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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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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包含有关 MindSphere Siemens 工业 IoT 平台 Settings 组件的定义和处理的详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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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历史 1 
 

 

 
版本 日期 更改 主题链接 

V1801.08/202
0.2 

2020 年 8 月 
22 日 

更新了 MindSphere 会话处理操作。   MindSphere 会话处理 
(页 60) 

V1801.08/202
0.1 

2020 年 8 月 
5 日 

更新了服务凭证。   服务凭证 (页 34) 

V1801.06/202
0.1 

2020 年 6 月 
30 日 

更新了“标准角色”章节。  MindSphere 中的标准
角色 (页 25)  

更新了“Core 应用角色”章节。   MindSphere 中的 Core 
应用角色 (页 30) 

V1801.04/202
0.1 

2020 年 4 月 
19 日 

更新了“标准角色”章节。  MindSphere 中的标准
角色 (页 25) 

更新了“Core 应用角色”章节。   MindSphere 中的 Core 
应用角色 (页 30) 

添加了创建用户的相关提示。  创建用户  (页 14)  

添加了创建子租户的相关提示。  创建新的子租户 (页 53) 

V1801.03/202
0.1 

2020 年 3 月 
20 日 

添加了新的章节“证书管理器”。   证书管理器 (页 57) 

V1801.02/202
0.1 

2020 年 2 月 
20 日 

新增了更新服务凭证的功能。   服务凭证 (页 34) 

V1801.01/202
0.1 

2020 年 1 月 
8 日 

为标准角色新增了角色 
mdsp:core:uipluginassetmanagermclib.admi
n。 

 MindSphere 中的标准
角色 (页 25) 

为 Asset Manager 应用新增了核心应用角色。  MindSphere 中的 Core 
应用角色 (页 30) 

在“向角色分配用户”一章中增加了说明。   向角色分配用户 (页 31) 

V1801.10/201
9.1 

2019 年 10 月 
4 日 

Settings 现在提供可创建服务凭证的功能。添
加了新章节“服务凭证”。 

 服务凭证 (页 34) 

更新了“标准角色”一章。   MindSphere 中的标准
角色 (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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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更改 主题链接 

V1801.09/201
9.1 

2019 年 9 月 
4 日 

Settings 现在提供将下级用户组分配给已有用
户组的功能。 

 嵌套用户组 (页 19)  

更新了“使用角色”一章：现在可创建自定义角
色来捆绑多个角色。此外，还可为租户添加其
它 Core 应用角色。 

 角色 (页 21) 

V1801.07/201
9.1 

2019 年 7 月 
11 日 

Settings 现在提供可实现合作的功能。添加了
新章节“合作”。 

 合作 (页 55) 

V1801.06/201
9.1 

2019 年 6 月 
13 日 

更新了“Settings”用户界面。   "Settings" 用户界面  
(页 9) 

Settings 现在提供激活或停用用户的功能。更
新了“管理用户”一章。  

 “用户”用户界面 (页 13)  
 创建用户  (页 14) 
 激活或停用用户 (页 15) 

现在可在“角色”用户界面中过滤角色。   “角色”用户界面  (页 23) 
 向角色分配用户 (页 31) 

V1801.05/201
9.1 

2019 年 5 月 
15 日 

由于重命名了按钮，因此更新了用户、用户组
和角色管理。 

 

V1801.02/201
9.1 

2019 年 2 月 
11 日 

添加了新章节“创建用户组”。   创建用户组 (页 18) 

添加了新章节“子租户白名单”。  可为子租户用户分配的
角色 (页 50) 

全面修改整个文档。  

V1801.CW.EU
1.K1203 

2018 年 12 月 
3 日 

添加了新章节“MindSphere 中的默认角色”。   

V1801.CW.EU
1.K1113 

2018 年 11 月 
7 日 

添加了新章节“MindSphere 会话处理”。  MindSphere 会话处理 
(页 60) 
 

添加了有关处理 OS Bar 的新章节。   OS Bar 概述 (页 41) 

改进了角色描述。   

V1801.K1008 2018 年 10 月 
17 日 

将 User Management 重命名为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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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s”简介 2 
 

 

Settings 概述 

Settings 是 MindSphere 操作系统的系统工具。系统工具是 MindSphere 的基本组成部
分，具有以下优点： 

• 集成式设计。 

• 值得信赖的应用程序。 

• 可访问系统功能。 

Settings 可处理 MindSphere 的用户管理和租户的设置。它允许用户自定义租户中的提
供者信息并进一步创建子租户。  

功能 

Settings 提供以下功能： 

• 创建、管理和删除用户。 

• 创建和管理用户组。 

• 管理角色、其用户和用户组。 

• 作为租户提供商管理 OS Bar 中的公司名称、徽标和链接。 

• 创建和管理子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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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s" 用户界面 3 
 

 

下图显示了 Settings 启动画面用户界面： 

 
① 导航区域 
② 搜索框 
③ 搜索列表 
④ 详细视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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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s”中的用户权利 4 
 

 

为了获得对 Settings 的完全访问权限，需要具有 Settings 管理员应用角色. 如果未将 
Settings 管理员角色分配给用户，则 Settings 图标不会在 Launchpad 上对用户显示。 

也可以使用 TenantAdmin 标准角色授予对 Settings 的访问权限。 

MindSphere 支持团队负责创建您的租户并将 TenantAdmin 角色授予您公司中的授权人

员。TenantAdmin 可以将 TenantAdmin or Settings administrator 角色授予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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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Management 5 
5.1 管理用户 

5.1.1 用户类型 
Settings 允许您使用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创建用户并管理其权限。 

可以在 Settings 中创建以下用户类型： 

• 全局用户：用户可以访问所有租户。 

• 子租户用户：这些用户将被分配到子租户，并只能访问特定子租户的 assets。 
 

 
说明 

子租户用户 
子租户用户需要 <mdsp:core:SubTenantUser> 角色才能访问 Launchpad 上的应用程
序。  
另请参见 
• MindSphere 中的标准角色 (页 25) 
• 使用子租户 (页 50) 

 

为了更好地管理用户并为多个用户分配角色，可以使用 Settings 创建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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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用户”用户界面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用户”用户界面： 

 
① 打开一个对话框以创建新用户 
② 显示用户的名称和电子邮件地址 
③ 显示用户类型 
④ 显示分配给用户的用户组 
⑤ 激活或取消激活用户 
⑥ 删除所选用户 
⑦ 切换到“角色”选项卡 
⑧ 显示为用户分配的角色 
⑨ 切换到包含角色的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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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创建用户 
可以创建全局用户或子租户用户。  

 

 
说明 

配额消耗 
创建用户会减少您的配额。 

 

 
说明 

创建子租户 
可以为新用户创建新的子租户。有关子租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子租户 (页 50)部
分。 

 

操作步骤 

要在 Settings 中创建新用户，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用户”界面，并单击 “创建用户”。 

– 将打开“创建用户”界面。 

2. 输入用户的名称和电子邮件地址。 

3. 选择用户类型“全局用户”或“子租户用户”。 

– 如果没有可用的子租户，请单击“创建子租户”以创建一个子租户。 

4. 如果选择了“子租户用户”，请选择一个子租户。 

5. 单击“创建用户”。 

6. 要为用户分配角色，请单击“分配角色”。 

7. 选择一个角色，然后单击“下一步”。 

– 有关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章节 MindSphere 中的标准角色 (页 25)。 

8. 要保存设置，请单击“保存”。 

9. 要关闭设置，请单击“关闭”。 

结果 

已创建新用户并分配了角色。新用户现在已激活，并将收到包含租户访问说明的电子邮
件。用户首次登录后，将在 Settings 中显示用户的名字和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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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激活或停用用户 
可在 Settings 中激活和停用用户。已激活的用户可访问为其分配的应用和服务。停用用
户可暂时拒绝用户访问 Mindsphere 及其服务。重新激活的用户会自动获取之前分配的权
限。 

 

操作步骤 

要激活或停用用户，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单击“用户”。 

2.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用户。 

3. 单击“激活”或“停用”，以激活或停用用户。 

– “激活用户”或“停用用户”对话框将打开。 

4. 确认激活或停用。 

 

结果 

已激活或停用用户。  

5.1.5 删除用户 

步骤 
 

 
说明 

数据安全性注意事项 
请及时删除不再属于您业务的用户。 

 

要删除用户，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单击“用户”。 

2.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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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删除用户”以删除用户。 

– 将打开“删除用户”对话框。 

4. 单击“是”确认删除。 

结果 

从 Settings 中删除了用户。 

5.1.6 编辑用户角色分配 
可以在“用户”选项卡中为用户分配角色，或者在“角色”选项卡中将用户分配给角色。有关
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角色 (页 21)部分。 

步骤 

要为用户分配或删除角色，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单击“用户”。 

2.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用户。 

3. 单击“编辑角色分配”。 

–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可用角色列表。 

4. 在“可用的角色”区域中选择一个角色。 

5. 选中或清除相应的复选框，以便为所选用户分配或取消分配角色。 

6. 要批准更改，请单击“下一步”。 

7. 要保存组态，请单击“保存”。 

8. 要关闭设置，请单击“关闭”。 

结果 

已将角色分配给用户或删除了角色。 
 

 
说明 
相应的用户必须再次登录才能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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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用户组 

5.2.1 “用户组”用户界面 
以下画面显示了“用户组”用户界面： 

 
① 创建新用户组 
② 移至上级用户组 
③ 编辑用户组 
④ 删除用户组 
⑤ 打开窗口以编辑用户分配 
⑥ 在“用户”选项卡中打开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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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创建用户组 
为了更好地管理用户并为多个用户分配角色，Setting 提供了创建用户组的功能。 

操作步骤 

要在 Settings 中创建新用户组，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域中，打开“用户组”界面，然后单击 “创建用户组”。 

– 将打开“创建用户组”界面。 

2. 为用户组输入名称和描述。 

3. 要创建用户组，请单击“创建用户组”。 

4. 要将用户分配到组，请单击“分配用户”。 

5. 为新组选择用户，然后单击“下一步”。 

6. 要保存组的用户分配，请单击“保存”和“关闭”。 

7. 要为组分配角色，请单击“分配角色”。 

8. 为新组选择角色，然后单击“下一步”。 

9. 要保存组的角色分配，请单击“保存”和“关闭”。 

结果 

已创建具有不同用户的用户组。此组的所有用户现在都具有已分配的角色。  

在“用户”选项卡中，可以在角色分配窗口中看到新的组徽标：  

 

5.2.3 编辑用户组 
创建用户组后，可更改用户组名称、描述、编辑用户分配和角色分配。  

先决条件 

• 已创建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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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名称和描述 

要编辑用户组，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用户组”选项卡中选择用户组。 

2. 要编辑用户组的名称和描述，请单击“编辑”。 

-将出现编辑用户组弹出窗口。  

3. 编辑名称和描述，并单击“保存”。 

4. 要编辑用户或角色分配，请单击“用户”或“角色”部分中的“编辑任务”。 

-将出现编辑任务弹出窗口。 

5. 选择要分配的用户或角色，然后单击“下一步”。 
 

  
说明 
可使用过滤器快速查找用户或角色。  

 

6. 要保存分配，请单击“保存”。 

结果 

已编辑用户组及其分配。  

5.2.4 嵌套用户组 
可将用户组分配给其它用户组，从而可创建嵌套用户组。分配给用户组的角色会继承到所
有下级用户组。下级用户组可包含其它具有更多权限的角色。  

示例场景 

公司采用以下层级结构创建部门组： 

• 主要部门是层级结构中的第一级。 

• 主要部门之下是 IT 部门，其包含以下部门： 

– 开发者 

– 支持团队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Settings 中的用户组“主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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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所有组均应获取 StandardUser 角色。 

• 开发者组还将获得 DeveloperAdmin 角色。 

操作步骤 

1. 打开“用户组”选项卡并创建用户组。 

2. 选择顶级组（例如主要部门），然后单击“分配用户组”。 

3. 要添加第一个层级，请分配第一个用户组，例如“IT”。 

4. 在“用户组”选项卡中选择第一个层级，例如“IT”。 

5. 要添加第二个层级，请分配其它用户组，例如“开发者、支持团队”。 

6. 选择主要组并分配 StandardUser 角色。 

7. 选择第二个层级组（例如“开发者”），然后分配 DeveloperAdmin 角色。 

结果 

已创建用户组。 

• 所有组的所有用户均具有 StandardUser 角色。 

• 只有开发者组的用户具有 DeveloperAdmin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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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 6 
 

 

角色是可以分配给用户或用户组的权限集合。为用户分配角色时，用户将获得为相应角色
定义的所有权限。可以使用角色分配来管理员工的访问权限。“用户”选项卡中的角色分配
将显示包含角色的用户组：  

 
可以在 MindSphere 中创建以下角色类型： 

• 应用角色 

• Core 应用角色 

• 自定义角色 

• 标准角色 

应用角色 

在 MindSphere 上运行的每个应用均提供授予对该应用访问权限的相应角色。
MindSphere 中的每个应用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应用角色，并可以将其分配给相关用户。应
用角色由 MindSphere 用于 Core 应用（例如 Asset Manager），或由开发者用于第三方
应用。  

购买应用后，将自动在 Settings 中提供用于其它应用的角色。例如，可通过 Settings 将 
Visual Flow Creator User 角色分配给用户，以授予其对 Visual Flow Creator 的访问权
限。 

Core 应用角色 

Core 应用角色是 MindSphere 系统工具的应用角色，类似于 Asset Manager 或 Fleet 
Manager。可通过前缀确定 Core 应用角色：mdsp:core。 

可在租户中启用 MindSphere Core 应用角色，使这些角色可用。 

有关所有可用的 Core 应用角色列表，请参见 MindSphere 中的 Core 应用角色 (页 30)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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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角色 

自定义角色是可定义的灵活角色。 

可借助自定义角色将各个角色类别中的角色（比如默认角色、应用角色或自定义角色）绑
定到新角色中，从而可为用户和用户组分配单独的权限组合。 

标准角色 

标准角色是一组应用角色。 

有关最重要角色及其权限的汇总，请参见 MindSphere 中的标准角色 (页 25)部分。 
 

 
说明 
可使用核心应用角色分类单个应用（如 Fleet Manager）。要访问应用，还请分配 
Launchpad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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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角色”用户界面 
下图显示了“角色”用户界面： 

 
① 创建新的自定义角色 
② 打开 Core 应用角色配置窗口 
③ 角色详细信息： 

• 角色名称 
• 角色描述 

④ 分配给角色的所有用户列表 
⑤ 单击“编辑用户分配”可将用户分配给角色或从角色中删除用户 
⑥ 单击箭头可切换到“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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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分配画面 

“编辑分配”画面允许将用户分配给角色或从角色中移除用户。可根据固定参数过滤用户。 

 

“编辑分配”的过滤参数 

可使用过滤和组合参数功能找到要查找的用户。下表列出了过滤参数 
 
过滤 描述 

已选择 显示“编辑分配”画面的所有已选用户。 

未选择 显示“编辑分配”画面的所有未选用户。 

已更改 显示所有已更改且未保存的用户。列表还会突出显示已更改的用户。 

未更改 显示所有未更改用户。 

子租户用户 显示所有子租户用户创建的用户。  

全局用户 显示所有全局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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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MindSphere 中的标准角色 
MindSphere 平台提供了一组标准角色。标准角色是一组应用角色。应用程序角色是在 
Mindsphere 中使用特定应用程序的不同权限的分组，可以细分为以下类别： 

• 管理访问权限：在租户内完全不受限制地使用。 

• 标准访问权限：在租户内有限使用。应用程序的系统手册提供了有关权限的详细信
息。 

• 子租户访问权限：在租户中作为子租户用户有限使用。应用程序的系统手册提供了有
关权限的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使用相应默认角色所需的许可证： 
 
标准角色 角色 ID 许可证 

IoT Value Plan Developer Plan Operator Plan 

TenantAdmin mdsp:core:TenantAdmi
n 

✓ ✓ ✓ 

StandardUser mdsp:core:StandardUse
r 

✓ ✓ ✓ 

SubtenantUs
er 

mdsp:core:SubTenantU
ser 

✓ ✓ ✓ 

OperatorAdmi
n 

mdsp:core:OperatorAd
min 

  ✓ 

DeveloperAd
min 

mdsp:core:DeveloperAd
min 

 ✓  

Developer mdsp:core:Developer  ✓  

有关每个标准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部分： 

TenantAdmin 

租户管理员角色授予对相应租户和以下应用程序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 

• Agent Diagnostic 

• Asset Manager 

• Flee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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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s 

• Usage Transparency Service 

有关应用程序角色及其具体权限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相应的系统手册。 

下表列出了标准角色“TenantAdmin”中包含的特定应用角色：  
 
应用程序角色 ID 描述 

mdsp:core:agentdiagnostic.a
dmin 

该角色授予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Agent Diagnostic 的权限。 

mdsp:core:assetmanager.ad
min  

该角色授予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Asset Manager 的权限。 

mdsp:core:fleetmanager.tena
ntadmin 

该角色授予以租户管理员身份完全访问 Fleet Manager 的权限。 

mdsp:core:fleetmanager.stan
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Fleet Manager 的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launchpad.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使用 Launchpad 并发送支持请求的权限。 

mdsp:core:settings.admin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Settings 的权限。 

mdsp:core:platformpurchase
app.request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请求方身份访问 Upgrade 并发送订阅请求的权限。 

mdsp:core:utsapp.analyst 该角色授予 Usage Transparency Service 用户查看其租户使用情况数据
的权限。 

mdsp:core:uipluginassetman
agermclib.admin 

该角色会授予对 MindConnect LIB 插件的完全访问权限。 

mdsp:core:uipluginassetman
agermcnano.admin 

该角色会授予对 MindConnect Nano 插件的完全访问权限。 

StandardUser 

标准用户角色是租户用户的标准角色。该角色包含访问 APIs 的权限，这些 API 是“IoT 
Value Plan”的一部分。 

该角色授予对以下应用程序的标准访问权限： 

• Agent Diagnostic 

• Asset Manager 

• Flee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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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应用程序角色及其具体权限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相应的系统手册。 

下表列出了标准角色“StandardUser”中包含的特定应用角色：  
 
App 角色 ID 描述 

mdsp:core:agentdiagnostic.s
tan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Agent Diagnostic 的标准用户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assetmanager.sta
n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Asset Manager 的标准用户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fleetmanager.stan
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Fleet Manager 的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launchpad.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使用 Launchpad 并发送支持请求的权限。 

mdsp:core:platformpurchase
app.request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请求方身份访问 Upgrade 并发送订阅请求的权限。 

SubtenantUser 

SubtenantUser 角色是子租户用户的标准角色。该角色授予作为子租户用户对相应租户
的标准访问权限。此外，还必须为用户分配专用的子租户。用户只能访问相应租户的资
源。 

该角色授予作为子租户用户对以下应用程序的标准访问权限： 

• Asset Manager 

• Fleet Manager 

下表列出了标准角色“SubtenantUser”中包含的特定应用角色：  
 
App 角色 ID 描述 

mdsp:core:assetmanager.su
btenantuser  

该角色授予 subtenant 用户访问 Asset Manager 的权限。 

mdsp:core:fleetmanager.subt
enantuser  

该角色授予作为 subtenant 的用户对 Fleet Manager 的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launchpad.subten
ant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使用 Launchpad 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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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Admin 

OperatorAdmin 角色授予访问 Operator Cockpit 以及操作 MindSphere 中提供的应用的
完全管理权限。 

该角色授予对以下应用程序的管理访问权限： 

• Operator Cockpit 

该角色授予对以下应用程序的标准访问权限： 

• Asset Manager 

• Fleet Manager 

下表列出了标准角色“OperatorAdmin”中包含的特定应用角色：  
 
App 角色 ID 描述 

mdsp:core:assetmanager.sta
n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Asset Manager 的标准用户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fleetmanager.stan
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Fleet Manager 的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launchpad.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使用 Launchpad 并发送支持请求的权限。 

mdsp:core:noseui.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通过 UI 访问和发送消息的权限。 

mdsp:core:settings.serviceCr
edentialAdmin 

该角色授予用户在 Settings 中分配“服务凭证”选项卡访问权限的权限以及
分配服务凭证的权限。 

DeveloperAdmin 

该角色授予对 Developer Cockpit 和通过 Identity Management API 直接管理 Open 
Authorization 客户端的 API 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 

DeveloperAdmin 角色授予将应用提交至验证服务的访问权限。有关详细权限，请参见 
Developer Cockpit 文档中的“Developer Cockpit”中的用户权利一章。  

该角色授予对以下应用程序的管理访问权限： 

• Developer Cockpit 

• Usage Transparency 

该角色授予对以下应用程序的标准访问权限： 

• Asset Manager 

• Flee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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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标准角色“DeveloperAdmin”中包含的特定应用角色： 
 
App 角色 ID 描述 

mdsp:core:assetmanager.sta
n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Asset Manager. 的标准用户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devcockpitui.admi
n  

该角色授予用户对 Developer Cockpit UI 的访问权限，以便在开发者角色
的权限之上进行应用程序上传和分配操作。 

mdsp:core:fleetmanager.stan
darduser  

该角色授予对 Fleet Manager 的有限访问权限。 

mdsp:core:launchpad.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使用 Launchpad 并发送支持请求的权限。 

mdsp:core:settings.serviceCr
edentialAdmin 

该角色授予用户在 Settings 中分配“服务凭证”选项卡访问权限的权限以及
分配服务凭证的权限。 

Developer 

该角色授予对 Developer Cockpit 的访问权限，以管理应用程序版本和注册步骤。 

有关详细权限，请参见 Developer Cockpit 文档中的“Developer Cockpit”中的用户权利
一章。  

下表列出了标准角色“Developer”中包含的特定应用角色： 
 
App 角色 ID 描述 

mdsp:core:devcockpitui.deve
loper 

该角色授予对 Developer Cockpit UI 的访问权限，以便进行 CRUD 
(create, read, update, delete) 操作和注册/注销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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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MindSphere 中的 Core 应用角色 
下表列出了可添加到租户的所有可用 Core 应用角色。有关各个角色的详细描述，请参见
应用系统手册中相应的用户权利章节。有关核心应用配置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 
Core 应用角色 (页 32)”一章。 

 
应用 Core 应用角色 描述 

Agent Diagnostic mdsp:core:agentdiagnostic.admin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Agent 
Diagnostic 的权限。 

mdsp:core:agentdiagnostic.standa
rd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标准用户身份访问 Agent 
Diagnostic 的权限。 

Asset Manager mdsp:core:assetmanager.admin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Asset 
Manager 的权限。 

mdsp:core:assetmanager.standar
d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标准用户身份访问 Asset 
Manager 的权限。 

mdsp:core:assetmanager.subtena
nt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子租户身份访问 Asset 
Manager 的权限。 

Fleet Manager mdsp:core:fleetmanager.tenantad
min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Fleet 
Manager 的权限。 

mdsp:core:fleetmanager.standard
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标准用户身份访问 Fleet 
Manager 的权限。 

mdsp:core:fleetmanager.subtenan
t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子租户身份访问 Fleet 
Manager 的权限。 

Launchpad mdsp:core:launchpad.subtenantu
ser 

该角色授予子租户用户使用 Launchpad 的权

限。 

mdsp:core:launchpad.us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使用 Launchpad 并发送支持
请求的权限。 

MindConnect LIB 
plugin 

mdsp:core:uipluginassetmanager
mclib.admin 

该角色会授予对 MindConnect LIB 插件的完全

访问权限。 

MindConnect IoT 
Extension Service 

mdsp:core:mcie.admin 该角色授予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MindConnect 
IoT 扩展服务的权限。 

MindConnect IoT 
2040 plugin 

mdsp:core:uipluginassetmanager
mciot2040.admin 

该角色授予对 MindConnect IoT2040 插件的

完全访问权限。 

MindConnect 
Nano plugin 

mdsp:core:uipluginassetmanager
mcnano.admin 

该角色会授予对 MindConnect Nano 插件的完

全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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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Core 应用角色 描述 

Settings mdsp:core:settings.admin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管理员身份访问 Settings 的
权限。 

Upgrade mdsp:core:platformpurchaseapp.b
uy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买方身份访问 Upgrade 并购
买和开通产品服务，以及处理订阅请求的权
限。 

mdsp:core:platformpurchaseapp.r
equester 

该角色授予用户以请求方身份访问 Upgrade 并
发送订阅请求的权限。 

Usage 
Transparency 

mdsp:core:utsapp.analyst 该角色授予用户访问 Usage Transparency 应
用以查看租户使用情况数据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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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分配任何插件角色，则无法看到 Asset Manager 用户界
面中看到插件。 

 

6.4 向角色分配用户 
可以在“角色”选项卡中向角色分配用户，或者在“用户”选项卡中向角色分配用户。有关用
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用户 (页 12)”部分。 

操作步骤 

要将用户分配给角色，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中，单击“角色”。 

2.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相关角色。 

3. 单击“编辑任务”。 

– 随即打开“编辑分配”对话框。 

4. 从列表中选择用户。 

– 可使用过滤器快速查找要搜索的用户。有关过滤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角色”用户
界面  (页 23)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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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中或清除相应的复选框，将用户分配或取消分配给角色。 

6. 要批准更改，请单击“下一步”。 

7. 要保存更改，请单击“关闭”。 

结果 

已将用户分配给角色。相应的用户必须再次登录才能使更改生效。 
 

 
说明 
重新分配角色后，需要登录并注销，以使这些更改生效。 

 

6.5 创建自定义角色 

操作步骤 

要创建自定义角色，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中，单击“角色”。 

2. 要创建自定义角色，请单击 或“创建自定义角色”。 

3. 输入名称和描述。 

4. 要保存新的自定义角色，请单击“创建自定义角色”。 

结果 

• 已创建新的自定义角色。 

• 新角色出现在自定义角色列表中。 

• 可通过添加角色、用户和用户组的方式自定义新角色。 

6.6 配置 Core 应用角色 
可在租户中启用 MindSphere Core 应用角色，以使用这些角色实现更细粒度级的访问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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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要启用 Core 应用角色，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中，单击“角色”。 

2. 要打开 Core 应用角色配置，请单击 。 

3. 选择要在租户中使用的 Core 应用角色，然后单击“下一步”。 

- 有关所有可用 Core 应用角色的列表，请参见 MindSphere 中的 Core 应用角色 
(页 30)一章。 

4. 要在租户中使用 Core 应用角色并保存设置，请单击“保存”。 
 

 
说明 

停用 Core 应用角色 
还可以通过取消选中 Core 应用角色的方式将其停用。停用 Core 应用角色会将该角色从

所有已分配的用户、用户组和角色中移除。请注意，授予用户的关联权限也将被移除。  
 

结果 

• 现在可在租户中启用添加的 Core 应用角色。 

• 可为自定义角色添加 Core 应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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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凭证 7 
7.1 服务凭证简介 

通过 Settings，可为您的 MindSphere 租户创建服务凭证。  

在“服务凭证”选项卡中，最多可创建 3 个服务凭证。 

服务凭证 对 Cloud Foundry 有效，但不能用于 MindSphere API。  

MindSphere 支持 Cloud Foundry 中的 Org Manager 和 Space Developer 角色。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Cloud Foundry 文档。  

要求 

可在操作员或开发者租户中访问服务凭证选项卡。为了获得对“服务凭证”选项卡的访问权
限并创建服务凭证，需要具有以下角色之一：  

• TenantAdmin 

• OperatorAdmin 

• DeveloperAdmin 

• ServiceCredentialAdmin 

服务凭证状态 

服务凭证可具有以下状态： 
 
状态 描述 

激活 显示服务凭证已激活。  

已停用 显示服务凭证已停用。  

停用 显示服务凭证当前处于停用状态。  

过期 显示已超出服务凭证有效期限。 

已开通服务 显示服务凭证已开通服务，可以使用。 

开通服务 显示服务凭证当前已开通服务。  

开通服务失败 显示服务凭证开通服务失败。  

取消服务开通 显示服务凭证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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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描述 

更新凭证 显示服务凭证已更新。  

重置 显示服务凭证密码已重置。 

更新 显示服务凭证当前已更新。 

可在历史记录中查看更改状态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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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服务凭证”用户界面 
可通过 Settings 应用中的“服务凭证”选项卡访问服务凭证。创建服务凭证后，会出现以
下画面：  

 
① 新建服务凭证 
② 打开包含最近 90 天内所有更改的历史记录 
③ 刷新站点  
④ 显示服务凭证名称 
⑤ 更新服务凭证 
⑥ 激活或停用所选服务凭证 
⑦ 重置密码 
⑧ 显示登录信息及用户名和密码，直至站点刷新为止 
⑨ 显示所选服务凭证的属性 
⑩ 显示为服务凭证分配的角色 
⑪ 显示错误以及服务凭证未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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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建服务凭证 

要求 

您具有下列属性之一： 

• 运营商管理员 

• 开发者管理员 

操作步骤 

要创建新的服务凭证，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服务凭证”选项卡并单击“创建服务凭证”。 

2. 输入客户端 ID，例如“robin”。 
 

  
说明 
• 用户名以租户名为前缀。 
• 仅允许使用字符 a-z 和 0-9。 

 

3. 输入服务凭证说明。 

4. 输入服务凭证的有效期限。默认有效期限为一年。 

5. 为服务凭证分配一个角色。 

6. 单击“创建服务凭证”。 

- 将出现登录信息窗口。 

7. 要将用户名和密码复制到剪贴板，请单击 。 
 

  
说明 
• 刷新页面后，密码将消失。 
• 稍后可重置密码。 

 

结果 

• 已创建服务凭证。 

• 刷新站点后，“属性”状态由“正在开通服务”切换为“已开通服务”。此凭证现在可使用。 

• 现在可通过这些凭证登录您的 Cloud Foundry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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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编辑服务凭证的角色分配 
可以编辑服务凭据的角色分配。  

操作步骤 

要编辑服务凭证的角色分配，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服务凭证”选项卡并选择要编辑的服务凭证。 

2. 单击“角色”选项卡中的“编辑分配”。 

3. 选中要添加的角色或取消选中要删除的角色，然后单击“下一步”。 

4. 要保存更改，请单击“保存”。 

7.5 停用服务凭证 
可停用服务凭证，以暂时撤销用户的访问权限。 

要求 

已创建服务凭证。  

操作步骤 

要停用服务凭证，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服务凭证”选项卡并选择要停用的“服务凭证”。 

2. 单击“停用服务凭证”。 

- 状态切换为“停用” 

3. 要更新服务开通状态，请单击“刷新”。 

结果 

• 您已停用选定的服务凭证。不能使用该凭证登录 Cloud Foundry。 

• 可执行相同步骤激活服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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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删除服务凭证 
如果剩余服务凭证已达到极限，或者不再需要这些服务凭证，可删除服务凭证。  

要求 

已创建服务凭证。  

操作步骤 

要删除服务凭证，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服务凭证”选项卡并选择要删除的“服务凭证”。 

2. 单击“删除服务凭证”。 

3. 要删除服务凭证，请单击“删除”。 

结果 

• 您已删除选定的服务凭证。 

• 剩余服务凭证数量会增加。 

7.7 更新服务凭证 
可更新已到期的服务凭证。服务凭证有效期默认为一年。  

要求 

• 已创建服务凭证。 

• 服务凭证的状态为“过期”。 

操作步骤 

要更新已过期的服务凭证，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服务凭证”选项卡并选择要更新的“服务凭证”。 

2. 单击“更新服务凭证”。 

3. 输入服务凭证的新有效期限，然后单击“更新服务凭证”。 

4. 要将用户名和密码复制到剪贴板，请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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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您已更新过期的服务凭证。密码已更改。您需要更新使用这些服务凭证的本地配置。 

• 状态切换为“更新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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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提供者”自定义 OS Bar 8 
8.1 OS Bar 概述 

MindSphere 中的 OS Bar 提供以下信息： 

• 公司和租户信息 

• 应用程序信息 

• MindSphere 信息 

用户从 Launchpad 或应用程序中查看 OS Bar 时，信息会有所不同。要查看信息，请单
击 OS Bar 中的相应名称。相关信息会以下拉菜单形式显示。 

公司和租户信息 

可以在“Settings” 中自定义下列公司信息： 

• 公司徽标 

• 公司名称 

• 租户提供者链接 

可以用不同语言编辑租户提供者链接。 

而且，将显示以下信息： 

• 租户名称 

• 租户类型 

• 租户位置 

可以在订购租户时注明此类信息。在“Settings”中，无法编辑此类信息。 

下图显示了 OS Bar 中显示的公司和租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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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信息 

应用程序信息中将显示以下信息： 

• 应用程序名称 

• 版本号 

开发人员可以通过 Developer Cockpit 提供更多信息，例如： 

• 第三方软件 

• 文档 

无法通过“Settings”编辑应用程序信息。有关如何编辑应用程序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开发人员文档中的 MindSphere OS Bar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resources/resources-mindsphere-osbar.html)”
部分。 

下图显示了 OS Bar 中所示的应用程序信息： 

 

MindSphere 信息 

“由 MindSphere 提供支持”中将显示以下常规 MindSphere 信息： 

• 当前 MindSphere 版本 

• MindSphere Store 链接 

• MindSphere 状态页面链接，其中包含有关更新和维护的最新信息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resources/resources-mindsphere-osb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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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租户特定调整 
使用“提供者”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提供有关公司的基本信息来自定义租户。此外，还可以
定义提供自定义信息的链接。自定义页面链接可以链接到公司的公司信息或支持页面。有
关这些链接，请参见 MindSphere Launchpad 上的 OS Bar。如果不创建自定义信息，则
会显示 Siemens 默认信息。使用“提供者”功能，可以选择为每个租户单独组态以下内
容： 

• 联系信息 

• 公司信息 

• 附加信息链接 

• 不同语言版本的租户提供者链接 

• 包含多个国家/地区的区域（仅 Operator tenant 中可用） 

• 租户基本信息 

公司特定的链接仅对没有 TenantAdmin 角色的用户可见。具有 TenantAdmin 角色的用

户仍可查看默认信息。  

支持多语言 

每个租户仅可分配到一个国家/地区。然而，来自其它国家/地区的多名用户可以访问同一
个租户。来自其它国家/地区的用户通常将其浏览器设置为区域语言。  

租户的 MindSphere OS Bar 将显示公司特定的链接。为支持来自其它国家/地区的用

户，可在“提供者”功能中用不同语言组态这些链接。如果未组态设置浏览器的语言，则链
接将以“default”语言显示。无法编辑或组态“default”语言。 

在“提供者”功能中组态新语言后，用户将可以查看浏览器中设置的语言版本的公司特定链
接。 

创建区域 
 

 
说明 
仅 Operator tenants 中支持“创建区域”功能。 

 

“提供者信息”提供了组态用户所在区域的选项。使用“创建区域”，用户可以指定涵盖多个
国家/地区的特定区域的链接。比如，可以将区域设为南美洲。对于此区域，用户可以根
据需要添加相应的国家/地区并组态链接的语言。当不同区域或国家/地区对链接有不同的
法律要求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南美租户与欧洲租户看到的信息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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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提供者”用户界面 
下图显示了“提供者”界面中的“基本信息”区域： 

 
① 删除提供者信息 
② 显示添加信息的预览 
③ 上传或编辑公司徽标 
④ 添加或编辑公司名称 

下图显示了“提供者”用户界面中的“租户提供者链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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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显示“全局”区域以及用户所创建的所有区域（仅在操作员租户中可见） 
② 显示从设置浏览器语言中采用的默认语言，以及使用“编辑语言”添加更多语言的选项 
③ 创建一个新栏，用于添加链接详细信息 
④ 显示链接参数和用于调整的按钮 
⑤ 打开“编辑语言”对话框 
⑥ 保存或取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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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参数 

下表显示了链接参数的描述： 
 
参数 描述 

类型 选择链接类型： 
• 电子邮件地址 
• Web 链接 
• 电话号码 

名称 为链接添加一个唯一名称。 

值 为链接类型添加特定值： 
• 电子邮件地址，例如，contact@mindsphere.io 
• URL，例如，https://www.mindsphere.io 
• 电话号码，例如，+49 555 555 

符号  

下表显示了链接参数区域的按钮： 
 
符号 描述 

 打开 URL，检查其是否正确。 

 打开本地电子邮件客户端，检查其是否正常工作。 

 打开电话应用程序并询问是否呼叫号码。 

 向下移动链接。 

 向上移动链接。 

 删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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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编辑租户基本信息 

步骤 

要创建基本信息，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单击“提供者”。 

2. 打开“基本信息”区域。 

3. 上传 png、gif 或 jpg 格式的公司徽标，文件应小于 1 MB。 

4. 输入公司名称。 

– 随即会自动保存更改。 

5. 要确认更改，请单击对勾图标或按 Enter 键。 

结果 

“基本信息”区域显示 OS Bar 中的公司徽标和公司名称预览。下图显示了 MindSphere 
OS Bar 中的结果： 

 

8.5 创建不同语言的链接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在 Settings 中定义自己的提供者链接。 

示例场景 

MindEdge Corporation 位于德国，其拥有的一个租户的用户来自西班牙。面向西班牙用
户时，OS Bar 中的链接应以区域语言西班牙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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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应该设置新语言“Spanish (es)”。 

• 面向西班牙用户时，定义的链接在 OS Bar 中应以西班牙语显示。 

步骤 

要为新语言创建新链接，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选择“提供者”。 

– 随即打开“提供者信息”界面。 

2. 要打开“租户提供者链接”区域，请单击 。 

3. 选择“编辑语言”。 

– 随即打开“编辑语言”对话框。 

4. 选择转换链接时需要组态的语言，例如，“Spanish: Castilian”，然后单击 。 

5. 要保存所选语言并关闭对话框，请单击“保存”。 

6. 要创建新链接，请选择语言并单击“创建链接”。 

– 将出现带有输入框的新行。 

7. 在“类型”框中选择链接类型，例如“www”。 

8. 在“名称”框中输入唯一名称，例如，“支持西班牙语”。 

9. 在“值”框中输入有效的 URL，例如，“https://www.mindsphere-support.es”。 

10. 要测试链接，请单击 。 

11. 要保存设置，请单击“保存”。 

结果 

除了默认语言“default”之外，还会显示新语言“es”： 

 
已在 Settings. 中创建新语言西班牙语的新链接。现在西班牙语用户将会在其 Launchpad 
中看到西班牙语链接，并会重定向到设定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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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创建新区域 
 

 
说明 
“创建区域”功能仅在 Operator tenants 中可用。 

 

步骤 

要定义新区域，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单击“提供者”。 

– 随即打开“提供者信息”界面 

2. 要打开“租户提供者链接”区域，请单击 。 

3. 单击“创建区域”。 

– 随即打开“创建区域”对话框。 

4. 添加唯一区域名称。 

5. 根据需要，从“可用国家/地区”列表中选择国家/地区。 

6. 要分配国家/地区，请单击 。 

7. 要保存组态，请单击“创建”。 

结果 

已创建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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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子租户 9 
9.1 "Settings" 中的 Tenants 和子租户 

租户 

租户是真实组织在 MindSphere 中的数字表示。租户包含用户、数据、assets 和其它属

性。 

租户可将用户分组并为他们提供对 MindSphere 的访问权限。一个租户中的所有用户均
可查看相同的已保存数据。默认情况下，用户只能查看为其分配的租户的数据。  

子租户 

用户可以在租户中创建和管理附加子租户。子租户可以代表其它组织或部门。 

可以将多个用户分配给一个子租户。子租户的用户只能在相应的 MindSphere 应用程序
中查看子租户的相关 assets 和数据。 

有关查看 assets 和子租户用户权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sset Manager 文档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asset-manager/zh-
CN/index.html)”。 

9.2 可为子租户用户分配的角色 
子租户用户只能使用特定角色，甚至是只能为其分配特定角色。为了防止管理员配置错
误，某些 MindSphere 核心角色将被锁定，无法分配给子租户用户。 

这种锁定适用于所有指向： 

• 子租户用户无法分配给具有不可分配角的色用户组。 

• 角色无法分配给已分配有子租户用户的用户组。 

可以将以下角色配给一个子租户用户：  

• mdsp:core:SubTenantUser, 

• mdsp:core:fleetmanager.subtenantuser 

• mdsp:core:va.subtenantusage 

• mdsp:core:visualexplorer.viewer,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asset-manager/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asset-manager/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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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sp:core:vfc.admin 

• mdsp:core:vfc.user 

• mdsp:core:vfc.viewer 

只有 MindSphere 核心角色 (mdsp:core:*) 被锁定，但针对子租户明确解锁。所有其它角
色始终解锁。 

 

 
说明 
管理员在为角色和用户组分配用户时应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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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子租户”用户界面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子租户”用户界面： 

 
① 创建一个新的子租户 
② 已创建的子租户列表 
③ 子租户名称和描述 
④ 在 Asset Manager 中显示子租户 assets 
⑤ 打开对话框，编辑子租户名称和描述 
⑥ 删除子租户 
⑦ 打开对话框，将用户分配或取消分配给子租户。 
 

 
说明 

操作员租户不支持子租户功能 
操作员租户无法使用“子租户”选项。操作员租户的 Settings 中不显示“子租户”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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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创建新的子租户 

先决条件 

只有用户一开始就生成了提供者信息，才能创建子租户。利用提供者信息的初始设计，可
以阅读和确认提供者信息。此外，用户需同意与之相关的条款和条件。不得输入基本信息
或提供创建子租户所需的租户提供者链接。 

 

 
说明 

配额消耗 
创建用户会减少您的配额。  

 

操作步骤 

要创建新的子租户，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中，单击“子租户”。 

2. 单击 “创建子租户”。 

– 随即打开“创建子租户”对话框。 

3. 添加子租户名称。 

4. 添加子租户的描述。 

5. 单击“创建”。 

结果 

已创建一个新的子租户。 

9.5 向子租户分配用户 
通过选择用户类型，可以在创建用户时向子租户分配用户。 

先决条件 

• 已创建一个子租户。 

• 已创建一个子租户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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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要将用户分配给子租户，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单击“子租户”。 

2.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子租户。 

3. 单击“分配用户”。 

– 随即打开“分配用户：<SubtenantName>”对话框。 

4. 在列表中选择要分配的用户，然后单击“下一步”。 

5. 要保存配置，请单击“保存”。 

6. 要关闭设置，请单击“关闭”。 

结果 

已将用户分配给子租户。 

9.6 从子租户中删除用户 

步骤 

要从子租户中删除用户，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区中，单击“子租户”。 

2. 在选择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子租户。 

3. 单击“分配用户”。 

– 随即打开“分配用户：<SubtenantName>”对话框。 

4. 在“可用用户”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用户。 

5. 要删除子租户的用户，请单击 。 

6. 要保存组态，请单击“关闭”。 

 

结果 

已从子租户中删除了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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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10 
10.1 Settings 中的合作 

可在 Settings 中请求与其它租户合作。通过 Cross-Tenancy，可将 Mindsphere 中的 
assets 与其它租户共享。有关共享 asset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Asset Manager 文档。

要进行合作，需要已知伙伴租户 ID 的名称才能执行握手操作步骤。每一方均可拒绝请求
或随时结束现有的合作。 

合作 UI 提供所有现有合作和已请求合作的概述。  

提供合作 

可为同一区域中的所有租户提供合作。合作请求需要被接收租户所接受。 

撤销待定的合作 

只要合作尚未得到接收租户的确认，便可撤销待定的已提供合作。 

终止合作 

“合作”部分显示所有现有合作。可随时终止合作。  

10.2 管理合作 

操作步骤 

要发起新的合作请求，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主导航中，单击“合作”。 

2. 要发起新的合作请求，请单击“提供合作”。 

3. 输入合作伙伴的租户 ID 。 

– 需要向合作租户请求相应的租户 ID。 

4. 要接受法律声明，请激活该复选框。 

5. 要发起请求，请单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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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请求将以待定状态显示在“已提供合作”部分。接收租户可在其合作部分查看待定合作提供
的数量。 

• 只要接收租户尚未接受合作请求，便可单击“撤销”撤销合作请求。 

• 接收租户已接受合作请求后，合作将出现在“合作”部分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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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管理器 11 
11.1 证书管理器简介 

可以通过“设置”将证书上传到 Mindsphere 中以提高安全级别。加密进一步增强了 
MindSphere 中采用 X509 客户端证书的 MQTT 的安全性。该证书对租户的 domain 有
效。可以通过“设置”中的导航区域访问证书管理器。  

下图显示了导航区域中的“证书管理器”选项卡： 

 
使用证书管理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上传和管理租户上的 PEM 证书 

• 下载要安装到 assets 上的 PEM 或 CERT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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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证书要求 
MindSphere 操作系统对设备证书的质量不承担任何责任。 

通过证书管理器上传 TantantCA 证书时，会检查 TenantCA 证书的以下要求： 
 

 
说明 
如果违反要求，上传请求将被拒绝。MindSphere 证书管理器用户对证书质量负有全部责
任。MindSphere 在证书管理过程中不承担任何责任。 

 

 

 
证书要求 描述 

证书签名算法 设备证书签名算法应为 SHA2。 

版本 证书版本必须为版本 2（指示 X.509 v3）。 

Key Usage Key Usage 扩展项的 keycert Sign 位必须置位。 

有效性 证书的有效期最长应为一年。当前日期和时间应介于 Not Before 和 Not After 之
间。 

使用者 必须具有使用者标识名 (DN)（例如，客户名称 (CN)= Robin Miller，组织单位 
(OU) = Unit1，组织 (O) = Siemens，地区 (L) = 埃尔朗根，国家 (C) = 德国）。 

使用者密钥标识符 必须具有使用者密钥标识符扩展项。 

基本约束 必须使用基本约束扩展，并且证书颁发机构 (CA) 的值必须为 TRUE，以指示使用者

类型为 CA。 

11.3 添加新证书 
要向租户添加新证书，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单击“证书”选项卡中的“添加证书”。 

2. 输入描述性名称。 

3. 上传 CA PEM 证书。 

4. 上传验证 PEM 证书。 

5. 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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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使用“代理信息” 
可以在“代理信息”选项卡中下载 PEM 或 CERT 证书。下载代理证书后，可以通过 U 盘等
设备将其安装在 asset 上。 

这将在 MindSphere 和您的 asset 之间建立握手。asset 设备将验证 MindSphere 操作

系统的 X509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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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 
A.1 安全设置 

A.1.1 更改身份提供者并配置 MFA 
MindSphere 身份提供者 WebKey 支持多重身份验证 (MFA)。Siemens Business Units 
还可以使用 Corporate Entitlement Service (CES) 作为身份提供者。 

租户管理员可以为其租户启用或停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用户可以选择适当的身份验
证方法： 

1.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的默认身份提供者配置 via WebKey（不使用 MFA） 

2. 使用 MFA 的身份提供者配置 via WebKey 

3. 使用 MFA 的身份提供者配置 via Corporate Entitlement Service（仅限 Siemens 业务
部） 

如果想更改身份验证方法，请编辑以下内容发送邮件至 provisioning@mindsphere.io： 

 

Subject: Activation of MFA for tenants  

Dear MindSphere Provisioning Team 

Please set the authentication method for the tenant given below to the 
authentication method given below. 

Tenant name: <your tenant name here>  

Authentication method: <option: 1, 2, or 3> 

A.2 MindSphere 会话处理 
使用 MindSphere 应用程序时，最长 12 个小时内无需再次登录。本节详细介绍了 
MindSphere 会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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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类型 

用户登录 MindSphere 时，有两种类型的会话： 

• 应用程序会话 

• MindSphere 会话 

应用程序会话 

MindSphere 中的每个应用程序均通过唯一的主机名标识。以 Fleet Manager 为例：
<mytenant>-fleetmanager.eu1.mindsphere.io。每个 MindSphere 应用程序都有自己
的应用程序会话。在 MindSphere 中，这些应用程序会话的空闲超时为 30 分钟。 
在使用应用程序期间，每个用户与应用程序后端的交互都会重置应用程序会话空闲计时
器。 
如果用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应用程序后端交互，并且该时间段已超过空闲超时，则应
用程序会话结束。需要建立新的应用程序会话。 
如果用户仍然有一个有效的 MindSphere 会话（见下文），则将自动收到一个新的应用
程序会话，无需任何其它操作。否则，将会重定向到组态的单点登录系统。通常情况下，
会重定向到组态的提供者身份登录页面，例如，WebKey。 

MindSphere 会话 

MindSphere 中的每个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都有一个 MindSphere 会话。此会话也称为
“MindSphere IAM 会话”。只要用户具有有效 MindSphere 会话，就可以在不重新进行身
份验证的情况下更改应用程序。  

MindSphere 会话的空闲超时为 8 小时。每次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联系 MindSphere IAM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服务时，都会重置空闲超时计数器。特别是，当用
户切换到超过 30 分钟（应用程序会话空闲超时）未使用的 MindSphere 应用程序时。 
MindSphere 会话的总持续时间不能超过 12 小时。 
MindSphere IAM 会话到时间后，则会重定向到组态的单点登录系统。通常情况下，会重
定向到组态的提供者身份登录页面，例如，Web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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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保持 

MindSphere 支持以下两种会话保持模式： 
 

启用会话保持 启用会话保持后，关闭浏览器窗口不会终止用户会话。这意味着在关闭后 
36 小时内访问租户并重新打开浏览器时无需重新进行身份验证。请注意，
会话依然会在处于不活动状态长达 12 小时后过期。 
已启用多重身份验证的租户目前不支持启用会话保持。 
自 2020 年 8 月 23 日起创建的所有租户均默认启用会话保持。 

禁用会话保持 禁用会话保持后，关闭浏览器窗口会终止用户会话。这意味着每次访问租
户时都必须进行身份验证。例如，在不同用户之间共享计算机时，会提高
安全性要求，此时可能需要采用这种模式。  
2020 年 8 月 23 日之前创建的所有租户均默认禁用会话保持。 

要更改租户的会话保持特性，请以“会话保持组态更改”为主题联系 MindSphere 支持团
队。我们将根据您的要求组态租户的会话保持特性。 

A.3 IE11 中的注销问题 
一些用户在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11 时会遇到注销问题。单击注销后，用户会转到 
Launchpad，并可继续在 MindSphere 中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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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1.  在“安全”选项卡上的“信任站点”中添加“https://*.mindsphere.io”，随后检查注销操作
是否正常。 

 

2. 如果步骤 1 不起作用：按下图所示覆盖隐私设置（“隐私”选项卡 →“高级”设置 → 查看
“高级隐私设置”屏幕截图）；随后检查注销操作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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