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dSphere 

 
Usage Transparency  

系统手册 

 

 
09/2020 
V1801.Sep/2020.1 

文档历史 
 1 

 

简介 
 2 

 

“Usage Transparency” 中
的用户权利 

 

3 
 

度量 
 4 

 

限制 
 5 

 

服务 
 6 

 

概述 
 7 

 

报告 
 8 

 

限制 
 9 

 

  

  

  

  

  

  

  

  

  



 

   Siemens AG 
Division Digital Factory 
Postfach 48 48 
90026 NÜRNBERG 
德国 

V1801.Sep/2020.1 
Ⓟ 11/2020 本公司保留更改的权利 

Copyright © Siemens AG 2020.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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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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 Transparency 是 Siemens 工业 IoT 平台 MindSphere 的组成部分。Usage 
Transparency 用于收集 MindSphere 平台上的各种消耗数据（指标），客户可借助这些
数据开发、管理和支持基于使用情况的定价模型。  

本文档介绍如何执行以下操作： 

• 访问租户的资源消耗指标和订阅的服务计划， 

• 查看特定时间段内的使用情况详情， 

• 生成使用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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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历史 1 
 

 

 
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V1801.09/2020.1 2020 年 9 月 5 
日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V1801.07/2020.1 2020 年 7 月 
11 日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更新了“限制”当前选项卡的屏
幕截图 

限制 (页 13) 

V1801.05/2020.1 2020 年 5 月 
16 日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V1801.04/2020.1 2020 年 4 月 
18 日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V1801.02/2020.1 2020 年 2 月 
20 日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在“限制”一章中添加了关于使

用通知的信息。 
限制 (页 13) 

V1801.12/2019.1 2019 年 12 月 
2 日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V1801.11/2019.1 2019 年 11 月 
4 日 

更新了“限制”一章中与所购买
升级相关的信息。 

限制 (页 13) 

更新了显示超出配额和升级请
求消息的屏幕截图。 

限制 (页 13) 

V1801.10/2019.1 2019 年 10 月 
2 日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更新了“限制”一章中“导出”按
钮的屏幕截图。 

限制 (页 13) 

V1801.09/2019.1 2019 年 9 月 4 
日 

更新了“限制”一章中与所购买
升级相关的屏幕截图和信息。 

限制 (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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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V1801.08/2019.1 2019 年 8 月 8 
日 

• 更新了屏幕截图，显示新
增的“升级”按钮。 

• 增加了介绍购买升级步骤
的新操作步骤。 

限制 (页 13) 

更新了“Assets”选项卡中“入
站流量 (MB)”行的描述。 

“Assets”选项卡 (页 27) 

V1801.07/2019.1 2019 年 7 月 
11 日 

更新了“限制”一章中与所

“Plan 信息”选项相关的屏幕截
图和信息。 

限制 (页 13) 

在 Usage Transparency 中增

加了关于多语言支持的信息。 
简介 (页 8) 

更新了“指标”一章中的指标
表。 

指标 (页 10) 

V1801.06/2019.1 2019 年 6 月 
13 日 

更新了与采用 UTC 标准显示
日期和时间相关的内容和屏幕
截图。 

“概述”用户界面 (页 22) 
“API/服务”选项卡 (页 23) 
“应用”选项卡 (页 25) 
“用户”选项卡 (页 27) 
“Assets”选项卡 (页 27) 
生成报告 (页 29) 

新增了一章，介绍 Usage 
Transparency 中支持的度

量。 

指标 (页 10) 

V1801.05/2019.1 2019 年 5 月 
16 日 

更新了与以下变更相关的内容
和屏幕截图： 
• 在“当前”和“历史记录”选项
卡中显示每个指标的测量
单位。 

• 在“历史记录”选项卡中添加
“快速选择”列表。 

• 限制 (页 13) 
• 服务 (页 19) 

V1801.04/2019.1 2019-04-15 新增了“限制”一章。 限制 (页 13) 

新增了“服务”一章。 服务 (页 19) 

更新了“简介”一章。 简介 (页 8) 

全面更新文档。   



 文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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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V1801.03/2019.1 2019 年 3 月 
18 日 

为“Assets”选项卡中的新增列
添加了说明。 

Assets 选项卡 (页 27) 

全面改进文档。  

V1801.02/2019.1 2019 年 2 月 
13 日 

更新了用户界面更改和相关内
容。 

• 概述 (页 22) 
• 生成报告 (页 29) 

添加了关于应用程序限制的新
章节。 

限制 (页 30) 

V1801.K1113 2018-11-13 全面更新整个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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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2 
 

 

Usage Transparency 向客户提供了一个用户界面，该界面提供了透明度，可以通过该界
面详细了解租户特定的消耗数据（指标）及其对 MindSphere 订阅计划的具体限制/目
标。该界面收集 MindSphere 平台上的各种消耗数据，用户可以跟踪这些指标，实现基
于使用情况的定价模型。用户可以通过仪表盘了解特定时间段内的所需使用情况指标。此
外，用户还可以生成 .csv 文件格式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便进行进一步分析。这些报告可
帮助用户跟踪指标，进而制定管理和升级订阅计划的相关决策。 

以下是 Usage Transparency 用户界面的屏幕截图： 

 
① MindSphere 主页按钮 
② 导航窗格 
③ 租户信息区域 
④ 显示区域 

Usage Transparency 托管在各数据中心的不同区域，更多信息，请参见 MindSphere 区
域 (http://mindsphere.siemens.io/concepts/concept-regions.html)。 

多语言支持 

Usage Transparency 用户界面 (UI) 支持英语和中文。要以中文查看 UI，请更改浏览器
语言设置。 
 

http://mindsphere.siemens.io/concepts/concept-reg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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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ge Transparency” 中的用户权利 3 
 

 

要访问 Usage Transparency，需要租户管理员角色。 

有关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文档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
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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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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量 4 
 

 

本章列出了所有受支持指标的列表，并提供了每个指标的描述。这些指标显示有关资源消
耗的信息。 

支持的度量 

下表介绍了支持的度量： 
 
度量名称（测量单位） 描述 

代理（计数） Siemens 连接代理总数（使用 Mindconnect IoT Extension 的代理除

外）。 

Asset 实例（计数） Asset 实例表示租户中的物理和/或逻辑设备。 
是在租户中创建的 assets 总数。请注意，租户和子租户中的根 assets 不
会计入在内。 

Asset Types（计数） Asset type 描述包含一个或多个属性的 asset（例如通用电机）的类型。 
是在租户中创建的 asset types 总数。 

事件实例（计数） 事件实例表示实际发生的事件（定义的情况）。例如：2018-07-10 
15:45:23 | HIGH | 高温。 
是已创建事件的总数。 

事件类型（计数） 事件实例的顺序和内容在相应事件类型中指定。例如：时间戳、优先级和
描述。 
是可用于事件管理的自定义创建事件类型的总数。 

已读取的 IDL 数据 (GB) 该值是按各个月计算出的客户可在 Integrated Data Lake 中读取的数据
量。 

IDL 数据存储空间 (GB) 该值是每种产品的 Integrated Data Lake 中可用的最大数据存储容量。 

已写入的 IDL 数据 (GB) 该值是按各个月计算出的客户可在 Integrated Data Lake 中写入的数据

量。 

已存储的 IDL 对象（计数） 该值是 Integrated Data Lake 中可存储的对象总数。 

IDL 读操作（计数） 该指标表示客户在相应月份可对 Integrated Data Lake 执行的读操作数。 

IDL 写操作（计数） 该指标表示客户在相应月份可对 Integrated Data Lake 执行的写操作数。 



 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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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名称（测量单位） 描述 

文件存储 (GB) 文件存储表示已订阅计划的 IoT File Service。 
是上传到 IoT File Service 的文件总大小。 

每个实际月份 MindConnect 
IoT Extension 提取的数据 
(MB) 

该指标表示按相应月份计算出的提取到 MindConnect IoT Extension 的数

据量。 

新上传到 Store 的量（计数） 该指标表示相应月份期间发布到 MindSphere Store 的应用数量。 

通知（计数） 该值是通过 Notification Service 发出的通知总数。 
一条通知可发送到多个接收方，并将相应地进行计数。 

已创建的包（计数） 该值是已由 Package Builder 创建的包数。默认情况下，最多可存在四个

包，如果需要更多包，可购买包升级产品。 

规则配额（计数） 规则是指监视超出或低于已定义阈值并触发相应事件所基于的条件。 
该指标是 Fleet Manager 中激活的规则总数。 

SDI 连接系统（计数） 该值是已注册数据源数，将通过 Semantic Data Interconnect 使用其中

的数据。 

SDI 数据存储 (GB) 该值是 Semantic Data Interconnect 中存储的已处理数据。 

SDI 出站流量 (GB) 该值是 Semantic Data Interconnect 中的出站查询结果流量。 

子租户（计数） 子租户是租户的从属部分，表示用户本身或允许的第三方的组织。 
是在租户的“Settings”应用中创建的子租户总数。 

时间序列入站带宽 (KB/s) 该值是发送到 Timeseries 服务的所有机器数据的每日平均传输率。 

时间序列存储 (GB) 该值是 Timeseries 服务中为租户存储的机器数据量。 

用户（计数） 表示有权登录租户的用户。 
是可登录租户的用户总数。这些用户通过其电子邮件进行标识，并且在租

户上的“Settings”应用中创建。 

Visual Analyzer 用户（计数） 该值是具有一个或多个 Visual Analyzer 特有角色的用户总数。以下列出
了可用的 Visual Analyzer 角色： 
• mdsp:core:va.adminusage 
• mdsp:core:va.usage 
• mdsp:core:va.subtenantusage 

Visual Explorer 查看用户（计
数） 

该指标表示在 Visual Explorer (=Tableau Server) 中创建的用户总数。首
次登录 Visual Explorer 时会创建用户。若要登录，用户需要拥有
“mdsp:core:visualexplorer.viewer”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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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名称（测量单位） 描述 

Visual Explorer 创建用户（计
数） 

该指标表示在 Visual Explorer (=Tableau Server) 中创建的用户总数。首
次登录 Visual Explorer 时会创建用户。若要登录，用户需要拥有
“mdsp:core:visualexplorer.{explorer,interactor,administrator}”中的一个

角色。 

VFC 计算时间（小时） 该指标表示每月运行用户在 Visual Flow Creator 中创建的工作流所用的
计算时间（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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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 5 
 

 

“限制”提供与租户相关计划有关的指标已购买限制和已使用限制的信息。在对指标状态进
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用户可以管理或升级计划。如果客户接近或超过指标使用限制，则将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通知，其中包含用户使用情况以及如何对指标进行升级的信息。 

将根据以下度量使用情况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 允许使用率的 90% 

• 允许使用率的 100% 

• 允许使用率的 100% 以上 

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提示使用率超过允许使用率的 100% 后，将提供 30 天的宽限期供客户
购买度量升级。如果 30 天的宽限期后客户仍未升级度量，则会发送最终的通知电子邮件
并提供 7 天的宽限期。七天后如果仍未升级度量或受影响服务的使用容量未减小，
MindSphere 将行使其合同权利，暂停对受影响服务的访问权限。 

下表列出了用于描述度量使用率的颜色代码： 

 
 
颜色代码 度量使用率 (%) 

绿色 低于允许使用率的 80% 

黄色 允许使用率的 80% 到 100% 之间 

红色 高于允许使用率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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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指标的当前状态 

要查看指标的当前状态，请在导航窗格中单击“限制” 
。“当前”选项卡中将显示所有指标的已购买限制和已使用限制。各指标名称后以括号显示
测量单位。 

 
① “当前”选项卡显示指标的状态 
② “Plan 信息”按钮显示计划和指标的限制和使用详情 
③ “升级”按钮允许用户导航到“升级”系统工具，以方便快捷地购买升级并立即将升级应用于租户。 
④ 可以添加注释供日后参考 

购买升级 

目前可购买以下度量的升级： 

• Asset Types 

• Asset 实例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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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 

• 子租户 

• 规则配额 

• 时间序列存储 

• Visual Explorer Viewer 用户 

• Visual Explorer Creator 用户 

• VFC 计算小时数 

要购买某一度量的升级，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窗格中，单击“限制”。 

2. 在“当前”选项卡中，单击要升级的度量对应的“升级”按钮。 
会转到“升级”应用。 

3. 购买升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升级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upgrade/en-
US/index.html)”手册。 
购买后，单击“返回之前的应用”返回“Usage Transparency”应用。 

结果 

购买的升级在“限制”页面的“当前”选项卡中更新。 

购买的升级添加到“服务”页面的服务列表中。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upgrade/en-US/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upgrade/en-U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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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购买的升级数量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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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指标的历史使用状态 

要查看指标的使用状态历史，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窗格中，单击“限制”。 

2. 单击“历史记录”选项卡。 
在“历史记录”选项卡中，将显示租户在当前月份中所有指标的已购买限制和已使用限
制。各指标名称后以括号显示测量单位。 

3. 要查看特定日期范围的指标状态，请在日期选择区域中选择所需日期。 
或 

也可以使用“快速选择”列表选择预定义的时间段。 

 
① “导出”按钮可生成包含使用状态数据的 .csv 文件 
② “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指标的状态 
③ “Plan 信息”按钮显示度量的计划和升级详细信息。 
④ 日期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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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快速选择”列表显示预定义期间列表，如下所示： 
• 最近 7 天 
• 最近 15 天 
• 最近 30 天 
• 最近 90 天 
• 最近 1 年 
 

⑥ 可以添加注释供日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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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6 
 

 

用户可以通过“服务”跟踪其订阅计划的使用情况指标。本章介绍如何查看租户关联订阅计
划的指标的当前及过去使用状态（已购买限制、已使用限制）。在对指标状态进行分析的
基础之上，用户可以管理或升级计划。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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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指标的当前使用状态 

按照以下步骤查看指标的当前状态（用户登录时）： 

1. 在导航窗格中，单击“服务”。 
“服务”部分将显示租户的已订阅计划列表。 

2. 选择计划查看其状态。 
也可以 
在搜索框中输入计划名称，然后选中它。 
在“当前”选项卡中，将显示所选计划的所有指标的已购买限制和已使用限制。各指标名
称后以括号显示测量单位。 

 
① 服务部分 - 列出为租户提供的服务（例如，计划、应用、组件或升级） 
② “当前”选项卡显示指标的状态 
③ 可以添加注释供日后参考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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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指标的历史使用状态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查看指标的历史状态： 

1. 在导航窗格中，单击“服务”。 
“服务”部分将显示租户的已订阅计划列表。 

2. 选择计划查看其状态。 
也可以 
在搜索框中输入计划名称，然后选中它。 
指标的状态将显示在“当前”选项卡中。 

3. 单击“历史记录”选项卡。 
该选项卡将显示当前月份中所选计划的所有指标的已购买限制和已使用限制。各指标名
称后以括号显示测量单位。 

 
① 服务部分 - 列出为租户提供的服务（计划） 
② “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参数的状态 
③ 日期选择区域 
④ “快速选择”列表显示预定义期间列表，如下所示： 

• 最近 7 天 • 最近 15 
天 

• 最近 30 
天 

• 最近 90 
天 

• 最近 1 年 

⑤ 可以添加注释供日后参考  

4. 要查看特定日期范围的指标状态，请在日期选择区域中选择所需日期。 
或 
使用“快速选择”列表选择预定义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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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7 
 

 

“概述”用户界面 

使用“概述”可以跟踪以下资源的利用率： 

• API/服务：为用户提供租户的 API 资源消耗概览。 

• 应用：为用户提供租户所使用的应用概览。 

• 用户：为用户提供每个租户和子租户的用户数量概览。 

• Assets：为用户提供设备连接的 assets 和 MindSphere 的入站流量概览。 

 

下图显示了“概述”用户界面： 



 概述 
 7.1 “API/服务”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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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avigation pane 
② 显示上次更新数据的日期和时间。时间以 UTC 标准格式显示。 
③ 创建含使用数据的 .csv 格式文件 
④ 使用情况视图区域 
⑤ 资源选项卡 
⑥ 搜索框 
⑦ 页码导航区域 

7.1 “API/服务”选项卡 
“API/服务”选项卡显示用户当前使用的 API/服务列表。 

其中包括： 

• 所有事务。 

• 事务中使用的数据。 

• 供用户从 MindSphere 中检索数据的端点信息。 



概述  
7.1 “API/服务”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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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MindGate 的所有 API 调用的相关数据。 

• 相关的 API 详细信息。此外，还会捕获所有相关的 API 详细信息。例如，如果 API A 
和 API B 依赖于 API C，则将捕获所有三个 API 的详细信息。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API/服务”选项卡： 

 

列说明 

下表提供了“API/服务”选项卡中各列的相关说明： 
 
列名称 描述 

日期 显示使用 API 的日期。 

租户 租户名称。 



 概述 
 7.2 “应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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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称 描述 

用户 显示使用 API 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API/服务 含端点信息的服务链接。  

出站流量 (MB) 显示使用 API 时发生的出站流量（单位：MB）。 

事务数量 显示一天内 API 中发生的事务总数。  

7.2 “应用”选项卡 
“应用”选项卡根据不同租户用户对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显示报告。其中包括： 

• 应用程序使用的数据汇总。 

• 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列表。 

• 响应用户的数据流称为出站流量。出站数据也称为北向数据或用户数据。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应用”选项卡： 



概述  
7.2 “应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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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说明 

下表提供了“应用”选项卡中各列的相关说明： 
 
列名称 描述 

日期 显示人员使用该应用的日期。 

租户 租户名称。 

用户 显示使用该应用程序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应用 显示所用应用的名称。 

出站流量 (MB) 显示用户在一天内使用的出站流量（单位：MB）。  

 



 概述 
 7.3 “用户”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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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用户”选项卡 
“用户”选项卡提供了一份报告，其中包含相应租户/子租户用户的数量。其中显示： 

• 子租户总数。 

• 用户界面 (UI) 上的实体。 

这些数字随访问应用程序的特定日期而变化。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用户”选项卡： 

 

列说明 

下表提供了“用户”选项卡中各列的相关说明： 
 
列名称 描述 

日期 显示使用应用程序的日期。 

子租户数量 子租户总数 

租户实体数量 租户用户总数 

7.4 “Assets”选项卡 
“Assets”选项卡显示每天生成的总 asset 数据。 



概述  
7.4 “Assets”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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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 

• 入站数据大小（请求大小）。 

• 在租户中注册的设备。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Assets”选项卡： 

 

列说明 

下表提供了“Assets”选项卡中各列的相关说明： 
 
列名称 描述 

日期 显示 asset 生成入站数据的日期。  

租户 租户名称。 

Asset ID asset 的唯一标识 ID 

Asset 名称 asset 的唯一名称。 
如果未在 Entity Master Data Service (EMDS) 中为关联的“Asset ID”指定“Asset 
名称”，则此列值为空。 

入站流量 (MB) 使用 IoT File Service 为各 asset 创建的总流量。对于代理来说，该数据主要用于
上传日志文件，而不反映提取的 Io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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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8 
 

 

使用“报告”选项，可以查看特定月份的使用情况报告，并将使用情况数据导出为 .csv 格
式文件，用于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操作步骤 

要将报告导出为 .csv 文件，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导航窗格中，将鼠标悬停在“报告”上。随即将显示一个子菜单，其中包含月份列表。 

 

2. 选择要导出数据的月份。 

3. 选择所需的资源选项卡。 

4. 单击“导出”。将创建一个 .csv 文件并将其下载到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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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 9 
 

 

本章列出了 Usage Transparency 应用程序的当前限制。 

应用程序限制 

Usage Transparency 应用程序不会收集 Cloud Foundry 内生成的所有使用情况数据（其

中涵盖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的所有使用情况数据）。因此，应用程序不会显示这些使用情
况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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