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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安装与配置 

1.1 系统组成 

iEM System工业大数据平台是构建工业企业行业应用的基础，iEM System采用了模

块化的架构设计，可以支持针对企业需求的二次开发。 

iEM System的基本模块如下图所示。 

 

1.2 软、硬件要求 

iEM系统对网络环境，软、硬件平台要求如下。 

名称 系统要求（推荐配置） 

硬件平台 

网络环境 标准 TCP/IP网络 

iEM 服务器硬件平台 2.4GHz CPU / 8G RAM / 200G HDD / CD-ROM 

iEM 客户端硬件 2GHz CPU / 4G RAM / 100GHDD / CD-ROM 

iEM 接口机硬件 2GHz CPU / 2G RAM / 50GHDD / CD-ROM 

操作系统 

iEM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 / Windows Server 2012 Enterprise 

iEM客户端 Windows 7 / 8 / 8.1 / 10，IE9.0 / Chrome / FireFox 

iEM接口机 Windows Server 2003 / Windows Server 2008 / Windows 7 

系统软件 

数据库软件 SQL Server 2012 / 2014 / 2016 Standard 

管理器软件 iEM Manager，iEM Miner，SQL Server已安装 

客户端软件 iEM Explore，IIS已安装、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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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安装与配置 

1.3.1 软件环境准备 

1.3.1.1 SQL Server 安装 

SQL Server 2008 为例，一般的安装步骤如下： 

（1） 双击 SQL Server 安装程序，系统自动检测安装环境。 检测完成后，弹出.Net 

Framework 3.5 安装接口。 

 
 

 

（2） 接受条款后，点击“安装”，开始安装.Net Framework 3.5。安装过程无需互

联网环境。 



iEM System 系统管理员手册 2019 

   Administrator's manual                      6 / 107       www.CRTsoft.com 

 

 

 

（3） 安装成功后，点击“退出”按钮，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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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et Framework 3.5 安装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安装其他补丁程序。安装完成后，

重启服务器。 

 

（5） 再次打开安装程序，进入到 SQL Server 2008（以下简称 SQL）安装接口。点 

击“安装”→“全新 SQL Server 安装或向现有安装添加功能”。 

 

 

（6） SQL 在后台处理当前操作，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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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处理完成后，SQL检测安装环境。若检测通过，点击“确定”进入下一步。 

 

 

（8） 输入产品密钥（JD8Y6-HQG69-P9H84-XDTPG-34MBB），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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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接受软件许可条款，点击“下一步”。 

 

 

（10） 点击“安装”，安装程序支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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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程序支持文件安装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12） 全选实例功能，共享功能目录可选择其他分区。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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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例根目录可选择其他分区，其余按默认即可。点击“下一步”。 

 

 

（14）弹出系统盘、共享、实例目录安装盘信息。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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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账户名均设置为 NT AUTHORITY\NETWORK SERVICE。点击“下一步”。 

 

 

（16）设置超级用户 sa密码，添加当前用户。点击“下一步”。 

 

 



iEM System 系统管理员手册 2019 

   Administrator's manual                      13 / 107       www.CRTsoft.com 

 

（17）添加当前使用者对分析服务的管理权限。点击“下一步”。 

 

 

（18）对报表服务的配置，按默认即可。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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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对错误和使用情况报告的配置，按默认即可。点击“下一步”。 

 

 

（20）系统对安装规则进行检测，若通过，表明可以安装 SQL。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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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安装配置信息的全览图。若无问题，点击“安装”，进行 SQL安装。 

 

 

（22）安装过程约持续 30min。此过程中，请勿对服务器进行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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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安装完成后，显示各模块的完成状态。点击“下一步”。 

 

 

（24）提示 SQL 安装已成功完成。点击“关闭”，完成并结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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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IIS 安装 

默认下，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8时没有安装 IIS功能组件，需要另行安

装 IIS组件。安装步骤如下： 

（1）点击“开始”→“程序”→“管理工具”→“服务器管理”，打开“服

务器管理”界面；或者在桌面右键“计算机”→“管理”，也同样可打

开改界面。 

 

（2）在“角色”选项中，单击“添加角色”。 

 

 

（3）在弹出的“添加角色向导”界面中，选中左侧的“服务器角色”，同时

勾选“Web服务器（IIS）”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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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添加必需的功能”。 

 

 

（5）在“添加角色向导”界面中，选择 “Web服务器（IIS）”，可以看到对

Web 服务器（IIS）的简单介绍；选择“角色服务”，可选择为 Web 服务

器（IIS）安装的角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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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需安装的服务后（除 FTP外，所有项均需安装），点击“安装”按

钮，系统开始安装所选的角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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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此外，SQL Server 安装需依赖.NET Framework3.5 环境，因此除 IIS 外，还需安

装“应用程序服务器”，其步骤与 IIS安装基本相同。 

1.3.1.3 IIS 配置 

IIS配置步骤如下： 

（1）IIS安装完成后，点击“开始”→“程序”→“管理工具”→“服务器

管理”，进入“服务器管理器”界面。 

 

（2）在“服务器管理器”界面中，展开左侧的“角色”→“Web服务器（IIS）”

→ “Internet信息服务（IIS）管理器”节点。 

 

 

（3）应用程序池添加：添加 iEM 客户端发布所依赖的应用程序池。设置应

用程序池名称，版本需选择“.NET Framework2.0.50727”，托管管道模

式选择“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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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配置的应用程序池→“高级设置”，“启用 32 位应用程序”设为

“True”，表明兼容 32位应用程序；回收时间一般设置为 2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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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服务器管理器”界面中，选择中间的“Default Web Site”节点，

然后双击 IIS项的“ASP”图标。 

 

（6）ASP 配置：设置连接超时，一般设置为 4 小时，可按用户需求进行合

理修改；此外，IIS 中 ASP 父路径默认不启用，若要开启父路径，选择

启用父路径后面的下拉“True”选项。 

 

 

（7）返回到配置“Default Web Site”站点，单击右边的“基本设置…”，

可配置网站的物理路径，即 iEM客户端存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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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返回到配置“Default Web Site”站点，单击右边的“绑定”，设置网

站的访问端口，默认端口号为 80。单击“编辑”，可按用户需求修改端

口号。 

 

 

（9）返回到配置“Default Web Site”站点，单击右边的“高级设置”选

项，亦可设置 iEM客户端存放路径；连接超时一般设置为 144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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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双击“默认文档”→“添加”，可添加网站的缺省访问页面。 

 

 

1.3.2 系统软件安装 

安装 iEM系统软件前，需确认以下条件已具备： 

（1）确认 SQL Server 2008安装完成； 

（2）通过 netstat -n -a命令查看 1433端口存在且已开启； 

（3）IIS已正确安装与配置。 

 

安装的基本步骤如下所述： 

（1）双击系统软件安装程序（iEM.Server_xxxx_Setup_xxx），进入初始界

面。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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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I agree ...”后，点击“Next”。 

 

 

（3）输入给定的序列号后，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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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需要安装的软件组件，点击“Next”。 

 

 

（5）选择程序安装目录，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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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认安装信息，若无问题，点击“Next”，开始安装程序。 

 

 

（7）iEM Server安装完成后，程序会自动激活 iEM Explore安装程序，选

择程序安装目录，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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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安装后，程序自动创建数据库与登录用户、注册各相关服务、安

装硬件狗驱动。 

 

 

（9）所有组件安装完成后，在管理器安装界面点击“Finish”，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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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多节点登录设定 

为了满足大型企业管理部门对于异地监控不同厂区的设备运行健康状态的

需要，iEM系统进行了升级，实现了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一对多的访问功能。 

1.3.3.1 iEM 客户端 Explore 设置 

前期设置 

打开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localhost/iemfactory/adminlogin.aspx 

进入到节点管理系统登录后台管理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admin/admin），进入后台管理主界面。 

http://localhost/iemfactory/admin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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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树状目录中的“节点信息”，打开节点列表。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按钮，进入添加节点信息界面。 

 
其中： 

⚫ 节点名称：栏应填写需要添加的节点名； 

⚫ 地址：栏应填写相应的节点的 iEM数据库 IP 地址； 

⚫ 数据库、账户、密码：保持“默认”即可； 

⚫ 链接地址：相应节点的 iEM Explore的发布地址（请联系节点的系统管

理员获取） 

⚫ 域用户：代表是否使用域的方式登录 iEM Explore；勾选此项，则登录

页面会出现“域登录”的按钮，加入对应节点域的用户可以由此直接登

录。 

⚫ 填写完毕正确的信息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节点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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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登录 

在网页浏览器中输入地址： 

http://localhost/iemfactory/Login.aspx 

即可进入 iEM Explore多节点登录页面。 

选择要查看的节点名称，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即可登入。 

 

1.3.3.2 iEM Manager 设置 

打开 iEM 系统软件安装目录，进入“Manager”子目录，找到配置文件

“IEMSvrIP_M.ini”，用记事本打开。 

http://localhost/iemfactory/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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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配置文件中可以增加需要访问节点的配置信息，其中： 

⚫ IPCount=*：星号处应填写需要查看的节点总数，应与下面的节点 IP序

号最大值保持一致，以免影响节点下拉菜单显示； 

⚫ [IP*]: 节点 IP序号，添加新节点时需首先依序增加序号； 

⚫ IP=_: 新增节点系统的 IP地址； 

⚫ DES=：新增节点的名称，此内容会显示在 iEM Manager登录界面的下拉

菜单中； 

⚫ SQLUserName=iEMAdmin、SQLPassword=+kVhCjuRDH、SQLName=IEM 此三

项内容为新增节点所安装 iEM系统的 SQL数据库的名称，登录账户名及

密码，正常安装时复制即可。 

⚫ 按照上述格式添加完成新节点信息后，保存此配置文件并退出。 

 

打开 iEM Manager，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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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EM.Manager 使用说明 

2.1 软件说明 

iEM.Manager是 iEM System的管理中心，iEM.Manager中按照资产框架定义

工厂架构和工业对象，实现如下系统管理功能： 

（1）用户登录：实现管理器的登入； 

（2）用户管理：实现用户、部门的添加、删除与修改，赋予部门与用户权

限； 

（3）模板管理：为同类设备创建模板，方便用户调用； 

（4）模型与子模型创建：实现模型的添加与删除，配置模型基本信息，添

加时间段，设置屏蔽测点，设备模型创建； 

（5）测点管理：实现对建模测点的添加与删除，批量导出、导入功能。 

2.2 用户登录与管理 

2.2.1 用户登录 

初次启动 iEM Manager, 在桌面双击 iEM Manager程序，弹出“连接服务器”

对话框，在“服务器名\IP地址”中输入 SQL Server的 IP地址，再点击“连接”

按钮。 

 

图 2.1  SQL Server连接 

注 1：若 SQL Server与 iEM Manager 安装在一台服务器上，则地址为：127.0.0.1； 

注 2：第一次成功连接数据源后，以后双击启动图标，不会再出现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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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连接数据源后，将出现用户登录对话框，按自己所在部门分别输入所属

部门、用户名称和密码，然后点击“登录”，若输入无误，即可登入系统。 

 

 

成功登录 iEM系统管理器后，将出现管理器主界面。 

 
 

2.2.2 用户部门管理 

2.2.2.1 部门管理 

点击左侧树状菜单中的“用户管理”或其下的子节点，在菜单栏点击“用户”，

选择“添加部门”，在打开的“部门/角色管理”页面，输入要创建的部门名称，

如“技术部”，点击“确定”。 

或者在选中部门节点后，通过右键菜单，实现部门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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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用户管理 

点击“用户管理”下的部门节点，在菜单栏点击“用户”，选择“添加用户”，

弹出“用户管理”对话框。 

或者在选中部门节点后，通过右键菜单，实现用户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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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描述如下： 

⚫ 用户名：要创建的用户名称。必填项， 

⚫ 用户描述：对该该用户的描述。可选项。 

⚫ 用户编码：可选项。 

⚫ 用户岗位：可选项。 

⚫ 用户身份：分“系统管理员”、“部门管理员”、“一般用户”三种。 

✓ 系统管理员：可添加、修改、删除部门和用户，并赋予部门、用户

权限； 

✓ 部门管理员：可添加、修改、删除本部门下的用户，并赋予用户权

限； 

✓ 一般用户：仅有读权限，不可对部门、用户进行其他操作。 

⚫ 用户类型：分为域用户与内部用户。 

⚫ 隶属于：分配用户到相应的部门下。 

⚫ 电子邮件：用户常用 E-Mail地址。 

⚫ 移动电话：用户移动电话。 

⚫ 密码按钮：用户创建完成后，点击该按钮可修改密码。 

⚫ 权限按钮：用户创建完成后，点击该按钮可配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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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时，以下几项需特别注意： 

（1）新用户的初始密码，默认为 111； 

（2）超级用户 iEMAdmin可创建“系统管理员”、“部门管理员”和“一般用

户”。“系统管理员”可创建部门管理员和一般用户，“部门管理员”可创

建该部门下的一般用户，“一般用户”不能创建用户。 

 

选择用户后，右键，选择“修改密码”，在打开的页面中，重新设置密码，

即可实现对用户密码的修改。 

 

 

 

2.2.2.3 权限配置 

部门权限配置 

在部门节点上单击右键，选择“调整部门权限”，打开调整部门权限对话框。

如图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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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中，控制权限有“服务器管理权限”、“客户端写权限”、及“客户

端读权限”，说明及操作步骤如下： 

⚫ 服务器管理权限：针对管理器的管理员权限，可管理、创建设备模型，

可管理、配置模型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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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写权限：针对客户端的写入权限，可查看设备模型预警，同时可

对这些预警进行处理操作； 

⚫ 客户端读权限：针对客户端的读取权限，只可在客户端中进行浏览操作，

不可处理预警； 

⚫ 选择设备复选框，选择部分设备，或选择“全部”，选择所有设备； 

⚫ 选择完成后，点击“导入”完成对部门权限的配置； 

⚫ 点击部门节点，选择“将部门权限应用于用户”，则可将部门权限分配给

该部门下的所有用户。 

用户权限配置 

点击部门节点，在右侧区域双击已创建的用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权

限”按钮，将弹出用户权限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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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与部门权限配置对话框类型，说明或操作步骤如下： 

⚫ 选择权限为“服务器管理权限”、“客户端写权限”或“客户端读权限”； 

⚫ 选择设备复选框，选择部分设备，或选择“全部”，选择所有设备； 

⚫ 选择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窗口。 

2.3 模板管理 

当建模设备较多、且存在同类设备时（如：10 个泵、15 台风机），可使用

模板功能。用户创建模型或子模型时，可快速引用模板的内容，从而优化对模型

测点的管理。 

模板管理主要的操作步骤，如下所述： 

（1） 打开 iEM.Mnager，点击“模板管理”节点。 

 

 

（2） 右键，选择“添加系统”，在打开的界面中，输入系统名称。 

 

 

（3） 在已添加的模板节点，单击右键，选择“添加模板”，在打开的界面

中，输入模型名称（必选）、描述（可选）、规则（可选，预留功能）、

分类（可选）及触发点（可选，用于控制模型是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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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需要对该模板进行分类，则点击分类右侧的按钮，打开“分类选择”

界面。点击左下角的“添加”按钮，添加分类名称，可实现对模板的

分类。 

 
 

（5） 在已添加的设备节点，单击右键，选择“添加测点”，打开测点配置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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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改“稳态值上限”，使之大于“稳态值下限”，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测点的添加。 

 

（7） 在该设备节点，单击右键，选择“导出测点”，将之另存为 CSV文件。 

 

 

（8） 按实际的测点属性，编辑该 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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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步骤（7）所示的页面中，选择“导入测点”，导入该 CSV文件。导

入后的模板如下图所示。 

 

 

 

2.4 设备建模流程 

2.4.1. 服务管理 

打开“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服务”列表，确认 iEM系统各子服

务正常启动。 

 
 

2.4.2. 添加系统 

在左侧点击“设备模型管理”节点，右键菜单选择“添加系统”，弹出“系

统属性”对话框。 

输入要创建的系统名称（如：一号机组），对该系统的描述（如：一号机组），

同时可设定在 iEM 系统客户端显示的系统图（若无，选择 None）。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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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数据源配置 

2.4.3.1 数据源添加 

用于配置数据采集与存储的数据源服务器信息。 

在菜单栏点击“配置”→“数据源配置”，打开“数据源配置”对话框，  

 

添加数据源的操作步骤如下： 

⚫ 读写类型：选择“数据源”； 

⚫ 数据源：选择数据源类型，PI或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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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地址：输入数据源的 IP地址（一般为实时数据库的 IP地址）； 

⚫ 用户名：输入与数据源匹配的、有读权限的用户名（如：pidemo）； 

⚫ 密码：输入与数据源、用户名匹配的密码（如：pidemo）； 

⚫ 选择或输入完成后，点击“添加”按钮完成； 

⚫ 每个模型均可单独指定数据源，iEM系统支持多数据源获取数据。 

2.4.3.2 返回数据源修改 

数据源添加完成后，需添加返回数据源。返回数据源唯一。 

一般情况下，安装系统后，返回数据源默认已添加（本机）。此处需对此返

回数据源作修改。 

在上图所示的界面中，点击“编辑数据源”，打开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编辑返回数据源的操作步骤如下： 

⚫ 读写类型：选择 “返回数据源”。返回数据源唯一； 

⚫ 数据源：选择数据源类型，PI或其他类型； 

⚫ 服务器地址：输入数据源的 IP地址（一般为实时数据库的 IP地址）； 

⚫ 用户名：输入与数据源匹配的、有写权限的用户名（如：piadmin）； 

⚫ 密码：输入与数据源、用户名匹配的密码（如：piadmin）； 

⚫ 选择或输入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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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添加模型 

在已添加的系统节点，单击右键，选择“添加设备模型”。 

 

在打开的页面中，配置模型属性。 

 



iEM System 系统管理员手册 2019 

   Administrator's manual                      47 / 107       www.CRTsoft.com 

 

 

（1）设备模型基本属性配置 

 

各项功能说明如下： 

⚫ 名称：输入所创建的设备模型名称。 

⚫ 模板：可选项。若选择，则自动导入该模型中的所有测点信息；若

不选择，则需要重新导入测点。 

⚫ 描述：对该设备模型的具体描述，可选项。 

⚫ 设备编码：设备的 KKS编码，可选项。 

⚫ 数据源地址：采样数据源地址，在上节中已正确配置的实时数据库

信息。 

⚫ 计算刷新时间：设备模型计算的间隔时间。默认为 5分钟。 

⚫ 计算延迟时间：设备模型计算的延迟时间。最大延迟时间应小于刷

新时间。 

⚫ 数据保存时间：数据在关系数据库中的保存时间。默认 1000天。 

⚫ 数据服务器：多数据源时可选择。 

⚫ 系统图：选择该设备的系统图。若无，则选择 None。 

⚫ 模型健康度点：写入实时数据库的模型健康度测点名称，可选项。 

⚫ 健康度设定值：建模完成后自动生成，由建模历史数据决定。用户

可修改。 

⚫ 模型关联点：写入实时数据库的健康度测点名称，String类型，可

选项。 

⚫ 基准值测点：写入实时数据库的基准值测点名称，值为一常数，可

选项。 

⚫ 测点范围缩放：根据建模历史数据，对模型最大、最小值的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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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 30%。 

⚫ 计算分组：在“模型分组计算”章节，有详细描述； 

⚫ 规则：与设备故障关联。预留功能。 

⚫ 分类：在“模型管理”章节有描述，可选项。 

 

（2）设备模型建模采样点配置 

设备模型建模采样点配置有两个界面，分别为时间格式与文件格式，如下图

所示。 

 

 

对于时间格式，说明如下： 

⚫ 起始时间：设定一段采样时间的开始时间。 

⚫ 结束时间：设定一段采样时间的结束时间。 

⚫ 采样间隔：设定一段时间内所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 

⚫ 点击“添加”按钮后，弹出“模型时间段编辑”对话框，设置“起

始时间”、“结束时间”和“采样间隔”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 

⚫ 可先在 Excel表格中按格式配置时间格式，然后通过点击“EXCEL输

入”按钮批量导入时间段。EXCEL 表格中时间段配置具体格式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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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件格式，支持 txt和 csv文件的导入，格式如下： 

⚫ 第 1行为点名，点名与点名之间用“，”隔开。 

⚫ 第 2行为起止时间及时间间隔，时间格式为“yyyy-m-d hh:mm:ss”，

用“，”隔开。 

⚫ 第 3行开始，为时间及对应的测点数据信息，用“，”隔开。 

⚫ 最后 1行为 End，首字母大写。 

 

（3）屏蔽测点配置 

屏蔽测点用于控制模型的启停。即当屏蔽点实测值在设定范围之内时，模型

启动计算；当屏蔽点实测值在设定范围之外时，模型停止计算。 

该配置为非必选项，可不配置。若不配置，只要系统采集到数据，即进行计

算。 

一般情况下，为屏蔽设备停机或低负荷对模型计算的影响，均设置屏蔽测点。 

 

各项说明如下： 

⚫ 屏蔽点名称：屏蔽测点的名称。 

⚫ 屏蔽点描述：该测点的描述，可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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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该测点的数据来源，一般与屏蔽点名称相同。 

⚫ 屏蔽点单位：该测点的工程单位，可以为空。 

⚫ 屏蔽测点高限：该测点设定值的上限。 

⚫ 屏蔽测点低限：该测点设定值的下限。 

⚫ 启动延时：该测点实测值在设定范围之内时，模型计算需要等待的

时间。可消除设备启停不稳定状态对模型计算的影响。 

2.4.5. 添加子模型 

iEM未更新前，模型节点只可在系统节点下添加。新版的 iEM系统，支持在

模型节点添加子模型。 

步骤如下： 

（1）在已添加的模型节点，单击右键，选择 “添加子模型” 

 

 

（2）打开的页面与添加模型时的页面，稍有差异，主要体现在“计算模式”

上。若选择“预警计算”，则当主模型预警时，该子模型才开始计算；若

选择“实时计算”，则该子模型一直计算，而不去判断主模型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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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测点管理 

主要指对模型测点的添加、修改与删除操作。 

设备建模测点的添加，一般通过文件导入方式完成。其步骤如下： 

（1）模型添加后，在右侧区域点击右键，选择“添加测点”，打开如下图所

示的测点属性框。默认已选择“测点有效”，表示该测点参与建模与分析

计算。 

 

 

（2）填写测点名称，测点类型选择“列表显示”后，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添加。 

 

（3）在左侧模型节点单击右键，选择“导出测点”，导出已添加的测点信息

文件为 CSV格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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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导出的 CSV 文件，按要求对此文件进行修改（主要是批量加入设

备模型所有测点），然后保存。 

 

（5）在需导入测点的设备节点上单击右键，选择“导入测点”。导入已保存

的 CVS文件，完成测点批量添加。如图 2.23 所示 

 

 

（6）如需删除测点，在测点所在行单击右键，选择“删除节点”即可。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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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设备模型创建 

2.4.7.1 数据挑选 

历史数据是系统建模的核心，挑选历史数据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涵盖设备运行各种工况下的正常历史数据； 

（2）每段数据都包含了设备一段正常运行的工况； 

（3）采样数据具备同时性。任意时刻所有测点的采样历史数据，必须完整； 

（4）一般选取最近一年的历史数据。每月 3-6天，上、中、下旬各 1-2天； 

（5）选取的测点历史数据，既要有上升的趋势，也要有下降的趋势； 

（6）剔除测点突变、漂移的数据，或其他明显异常的数据； 

（7）设备启、停机前后 1-2天的数据，一般不予选取。 

 

若实时数据库为 PI，则需借助于 PI 的客户端工具 ProcessBook 进行挑选。

一般步骤如下： 

（1）将反映机组或设备启停的负荷点（或电流、流量等测点，均可），添加

到 PB图上。 

（2）查看其最近一年的趋势，去除机组或设备停机的时间段，并根据其趋

势，挑选正常运行的时间段，挑选原则如上。 

（3）时间段按如下格式加入到 EXCEL表格中，sheet名为“Time”。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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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设备模型的所有测点，均添加上 PB图上。如下图所示。 

 

 

（5）在此 PB 图中，根据步骤（3）选取的时间段，依次查看所有测点在挑

选时段内的变化趋势。 

（6）查看过程中，所有测点均需满足同时性要求，可对时间段进行添加、

修改或删除操作。 

（7）若不满足同时性要求，例如以下两种情况，则需酌情考虑。 

⚫ 该测点较长时间内（>3个月），值一直不变。此时，可删除该测点 

⚫ 较短时间内（<2个月）不满足同时性，则保留该测点，删除该时间

段。 

（8）挑选完成后，打开设备模型属性配置框，点击“EXCEL输入”，导入已

挑选完成的 EXCEL文件。 

2.4.7.2 模型创建 

确认下列操作已正确完成： 

（1）硬件狗已插入，iEM各系统服务正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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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源、返回数据源已正确配置； 

（3）系统、设备模型节点已添加； 

（4）设备测点已导入到模型； 

（5）时间段已挑选，并已导入到模型。 

 

前提条件满足后，需导入历史数据，并完成建模。步骤如下： 

（1）在设备模型节点单击右键→“导入历史数据”，系统即开始建模。根据

测点数量即历史数据大小，建模在几分钟之内完成。 

 

 

（2）打开\\iEM\Bin目录下的 msg.txt文件，可查看建模进度。 

（3）建模完成后，节点左侧小图标变为绿三角，表明建模已完成。 

2.4.7.3 稳态值调整 

建模完成后，在菜单栏选择“配置”→“稳态值分析工具”，系统自动分析

建模历史数据所有测点的最大、最小值，可在此界面调整稳态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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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时，一般按如下步骤进行： 

（1）首先不勾选“可疑模型”，再选择“全部测点”及该设备名称； 

（2）“放大比例”一般选择“20%”（可按用户要求修改），勾选“取整数”； 

（3）勾选“按模型最值比例放大”，不勾选“全部可疑模型”，再勾选“全

部更新”； 

（4）最后点击“确定”完成调整。 

（5）调整完成后，关闭该窗口。若用户需修改某测点上、下限范围，在右

侧区域双击该测点，用户可在打开的页面中，修改测点上、下限。 

2.5 备份与还原 

设备模型数据之间的相互迁移，通过备份与还原工具实现。 

选择设备节点，在菜单栏选择“配置”→“模型备份还原工具”，弹出“备

份”与“还原”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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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数据备份：选择“备份”，点“确定”后，打开备份对话框。选

择开始、结束时间后，点击 “Backup”按钮，即可备份数据。 

 
 

（2）模型数据还原：选择“还原”，点“确定”后，打开还原对话框。选

择“Restore”，即可对模型进行还原。 

 
 

 

2.6 模型分组计算 

当模型较多时，使用分组计算可提高 iEM系统的计算效率。步骤如下： 

（1）在 iEM.Manager 系统安装目录的 Group 文件下（默认路径：

D:\iEM\Group ）， 双 击 打 开 iEMAssetGroupManager.exe ， 登 录

（admi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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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设备分组管理的菜单栏，点击“设置”→“分组设置”。 

 

（3）在打开的页面中，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分组信息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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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说明如下: 

⚫ 设备组名：分组计算的名称，可在添加模型页面选择该名称； 

⚫ IP地址：预留功能，暂不用填写； 

⚫ 分组查询：分组查询的关键字，一般按默认即可（与组名一致）； 

⚫ 自定义：若勾选，则可自定义查询关键字； 

⚫ 程序名称：生成服务的名称，默认是“IEM_CalExp_”+“组名”。 

 

（4）添加完成后，返回到模型管理页面，在“计算分组”项，填写已添加

的设备分组名称。 

 

 

再返回到设备分组页面，可查看已添加分组的设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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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EM 系统邮件配置 

iEM系统具有预警信息邮件推送功能，邮件服务器信息及用户邮件权限配置需要

在 iEM.Manager-配置-邮件配置工具中设置，如下图 2.36所示： 

 

图 2.36邮件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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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EM.Miner 用户手册 

3.1 软件说明 

iEM Miner是 iEM 系统中的建模数据预处理和清洗工具，iEM Miner 通过对建模历史数据的

特性分析，剔除坏点，筛选适用于 iEM系统建模的数据，并按照 iEM系统要求的数据格式生

成数据文件。iEM.Miner 是 iEM 系统中实现建模和优化的重要工具。 

3.2 软件功能 

iEM Miner 的主要功能包括数据提取和数据分析两个方面： 

数据提取：iEM.Miner 设计用于为 iEM 系统实现数据准备，根据导入测点历史数据的趋势特

征和分布特性，iEM.Miner 自动实现数据的清洗，按照 iEM 系统原理讲海量数据实现清洗、

对齐、和压缩，提高 iEM 用户的工作效率。 

数据分析：iEM.Miner 提供了按测点进行数据分析的工具，可供用户在数据条件比较复杂的

情况下，应用对数据对象的知识，辅助实现数据清洗的优化。iEM.Miner 自动实现数据格式

的转换，按照 iEM系统的要求实现对建模数据、测点列表、回填数据等的格式准备，提高 iEM

系统的使用效率。 

3.3 软件安装 

3.3.1 安装步骤 

（1）双击 iEM.Miner 安装程序，进入语言选择界面，这里选择的是安装过程中的显示

语言，选择语言并点击“OK”。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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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语言选择界面 

（2）选择接受协议之后选择下一步： 

 

图 3.2 软件安装许可协议 

（3）选择是否创建桌面快捷方式，点击下一步： 

 

图 3.3 是否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4）保留默认安装路径，或选择合适的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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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选择安装位置 

（5）可以选择是否创建开始菜单和快捷方式： 

 

图 3.5 创建快捷方式 

 

（6）安装完成： 



iEM System 系统管理员手册 2019 

   Administrator's manual                      64 / 107       www.CRTsoft.com 

 

 

图 3.6 安装完成 

3.3.2 软件更新 

iEM.Miner 的基本更新周期是 3 个月；针对用户的需求，iEM.Miner 也将不定期进行更新，

请及时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3.4 数据提取功能 

本节将按照 iEM.Miner 实现数据提取的基本的操作步骤说明软件各个功能的使用方法： 

（1）工作空间 

（2）导入数据 

（3）剔除坏点 

（4）自动提取 

（5）导出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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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工作空间 

3.4.1.1 启动 

在桌面双击 iEM.Miner 启动图标 ，弹出“iEM.Miner”启动对话框，页面显示当前安装的

软件版本。 

 

图 3.7 iEM Miner 启动画面 

3.4.1.2 主窗口 

系统启动后显示 iEM Miner的主窗口如下： 

 

图 3.8 iEM Miner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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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窗口分为两个区： 

左上角的“模型”区，显示在 Miner 中进行分析的模型的数据情况，包括测点属性、原始数

据、分布表等信息。 

右上角的“数据”区，根据选定的内容显示数据表的内容，默认显示测点属性列表。 

从主菜单中除了基本文件操作外，可以进入四个主要的操作页面： 

（1）导入：历史数据导入 

（2）测点：按测点进行数据分析 

（3）提取：建模数据自动提取 

（4）导出：数据导出和保存 

3.4.1.3 多语言支持 

iEM Miner 支持多语言的实时切换，在“文件”中选择“语言”即可选择喜欢的语言，在执

行语言切换时无需关闭窗口。目前系统支持的语言有：英文、中文（简体）、中文（繁体）。 

 

图 3.9 选择语言 

3.4.1.4 清空工作空间 

iEM.Miner 在内存建立一个工作空间，历史数据将被导入工作空间并实现各种分析计算和操

作，通常针对不同数据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将工作空间清空，可以在“文件”菜单中找到“清

空”选项。清空操作的功能与关闭再重新打开 iEM.Miner 的效果相同。 

3.4.2 准备数据 

在向 iEM.Miner 导入数据之前，可以按照以下三种格式准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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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组合数据格式 

组合数据格式是包含测点属性和数值列表的数据文件，采用逗号分隔文件（CSV）格式或文

本文件（TXT）格式。典型的组合数据文件格式如下： 

文件名：MyData.csv 

文件内容： 

 

图 3.10 组合数据文件格式 

格式要求： 

第 1 行是测点变量名称，以“TAGNAME”为首列标识，不能为空，测点名称不能重复，并避

免出现特殊字符，例如：空格，”@+\*/#$^%&~” 等； 

第 2行是测点说明（描述），以“DESCRIPTION”为首列标识，可写入任何能说明测点性质的

文字，尽量不为空； 

第 3行是工程单位，以“UNIT”为首列标识，应写入对应列测点变量的实际工程单位，尽量

不为空； 

从第 4 行开始，测点数据按行写入，其中第一列为统一的时间戳，其他列是该列测点变量

（第一行）在统一时间上的采样值； 

时间戳格式为：yyyy-MM-dd hh:mm:ss，如果用 Excel 来准备数据文件，应该在保存到 CSV

之前，将第一列的数据格式按此设定； 

测点变量数据：iEM 系统建模是针对模拟量数据，因此在导入数据文件中应选择模拟测点变

量，避免选择开关量/数字量测点。 

3.4.2.2 单点数据格式 

单点数据格式是将每个测点数据单独保存成一个文件的数据文件，其文件格式如下： 

文件名：MyTag.txt 

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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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单点数据格式 

格式要求： 

数据行：文件中每行表示一个数据，逗号分隔，分别为：测点变量名称，时间戳和数据值； 

数据文件：每个文件应只包含一个测点变量，每一行的测点名称应不包含特殊字符，例如：

空格，”@+\*/#$^%&~” 等； 

多个文件保存同一测点的数据：可以将一个测点的不同时段的数据分别保存在不同的 TXT 文

件中，但需注意每一行测点名称应相同。 

3.4.2.3 测点属性列表 

测点属性列表是用来批量导入或备份测点属性的文件，在 iEM 建模过程中多次使用，其格式

如下： 

文件名：MyTagList.csv 

文件内容： 

 

图 3.12 测点属性列表 

 

格式说明： 

第一列是测点有效标识，保持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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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是测点变量名称，不能为空，也不要包含特殊字符； 

第三列是测点变量说明，尽量不为空； 

第四列是工程单位，尽量不为空； 

第五列是测点量程上限，导入数据时可保持为 100，系统将自动更新； 

第六列是测点量程下限，导入数据时可保持为 0，系统将自动更新。 

测点属性列表需要和组合数据或单点数据配合使用。 

3.4.3 导入数据 

数据准备好之后，在主窗口菜单中选择“导入”，可以按照不同的数据格式进行导入： 

3.4.3.1 导入组合数据 

选择导入组合数据，导入完成后，在“模型区”即可显示导入的模型中数据测点的基本配置

和基本数据的情况。在“数据”区显示当前模型中各个测点的基本属性。 

导入组合数据时，只能选择一个数据文件，如果工作区已经有历史数据，导入组合数据的操

作将首先清理工作区，再导入新数据。 

如果导入后的模型树中，在 Tags 显示“0”或在 Groups 显示“0”，表示导入过程发生异常

终止，应检查导入文件格式是否异常。 

 

图 3.13 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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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导入单点数据 

选择导入单点数据，选择需要导入的单点数据文件，可以多选，但必须一次导入，不能分批。

导入完成后，数据也出现再模型树和数据区中。 

3.4.3.3 导入测点列表 

通常在导入数据后，如果希望批量更新测点的描述和单位信息，可以编辑测点列表后导入。

导入过程同上。 

导入完成后的工作空间如下图： 

 

图 3.14 导入数据结果 

 

3.4.4 对齐数据 

对齐数据是人为的对导入的测点或测点数据进行挑选，从而获取用户人为可以作为机器

挑选源的数据。 

导入数据后，在主界面的菜单工具栏点击 Tags，进入测点管理页面，在测点管理页面

进行对齐数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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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测点管理 

 

3.4.4.1 删除测点 

点击菜单工具栏的 Edit—RemoveTag，可删除列表中，勾选框已勾选的测点，此删除是

不可逆的，及时 Reset 测点也不会恢复。 

作用：删除人为认定建模所不需要的测点，以及人为认定没有数据意义的坏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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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 设置属性 

单击选中列表的测点后，点击菜单工具栏的 Edit—Set Property，可对测点属性进行

编辑。 

作用：主要是单位和描述。 

 

3.4.4.3 设定高低限 

 

单击选中列表的测点后，点击菜单工具栏的 Edit—Cut Range，或者在当前激活的测点

界面右方，有 Cut Range 按钮，可设定测点高低限。 

作用：将会切除本测点所有超过设定高限的数据，以及低于设定底限的数据。（对齐数

据所有测点时间段统一，所以删除本测点数据的同时，也会删除所有测点在这些时间点的数

据。） 

 

3.4.4.4 按时间段删除 

单击选中列表的测点后，点击菜单工具栏的 Edit—Cut Slot，进入测点切除页面 

作用“”在此页面，可以认为的框选时间段，删除时间段内测点的数据。（对齐数据所

有测点时间段统一，所以删除本测点数据的同时，也会删除所有测点在这些时间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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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按时间段删除 

 

上图是按时间段删除测点界面，利用滑块框选时间段后（可点击左下角和右下角时间戳

后的按钮微调），按 Delete 键进入待删除列表。 

最后点击 Save & Close  将会切除所选时间段的测点数据，以及所有测点在这些时间

段的数据。 

 

3.4.4.5 坏测点的处理 

有些测点因为数据原因，IEM.Miner 会判别为 Bad测点，一般来讲，有 Bad测点将不能

够进行自动提取清洗数据操作，此时需要人为的根据测点进行判定。 

Bad测点分为三种情况 

a.最大值=最小值 （Data all same）  此类测点不能参与建模，只能删除 

b.突波 （Data sudden wave）  此类测点在用户通过高低限或按事件段删除突波数据

后，可转化为正常测点。也可以用户在界面的右方，手动强制设定为 Good 测点，此时可以

参与提取清洗操作，不过可能对清洗操作产生影响。 

 

图 3.17 坏测点处理 

 

c. 数据量太小（Data Few）  此类错误可能是由于用户切除过多，或者导入数据过少

造成的，数据量指的是有效数据，连续相同数值的数据只能算 1个数据。用户可手动强制设

定为 Good 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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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自动提取清洗操作 

用户在手工挑选处理获得对齐数据后，可进行自动提取清洗操作。 

注意：如果有 Bad测点，并且没有被用户强制设定为 Good 的，不能进行此操作。 

点击主页面菜单工具栏 Extract（提取）可进行提取操作。 

 

图 3.18 数据提取 

 

 

自动提取清洗操作内部主要分为两步来进行。 

3.4.5.1 参数设置 

在数据提取前，仅需要设定“参数”栏中的如下参数： 

边缘处理：按照每个测点的值分布进行调整，按照概率原理，将分布边缘的部分数据剔除，

边缘是指按值的纵轴切除。 

例如上图设定调整边缘处理率为 97%，即切除 3%的边缘。 这 3%对于上限和下限的框定，是

程序根据分布图来决定的，可能上 2%，下 1%，也可能上 1.5%下 1.5%。基本时段：提取数据

的最小连续时间段，例如希望最终选择的数据为完整的一天数据，则设置为 24h，可以在 1~24

之间取值。 

采样周期：根据历史数据的实际情况，输入数据的实际采样周期，小于 1 分钟的输入为 1。 

提取率：设定最终提取的数据量的大致范围，例如历史数据为 10 万组，设置 20%将确保最

终提取数据为大约 2万组，但由于算法的特殊性，最终提取的数据量可能与设定提取率不一

致。 

样本数量优先：如果历史数据量比较丰富，可以选择此选项，在同等条件下，系统将选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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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时段内数据量较多的数据进入最终结果；如果数据量普遍比较正常，或者数据量较少，

则不必勾选。 

 

3.4.5.2 提取操作 

提取操作根据上图所选的 Evaluate Slot，Sample Time，Extract Rate等选项来对边

缘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清洗操作。 

程序会根据 Evaluate Slot 间隔来分成每段数据，然后对数据按算法（数据分布，数据

量等等）进行计算，求出一个系数，此系数代表着程序判定是否适合建模。 

然后程序会根据设定的 Extract Rate值，来选出对应的适合建模的时间段。例如设定

值为 20%，一共有 100 个时间段，那么程序会挑选出认为适合建模的 20 个时间段，进行输

出。 

Measure Number High Priority代表数据量优先，此勾选框勾选后，程序在判断每个

时间段是否适合建模的时候，会更多的考虑数据量因素。 

在接受默认参数设置，或按照需要调整后，点击“提取”按钮即可开始自动提取，提取完成

后，即可在结果栏显示提取结果的数量，与数据源一栏的数据总量可以对比一下，各个字段

的含义如下： 

总测点数：导入测点变量的数目； 

总数据量：导入的历史数据的总量；  

选定时段：表示成功提取的时间段数量，每个时间段的时长和采样周期与设置中的基本时段

和采样周期一致； 

选定数据：最终提取的数据量。 

关闭提取窗口后，可以在模型树的 Output/Groups 中看到最终的数据量。 

 

3.4.6 数据导出 

在提取数据完成后，从主窗口中选择“文件”“导出”即可弹出数据导出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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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数据导出 

 

选择导出文件的位置，如果是在 iEM服务器上进行操作，则应导出到 iEM的安装文件夹中的

Data 文件夹中，以方便后续的建模操作。 

iEM.Miner 导出操作可以同时导出多个内容，除了标准的建模数据文件外，还可以包含以下

内容，可以在窗口中选择： 

测点列表：按测点列表格式导出； 

数据时段：将提取的时段导出； 

原始数据：将导入的历史数据按照组合文件格式导出，用户工作区恢复； 

回填数据：将导入的历史数据按照回填文件格式导出，供 iEM.Manager 调用。 

 

至此，采用 iEM.Miner 进行数据清洗的操作就完成了。 

3.5 iEM Manager 自动调用 Miner 说明 

3.5.1 概述： 

更新后的 iEM Manager 在建模过程中可以直接调用 iEM Miner 进行数据筛选工作，免去了

以往需要额外打开 Miner 的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 

 

3.5.2 使用指南： 

打开 iEM Manager，建立新的系统模型，如下图 3.20，建立名为“test1”的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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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新建系统模型 

 

在模型上点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Miner 导入模型”，如图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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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选择从 Miner 导入模型 

 

系统会自动启动 iEM Miner，如图 3.22： 

 

图 3.22 自动启动 iEM Miner 

 

在 Miner菜单中选择“导入”→“组合数据”，选择正确的 Excel数据表，打开，如图 3.23、

图 3.24 所示： 

 

图 3.23 导入组合数据 

 



iEM System 系统管理员手册 2019 

   Administrator's manual                      79 / 107       www.CRTsoft.com 

 

 

图 3.24 打开对应的 Excel 数据表 

等待 Miner计算完成后，会生成整理过的数据表，如下图 3.25： 

 

图 3.25 整理过的数据表 

 

设置屏蔽点：点击菜单栏中的“Trigger”，会弹出如下图 3.26 的屏蔽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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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屏蔽点设置界面 

 

在上图中，点击“Add”，会弹出如图 3.27 所示的屏蔽点编辑器： 

 

图 3.27 屏蔽点编辑器 

 

在编辑器中点击“Tag Name”栏右侧的方块状按钮，会打开如图 3.28 所示的测点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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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测点选择 

 

选择合适的测点后，点击“OK”，即可将测点加入编辑器，如图 3.29： 

 

图 3.29 加入编辑器的测点 

 

在编辑器中可以对屏蔽点信息进行编辑，包括修改名称，添加描述，设定单位，修改上下限

等，编辑完毕后点击“OK”，即可将编辑好的屏蔽点加入屏蔽点列表中，如图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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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 成功添加屏蔽点 

 

重复以上步骤，添加所有屏蔽点后，可按“Close”关闭此列表。 

对于测点数据进行整理、提取之后，可选择菜单栏中的“导出”→“Export to iEM.Manager”，

将提取的数据导出到 Manager中，如图 3.31： 

 

图 3.31 将清理好的数据导出到 Manager 中 

导出成功后，会提示完成并关闭 Miner，如图 3.32： 

 

图 3.32 导出成功并关闭 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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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则管理组件说明 

规则检索模块，可以实现对于预警处理规则的创建，编辑、管理等功能。通过本模块，

可以便捷的实现预警处理规则的建立，关联与调整，方便用户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快速构建

预警系统。中瑞泰科技也会不断地总结经验，根据设备的实际运行状况总结出更多的规则模

板，供客户参考应用。 

 

图 4.1 规则应用流程 

规则检索模块可在 iEM Explorer 中通过点击左侧树状目录中新增的“规则检索”模块进入，

如图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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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规则检索模块 

4.1 预警规则管理 

点击图 4.2中右侧功能区域的“预警规则管理”标签，进入规则管理界面： 

4.1.1 规则分类管理 

左侧的“规则”栏位下进行对规则类别的创建、编辑和删除操作， 如图 4.3： 

“添加”：新建规则类别； 

“编辑”：对已建好的类别名称进行修改； 

“删除”：清除已有的规则类别。 

 

图 4.3 预警规则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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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预警规则管理 

在左侧规则类别中点选一个类别之后，右侧区域中会显示出该类别下关联的所有规则，如图

4.4： 

 

图 4.4 预警规则管理 

“移动”：将规则移动到别的类别中； 

“编辑”：对已建好的规则内容进行修改； 

“删除”：清除选定的规则。 

4.1.3 新建规则 

如图 4.4所示，点击下方的“添加规则”按钮，进入创建新规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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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创建新规则 

如图 4.5，在基本信息页面中，填写新规则的各项描述信息。 

*填写完规则名称后，才能点击左上方的“关联测点”按钮，进入关联点选择页面，如图 4.6： 

 

图 4.6 关联测点 

如图所示，在左侧树状目录中选择要关联的设备，右侧功能区会显示出该设备所有的测点，

在最右侧的勾选框中选定规则需要关联的测点，保存即可。 

关于触发设置的说明： 

a) 关联点：该测点包含在预警的关联点内； 

b) 非关联点：该测点不包含在预警的关联点内； 

 

4.1.4 编辑规则 

在现有规则的右侧操作栏中选择“编辑”，即可对现有规则进行编辑修改操作，界面同“新

建规则”一样。 

 

4.2 预警规则模板 

规则模板，是中瑞泰科技根据多年来处理的各类型设备预警问题的实际经验，所总结出的一

些具备一定通用性的规则范本，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求导入相应的模板，按照模板中的

测点描述对应到实际设备的测点上，即可应用该模板。 

用户也可以自己定义新的规则模板以供相似的设备使用。 

在规则检索页面中点击“预警规则模板”标签，即可进入规则模板界面，如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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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规则模板 

 

4.2.1 添加规则模板： 

在预警规则模板界面点击下方的“添加模板”图标，即可进入创建新模板界面，如图 4.8： 

 

图 4.8 创建规则模板 

如上图，在基本信息页面中，可以填写新规则模板的各项描述信息。 

*填写完模板名称后，才能点击左上方的“模板测点”按钮，进入模板测点选择页面，如图

4.9： 



iEM System 系统管理员手册 2019 

   Administrator's manual                      88 / 107       www.CRTsoft.com 

 

 

图 4.9 模板测点选择 

点击“添加模板测点”按钮，可弹出模板测点描述界面，如图 4.10： 

 

图 4.10 模板测点描述 

在此可对模板测点进行定义。 

编辑好的模板测点可以通过导出命令保存为 csv文件，如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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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导出模板测点 

也可通过“导入”按钮导入已有的模板测点文件，如图 4.12： 

 

图 4.12 导入模板测点 

 

4.2.2 编辑模板 

在现有规则模板的右侧操作栏中选择“编辑”，即可对现有模板进行编辑修改操作，界面同

“新建模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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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导出/导入模板 

在预警规则模板界面中可以对模板进行“导出/导入”操作： 

 

（1）导出模板：在“序号”栏中勾选希望导出的的模板后，点击右上方的“导出”按

钮，即可将模板导出为 csv 文件，如图 4.13： 

 

图 4.13 导出模板 

（2）导入模板：在功能区域左侧选定希望导入模板的存放位置，再点击右方的“导入”

按钮，选择预先储存好的 csv文件，即可导入外部模板，如图 4.14。 

 

图 4.14 导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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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表系统使用说明 

iEM系统自带的报表系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生成自动报表或者自定义报表，下面将介绍

报表系统的设置。 

5.1 iEM.Explorer 自动报表配置 

如需查看网页报表，需要在 iEM.Explorer 中配置网页报表功能，选中状态报表节点-编辑网

页报表链接和类型，连接：WebReports/ReportSelection.aspx，类型：内部链接，如下图

5.1 所示 

 

图 5.1 配置网页报表 

查看网页报表，点击网页报表节点，选择查看报表或者选择日期后生成报表即可查看相应周

报： 



iEM System 系统管理员手册 2019 

   Administrator's manual                      92 / 107       www.CRTsoft.com 

 

 

图 5.2 查看网页报表 

报表样式： 

 

图 5.3 网页报表样式 

修改报表中内容，需要在 IIS 服务器中编辑 iEMExplore\WebReports\ReportView.aspx 文件

中内容，可修改表头、公司名称等信息，如下图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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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修改网页报表内容 

 

5.2 IEM 自定义报表生成器 

5.2.1 软件介绍 

iEM_CusReport_Data 是一款定制的报表生成应用，包含客户端和服务端两部分，服务端可

生成客户端的命令，或根据配置自动生成报表，客户端可自定义生成报表。 

 

5.2.2 使用说明  

5.2.2.1 启动程序 

在 iEM 系统安装目录下找到 CustomReport_Data 文件夹，进入 Client 目录，点击

“iEM_CusReport_Data_Client.exe” 

首次打开应用时，配置服务器 Host。如图 5.5所示： 

 

图 5.5 配置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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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有效的 Host地址，进入主界面，如图 5.6所示： 

 

图 5.6 iEM报表界面 

 

 

5.2.2.2 模板配置 

模板配置功能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选择配置输出的报表样式。 

依次从菜单栏   服务器---服务器设置----模板配置 (图 5.7)    打开模板设置，此功能

需要权限验证，请输入 IEM系统管理员身份的用户名和密码，  

 

图 5.7 打开模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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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通过后，进入模板配置页面(图 5.8)。在模板配置页面进行模板的上传删除替换等操作，

模板 Excel的制作参见附录 A  模板参数列表 

 

图 5.8 模板配置界面 

 

5.2.2.3 自动报表设置 

自动报表设置功能可以配置 iEM 系统中生成的默认报表的形式与内容。 

依次从菜单栏   服务器---服务器设置----自动报表设置    验证 IEM权限后，进入自动

报表管理页面(图 5.9),此页面用来管理服务器自动报表生成操作。 

 

图 5.9 自动报表管理 

1）添加/编辑自动报表 

点击添加按钮，可打开自动报表添加页面，如图 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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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添加自动报表 

 

报表描述： 用来描述此自动模板，以便于清晰的分别各自动报表。 

是否启用： 启用时会生成，否则不生成 

模板选择： 选择相应的模板（5.2.2.1中添加的模板） 

报表类型： 现暂时只支持自定义报表 

数据周期： 每次报表生成的数据周期，单位（天），如 需要 7天报表，则数据周期选择 7 

执行时间： 此处 IEM提供按天、按周、按月的生成方式，如选择每天生成，那么 IEM 会自

动每天相应时间生成从前一天开始的报表，如选择每天 0点生成报表，数据周期为 7天，那

么 2018年 10月 19日 0 点生成报表，数据周期为(10-12  到  10-18)，2018 年 10月 20日

0 点生成报表，数据周期为(10-13  到  10-19)，以此类推。 按周、按月同理。 

相对目录： 此处填写相对于服务器配置目录（2.4中详解）的子目录，例如希望在 CusReport\

目录下生成报表，则此处填写 CusReport\ 

文件名称： 文件参数支持%starttime%（开始时间）和%endtime%（结束时间），注意参数均

为小写字母。 

生成 PDF:   此处勾选后，会生成 EXCEL 报表的同时，生成一份 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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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历史记录 

  点击查看历史记录按钮，可查看此报表生成的报表记录(图 5.11)，包含目录与报表名称，

模板名称，数据时间，生成状态（待生成、成功、失败等），以及执行时间等。 

 

图 5.11 报表记录 

 

3）补历史记录 

针对自动报表，IEM提供补历史记录的功能，可以补充此自动报表没有生成的记录，在自动

报表或历史记录页面，点击补历史记录按钮，即可打开相应的应用，选择时间段后，即可补

充相应的报表(图 5.12) 

 

 

图 5.12 补历史记录 

5.2.2.4 服务器高级设置 

服务器---服务器设置----高级设置  可打开高级设置界面(图 5.13)，此界面可配置模板填

充语言，以及服务器的模板根目录。模板根目录界面(图 5.14)可配置注册表路径或绝对路

径，以及子目录（主要用于注册表路径的子目录），其中注册表路径的格式为    注册表路

径;注册表 KEY   例如：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RTSOFT\iEMExplor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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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高级设置内容 

 

 

图 5.14 模板根目录界面 

 

5.2.2.5 自定义生成报表 

图 5.15 的主界面显示了一个生成自定义报表的界面，选择时间段、模板、生成位置后，即

可生成相应的自定义报表，需要注意的是，生成位置可选择服务器，选择服务器后，会发送

一条指令给服务器，服务器会在服务器的目录下生成相应的自定义报表，客户端可在 “服

务器—远程生成列表” 中查看服务器的报表生成状态（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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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自定义报表界面 

 

 

图 5.16 报表生成状态 

附录 A 报表模板制作方法 

 

 报表模板需为 Excel(2007 及以后版本)文件，即.xlsx 

在报表模板的单元格中，可填入参数或方法（参数和方法前后可有其他内容），参数和方法

在报表生成过程中，会自动匹配相应的项，进行替换操作。 

参数和方法列表见文档《iEM_CusReport_Data模板参数和方法列表.xlsx》  

file:///C:/Users/User1/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iEM_CusReport_Data模板参数和方法列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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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功能组件说明 

6.1 iEM.Update 更新程序使用说明 

6.1.1 概述 

IEM.UpdateFloder 程序作用旨在针对同一系统内所有的 IEM 客户端软件（大类）进行自动

更新，而不详细区分 IEM 系统下的个体程序。 

6.1.2 更新程序使用方法 

iEM 系统应用程序的统一更新流程为： 

服务器获取

更新
制作更新包 上传更新包 客户端更新

 

6.1.2.1 制作更新包 

在服务器上，新建一个文件夹，作为更新 IEM 的目录。如“iEM Update” 

在该文件夹下建立各个 IEM 程序的目录，例如 Manager、Miner等。 

当 IEM 每次发布更新后，将发布的更新放在更新目录的相应文件夹下，然后用压缩软件

对文件夹进行压缩，使用*.zip 格式。 

如图 6.1，图 6.2所示 

 

图 6.1新建更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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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更新包内容 

 

6.1.2.2 上传更新包 

 找到 iEM 系统目录下 ProUpdate 文件夹中的“EM_Update_Config.exe”程序，启动如下

图 6.3： 

 

图 6.3EM_Update_Config 界面 

点击 Update Package 后面的放大镜按钮，可对更新包进行操作，操作包括上传（覆盖）、

下载和删除。此界面可看到更新包的详细信息。如图 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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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更新包信息 

选择“Upload”，确定，在打开文件界面中选择上一步制作好的压缩包，如图 6.5： 

 

图 6.5 选择压缩包 

点击“打开”，提示成功后，关闭更新程序。 

6.1.2.3 执行更新程序 

配置成功后，下一次启动 iEM系统时，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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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更新提示 

选择“是”，则会自动进行更新。 

6.2 IP21——ODBC 驱动安装及测试说明 

本节将介绍关于 ODBC接口的安装及测试流程。 

1. ODBC驱动安装： 

将 ip21odbc.dll 拷贝至 C:\WINDOWS\system32，开始→运行→cmd，输入 regsvr32 

ip21odbc.dll，注册该 dll 文件。 

 

图 6.7 注册 ip21odbc.dll 

2.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找到数据源（ODBC），双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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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打开 ODBC 数据源 

 

3. 点击“系统 DSN”标签，点击“添加”。名称填写：ip21server 

 

图 6.9 添加 ODBC 数据源 

 

4. 双击“AspenTech SQLplus”，打开 SQLplus Setup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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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打开 SQLplus Setup 

5. 填写数据源 IP，Name 和 Description任意，端口按默认，然后点击“test”，成功后会

有提示。 

 

图 6.11 填写数据源 IP 

 

6. 在测试工具中输入 SQL 语句：select * from IP_analogdef where name like 

'1lh_ti2516%'，如果通讯正常，则可以看到测点的实时值、状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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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测试数据源 

 

6.4 将 iEM 系统中的计算结果写入到 PI服务器 

本节将介绍如何将 iEM系统中的计算结果写入到 PI服务器中，并且介绍如何通过 PI Vision

展示该计算结果。iEM系统计算结果有多种，本文仅介绍如何在 PI Vision 中展示 iEM系统

的“健康度值”和“基准值”，其它计算结果的展示同理。 

6.4.1 将 iEM 系统中的“健康度值”和“基准值”写入 PI 服务器 

1.在 PI Builder 中建点，新建“健康度值”和“基准值”两个测点，编辑好相关属性

（ 主 要 是 点 名 和 描 述 ） ， 点 击 发 布 即 可 建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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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iEM Manager 中，找到要展示的模型，比如下图中的“一次风机”模型，双击打开

设备属性对话框，然后模型关联点和基准值测点中填入相应的名字。注意此名称和第一步中

PI 服 务 器 中 新 建 的 测 点 名 称 要 对 应 。

 

6.4.2 在 PI Vision 中展示 iEM 系统中的“健康度值”和“基准值” 

在网页上数据 PI Vision的地址，新建画面，点击趋势图，在搜索框中搜索新建的两个

测点，分别将两个测点拖入右面的趋势图中，调整显示时间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