，通知您已超过限值。此时，您可以选择申请升级或执行升
级。但在达到限值后，您将无法再创建任何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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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assets 10 
10.1 "Asset" 用户界面 

您可以使用“导航区域”、“选择列表”和“asset 详细视图”来操作 assets。 

 
① 导航区域  
② 创建新 asset 
③ 搜索条目 
④ 在选择列表与 asset 搜索之间切换 
⑤ 选择列表 
⑥ 层级 



创建 assets  
10.1 "Asset" 用户界面 

 Asset Manager 
40 系统手册, 06/2020, V1801.Jun/2020.1 

⑦ 编辑 asset 的基本设置 
⑧ 向所选 asset 添加子 asset 
⑨ 高级操作工具： 

• 共享 asset 
• 移动 asset 
• 打开文件功能 
• 在 Fleet Manager 中打开 asset 
• 在 Visual Flow Creator 中创建流 
• 删除 asset 
• 在 Settings 中打开 

⑩ 显示 asset 的事件、aspects、variables 和插件 

Asset 详细视图 

Asset 详细信息显示 asset 的直接 variables 和 aspects 的详细信息： 

 
① 显示事件的状态 
② 显示过去 24 小时内 aspects 的状态 
③ 刷新 aspects 
④ 显示 asset 的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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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事件预览 
事件预览仅显示标准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事件管理服务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advanced-eventmanagement/api-
eventmanagement-overview.html) 

 

参见 

组态 MindConnect Element 插件 (页 59) 

10.2 创建 asset 
所有新 assets 均基于某一类型。  

• 为连接 MindConnect Elements，您可以使用核心类型。 

• 要组态自定义 asset，您必须使用所需的 aspects 和 variables 创建自己的 type。随

后，可以根据 type 派生自定义 asset。 

• 仅在 asset 派生自 BasicDevice 时才显示分类信息。之后不能改变 asset 的分类。 

• 创建 asset 后无法更改时区。 

有关 type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 types (页 29)”章节。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advanced-eventmanagement/api-eventmanagement-overview.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advanced-eventmanagement/api-eventmanagement-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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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执行以下步骤以创建 asset： 

1. 单击导航区域中的“Assets”。 

2. 要创建新 asset，请单击 “创建 asset”。 

asset type 概述窗口随即打开。 

 

3. 为新 asset 选择相应 asset type ，例如“Windturbine”并单击“创建”。 

4. 输入 asset 的名称和数据，例如“Windturbine1”。 

5. 选择 asset 的时区。 

6. 单击“保存”确认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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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新 asset 现在可在选择列表中找到。 
 

 
说明 

Asset 消耗 
MindAccess 计划决定了能够创建的 assets 实例的数量。如果已超出所获授权的 asset 
实例数量限值，将弹出一个对话框，通知您已超过限值。此时，您可以选择申请升级或执
行升级。但在达到限值后，您将无法再创建任何 assets。 

 
 



 

 Asset Manager 
44 系统手册, 06/2020, V1801.Jun/2020.1 

 搜索 assets 11 
 

 

可在“Asset”选项卡中搜索 assets。Asset Manager 提供以下搜索模式： 

• Asset 层级 

• Asset 搜索 

可使用以下按钮切换搜索模式：  

Asset 层级 

asset 层级按以下类别对 assets 进行排序： 

• 子租户：此类别显示所有子租户 assets。 

• Assets：此类别显示所有创建的 assets。 

• 共享：此类别显示所有共享的 assets。 

• 通过共享接收：此类别显示所有通过共享接收的 assets。 

Asset 搜索 

利用 asset 搜索，可通过名称搜索到任意 asset，无论该 asset 处于哪一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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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 assets 12 
12.1 共享 assets 简介 

可在 Asset Manager 中使用 Cross-Tenancy 与其它租户共享 assets。因此需要已与另

一租户建立合作。有关如何创建合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ettings 文档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
CN/index.html)。 

每个数据共享操作都需要由接收租户进行有效批准或拒绝。在合作期间，共享租户始终为
共享数据的唯一独占所有者。  

Cross-Tenancy 功能可用于：  

• 与接收租户共享虚拟和物理 assets。 

• 发送建立共享 asset 的请求。 

• 接受或拒绝共享 asset 的请求。 

• 查看诸如 Asset Manager 或 Fleet Manager. 等 MindSphere 应用中的共享 assets 

可为以下场景使用共享 assets：  

• 对 asset 进行的维护工作：可与支持支持人员共享 asset，而无需显示租户的全部数
据。支持技术人员仅会看到共享 assets 的特定数据。 

• 以模板形式共享 asset 配置：可以将 asset 配置以模板形式共享给其它租户，从而可
克隆完整的机器配置并减少工作量。 

选择列表中的共享 assets 
共享 assets 可通过以下符号识别：  

下图显示了选择列表中的共享 asset：  

 
共享 assets 出现在 core.shareenterprise 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以共享者租户名称命名。  

还可以通过 asset 详细视图访问“共享”选项并终止现有共享或撤销共享请求。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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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要通过 Cross-Tenancy 启用 asset 共享，需要在 Settings 中创建合作。有关如何创建合
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ettings 文档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
CN/index.html)。 

建立合作后，两个租户均可通过 Asset Manager 应用共享基于 assets 选择的各种类型的
数据。 

其中一方共享 assets 后，会在导航中显示通知：  

 
每一方均可在“共享”选项卡中接受或拒绝共享 assets 请求。  

访问等级 

所有 assets 均通过读取访问等级共享： 
 
访问等级 权限 

读取 • 读取和更新共享的 asset 静态数据。 
• 读取共享 asset 的时间序列数据。 
• 读取共享 asset 的 aspect 和 asset type。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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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共享”用户界面 
“共享“概述显示您与其它租户共享的 assets 以及共享给您的 assets： 

 
① 显示已接收和已发送请求的概述 
② 显示您与其它租户共享或其它租户共享给您的所有 assets 概述。 

12.3 共享 asset 

目的 

• 要与另一租户共享 asset。 

• 另一租户要使用相同的 asset 配置。 

• 另一租户要查看该 asset 的现有数据。 

先决条件 

• 已在“Settings”中创建与另一租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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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要共享 asset，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Asset”选项卡中，选择要共享的 asset。 

2. 要打开高级操作工具，请单击“ ”。 

3. 在下拉菜单中，单击“共享 asset”。 
-“共享 asset”弹出窗口随即打开 

4. 选择要与其共享 asset 的合作。 
 

  
说明 
仅可共享已有合作的 assets。有关创建合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ettings 文档。 

 

5. 单击“保存”。 

结果 

• 已与接收租户共享 asset。 

• 可通过“共享”选项卡 >“共享提供”查看已发送的请求。 

• 接收租户会在“共享”选项卡上收到新请求的通知，并可接受或拒绝该请求。 

• 接收租户接受该请求后，asset 会移至“共享管理”中的“已接收共享”中。 

• 共享的 asset 位于 Asset Manager 中命名为共享者租户的 asset 下方的列表中。 

12.4 取消共享 assets 
可取消共享从其它租户接收到的 assets 或与另一租户共享的 assets。  

目的 

• 您要删除通过其它租户访问 asset 的权限 

• 另一租户要取消共享与特定租户共享的 asset 

先决条件 

• 已在“Settings”中创建与另一租户的合作。 

• 已与合作伙伴租户共享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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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要取消共享从其它租户接收到的 asset，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Asset”选项卡中，选择要取消共享的 asset。 

2. 要打开高级操作工具，请单击 。 

3. 在下拉菜单中，单击“终止”。 

- 将打开确认对话框。 

4. 要确认终止操作，请单击“终止”。 

要取消共享与其它租户共享的 asset，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Asset”选项卡中，选择要取消共享的 asset。 

2. 导航至 asset 详细信息中的“共享”部分，然后单击 。 

3. 从列表中选择接收租户，然后单击“终止”。 

- 将打开确认对话框。 

4. 要确认终止操作，请单击“终止”。 
 

  
说明 
取消共享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asset 不会立即消失。 

 

结果 

• 您已取消与您的租户或其它租户共享的 asset。 

• 您的合作伙伴无法再看到该 asset。 

• 如果您终止的是上一次合作共享，则该合作也会终止。 
 

 
说明 
如果您终止的是合作享，则也会终止所有共享。 

 
 



 

Asset Manager 
系统手册, 06/2020, V1801.Jun/2020.1 51 

 文件 13 
13.1 使用“文件” 

可使用“文件”上传和管理 asset 相关的文件。可通过 Asset Manager 起始画面中的操作

工具访问“文件”。在“文件”部分中，您可轻松上传文件，列出单个 asset 的所有文件，逐

一删除文件或批量删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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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时间序列数据 14 
14.1 导入时间序列数据 

可将新的时间序列数据以 json 文件形式上传到 asset 的 aspect。还可以使用之前存储的
时间序列数据并将其导入到 aspect。  

目的 

• 要将时间序列数据上传到 asset 的 aspect。 

• 要在 MindSphere 中查看已上传的数据。 

先决条件 

• 要上传的时间序列数据必须采用 *.json 文件格式，也就

是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apis/iot-iottsbulk/api-iottsbulk-samples.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iot-iottsbulk/api-iottsbulk-
samples.html)。 

• asset 应为性能 asset（尚不支持仿真 asset）。 

• json 文件中提到的 variables 必须与所选 aspect 匹配。 

• 只允许同时导入一个特定日期的数据。 

• 您具有 Asset Manager 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在“Asset”选项卡中，选择要为其上传数据的 asset。 

2. 要导航到 asset 的 aspects，请在“Aspect”区域单击 。 

3. 要打开时间序列导入对话框，请单击 。 

4. 要开始导入过程，请单击“启动导入作业”。 

可在“导入作业概览”中查看导入作业的状态。 

5. 要上传新的时间序列数据，请单击“上传文件”(Upload File)。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iot-iottsbulk/api-iottsbulk-samples.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apis/iot-iottsbulk/api-iottsbulk-sam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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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上传同一时间段的新数据时，之前存储的时间序列数据会被覆盖。 

 

结果 

• 时间序列数据已上传到 MindSphere。 

• 现在可在 asset 的 aspect 上查看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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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vity Management 15 
15.1 简介 

在“连通性”选项卡中，可查看表示连通性元素的 assets，例如租户的 MindConnect 
Nano 及其相关连通性信息。状态列指示由设备自身发送的状态，可表示在线状态或数据
传输状态，具体视设备实现而定。可通过各种参数过滤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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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连通性”用户界面 
按“获取 assets 和连通性信息”按钮后，会出现 Connectivity Management 画面：  

 
① 激活或停用过滤器 
② 更新列表  
③ 显示过滤参数 
④ 在“Asset”选项卡中打开 asset 
 

 
说明 
仅会显示从 core.mcnano 和 core.mciot2040 实例化的 assets 的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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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ity Management”的过滤参数 

“Connectivity Management”包含以下过滤参数： 
 
过滤  描述 

名称 按 asset 的名称过滤。 

描述 按基本设置中的 asset 描述过滤。  

Type 可按下拉列表中的 asset type 进行过滤。 

15.3 固件更新 

目的 

您要针对某一 MindConnect 元素启动固件更新。  

先决条件 

• 具有标准角色“租户管理员”。 

• Asset 不是共享 asset。 

• 未运行后续更新步骤或作业。每个 asset 只允许有一个运行作业。 

通过连通性模块执行的程序 
 

 注意 

过时的版本 
请确保固件始终保持更新。 

 

 注意 

数据丢失 
请注意，固件更新期间可能会发生数据丢失。数据丢失量取决于读取和上传周期。 

 

“连通性”选项卡显示过期的固件。要更新固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连通性”选项卡并单击“检索 assets 和连通性信息”。 

2. 要检索最新信息，请单击“检索 assets 和连通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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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有新固件版本可用，请单击“有可用更新”。 

4. 接受条款与条件。 

5. 要选择某个固件版本，请单击“选择其它固件版本”。 

– “选择固件”对话框随即出现。 

6. 选择产品和可用版本，然后单击“接受”。 

7. 要更新固件，请单击“更新固件”。 

通过 MindConnect 插件操作的步骤 
 

 注意 

过时的版本 
请确保固件始终保持更新。 

 

 注意 

数据丢失 
请注意，固件更新期间可能会发生数据丢失。数据丢失量取决于读取和上传周期。 

 

要更新固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Asset”选项卡中选择 asset 并打开 MindConnect 插件。 

2. 单击“固件”旁边的  按钮。 

3. 接受条款与条件。 

4. 要选择某个固件版本，请单击“选择其它固件版本”。 

– “选择固件”对话框随即出现。 

5. 选择产品和可用版本，然后单击“接受”。 

6. 要更新固件，请单击“更新固件”。 

 

结果 

您已更新 MindConnect 元素的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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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态 MindConnect Element 插件 16 
16.1 MindConnect Nano/IoT 2040 插件 

要连接 MindConnect Element，您必须使用相应的MindConnect Element 插件进行组
态。在 asset 详细视图中提供了 MindConnect 插件。 

将 MindConnect Element 连接至 MindSphere 包括以下步骤： 

上线 

• 使用 MindConnect type 创建 asset 

• 创建与 MindConnect Element 的连接 

• 执行网络组态 

• 使用组态文件上线 

数据映射 

• 添加数据源 

• 添加数据点 

• 连接数据点和 variable 

有关这些步骤以及如何连接 MindConnect Element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Getting 
Connected 文档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
connected/zh-CN/index.html)。 

“MindConnect Element”定义 

MindConnect Element 是 asset 和 MindSphere 之间的连接元素。 

MindConnect Nano 是 MindConnect Element 的一个示例。对于每个 MindConnect 
Element，都有相应的MindConnect type；对于 MindConnect Nano 是
“core.mcnano”。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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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MindConnect LIB 插件 

16.2.1 MindConnect LIB 简介 
MindConnect LIB 是一个软件开发工具箱（SDK），可以对客户或特定于用例的连接代
理进行自编程。它支持通过安全的互联网连接将现场数据加密传输至 MindSphere，以支

持基于云的应用和服务。MindConnect LIB 支持几乎所有 asset 的连接，其拥有的灵活
性可为您的业务提供更加深入的分析。 

有关 MindConnect LIB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开发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resources/mindconnect-lib/resources-mclib-
overview.html)部分。 

有关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规则的更多信息，请参见“Getting Connected”文档中的

MindSphere 的防火墙/代理服务器规则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
CN/112467636747.html)部分。 

16.2.2 上线 MindConnect LIB 
为使 MindConnect LIB 上线，您必须选择安全配置文件并生成和复制上线配置。如果 
MindConnect LIB 未上线，则可以在随后更改安全配置文件。 

安全配置文件 

MindConnect LIB 创建从现场设备到 MindSphere 的安全连接。  

可从以下安全配置文件中进行选择： 

• RSA 3072 

• Shared Secret 

设置上线配置 

为了在 Mindsphere 中使用 MindConnect LIB，必须生成上线配置。 

之后，您可以将上线密钥复制到要与 MindSphere 连接的系统中。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resources/mindconnect-lib/resources-mclib-overview.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resources/mindconnect-lib/resources-mclib-overview.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112467636747.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getting-connected/zh-CN/112467636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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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 MindConnect LIB 插件中的数据映射 

16.2.3.1 添加数据源 
要接收 MindConnect LIB 数据，您需要添加数据源。 

要求 

• 已创建 asset 和 aspect。 

• 已激活与 MindConnect LIB 的连接。 

步骤 

要向 MindConnect LIB 类型的 asset 添加数据源，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单击“Assets”选项卡中的 asset，例如“风力涡轮机”。 

2. 单击插件图标，例如“MindConnect LIB”。 

3. 单击“添加数据源”。 

– 将打开输入名称和描述数据的窗口。 

4. 输入数据源数据并单击“接受”进行确认。 

– 显示确认对话框。 

5. 要保存数据源，请单击“保存”。 

结果 

现在已经创建了一个新的数据源。新数据源可在 MindConnect LIB 的 asset 详细信息中
找到。 

16.2.3.2 添加数据点 
数据点是可以用数字和图形表示的 asset 的可测量值。数据点的示例是温度或压力。在 
MindSphere 中，可以向数据源添加数据点来收集数据，例如从控制单元添加。在下一步
中，必须将数据源的数据点链接到 aspect 的相应 variables。 

要求 

• 已创建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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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要将数据点添加到数据源，例如“RotationSpeed”，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单击“Assets”选项卡中的 asset，例如“风力涡轮机”。 

2. 单击 asset 图标，例如“MindConnect LIB”。 

3. 要编辑数据源，必须单击“进入编辑模式”。 

– 编辑功能显示在数据源旁边。 

4. 单击“添加数据点”。 

5. 输入数据点数据。 
 

  
说明 
• 此处指定的单位和数据类型需要与 aspects 和 variables 完全匹配。如果它们不
同，则 variable 无法连接到数据点。 

 

6. 单击“接受”进行确认。 

7. 要在“编辑模式”中保存添加的数据点，单击“保存”。 

结果 

新数据点可在数据源中找到。 

16.2.3.3 导入组态 
为接收 MindConnect LIB 的数据，需要添加具有相应数据点的数据源。您可以上传一个
文件来提高组态导入速度，也可下载示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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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已创建 asset 和 aspect。 

• 已启用与 MindConnect LI 的连接。 

• 已准备好可依据以下准则导入的文件。 

文件结构必须如下，并且不允许使用标题： 

DS; datasource-nameX;datasource-description  

DP; dp-name1;dp-description;LONG;dp-unit 

DP; dp-name2;dp-description;LONG;dp-unit  

DP; dp-name3;dp-description;LONG;dp-unit  

DS; datasource-nameX;datasource-description  

DP; dp-name1;dp-description;LONG;dp-unit  

DP; dp-name2;dp-description;LONG;dp-unit  

DP; dp-name3;dp-description;LONG;dp-unit 

操作步骤 

要向 MindConnect LIB 类型的 asset 导入组态，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Assets”选项卡中选择 asset，例如“风力涡轮机”。 

2. 单击 MindConnect LIB 插件图标，例如“MindConnect LIB”，打开该插件。 

3. 单击“组态数据源”或“进入编辑模式”，组态数据源，但前提是已经创建数据源。 

– 数据源组态表和可用选项随即显示。 

4. 单击“导入组态”，导入相应文件。 

– 本地文件浏览器随即打开。 

5. 选择一个符合“要求”部分所述准则的文件。 

6. 单击“保存”，保存并组态 MindConnect LIB。 

结果 

已导入数据源组态。新数据源将可在 MindConnect LIB 的 asset 详细信息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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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4 连接数据点和 variable 
数据映射指将 aspect 的 variables 与数据源的相应数据点进行匹配。  

• aspect 的 variables 代表 MindSphere 数据。 

• 数据源的数据点代表 MindConnect LIB 数据。 

要使用 MindConnect LIB 数据，必须将数据点映射到 aspect 的相应 variables。  

要求 

已根据所需的 aspect 和 type 创建了 asset。 

操作步骤 

要将 variable 映射到数据点，例如“RotationSpeed”，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单击“Assets”选项卡中的 asset，例如“风力涡轮机”。 

2. 单击 MindConnect LIB 插件，例如“MindConnect LIB”。 

3. 单击“数据映射”选项卡。 

4. 选择要映射的数据点，然后单击“链接 variable”。 
下图显示了“链接 variable”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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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早前创建的 asset，然后单击“接受”，例如“风力涡轮机”。 
 

  
说明 
• 要选择不同的 asset，请单击“更改”。 
• 若要仅显示兼容 assets，可以激活过滤器“仅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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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想要链接的 variable，例如“RotationSpeed”。 
 

  
说明 
只有与 aspects 和 variables 完全匹配的单位和数据类型才可用。如果它们不同，则 
aspect 无法连接到数据点（还区分大小写）。 

 

 

7. 要链接 variable，请单击“接受”。 

结果 

数据点现已映射到 variable。 

下图显示了映射的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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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5 已废弃数据映射 
如果已更改数据源配置，已废弃的数据映射可能出现在 MindConnectLib 代理中。  

MindConnect Lib 插件会在“数据映射”窗口中显示已废弃的数据映射：  

 

已废弃的映射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编辑数据源配置时，这些映射会消失。 

所有新创建的数据映射都是永久存在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更新数据源配置的情况。  

孤数据映射 

孤数据映射是由于映射过期或通过 API 配置数据映射产生的。例如如果删除数据点/数据

源，或编辑当前通过数据映射连接的数据点的单位或数据类型，该数据映射将以孤数据映
射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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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Flow Creator 插件 17 
17.1 使用 Visual Flow Creator 流 
 

 
说明 

激活 Visual Flow Creator 插件  
仅当已在租户上启用 Visual Flow Creator 时才能启用 Visual Flow Creator 插件。还需
要分配其中一个 Visual Flow Creator 角色。  

 

Asset Manager 允许为 asset 创建新的 Visual Flow Creator 流。  

要创建新流，请单击高级操作工具中的“创建 VFC 流”。 

Asset 详细视图以插件元素形式显示成功创建并保存的 VFC 流。  

 
Visual Flow Creator 插件提供 Visual Flow Creator 中所有已激活或已停用的选项卡概
述，并允许在 Visual Flow Creator 中打开流。  

下图显示插件窗口中的已激活或已停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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