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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历史
版次 拥有者 日期 历史

0.1 滕敏堂 12/16/2014 初稿

0.2 滕敏堂 12/23/2014 1. 用 DATETIME 替换时间戳，并将长度从 4 个字

节改为 8 个字节

2. 在卡表中添加 IPv6 地址/掩码

3. 将 external key 更改为 foreign key
4. 将整数类型更改为无符号整数类型

5. 将 OTDR 基线数据，校准数据和M-数据从 INT
更改为 DOUBLE

0.3 滕敏堂 12/27/2014 1. 使用“ON UPDATE CURRENT _时间戳”属性，

增加“update_时间戳”到光纤表内

2. 使用“ON UPDATE CURRENT _时间戳”属性，

将光纤基表中的 "creation_时间戳"更改为

"update_时间戳"
3. 将光纤和光纤基表中的 "回复_时间"从

SMALLINT无字符更改为 INT无字符（将其单位

从毫秒改为纳秒）

4. 更改光纤基数表:
- "波长" -> "波长_id"
- 增加 "点_id", "温度", "转变", "噪音"

0.4 滕敏堂 12/30/2014 1. 添加“Absence”作为卡状态属性的一个值

2. 添加“用户视图恢复失败”作为新的日志类型

3. 完成“光纤”部分和“数据”部分

0.5 滕敏堂 12/31/2014 1. 在“point”表中添加属性“采样时间戳”，

“数据”，“颜色”和“颜色配置文件 ID”
2. 在“颜色”表中添加属性“颜色配置文件 ID”
3. 增加用户管理部分 (部分可用)

0.6 滕敏堂 01/03/2015 1. 从颜色表格中删除 "ColorScope", "卡 Id", "端口

Id", "光纤 Id", "部署 Id" and "距离"
2. 创建 "颜色配置文件", "M 数据类型"和 "颜色"

作为颜色表的主键

3. 在颜色表格中增加“颜色配置文件名字”和“颜色

配置条款”属性

4. 用户视图_表中的“条款 1_”，"条款 2_", "条
款 3_", "条款 4_"，用“SQL 语句_”替换

5. 添加“用户特权_”表来保存用户权限的定义

6. 从日志表中删除 "日志控制_"表,删除 "软件模

块_"和"优先_"属性,删除“软件调试程序”的

日志类型

7. 更改日志类型为‘登入/登出’， '光纤', '点', '
地图', '区域', '数据', '报警', '管理’

8. 删除子地图区域概念,并将子地图概念添加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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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并将子地图 id 和坐标添加到点表中

9. 更改系统表结构以添加更多默认配置,包括地

图、温度颜色剖面、压力颜色剖面

10. 更改颜色表以将所有颜色阈值放入一个条目

11. 增加“类型”属性添加到光纤基础数据表，将

“温度”、“噪声”和“转换”合并为一个

“用户数据”属性。

0.7 滕敏堂 01/05/2015 1. 在报警表和点表中增加了报警 ID 属性，提高了

更新报警表的性能

2. 完成 3.4.2系统部分，3.4.3.1 视图部分，3.4.6.1
用户管理部分

3. 更新 3.4.2.2光纤部分, 3.4.4数据部分

4. 用最新的设计更新了图表

5. 更改用户表中的“通知案例”定义

6. 添加了所有主网页

0.8 滕敏堂 01/06/2015 1. 更新[拓扑- >视图]窗口，以支持每个点的多个活

动警报

2. 在系统表中添加了与默认颜色相关的属性

3. 完成 3.4.5.1.1 交叉阈值报警

0.9 滕敏堂 01/08/2015 1. 系统表中添加了趋势警报图表，默认配置相关

属性

2. 添加趋势报警状态属性到点表

3. 更改颜色表名称到报警图表，并增加趋势报警

图表相关属性到报警图表中。

4. 删除“颜色”属性，在点表中增加“交叉报警

严重性”“报警重要级别”和“主动报警计

数”属性

5. 完成 3.4.5.1.2 趋势报警和整体 3.4.5 报警

1.0 滕敏堂 01/15/2015 1. 在用户角色表中删除`运算_`,增加系统运算_`, `
拓扑运算_`, `数据运算_`, `报警操作_`, `管理操

作_`
2. `日志_`表中，更改 `类型_`为 `类别_`
3. 更改 3.2.1和 3.2.2 以重新定义系统默认配置和

相关程序

4. 完成 3.4.3.2 视图设置，3.4.3.3 地图，3.4.3.4 区

域，3.4.3.5 办公室

1.1 滕敏堂 01/19/2015 1. 从“用户”角色权限列表中删除“导出数据”

2. 用“Vibration”替换掉了“Variation”
3. 从系统表中删除默认地图、温度、压力和振动

属性的默认系统报警信息

4. 改变了设计，以支持从光纤段构建光纤

- 增加“光纤基数_”表，来保存光纤和光纤

基座之间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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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类型_`属性到“光纤基数_”表

- 在“点_”表的“管理状态_”属性中添加 3
个新的 ENUMS，点_`表的属性，即“建筑

物内”，“建筑物完成”，“建筑物失败”

1.2 滕敏堂 01/20/2015 1. 通过更改 Web 服务器程序，来添加新的 DGS光
纤，如下所示:
- 将光纤入口添加到的光纤表中，管理状态设

置为“禁用”

- 将新的光纤段添加到光纤基表中

- 将光纤表中的光纤入口管理状态更新为“建

筑物内”

1.3 滕敏堂 04/01/2015 1. 增加章节 4.4.6.3数据迁移部分

2. 更新系统表定义以添加数据迁移配置的新属性

3. 更新章节 5.4.3.1视图，以添加[点间隔]复选框

的支持

4. 增加“数据迁移失败”报警

5. 更新系统表定义，将温度、压力和振动的最小

值和最大值添加到数据图页面上

6. 更新系统表定义，以添加数据迁移字段

7. 增加 3.4.6.3–数据迁移

8. 更新章节 3.4.4
1.4 滕敏堂 04/09/2015 1. 在[视图]窗口中添加单击右键弹出的菜单，以打

开[视图]窗口中的实时感知数据或警报监视窗口

1.5 滕敏堂 05/01/2015 1. 增加 CLI 部分

1.6 滕敏堂 05/14/2015 2. 在卡表中增加了`FpgaVersion_`属性

3. 更新了卡表中与 IP 地址相关的定义

4. 将卡表中`SlotId_`和`卡类型_`从 NOT NULL更改

为 NULL
5. 将卡表中的`Mac 地址_`从 BIGINT UNSIGNED 更

改为 CHAR（18）
6. 将 CLI 部分移到一个单独的文档:FS - CLI.docx
7. 更新“添加光纤”和“部署光纤”部分

1.7 滕敏堂 05/25/2015 1. 更新 3.4.2.2.4 (部署光纤)部分

1.8 滕敏堂 07/13/2015 1. 更新 3.4.4.3（查询结果）部分中的导出数据

2. 更新 3.4.4.3，支持根据[数据图]选项卡窗格中的

M-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自动调整纵轴的比例

3. 删除[数据图]选项卡窗格中垂直轴的最大和最小

比例属性

1.9 滕敏堂 12/04/2015 1. 更改用户.密码_属性类型，从 CHAR(16)改为
CHAR(64)

2. 在用户_表中删除状态_属性，并添加网络状态

_, Cli 状态_属性

3. 更新的用户管理部分，添加网络状态_和 Cli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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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_属性的使用

4. 更新了如何手动清除警报的描述

5. 更新报警_.状态_的 ENUM 值，以区分是手动清

除警报还是非手动清除警报

6. 在数据页面添加[数据图（距离）]选项卡，旧的

[数据图]被更改[数据图（时间）]
7. 更新 3.4.1 和 3.4.6.1.1 部分

2.0 滕敏堂 05/03/2016 1. 增加 3.4.6.4 软件图像管理

2. 更新 3.4.3.2 -视图设置部分

3. 将“DB version”属性添加到系统_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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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览

该文件定义了博立信科技 iView 平台体系结构和功能规格

定义功能规格（或可交换术语功能列表）的原则更多地来自于软件模块的用户视角。即该软件模

块将被视为一个黑匣子，该文件试图确定在用户的“眼睛”（从外部）看它的功能和行为是什么。

这里的用户可能不是真实的人，但是可以是另一个将使用当前模块提供的“服务”（调用 API，
输出作为自己的输入等）的软件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将数据采集模块的输出作为输入，数据处理

模块作为数据采集的用户。

软件设计必须确保本规范中定义的所有功能都能以可行的方式得到支持，即使功能也可能不会立

即得到支持(在软件发布的时候)。本文件没有定义功能交付时间框架，将另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发
布计划)来处理。

本文件中定义的应用软件功能规范仅仅是基于我们目前对 DxS8800 系统的理解以及它应该提供的

功能，这更像是一个原型而不是商业产品，因此文件可能会基于多种输入持续更改（特别是来自

实际客户的输入），直到满足实际的部署需求。

请读者（特别是设计者）注意，重要内容已用黄色高亮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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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View体系结构

博立信科技 iView 是一个集成了大数据处理引擎、面向物联网的通用传感平台，它可以实时处理

从点传感器和/或线性传感器（光纤传感器）采样的各种传感数据。图 2-1 显示了 iView 的平台架

构。

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来看，iView 平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View 服务器作为一个逻辑概念，它可以运行在独立的机器上，或者与WxS8800 系统共同位于同

一台机器上，甚至可以在 DxS8800 机箱上运行。它提供了 iView平台的核心功能，包括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数据存储，数据迁移，数据可视化等。

DxS8800 系统是一个非常经济高效的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可以支持 DTS，DGS，DAS 和 DDS 模
式。系统支持从光纤收集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然后通过以太网将数据发送到 iView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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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S8800 系统上可能会运行多个 DxS8800 实例，以实现快速和高吞吐量的数据采样和传输。

DxS8800 还可以作为小型商业应用的独立系统，在这种情况下，iView平台将在 DxS8800 内部处

理器上运行，尽管逻辑上它们是独立的。

WxS8800 系统，是一个基于 LoRa（长距离）技术的点传感系统，点传感器（一点式传感器由

LoRa mote +一种或多种类型的传感器组成。为方便起见，mote 将用于描述其余的文件，这等于

点传感器）通过 LoRaWAN规范中定义的 LoRa 协议与网关进行通信。网关通过以太网与 LoRa 服
务器进行通信，网关不解析信息，只在mote 和 LoRa 服务器间传送信息。一个 mote 只能与一个

特定的 LoRa 服务器通信，但可能会经过一个或多个网关与服务器交换消息。

因此，一个WxS8800 系统由含有以下内容的 LoRa 服务器组成：一个特定的 IP 地址+对网关开放

的 UDP 端口，多个网关侦听服务器的 IP 地址+ UDP 端口，以及多个指向 LoRa 服务器与已知服务

器 EUI 相同的的mote。

从服务角度来看，iView 平台支持以下基本功能:原始数据采样，数据处理（原始数据处理转换成

可读取的传感数据，如温度，湿度等），通过以太网或 LoRa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数据分析（数

据关联和提取以识别警报或潜在的警报），知识发现和数据可视化等。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主要介绍 iView平台，WxS8800 系统，以及如何将 DxS8800 系统整合到

iView 平台。关于 DxS8800 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FS-DxS8800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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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系结构要求

2.1.1. 总体要求

1. iView 平台可同时管理一台或多台 DxS8800 系统，和/或一台或多台 WxS8800 系统

2. iView 平台可以运行在一个单独的 Linux 机器上，也可以在 DxS8800 内部处理器上运行

3. WxS8800 系统可以运行在一个单独的 Linux 机器上，也可以在与 iView 平台相同的 Linux
机器上运行

4. 最多支持 10 个用户通过 CLI 或 Web同时访问系统。CLI 或 Web服务器都应提供支持并发

访问的机制，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集成和一致性，包括：

a. 要在启动删除时锁定条目或表，在数据库中更新操作以防止删除，将操作更新到来自

其他用户或其他软件模块的相同条目或表中，但基本上仍允许对相同条目或表进行查

询操作（除非确实需要防止查询操作）

5. 一个用户只能启动一个连接部分（CLI 部分或 Web部分）才能访问系统

2.1.2. 系统发现

每个系统在闪存中都有一个本地配置文件，用于保存系统发现的信息，其中包括:

1. iView平台 IP地址

2. iView平台 TCP端口

3. 系统序号

系统启动运行后，应按照以下流程完成系统发现：

1. 从本地配置文件读取信息

2. 尝试使用配置文件中给出的 IP 地址+ TCP 端口连接到 MySQL

3. 如果MySQL 连接设置成功，则根据系统序号找出系统表中是否存在系统条目。

a. 如果存在，则将状态属性更改为“已连接”，将 Heartbeat 时间戳更改为其最新的本

地日期时间

b. 否则，通过将条目状态属性设置为“已连接”并将 Heartbeat 时间戳属性设置为其最

新的本地日期时间，来将新条目插入到 System 表中

c. 将返回的系统 ID 保存在 RAM 中，作为识别系统的唯一 ID，其余对数据库的访问将基

于系统 ID

d. 如果系统的默认 AppKey 不是无效的，并且提供程序表中不存在默认提供程序条目，

则在程序表中创建默认提供程序条目。默认供应商条目的 AppEUI 必须是零

4. 如果MySQL 连接无法建立，就再尝试连接 2 次，如果都失败了，就可放弃连接

5. 开始发现其他管理对象，包括卡，端口，光纤，DxS8800 系统的点，WxS8800 系统的供应

商，网关，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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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这是 iView 的新系统，则自动将新的卡条目和端口条目添加到 DxS8800 系统的相

关表中，或者如果系统已在本地发现网关，则为 WxS8800 系统添加新的网关条目

b．对于WxS8800 系统，为了进一步发现智能微粒，用户必须首先根据部署计划通过

iView GUI 手动添加提供程序（如果 AutoMoteDiscovery 已打开，则必须指定默认 App
密钥，以及与提供程序相关的其他属性，例如 AppEui）。智能微粒发现也可以在新

的系统发现之后进行。关键是，智能微粒只能被发现或者是由供应商添加。有两种方

法来发现智能微粒：

- 如果新提供程序属性 AutoMoteDiscovery 是打开的（并且还配置了默认 App 密钥），则可以通过

LoRa OTA 程序自动发现这些mote，即使它们未在 iView 数据库中预先设置

- 这样的 mote应在本地程序中使用相同的默认 App 密钥，并自动将其添加到 iView 数据库中

 除了 App 密钥之外，mote 还应该使用正确的应用程序 EUI 进行编程，该应用

程序指向供应商条目

 即使 AutoMoteDiscovery 处于打开状态，手动 mote 发现过程仍然可以并行进

行。也就是说，如果预先在 iView Mote表中预先配置了 motes，则可以使用

LoRa OTA 或个性化方式

- 如果新供应商的 AutoMoteDiscovery 处于关闭状态，则应根据部署计划手动在 iView Mote 表中预

先供应所有mote 条目，并且应该使用与以下所示相同的属性进行配置在制造阶段当地的motes:

 如果mote 接入类型是 OTA (Over The Air),则应为mote 分配应用程序 EUI,应用

程序密钥和mote EUI

(注意:每个mote 的应用程序密钥是唯一的，也可以与默认 App 密钥相同。

 如果mote 接入类型是个性化,应该为 mote 分配设备地址，应用会话密钥和网

络会话密钥

(注意:与设备地址相同，每个 mote 配置的会话密钥和网络会话密钥是唯一的)

如果 motes 没有预先配置在 iViewMote 表中，即使它们在本地使用正确的默认

App 密钥编程，也不能被发现。

C．否则，在数据库和 DxS8800 的实际系统间同步相应的卡片，端口和光纤信息。对

于WxS8800 系统，同步相应的网关条目和 Mote 条目（因为在系统停机期间可能会添

加或删除网关/Motes），以及系统网关和数据库的 Mote信息。

2.1.3. 状态维护

2.1.3.1.系统状态

如上所述，WxS8800 和 DxS8800 应该保持每 30秒更新一次 MySQL 中相应系统条目的

Heartbeat 时间戳字段(即每 30秒将 Heartbeat 时间戳更新为当前日期时间),并且如果状态还

没有“连接”要把它更改为“已连接”。

MySQL 中的一个定时器程序（系统状态监测）会每隔 2 分钟持续轮询所有系统条目，比较每

个条目的 Heartbeat 时间戳与当前日期时间，如果间隔超过 5 分钟，程序将更改条目状态字

段为“已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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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网关状态

WxS8800 会持续监控来自各个网关的消息，如果从网关接收到消息，那么WxS8800 将更新

MySQL 中网关入口的 Heartbeat 时间戳字段到当前日期时间，如果它不是“连接”状态，则

需将状态字段更改为“已连接”.

MySQL 中的一个定时器程序（网关状态监测）会每隔 60 分钟持续轮询所有网关条目，比较

每个条目的 Heartbeat 时间戳和当前日期时间，如果间隔超过 120 分钟，则程序将更改条目

状态字段为“已断开”。

2.1.3.3. Mote状态

WxS8800 会监视来自单个的mote 的消息，如果有从mote 收到的消息，WxS8800 如果不是

“连接”状态，则应将 mote 条目的字段更改为“已连接”。

MySQL 中的一个定时程序 (Mote状态监测)会每隔 12小时持续轮询 Mote 数据表中的所有条

目,来比较每个条目的样品时间戳和当前的日期时间,如果间隔超过 24 小，则程序将更改条目

状态字段为“已断开”。

2.1.4. 传感类型管理

1. 传感数据以下列格式存储在数据库（数据表）中：

|<数据类型 ID>=<值>

a. “|”和“=”是关键字，意思是在“|”后的并且在“=”之前的所有其他字符，总被

视为数据类型 ID，而“=”之后且在下一个“|”之前的字符(或数据有效负载的末端)
总被视为数据类型的值

b. 数据类型 ID 和值必须是十进制的，值必须是可读的，并且可以直接显示在 UI 上而不

需要进一步的翻译，即十进制值的精度应该由WxS8800 决定

c. 数据表的记录是指一个特定 mote的一次采样，有一个时间戳属性来识别采样日期时

间。一个记录可以由多个数据类型 ID +值对组成，但是数据类型 ID 必须是不同的

d. 不支持组合/复杂的传感类型，如运动，由 x、y、z 坐标组成，这种组合/复杂的传感

类型可以由简单的传感类型代替，如上面提到的运动，可以用运动_x、运动_y 和运动

_z这样简单的感知类型来代替

2. mote的传感类型可以通过配置文件进行用户配置，用户可以在 iView UI 上添加新的传感

类型或删除已有的传感类型

a. 从 1 到 100 的数据类型 ID 被保留为 iView 平台的已知数据类型。目前对于保留的数据

类型只定义了以下三种，目的是从 mote报告消息中识别出位置数据，并用它来更新

mote表中的位置信息（以便用户不需手动输入）

- 经度

- 纬度

- 高度

3. 一个mote 可以支持一个或多个传感类型，也可支持用户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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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一个mote 或 mote 组在实际部署中能够支持的功能，用户需要在 iView UI 上绑定

正确的配置文件（包括现有传感类型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感应类型）。在一些特殊情

况下，例如就在Mote 自动发现之后，用户手动指定其配置文件之前，可能会有数据

从Mote 上报给 WxS8800，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配置文件如何，WxS8800 仍然应该将

数据插入到数据和Mote 数据表中。由于mote 中没有捆绑配置文件，WxS8800 根据

mote数据不能生成报警。

b. 对于与 mote或 mote 组捆绑的特定传感类型，用户可以将其管理状态设置为启用或

禁用状态：

- “启用”是指与此数据配置文件捆绑在一起的 mote(s)可以报告这种数据类型的有

效数据

- “禁用”是指mote(s)仍然会为该数据类型报告数据，WxS8800 也会将这些数据插

入到数据和Mote数据表中，但不应再产生与此类数据类型相对应的报警，iView
在显示 GUI 上的mote 数据时应过滤掉这些数据

4. 与mote 相关的特定传感类型的报警类型也可以通过配置文件由用户配置

a. 每种传感类型可以捆绑两种报警方式，超过阈值报警和趋势报警。

b. .用户可以更改报警阈值，通过更改与mote 绑定的概要文件，或者更改与 iView UI 上
的motes 组绑定的概要文件来启用/禁用一种特定的报警。

5. 传感数据类型和相应的报警类型通过配置文件绑定到motes（包括配置文件和配置文件数

据类型表）

a. 有一个 iView 默认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表中只有一个条目，但配置数据类型表中没有

条目，即默认情况下在配置文件中没有定义数据类型和报警类型），所以每个 mote 应

该与 mote 发现后的默认配置文件捆绑在一起。

b. 用户可以编辑默认配置文件，例如添加或删除数据类型，但不能删除默认配置文件

c. 用户还可以添加新的配置文件，并应用于 motes 来替换默认的配置文件。

d. 包含在配置文件中的数据类型可能与特定数据的数据报告中的数据类型不匹配（例如，

数据报告包括不包含在配置文件 0 中的数据类型 ID，在这种情况下，软件应尝试最好

识别数据并在 UI 上呈现（对于未识别的数据，软件还应在 UI 上呈现以提醒用户增强配

置文件）

2.1.5 开放式接口

支持开放接口与第三方 LoRa 服务器集成/互操作和motes 接口定义可参考文件博立信科

技 iView APIs.

2.1.6 开关保护

1.支持 2 个 DxS8800 系统（具有相同光纤设置）之间的 1 + 1 和 1：1 保护开关

2.2. 数据结构

请参考 iview_db_reset.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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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View/Web

3.1. 概览

Web 服务器为最终用户提供了管理和监视系统的密钥 GUI，下面显示了 Web 服务器的总体要

求：

1. Web 服务器可以从流行的 Web浏览器访问，包括 IE，谷歌，Opera，Firefox，Mozzila，
Safari 等。

2. 可以从外部Web浏览器访问Web 服务器，这是基于卡 IP 地址和众所周知的 TCP 端口(用
于 HTTPS 的 443)。

3. 支持 HTTPS 从Web浏览器访问 Web 服务器

4. 支持语言独立，用户登录系统时的语言可以用户配置，默认语言为简体中文

5. 用户通过网络登录系统后，如果没有光纤存在，则默认打开[系统] - > [系统]页面（用户首

先创建光纤）。如果没有视图设置信息在数据库中，则默认打开[拓扑] - > [查看设置]页
面（用户定义视图），否则默认打开[拓扑] - > [查看]页面，光纤和点信息应根据保存在

数据库中的视图设置显示在地图上。

6. 如果符合上述第 5 条，当用户刷新网页浏览器时，网页浏览器应该保持在同一页面上

（而不是请求用户重新登录）或导航到[系统]或[查看设置]页面

7. 通用按钮行为定义

a. [应用]只需应用新的更改（如果[应用]按钮位于对话窗口上，将不会关闭窗口）。应

用操作将触发对新更改的验证检查，如果整个更改的验证检查通过，则只将新更改提

交到数据库。

b. [OK]与[Apply]相同，然后关闭对话窗口

c. [Cancel]放弃新更改，并且关闭对话窗口

d. [Start]显示数据清单/图表中的第一页数据（至首页操作）

e. [End]显示数据清单/图表中的最后一页数据（到最后一页的操作）s

f. [<<]显示数据清单/图表中的上一页数据（上一页操作）

g. [>>]显示数据清单/图表中的下一页数据（下一页操作）

3.2. 视图

图 4.2-1 显示了[视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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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视图]页面

视图页面始终是用户登录 iView 后的第一页。视图也是操作员实时监控传感器网络，数据和

报警的关键页面。管理员用户 (包括 "供应商管理员")可以在 [视图设置]页面为特定用户定义

一个或多个视图。

[视图]窗口的要求如下：

1. 在[视图]窗口的地图区域的[视图设置]窗口中显示选择的地图

2. 如果用户点击地图上的区域图标，则显示区域子图

3. 默认情况下，从[视图设置]窗口中选择正确的图标，显示所有的motes 和 mote parents
(网关+系统)

a. Mote可以动态地从一个网关导航到另一个网关，如果一个网关没有附加的motes(从
视图设置中选择)，那么网关图标将自动从地图中移除。或者，如果一个 mote导航到

一个新的网关，那么网关图标应该自动显示在地图上。

b.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取消选择 mote 状态和 mote活动报警最高严重性复选框，来显示/
隐藏某些mote

4. 一旦打开，在子图上显示属于该区域的所有 motes 的正确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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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根据 mote 状态及最高活动警报的严重程度实时更改 mote 图标的颜色，如下：

如果 mote状态 !=已连接

Mote图标颜色 =灰色然后

否则,如果 mote最高活动警报严重性 =次要的,然后

Mote图表颜色 =黄色

否则,如果mote 最高活动警报严重性=正常，然后

Mote图标颜色 =橘色

否则,如果mote 最高活动警报严重性=主要的，然后

Mote图标颜色 =红色

否则,如果 mote最高活动警报严重性=严重的，然后

Mote图标颜色 =紫色

否则

Mote图标颜色=绿色

如果

6. 支持在光标移动到 mote，网关，系统或办公室的图标上时，在地图或区域子图上的小

提示窗口中显示简要信息

a. 当光标移开时，光标提示窗口应该自动关闭

b. 默认情况下，此功能是已启用状态，可以通过取消选择/选择[光标提示]复选框来禁用

或启用

c. mote提示窗口中的信息

- 名称

- Mote EUI

- RSSI

- 数据类型 1 名称 +最新数据值

- …

- 数据类型 n名称 +最新数据值

- 报告时间戳

d. 网关提示窗口中的信息

- 名称

- 网关 EUI

- 地区

e. 网关提示窗口中的信息



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FS-XXXX
软件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2016年 3月 22日

3-18
博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机密

- 名称

- 序列号

- 软件版本

f. 办公室提示窗口中的信息

7. 支持在左键单击 mote 图标时，接载地图或区域子图上的 mote

a. 在mote 信息区域显示 mote 简讯

b. 在传感数据区域显示 mote最新传感数据

- 如果有新的数据报告，传感数据应该保持更新

- 如果传感数据以曲线图的形式显示，最后 10分钟的数据应在用户左键点击 mote
图标后显示。当有新的数据报告时，曲线会持续增长。

c. 显示报警区域的mote 活动报警，包含：

- 最高活动警报严重度

- 所有报警活动

8. 支持点击右键点击时弹出菜单，用户可以选择菜单项将当前的 mote 添加到数据监控列

表中：

a. 数据监视列表包括motes 用户有兴趣在[数据]窗口中监视它们

b. 数据监控列表中最多只能添加 5 个 motes，如果列表满了，则软件应该通过灰色的[添
加到数据监控列表]菜单项来拒绝用户的操作

c. [数据监控列表]显示在地图区域的底部，一旦成功添加选定的点，它将显示在列表中

d. 用户可以通过单击[数据监控列表]中的[删除]按钮从列表中删除选定的点

e. 数据监视器列表应该保持用户在不同窗口之间的导航，即当用户返回到[视图]窗口时，

光纤的选择点应该显示在[数据监视器列表]中

9. 当用户单击 [中心]单选按钮时,支持将最后一个左键单击的 mote 移动到地图中心,如果

没有左键单击,则软件可以随机选择一个mote 到地图中心

10. 支持基本的地图操作，包括放大/缩小，拖动，卫星视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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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地图区域用户选择的mote 状态和 mote活跃警报严重度的“ANDed”结果,支持显示

/隐藏地图和区域地图上的mote 图标。

a. 默认情况下，只要选择“已连接”的mote 状态，所有的 mote 活跃报警严重度都将

被选择

12. 根据用户选择,支持在地图上显示/隐藏区域、办公室、网关和系统图标

a. 区域图标颜色可以根据属于该区域的mote 最高活动警报严重度实时更新

b. 当用户选择地图下方的区域复选框时,只有在地图上显示的 mote区域才会显示在地图

上,结果是所有的 motes 都应该被隐藏起来

13. 在地图区域，当用户在按住鼠标右键的同时移动光标时，地图上会出现一个虚线的矩形，

用于跟踪光标的起始位置和当前位置，一旦用户释放鼠标键，虚线矩形与虚线矩形中的

地图区域将自动放大，直至与地图视图相同

14. 视图页面的左侧是视图摘要，它包含不同的区域分类统计信息，系统统计信息，网关统

计信息和 mote 统计信息

a. 区域相关项目是超级链接，即用户点击它后，属于当前区域类别的所有区域项目将显

示如下

b. 用户可以点击每个区域末尾的数据超链接打开mote 数据列表对话框。默认情况下，

该区域的所有数据类型都应该出现在列表中，如果该数据类型不适用于该mote，则

其值应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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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支持在用户在不同页面之间导航时保持查看最后状态，即当用户导航回查看视图页面时，

查看到视图页面上的所有内容都可储存到其最新状态

在用户退出当前会话之前，应该保存最后一个状态。

3.3. 数据

图 4.3-1a 和 4.3-1b 显示了两种[数据]页面。 [数据]页面可以以数据图表或数据表格的形式显

示选定的mote 数据+指定的时间间隔。

1. 显示数据的正常程序（数据显示程序）是：

在 [mote 选择]区域中查询mote->在大多数列表中编辑选定的 mote->选择数据类型列表

中的数据类型->单击时间间隔选项超链接

2. 与 [视图]页面相同,当用户在不同的页面之间导航时, [数据]页也应保持为最后一个状态,
即当用户导航回 [数据]页时,页面上的所有内容都应恢复到其最后一个状态,即使是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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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和 [数据图]中的数据。最后一个状态应保留到用户注销为止。

Figure 4.3-1a [Data] page – Data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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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b [数据]页面 –数据列表

[数据]页面允许用户以数据列表或数据图的形式查看所选 motes 的传感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数据]页面根据指定的时间间隔查询历史数据，或实时监控数据。

3.3.1. Mote选择

首先用户必须在[Mote选择]区域查询 motes。有两种方法可以查询motes，一种是通过选中

[数据监控列表]复选框直接使用数据监控列表中的 mote（在[查看]页面中选择数据监控列

表），另一种方式是使用以下组合通过取消选中[数据监测列表]复选框，可以查询motes。

条件 强制性的 多选择 默认值 备注

供应商 是 是 用户所属的供应商,如果用户

不属于任何供应商,则为空

用户必须选择下

拉列表中的一个

或多个供应商作

为选择 mote 的条

件

区域 否 是 未选定和灰色

状态 否 是 选择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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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警报严重度 否 否 未选定和灰色

数据配置 否 是 未选定和灰色

如果选择了[数据监控列表]复选框，则以上所有组合条件都将变灰（表示这些条件将不再有

效），但是应保留其复选框状态和值。如果[数据监控列表]复选框未被选中，则组合条件应

改为正常，并且其复选框状态和值是有效的。

3.3.2. Mote列表

选择查询条件后，用户可以点击【查询】按钮启动查询操作，查询到的mote 应填入[数据图

表]或[数据列表]选项卡的 mote 列表中。mote 列表允许用户仅显示查询mote 子集的数据。

1. 查询的 mote总数应显示在[数据图表]或[数据列表]标签的上方

2. 默认情况下，mote列表中的所有 motes 都应被选择

3. 用户可以取消选择mote 列表中的mote，只显示 mote子集的数据

4. mote EUI 和名称应该以不同的颜色显示在列表中。

5. 如果在 [数据列表]和 [数据图表]中显示数据 (例如,用户已经完成了上述的数据显示过程),
选择或取消在mote 列表中的mote 将导致 [数据列表]和 [数据图表]中的数据自动更新,即
为新选择的mote 添加数据显示,删除新取消mote 的数据显示

3.3.3. 数据类型列表

[数据类型]列表允许用户选择要在数据图表和数据列表中显示的数据类型

1. [数据类型]列表保存了 mote 列表中所选motes 支持的所有数据类型，因此，如果用户在

大多数列表中选择或取消选择motes，将会自动更新。

2. [数据表]选项卡中的[数据类型]列表是单选列表，在[数据列表]选项卡中是多选列表

3. 默认情况下，不应该在[数据类型]列表中选择条目。

4. 如果数据显示在数据列表和数据图中，并且用户改变了[数据类型]列表中的选择，则数据

列表和数据图中的数据将相应地更新，即

a. 在数据图中，所选数据类型的数据曲线应该显示在数据图中，并且应该去除先前选择

的数据类型的数据曲线

b. 在数据列表中，将所选数据类型的数据作为新列添加到数据列表中，并删除除选数据

类型的数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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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时间间隔选项

时间间隔选项超链接允许用户在查询历史数据时指定时间间隔，或启动实时数据监控。此外,
点击选择超链接，将触发时间间隔的数据查询操作，选择mote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返回的结

果(数据的所有数据类型的每个选定的微粒)会出现在数据列表中根据选定的数据类型和数据

图。

1. RT -查询最近 10 分钟所选mote 的历史数据，并填入数据表和数据图表，然后启动所选

mote的实时数据监测。

a. 在进行实时数据监控的同时，单击[RT]超链接将停止当前的实时数据监控

b. 实时数据监控停止后，再次点击[RT]超链接会导致

- 刷新数据列表和数据图中的现有数据

- 重置数据图中的数据汇总表

- 查询最近 10 分钟所选 mote 的历史数据，并填入数据列表和数据图表，然后启动

对所选 mote的实时数据监测

2. 10MIN –查询所选 mote 历史数据中最近 10分钟的数据

3. H –查询所选 mote 历史数据中最近一小时的数据

4. D –查询所选 mote历史数据中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

5. W –查询所选 mote历史数据中上一周的数据

6. M –查询所选 mote 历史数据中上一个月的数据

7. Cust –根据编辑框[从] [到]的时间间隔查询所选 mote 历史数据

a. [从] [到]编辑框的格式应为 “YYYY/MM/DD HH:MM:SS”,默认情况下，编辑框应该用分隔

符“/ /：：”填充，以将编辑框分成年占位符，月份占位符，日期占位符，小时占位

符，分钟占位符和第二个占位符

b. 用户可以手动输入时间间隔到 [从][到]编辑框内,用户可以连续键入日期时间 (例如,键
入 20170809102030),而无需手动移动输入游标以跳过分隔符,例如,在 "2017"中的用

户类型之后,输入游标应跳过第一个 "/"，自动移动到月份占位符

c.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日历图标 来选择[从][到]的日期时间

d. 当用户单击 [现在]超链接时,应用当前日期时间填充 [到]编辑框

3.3.5. 数据图表

默认情况下，[数据图表]选项卡总是打开的，[数据图表]以曲线的形式显示所选 mote 的数据。

1. 每个mote 曲线具有不同的颜色，与mote 列表中的mote 输入文本颜色相同（以便用户

知道每个曲线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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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平轴代表日期时间，应该显示用户为历史数据查询指定的整个时间间隔，或者应该显

示实时数据监控的至少 10 个读数的时间间隔

3. 垂直轴代表所选数据类型的数据，垂直轴的比例可根据数据图中所选数据类型的最大和

最小的数据值进行自动调整

4. 支持数据图中的数据汇总表，它包括所有数据查询(历史数据查询)或报告到现在(用于实时数

据监控)的最大、最小数据和平均数据信息。

3.3.6. 数据列表

[数据列表]选项卡以列表的形式显示选定的数字

1. 默认情况下，（当首次打开[数据列表]时），因为在[数据列表]中没有选择任何条目，所

以在数据列表中没有显示数据列，只有moteEUI，mote 名称和采样时间戳

2. 当用户选择或取消数据类型列表中的一个条目时，应该在数据列表中添加/删除数据类型

列，如果选择了新的数据类型，且 motes 有此数据类型的数据，那么应该显示相应的数

据

3.4.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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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4a [报警]窗口– DxS880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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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4b [报警]窗口 – WxS8800系统

图 3.4.5-4 显示了[报警]窗口，这是管理整个报警系统的关键页面

3.4.1. 查询条件

M-数据查询包括:

1. 光纤

a. 光纤是强制性条件

b. 一次只能选择单根光纤

c. 当前光纤和历史光纤都可以选择，默认情况下只有当前光纤出现在端口节点下，

当选择[显示历史光纤数据]复选框时，所有历史光纤节点以及当前光纤将显示在

端口节点

2.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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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域是可选条件

b. 默认情况下，软件应选择[区域]复选框，并填写当前用户所属的区域的下拉列表。

如果当前用户不属于有效区域（用户条目的区域 ID 无效），则不选中该复选框

3. 距离

a. 可选条件

b. 距离是指选定光纤上的距离范围

4. 部署

a. 可选条件

b. 当用户选择部署复选框时，软件应该查询光纤的所有部署并填写到下拉列表中

5. 电优先

a. 可选条件

6. 报警类型

a. 可选条件

7. 报警严重程度

a. 可选条件

8. 报警状态

a. 可选条件

9. 采样时间戳

a. 强制性条件

b. 采样时间戳是指M-数据的采样时间戳

c. 用户可以指定实时监控所选点的报警（选择[实时]单选按钮），也可以根据采样时

间戳范围查询所选点的历史报警，包括：

- 最近一小时 (从现在起到 1 小时前)

- 最近一天 (从现在起到 24小时前)

- 指定的日期时间范围

所有选定的条件都进行“与”运算，构成最终条件。

3.4.2. 查询操作

1. 查询通过点击[搜索]按钮触发，作为结果的操作，[报警列表]中的旧报警记录应该被刷

新，并填写新的查询报警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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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查询结果

1. 支持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所查询的报警（在[报警]窗口的[报警列表]视图中）

a. 默认情况下，在报警列表中，报警将按照时间戳降序方式显示

b.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排序方式]下拉列表和[升序]复选框来更改排名项目和顺序

c. 用户可以选择[报警描述]复选框，然后在[报警描述]复选框中显示报警列表中所选

报警条目的报警说明。如果用户选择另一个报警条目，其报警说明将相应更新。

2. 当选择【实时】选按钮时，报警列表将根据查询条件持续更新最新的报警

a. 最新的 M-数据项总是插入到列表的顶部（而其他项将相应地向下移动），用户仍

然可以对列表进行页面操作

b. 排名项目和顺序设置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c. 如果上次查询到的报警列表中有报警条目，则应在实时报警条目填写前全部刷新

3. 当用户在报警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警条目，并在一个点上报警时，点信息应显示在[点
信息]视图中

4. 支持通过单击[清除报警]按钮，手动清除报警列表中选定的报警条目

a. 清除操作后，报警列表中选择的报警条目的状态将改为“手动清除”（DE 清除报

警时，报警状态将更新为“非手动清除”

b. 如果选择的报警条目已经被手动或非手动清除，那么软件将默认忽略操作（不要

触摸报警表中的“清除时间戳_”）

c. 一旦成功清除活动警报，点表中的“最高警报严重性_”和“活动报警计数_”应

该相应地更新。即：如果在点上存在这样的活动严重性警报，则应该将“最高警

报严重性”更改为较低警报严重性；如果点上没有活动警报，“活动报警计数_”
应该小于 1，直到它为 0（这意味着点上没有活动警报）

d. 一旦手动清除一个报警，DE 不应该触发报警表中的报警条目，和点表中的“最高

警报严重性_”和“活动报警计数_”，即使在手动清除之后 DE 也产生了报警清除

记录。

3.5. 设置

以下是用户单击[设置]菜单时的设置菜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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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配置管理

图 3.4.2-1 显示的是[系统]窗口，如 3.2.2 所述，在生产阶段创建系统入口（系统表中只有 1 个

入口）。卡入口（卡表中的 1 或 2 个入口）和端口项是在系统初始化时创建的，所以：

1. 默认情况下，软件启动后，系统入口、卡入口和端口项应始终显示在[系统]窗口的树状图

中

2. 如果用户创建了光纤入口，则在用户单击该端口节点时，应该在正确的端口节点下显示

光纤条目

3. 默认情况下,只有活动光纤 (只有一个光纤条目的管理状态被启用)显示在一个端口节点下,
当用户选择 [显示历史光纤]复选框时,端口节点下的所有历史光纤条目都应显示在端口节

点下,历史光纤条目是指以前连接到该端口的光纤,但由于某种原因被移除或者被新的光

纤替换等(例如光纤被破坏)。

4. 软件支持检测端口上是否存在光纤，如果之前有光纤，但现在不存在，则发出报警（光

纤拔出报警），并将光纤入口管理状态更改为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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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1a [系统]窗口 - DxS8800系统



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FS-XXXX
软件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2016年 3月 22日

3-32
博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机密

图 3.4.2-1b [系统]窗口- WxS880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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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1c [系统]窗口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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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Mote

当添加一个新的mote 时，如果 mote 的接入类型设置为'Over the Air'，则默认供应商

的应用密钥自动填充 mote。用户仍然可以更改应用程序密钥，为mote 指定一个唯

一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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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视图设置

图 3.4.3-3 显示了[视图设置]窗口，为用户构建自己的工作台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方式 -拓
扑视图（请参阅第 3.4.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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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3a[视图设置]窗口 – DxS880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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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3b[视图设置]窗口 – WxS880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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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3b[视图设置]窗口 –供应商

由于 DxS8800 系统可能会部署和管理超过一千个甚至一万个传感器点，一个用户很难同时看

到所有的点，所以[视图设置]窗口的实质是让用户在特定地图上可选择感兴趣的点。 [视图设

置]的要求如下：

1. 最多支持 4 个点群，每个群都是一个组合条件，可以从一个光纤中查询一组点。因此，

用户最多可以查询多达 4 个光纤上的点，并显示在[视图]页面上

2. 每个有效点群中的集合构成了要在[视图]窗口地图上显示的最终点

a. 查询点时，多个点组之间的组合条件为 OR 条件

3. 用户可以根据点距离范围，区域，优先级或 3 种条件组合建立一条特定光纤的点群（或

构建条件组合）：

a. 用户必须通过在光纤树状列表中选择一个光纤节点来指定一个光纤来构建点群。如果

没有选择光纤，即使有点距离范围，区域或优先级条件被选择，点群也将被视为无效

b. 用户可以取消选择光纤树状列表中的光纤节点，点击[应用]按钮使当前点群失效（即

与点群关联的查询条件将从数据库中删除）

c. 只有在[选择距离范围]之前的选择复选框时，用户输入的距离范围才能在查询光纤点

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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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只有选择了区域，区域条件才能有效查询光纤的点

e. 只有在选择优先级的情况下，优先级条件才能有效地查询光纤的点

f. 光纤，点距离范围，区域和优先级之间的条件是查询点的并列关系

4. 用户操作程序如下：

a. 在[选择地图]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地图

- 如果用户根据以前的地图已经输入了条件，则应在 GUI 上清除所有条件

- 软件应更新光纤树状图为只包含部署在地图上的光纤

b. 在[端口组]列表中选择一个组

- 如果用户已经根据以前旧的组输入了条件，则应在 GUI 上应清除所有条件

- 如果新选择的组具有之前输入的某些条件（例如用户更改为另一个组并再次更改

回来），则应在 GUI 上恢复条件

c. 定义所选点组的附加条件

- 从树状列表中选择一个光纤

- 定义距离范围，区域和/或者优先级条件

3.5.3. 地图

图 3.4.3-4 显示了支持以下操作的[地图]窗口

1. 添加地图

2. 编辑现有地图

3. 删除已选择的地图

4. 部署光纤在地图上

部署光纤在地图上,详情请参阅 3.4.2.2.4。本节只介绍添加/编辑/删除地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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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4[地图]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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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1.添加地图

图 3.4.3-5 展示了用户点击在[地图]窗口上的[添加地图]按钮页面。此为添加用户定义的非 GIS
地图的示例。

图 3.4.3-5[添加地图]窗口

1. 用户可以添加任何一种地图，但对于在线百度或谷歌地图，只能添加一次，如果用户要

添加多个在线地图，软件将拒绝操作，并将弹出下面的对话框来通知用户。

2. 在生产或系统重置为默认配置的过程中，默认地图条目应添加到地图表中（地图 ID＃1）
（通过 db_重置.txt 脚本）

a. 用户可以编辑或者删除默认地图条目

3. [地图文件]编辑框和目录树状图只适用于离线地图类型（包括离线百度地图，离线谷歌地

图，用户 GIS 地图和用户非 GIS 地图）。当用户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在线地图类型

（在线百度地图和在线谷歌地图）时，[地图文件]编辑框和目录树状图将显示为灰色。

4. 如果选择了[子地图]复选框，则新的地图将被添加为子地图（地图表中的“是子地图”属

性应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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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子地图，用户必须在母地图上指定其母地图和相应的坐标信息

b. 子地图不能作为另一个子地图的母地图，因此软件只能将非子地图的条目添加到[母
地图]的下拉列表中

c. 只有用户非 GIS 地图才能定义为子地图

5. 一旦成功添加新地图后，在[地图]窗口中会自动地将其设置为当前地图。

a. 应将其添加到[选择地图]下拉列表中，并选择为当前地图[选择地图]下拉列表

b. 它应显示在[地图]窗口的地图视图中

c. 其信息应显示在[地图]窗口的[地图信息]视图中

3.5.3.2.编辑地图

对于已选定的地图，用户可以在[地图信息]视图和[地图]窗口中更改地图信息，图 3.4.3-6 展

示了[地图信息]视图。

图 3.4.3-6[地图信息]视图

1. 用户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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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图类型

b. 地图名称

c. 地图文件

- 一旦选择在线百度或谷歌地图作为地图类型，该字段将变灰

d. 地图描述

e. 子地图

- 子地图的母地图

- 在其母图上的子地图坐标

- 如果[子地图]复选框未被选中，[母地图]下拉列表和子地图坐标编辑框应为灰色

3.5.3.3.删除地图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地图]窗口中的[删除地图]按钮来删除当前地图（在[选择地图]的下拉列表

中选择）

1. 如果在[选择地图]下拉列表中选择了非地图，则[删除地图]按钮将变为灰色

2. 将弹出以下对话框与客户确认删除操作

3. 一旦用户确认删除操作，软件将先作以下验证检查：

a. 地图上是否部署有光纤

b. 地图上是否部署有办公室

c. 地图上是否部署有子地图

只有在验证全部通过的情况下，软件才能删除地图表中的条目，否则删除操作将被拒绝，

并弹出对话框以通知用户删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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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旦删除操作成功，将自动选择[选择地图]下拉列表中的下一个地图，地图应显示在[地
图]窗口的地图视图和[地图信息]视图中

3.5.4. 区域

如 2.8 节所述，区域的目的是用于光纤/点的管理，通常一条长光纤（跨越 10km）可以分成

多个分段，一个用户或用户组只能关注和管理一个分段，分段被称为区域。

图 3.4.3-7展示了[区域]窗口，可支持以下功能：

1. 添加区域

2. 编辑选定区域

3. 删除选定区域

4. 更改区域中的点列表

5. 编辑区域的特定点

a. 当用户点击[区域]窗口的[点列表]视图上选定点的[编辑]按钮时，可参考 3.4.2.3 节

编辑点的说明操作

图 3.4.3-7[区域]窗口

3.5.4.1.增加区域

当用户点击[区域]窗口中的[增加区域]按钮时，会显示如下[增加区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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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8[增加区域]窗口

1. 用户可以在[区域信息]中添加区域基本信息，包括区域名称，描述和区域管理者名称及联

系信息。这些属性也可以为空。

2. 用户可以添加一个仅包含基本信息的区域，而不是将点列表指定给[添加区域]窗口中的区

域(即取消选择[选择光纤]的复选框)

a. 在此情况下，区域添加操作后，[区域]窗口中的[点列表]视图应为空

b. 之后，用户仍然可以通过单击[编辑点列表]按钮来将点列表指定到区域，如下一节所

述

3. 在此情况下，用户还可以通过选择[选择光纤]复选框来指定区域添加点列表。

a. 用户必须在[光纤]树状图中选择一个光纤

b. 一旦用户选择光纤，那么软件将:

- 显示所选光纤长度

- 找出光纤上的现有区域，并填入到[其他区域]列表

- 选择一个闲置的距离范围（尚未分配到任何区域），并填写[选择距离范围]编辑框

c. 用户可以更改距离范围

d. 一旦用户点击 [OK]或者 [Apply]按钮,软件将作以下验证确认，只有所有的检查都通过，

然后将新的区域条目插入到区域表中，并更新点表中的点条目以指定新的区域

- 必须在[光纤列表]视图中选择一个光纤

- 在[选择距离范围]编辑框中输入有效的距离范围，即距离范围不能为空。[到]的距

离总是大于[从]的距离，距离范围之间有点，并且没有范围与光纤上的现有区域重

叠。如果验证检查失败，则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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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旦一个新的区域成功增加到数据库中

a. 它将被添加到[区域]树状图，并且被默认自动选择

b. 区域基本信息应在[区域]信息图中显示

c. 区域管理的点应显示在[区域点列表]视图中

3.5.4.2.编辑区域

以下显示了编辑现有区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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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区域]窗口中，用户可以在[区域]树状图中选择一个区域，并在[区域]窗口左侧的[区域]
信息视图中编辑区域基本信息

a. 当用户点击[应用]按钮时，区域列表中的基本信息将被更新

2. 用户也可以通过点击[区域]窗口中[区域点列表]视图底部的[编辑点列表]来改变区域点列表，

[编辑点列表]窗口将弹出，如图 3.4.3-9

图 3.4.3-9a[编辑区域点列表]窗口 – DxS880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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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9b[编辑区域 Mote 列表]窗口– WxS8800系统

a. 如果该区域存在有要管理的点,则应选择 [选择光纤]复选框,应在[光纤]列表中选择包

含点的光纤，光纤上点的距离范围也应该被自动填充到[选择距离范围]编辑框中

b. 用户可以通过取消选择[选择光纤]复选框，并单击[OK]或[Apply]按钮来删除该区域管

理的所有现有点

c. 当[选择光纤]复选框被选择，并且用户点击[OK]或[Apply]按钮，软件将作以下验证检

查，只有当所有验证通过，才会更新点表中的点条目到指定的新区域

- 有关验证检查的要求，请参阅第 3.4.4.1 节

d. 一旦区域点列表被成功更新，[区域]窗口中的[区域点列表]应相应地更新以反映新的更

改

3.5.4.3.删除区域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区域]窗口中的[删除区域]按钮来删除现有区域

1. 首先用户必须在[区域]树状图中选定一个区域，否则[删除区域]按钮将会是灰色

2. 一旦用户点击[删除区域]按钮，将会弹出以下对话框。只有当用户确认删除操作(点击[Yes]
按钮)，那么：

a. 软件会将区域管理内点条目的区域 ID 属性，设置为无效

b. 从区域列表中删除区域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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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旦数据库中的区域被成功删除

a. 它将从[区域]树状图中删除，[区域]树状图中的下一个区域项目将自动被选择。

b. 下一个区域基本信息应显示在[区域]信息视图中

c. 由下一个区域管理的点将显示在[区域点列表]视图中

3.5.5. 删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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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数据配置文件

注意:
o 根据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的项目，如果选择了“配置文件列表”，那么[添加]操作是指添加

配置文件操作，如果选择了“配置文件”节点，则[添加]操作是指添加数据类型。如果选择

了“类型”节点，则应该禁用[添加]操作

o 在[设置文件范围]列表中，应该过滤掉 DxS8800 系统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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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设置文件范围]列表中，应该过滤掉 DxS8800 系统节点

编辑配置文件的单个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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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o 一旦数据类型被添加到配置文件中，默认情况下其数据使用应设置为“显示+校准”

o 用户可以在下面的页面中将数据使用更改为“仅显示”或“仅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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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报警管理

图 3.4.5-4a [报警]窗口 – DxS8800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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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4b [报警]窗口 – WxS8800系统

图 3.4.5-4 显示了[报警]窗口，这是管理整个系统报警的关键页面。

3.5.7.1.查询条件

M-数据查询条件包含：

10. 光纤

d. 光纤是强制性条件

e. 一次只能选择单根光纤

f. 当前光纤和历史光纤都可以选择，默认情况下只有当前光纤出现在端口节点下，

当选择[显示历史光纤数据]复选框时，所有历史光纤节点以及当前光纤将显示在

端口节点一次

11.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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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区域是可选条件

d. 默认情况下，软件应选择[区域]复选框，并填写当前用户所属的区域的下拉列表。

如果当前用户不属于有效区域（用户条目的区域 ID 无效），则不选中该复选框

12. 距离

c. 可选条件

距离是指所选光纤上的点距离范围

13. 配置

c. 可选条件

d. 当用户选择部署复选框时，软件应该查询光纤的所有部署并填写到下拉列表中

14. 点优先

b. 可选条件

15. 报警类型

b. 可选条件

16. 警报严重程度

b. 可选条件

17. 报警状态

b. 可选条件

18. 采样时间戳

d. 强制性条件

e. 采样时间戳是指M-数据采样采样时间戳

f. 用户可以指定实时监控所选点的报警（选择[实时]单选按钮），也可以根据采样时

间戳范围查询所选点的历史报警，包括：

- 前一小时(从现在开始一小时之前)

- 前一天 (从现在开始 24 小时之前)

- 指定日期时间范围

所有选定的条件都进行“与”运算，构成最终条件。

3.5.7.2.查询操作

2. 通过点击[搜索]按钮触发查询，作为结果操作，[报警列表]中的旧报警记录应该被刷新，

并填写新的查询报警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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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3.查询结果

5. 支持以列表形式显示查询到的报警（在[报警]窗口的[报警列表]视图中）

d. 在报警列表中，报警按照默认提升时间戳的顺序显示

e.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排序方式]下拉列表和[升序]复选框来更改排名项目和顺序

f. 用户可以选择[报警描述]复选框，然后在[报警描述]复选框下面显示报警列表中所

选报警条目的报警描述。如果用户选择另一个报警输入，报警描述将相应更新

6. 当选择[实时]单选按钮时，根据查询条件，报警列表应该不断更新最新的报警

d. 反应是，最新的M-数据项总是被插入到列表的顶部（而其他项将相应地向下移

动），用户仍然可以对列表进行页面操作

e. 排名项目和订单设置不适用于此情况

f. 如果从上次查询到的报警列表中有报警条目，则应在实时报警条目填写前全部刷

新

7. 当用户在报警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警条目，并在一个点上报警时，点信息应显示在[点
信息]视图中

8. 支持通过单击[清除报警]按钮，手动清除报警列表中选定的报警条目

e. 清除操作后，报警列表中选择的报警条目的状态将改为“手动清除”（DE 清除报

警时，报警状态将更新为“非手动清除”

f. 如果选择的报警条目已经被手动或非手动清除，那么软件将默认忽略操作（不要

触摸报警表中的“清除时间戳_”）

g. 一旦成功清除活动警报，点表中的“最高警报严重性_”和“活动报警计数_”应

该相应地更新。即：如果在点上存在这样的活动严重性警报，则应该将“最高警

报严重性”更改为较低警报严重性；如果点上没有活动警报，“活动报警计数_”
应该小于 1，直到它为 0（这意味着点上没有活动警报）

h. 一旦手动清除一个报警，DE 不应该触发报警表中的报警条目，和点表中的“最高

警报严重性_”和“活动报警计数_”，即使在手动清除之后 DE 也产生了报警清除

记录。

9. 当用户点击[删除警报]按钮时，支持删除整个查询的警报条目，当选择[实时]单选按钮

时，该功能不适用，其中[删除警报]按钮应灰色显示

a. 当用户点击[删除报警]按钮时，弹出如下对话窗口，只有用户确认删除操作（点击

[Yes]按钮），查询到的报警条目可永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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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所有查询的报警条目被删除后，软件将刷新[报警列表]视图和[点信息]视图

c. 一旦成功删除活动警报，点表中的“报警最高严重程度_”和“活动报警计数_”
将相应更新

3.5.8. 软件管理

此软件图像仅指博立信科技自己的软件程序，不包括未来将要考虑的 OS / Linux 和 MySQL 的
升级。在软件图像升级（上载和激活）期间，可以升级软件图像和数据库表定义。

以下展示了目标版上博立信科技应用程序的目录结构：

/博立信科技/dxs8800/

|--程序/ #从在图像目录中保存的 MIF 文件中提取的博立信科技程序

| |--应用/ # 驱动程序, DE & CLI 程序

| | |--… # 应用程序子目录

| |--UI/ # Web 服务器

| | |--… # web 服务器的子目录

| |--工具/ #数据库 SQL 文件和 Linux 脚本

| |--版本 # 博立信科技发布版本文件，包括软件发行版本

| | (在发布版本中定义)和数据库版本(即 db_reset.sql

| | 文件版本)

|--数据/ #数据/使用日志/运行时由博立信科技程序生成

| |--应用/ # 连接到 /tmp 目录通过命令 ln –s /tmp 应用

| |--UI/ # Web 服务器数据/日志

| | |--… # 应用程序子目录

|--图像/ # MIF 图像 文件

3.5.8.1.关于软件图像

1. 博立信科技的所有应用程序在发布给客户时应打包成一个文件（扩展名为.mif -多个图像

文件）。因此，本文档中的“软件图像”术语范指 MIF文件（而非单个应用程序图像）

2. MIF文件内容对客户是保密的（客户无法打开），只能通过博立信科技应用程序打开



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FS-XXXX
软件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2016年 3月 22日

3-60
博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机密

3. 对于 x86系统（模拟系统），MIF 文件应命名为：plss_dxs8800_rx.y.z.miffor PPC 系统（目

标版）或 plss_dxs8800_rx.y.z_x86.mif，其中 rx.y.z 是图像版本信息

4. MIF文件应采用二进制格式，并为博立信科技应用程序嵌入签名，以证明这是否是有效的

MIF文件

5. 最多可支持 10 张MIF 图像，所有的 MIF图像应保存在与程序不同的目标板上的图像/目
录中(它保存从激活的MIF 图像中提取的所有博立信科技的程序)

6. 每个MIF图像应为以下 3 个状态之一

a. 激活：现在正在使用 MIF图像，即它已经被提取以编程/

- 在此状态下应只有一个MIF图像

- -图像 / plss_activated_图像中有一个文本文件来保存激活的MIF 图像名称

b. 已停用：MIF 图像现在未被使用

c. 稍后激活：MIF图像将在稍后被使用，例如，在下一次重新启动时，MIF 图像将取代

当前激活的MIF图像被提取到程序/

- 在此状态下应只有一个MIF图像

-图像 / plss_activated_later_图像中有一个文本文件用于保存“稍后激活”的 MIF图像名称

3.5.8.2.Web 上的软件管理

客户可以通过 Web 或 CLI 进行软件图像管理。图 3.4.6-9 显示了网页上软件图像管理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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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9软件图像管理

1. 浏览软件图像

打开[软件图像管理]页面后，应将所有保存在目标板图像/目录中的软件 MIF图像导出，

并从图像头中提取图像信息，然后显示在[软件图像列表]中。

2. 上传软件图像

用户可以从本地 PC 上传一个新的软件镜像到目标板。一旦用户点击[上传]按钮，图像下

的图像总数等于 10，则下面的对话框将显示拒绝上传操作：

否则，会显示以下[上传软件图像]对话框：



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FS-XXXX
软件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2016年 3月 22日

3-62
博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机密

a. 用户可以从本地 PC 的[目录/文件列表]中选择一个MIF，或者将文件名输入到[文件名]
编辑框

b. 一旦用户点击[确定]按钮，软件将检查这是否是有效的图像，即正确的博立信科技的

MIF图像。如果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图像，那么软件将通知用户

c. 只有通过验证检查后，才能将图像上传到目标板并放入图像/目录。在将图像写入图

像/之后，软件将从 MIF 文件头中提取图像信息，并在[软件图像列表]中添加新的条目，

并且新条目会被自动设置在列表中被选择

- [TBD]在将图像写入图像/之后，软件应该进行校正检查，以确保在图像上传和写入图像/通过网

络期间没有损坏。如果检查失败，则软件将尝试上传图片 2 次以上，如果全部失败，则软件将

放弃上传，并提示用户错误信息为“无法上传图片到目标板，请检查！”

- 允许上传现有图像（新图像名称与目标板上的现有图像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图像状态

如何，现有图像都将被覆盖，但[软件图像列表]没有添加新的条目

3. 删除软件图像

a. 用户首先必须从[软件图像列表]中选择一个图像，否则，一旦用户单击[删除]按钮，将

出现以下对话框提醒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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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激活的图像不能被删除，如果用户试图删除激活的图像，则会出现下面的对话框提醒

用户:

c. 如果用户点击[删除]按钮尝试删除选定的非激活图像或激活稍后的图像，则会出现下

面的对话框来确认删除操作，只有用户点击[是]按钮，软件才能删除选中的图像

- 如果删除的图像是“激活较晚”的图像，则软件应从 plss_activated_later_图像文件中将其删除

（即刷新 plss_activated_later_图像文件）

4. 激活软件图像

a. 首先用户必须从[软件图像列表]选择一个图像，否则，一旦用户点击[激活]按钮，将弹

出以下窗口来提醒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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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户无法通过单击[激活]按钮将激活的图像更改为未激活或激活。当选择激活的图像

时，应该禁用[激活]按钮(变为灰色)

c.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立即激活]按钮，然后点击[激活]按钮来激活待激活的图像或稍后激

活的图像，将弹出以下对话框与用户确认激活操作:

只有用户点击[Yes]，那么软件将按照以下步骤激活所选图像：

- 在状态栏中显示以下消息

“正在激活选定的新图像，这将需要几分钟，请稍候...”

- 在 Linux 控制台上执行“plss 激活 <选择的新图像名称>”命令，将会采取如下相应措施：

 停止所有博立信科技应用

 停止MySQL

 删除程序/子目录

 根据 plss_activated_later_图像文件安装新激活的图像（MIF文件），包括：

 从新的 MIF文件中提取博立信科技程序，并将其放在程序中/

 更改某些可执行文件的模式/所有者/组和设置链接（ln）等

 选择执行保存在/博立信科技 / dxs8800 /程序 /工具/下的 upgrade.sh 脚本。对

于一个特定版本，可能需要在升级新图像之后执行一些操作，例如升级数据库

表定义，安装一些新的数据等，upgrade.sh 是为此设计的文件

 启动MySQL

 将新图像版本信息更新到系统_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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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驱动程序

 启动 DE

 启动 UI

 所有上述步骤均成功执行，则：

 用选定的新图像名称替换 plss_activated_图像文件中的图像名称

 刷新 plss_activated_later_图像文件

d.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稍后激活]按钮，然后点击[激活]按钮来激活待激活的图像或稍后激

活的图像，软件将相应地采取如下操作：

- 用选定的图像名称替换 plss_activated_later_图像文件中的图像名称。

- 在[软件图像列表]中，将稍后激活的图像更改为非激活状态

- 在[软件图像列表]中，将选择的图像更改为稍后激活状态

e.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非激活]单选按钮，然后再点击[激活]按钮，将稍后激活的图像更改

为非激活图像，软件将相应地采取如下操作：

- 刷新 plss_activated_later_图像文件

- 在[软件图像列表]中，将所选图像更改为非激活状态

3.5.9. 重启

图 3.4.6-9展示了[系统重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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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执行三个操作中的任何一个，需要:

a. 用户必须以管理员用户角色登录系统，才能执行这 3 个操作

b. 密码认证，即输入的密码必须与当前用户的密码匹配

c. 对于系统重置（出厂默认），满足上述 2 个条件后需要用户进一步确认，只有用户点

击[Yes]，软件才开始进行系统重置（出厂设置）

2. 软件将采取以下操作来重启系统

a. 调用脚本“plssstop”来停止所有博立信科技的服务

b. 触发 Linux 重启

c. 网页上给出以下消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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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S8800 正在重启中，这将需要几分钟，请稍候...

d. 一旦 DxS8800 启动成功，登录窗口将自动显示

3. 系统关闭时，软件应该采取以下操作:

a. 调用脚本“plssstop”来停止所有博立信科技的服务

b. 触发 Linux 关闭系统，自动关闭 DxS8800

c. 网页上给出以下消息提示：

DxS8800 正在关闭...

d. 如果 DxS8800 上的 Linux 不支持自动关机/关闭电源，则在步骤 a 之后，显示以下网页

提示消息，提醒用户手动关闭 DxS8800 的电源

DxS8800 已关闭，您可以安全地关闭它

4. 软件将采取以下操作来重置系统（恢复出厂设置）

a. 调用脚本“plssstop”来停止所有博立信科技的服务

b. 在网页上，给出消息提示：停止博立信科技服务…

c. 调用脚本“plss start mysqlinit”启动mysql 并重置数据库

d. 清理博立信科技/dxs8800/数据中的程序数据

e. 在网页上，给出消息提示如下：执行系统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f. 调用脚本“plss start”启动其他的博立信科技服务

g. 在网页上，显示消息提示为：启动博立信科技服务...

h. 一旦Web客户端与 DxS8800 上的Web服务器重新连接，登录窗口将自动显示



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FS-XXXX
软件功能说明书

版次 2.0, 2016年 3月 22日

3-68
博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机密


	1.概览
	2.iView 体系结构
	2.1.体系结构要求
	2.1.1.总体要求
	2.1.2.系统发现
	2.1.3.状态维护
	2.1.3.1.系统状态
	2.1.3.2.网关状态
	2.1.3.3.Mote 状态
	2.1.4.传感类型管理

	3.iView/Web
	3.1.概览
	3.2.视图
	3.3.数据
	3.3.1.Mote 选择
	3.3.2.Mote 列表
	3.3.3.数据类型列表
	3.3.4.时间间隔选项
	3.3.5.数据图表
	3.3.6.数据列表
	3.4.报警
	3.4.1.查询条件
	3.4.2.查询操作
	3.4.3.查询结果
	3.5.设置
	3.5.1.配置管理
	3.5.1.1.Mote
	3.5.2.视图设置
	3.5.3.地图
	3.5.3.1.添加地图
	3.5.3.2.编辑地图
	3.5.3.3.删除地图
	3.5.4.区域
	3.5.4.1.增加区域
	3.5.4.2.编辑区域
	3.5.4.3.删除区域
	3.5.5.删除数据
	3.5.6.数据配置文件
	3.5.7.报警管理
	3.5.7.1.查询条件
	3.5.7.2.查询操作
	3.5.7.3.查询结果
	3.5.8.软件管理
	3.5.8.1.关于软件图像
	3.5.8.2.Web上的软件管理
	3.5.9.重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