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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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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pad 上的“Upgrade”工具用于升级租户及其它 MindSphere 产品。MindSphere 
用户购买选定产品后可立即在其 MindAccess Plan 账户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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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grade”中的用户权利 3 
 

 

“Upgrade”工具采用“Settings”中的用户权限和角色。  

用户权限取决于以下常规用户角色： 
 
常规 MindSphere 角色 权限 

SubtenantUser SubtenantUse 不可查看“Upgrade”应用，也不能进行收费交易。  

StandardUser 此角色是租户用户的默认角色，具有访问常规租户功能的权限，包括
“Upgrade”工具的“Requester”角色。 

TenantAdmin 此角色拥有对相应租户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包括“Upgrade”工具的

“Requester”角色。 

 

用户权限取决于以下“Upgrade”专属用户角色： 
 
Upgrade 专属角色 权限 

Requester 
[platformpurchaseapp.requ
ester] 

“Requester”可以向“Buyer”提交升级请求，以购买升级产品（需要审
核）。 
默认情况下，“StandardUser”和“TenantAdmin”将具有“Requester”角色。 
有关“Requester”购买升级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Requester”购买升级
产品 (页 17)”。 

Buyer 
[platformpurchaseapp.buyer
] 

“Buyer”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升级产品。  
• “Buyer”可以通过“Upgrade”直接购买。 
• “Buyer”使用“Upgrade”应用或通过访问电子邮件中收到的升级请求链接
批准或拒绝“Requester”的订阅请求。 

• “Buyer”收到确认购买的电子邮件。 
“Buyer”角色可以通过“Settings”提供给用户。 
有关“Buyer”购买升级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Buyer”购买升级产品 
(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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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欧洲 2 地区差异的详细信息，请参见“MindSphere 区域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mindsphere-regions/en-
US/133040930699.html)”文档。 

 

 
说明 
如果“Buyer”角色在“Settings”应用中未显示，无法进行分配，则需要使用“Settings”应用
通过单击“角色”和“编辑角色”将其添加到租户中。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mindsphere-regions/en-US/133040930699.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mindsphere-regions/en-US/1330409306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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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界面 4 
4.1 “Upgrade”用户界面 

“Buyer”和“Requester”的“Upgrade 目录”和“Upgrade 详情”画面类似，不同之处在于，
拥有“Requester”角色的用户在主导航中不显示“检查我的配额”选项卡。 

对于拥有“Buyer”角色的用户，“Upgrade”画面如下所示： 

 
① 主导航包含以下四个选项卡类别： 

• 升级：显示您租户的所有可用升级 
• 我的升级：显示所有已请求和已完成升级的列表 
• 到应用商店：转到 MindSphere Store 并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中打开 
• 检查我的配额：转到 Usage Transparency 并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中打开 

② 搜索选项卡，用于搜索所需升级 
③ 显示您租户的所有可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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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拥有“Requester”的用户，“Upgrade”画面如下所示： 

 



 用户界面 
 4.2 “执行 升级”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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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执行 升级”用户界面 
下图显示了拥有“Buyer”角色的用户的“执行升级”画面。 

 
① 转回“升级目录”页面 
② 打开“已请求和已完成升级”页面，查看之前购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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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的升级”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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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请求和已完成升级”用户界面 

下图显示了“已请求和已完成升级”画面。此画面显示相应升级的所有详细信息。  

 

4.3 “我的升级”用户界面 
“Buyer”和“Requester”的“我的升级”画面类似，不同之处在于，“Buyer”还可通过单击“管
理请求”来管理升级请求。 

对于拥有“Buyer”角色的用户，“我的升级”画面如下所示： 



 用户界面 
 4.3 “我的升级”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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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下列任一选项过滤请求结果： 

• 按 ID 过滤 
• 按请求方过滤 
• 按状态过滤 

– 已提交待批准 

– 进行中 

– 已批准 

– 已拒绝 

– 已开通服务 

– 失败 
② 显示各请求的详细信息 
③ 导航到“管理升级请求”画面，可在其中批准或拒绝请求 
④ 刷新请求的状态 
⑤ 导航到“升级”画面 
⑥ 导航到“已完成升级”画面 

 

对于拥有“Requester”角色的用户，“我的升级”画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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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产品 5 
5.1 概述 

5.2 “Buyer”购买升级产品 

操作步骤 

下文介绍了拥有“Buyer”角色的用户购买升级产品的步骤。 

1. 登录“Upgrade”。在“升级目录”中选择要购买的升级。 

2. 在“数量”中选择要购买的升级数。 



升级产品  
5.2 “Buyer”购买升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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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中“条款和条件”复选框并单击“提交升级”。 

 

单击“提交升级”后，升级过程开始，可在画面中查看相应状态。 



 升级产品 
 5.3 “Requester”购买升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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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可购买的数量有最大限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概述 (页 15)”章节中的“最大升

级数量”部分。 

4. 单击“回退到升级详情”可导航到上一页。 

5.3 “Requester”购买升级产品 
如果未为用户分配“Buyer”角色，则用户无法购买升级产品。但是，用户可以提交升级请
求。为此，默认情况下用户将拥有“Requester”角色。 

如果未为租户分配“Buyer”角色，那么在将“Buyer”角色分配给租户的用户之前，升级请求
将一直处于未经批准状态。“执行升级请求”画面中会显示一条消息，如下图所示： 



升级产品  
5.3 “Requester”购买升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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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描述了提交升级请求的步骤。  

操作步骤 

下文介绍了拥有“Requester”角色的用户购买升级产品的步骤。 

1. 登录“Upgrade”。在“升级目录”中选择要购买的升级。 

2. 在“数量”中选择要购买的升级数。 



 升级产品 
 5.3 “Requester”购买升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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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中“条款和条件”复选框并单击“提交升级请求”。 

 

随即将提交升级请求供管理员批准。“Buyer”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批准或拒
绝相应升级请求的对应链接。也可以在“我的升级”画面中的“Upgrade”中访问相应请
求。 

4. 可在“我的升级概览”页面查看请求的当前状态。 



升级产品  
5.4 批准或拒绝升级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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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批准或拒绝升级请求 (页 20) 

5.4 批准或拒绝升级请求 
“Buyer”可批准或拒绝请求。“Requester”提交升级请求后，“Buyer”会收到一封电子邮
件，其中包含升级请求的对应链接。可以通过以下任一种方式批准或拒绝升级请求： 

• 访问收到的电子邮件中的链接，打开“Upgrade” 

• 通过 Launchpad 访问“Upgrade”，单击“我的升级”，然后单击“已请求升级” 



 升级产品 
 5.4 批准或拒绝升级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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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下文介绍了“Buyer”使用“Upgrade”批准升级请求的步骤。 

1. “Requester”请求升级后，请求将发送至“Buyer”。单击“我的升级”，随后便可查看所有
已请求的升级。对于要批准的请求，请单击“管理请求”。 

 

2. 输入批准注释，并选中“条款和条件”旁的复选框。单击“批准升级”。 



升级产品  
5.4 批准或拒绝升级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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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文本框中最多允许添加 250 个字符。 
升级请求得到批准后，Buyer 可查看“Upgrade-Request-ID”和“Upgrade-ID”，从而通

过这两个 ID 查看相应请求或订阅的最新状态。此外， 
“Requester”也将收到一封包含“Upgrade”和“升级请求”链接的电子邮件，通过这两个
链接可查看最新状态。  

3. 要拒绝升级请求，请输入拒绝请求的注释并单击“拒绝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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