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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说明  

iEM Explore是 iEM的 Web 客户端软件，它是 iEM 最核心的组件之一。 

一方面，它可以使不同的用户通过浏览器方便地查看权限内的、各个系统设备的运行状

态以及预警信息，并可对产生的预警信息进行确认和管理，记录预警产生的原因，以便进行

各种分析统计。 

另一方面，它具有统一的、人性化的监视画面，可以将主要系统、设备的健康状态用不

同的颜色加以区分，用户可以简单地通过点击相应的系统、设备以查看其运行状态。 

iEM客户端实现的功能主要包括： 

（1）客户端登录：通过 IE（或支持 IE内核的其他浏览器）、Chrome（谷歌浏览器）、

FireFox（火狐浏览器）登录客户端，实现系统的登入操作； 

（2）预警任务浏览：配置用户权限后，登入用户可查看权限内的设备预警信息，以及

其他用户推送的预警信息； 

（3）预警确认与处理：用户可对查询到的未处理预警（用户未处理）与观察中预警（需

再观察）进行处理，也可对已处理预警（用户已处理）进行再处理； 

（4）设备状态浏览：通过健康度曲线，查看设备当前运行状态与历史运行状况。若系

统有预警产生，可分析预警时的关联测点与预测期望值，从而得出预警产生的具体原因，及

可能的发展方向； 

（5）测点趋势分析：可查看单测点、多测点的各种趋势图，对同设备或不同设备之间

的测点历史趋势进行比较与分析。 

2 快速入门  

iEM Explore的常用操作包含“用户登录”、“趋势查看”与“预警处理”三部分内容。 

（1）用户登录：系统管理员在管理器中配置登录用户及其访问权限。用户可根据配置

好的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iEM 客户端； 

（2）趋势查看：查看分析时间段内的模型健康度曲线、关联测点与预测期望值，从而

找出潜在或已知故障的原因及发生、发展方向； 

（3）预警处理：对已经产生的预警进行确认与预处理，填写预警产生原因等信息，并

对预警信息进行分类标注（未处理预警、观察中预警、已处理预警）。 

2.1 用户登录  

2.1.1 普通登录 

（1）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iem（如：http://192.168.2.196/iem），

回车后进入登录界面。如图 2.1 所示； 

（2）输入正确的用户名（不区分大小写）和密码（区分大小写），即可登入到 Web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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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默认的管理员用户：admin/admin）。 

 

图 2.1  系统登录页面 

2.1.2 多节点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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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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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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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进入对应节点的设备管理界面。 

2.2 健康度曲线  

登入系统后，在右侧设备模型区域单击任一设备，进入到设备模型的趋势界面，可以查

看当前设备模型的健康度曲线。 

用户可通过选择不同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来查看该时间段内的健康度曲线。如图

2.2 所示。 

图 2.2 中，蓝色的曲线即为健康度曲线，它反映的是设备在该时间段内的运行、变化趋

势。健康度曲线下方的绿色虚线为安全监测线，它是依据建模历史数据计算出来的最低健康

度阈值。 

当健康度曲线在安全监测线上方时，曲线为天蓝色，设备运行良好；当健康度曲线向下

越过监测线、并在下方持续一段时间后（默认为 1小时），曲线变为橙黄色，系统发布预警，

表明此时设备运行可能异常。 

当模型产生预警时，将鼠标置于该段曲线上，可捕捉到三个测点，这三个点即为关联测

点。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健康度曲线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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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关联测点查看 

为便于理解，各项解释如下： 

（1）健康度曲线：iEM系统通过采集海量的历史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根据各测

点内在的耦合关系，生成设备的预测值模型。当系统采集到实时数据时，将该组

实测值与预测值模型作比较，从而生成一条曲线，称为健康度曲线。健康度曲线

是设备运行状态的表征。 

（2）健康度监测线：它是根据各测点内在的耦合关系，通过建模历史数据计算出来的

设备健康度安全阈值（最低健康度值），它在健康度曲线图中显示为一根绿色的虚

线。 

（3）模型预警：当健康度曲线在向下越过监测线、并持续一段时间后（默认设定为 1

小时），健康度曲线变为橙黄色，系统发布预警。预警时，用户需着重关注设备当

前运行状况。 

（4）越限点：测点实测值超过正常值设定范围时，表明有越限点产生。测点的设定范

围，依赖于建模历史数据，而非现场 DCS 等系统的高、低限报警范围。故此处的

测点越限，仅表明设备当前状态异于历史，而与设备异常与否，并无直接关系。

测点越限时，健康度曲线变为红色。 

（5）关联点：健康度曲线由一组健康度值构成，而健康度值的大小，由建模设备所有

测点共同决定。为量化测点对健康度值的影响，将对健康度值影响最大的三个测

点，定义为关联测点，并对之排序。按影响程度大小，分别为第一、第二与第三

关联点。引起测点健康度曲线变化的主要测点，一般不超过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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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警任务 

查看权限内的多设备预警信息，包括“设备预警总览”（权限内所有设备预警纵览）、“当

前设备预警信息”（当前设备的未处理、观察中预警信息）、“未处理设备预警信息”（用户未

处理的预警信息）、“观察中设备预警信息”（用户已处理、但需再观察的预警信息）与“已

处理设备预警信息”（用户明确原因、已处理的预警信息）。 

2.3.1 预警总览 

通过图表方式查看权限内所有设备的预警信息。 

在左侧树目录点击“预警信息”，打开预警任务总览图。如图 2.4所示。 

在图 2.4所示的页面中，各颜色方块说明如下： 

（1）绿色方块：设备无预警； 

（2）黄色方块：设备有 1-9次的预警； 

（3）红色方块：设备有大于 10 次的预警； 

（4）灰色方块：无数据； 

（5）数字：预警次数。 

 

图 2.4  预警任务总览 

 

（1）若点击“按天”（默认），选择时间后，点击“查询”按钮，则显示该天的所有设

备预警信息。其中，最右边砖红色方块，表示该设备一天内的预警总数，最下面

的砖红色方块，表示所有设备在某一小时内的预警总数。如图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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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设备预警统计图（按天） 

 

（2）若点击 “按月”，选择时间后，点击“查询”按钮，则显示该天向后顺延 30 天

的所有设备预警信息。其中，最右边砖红色方块，表示该设备一月内的预警总数，

最下面的砖红色方块，表示所有设备在某一天内的预警总数。如图 2.6所示。 

 

图 2.6  设备预警统计图（按月） 

 

（3）设备模型有预警时，点击对应的方块，可打开预警时的模型健康度曲线，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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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预警时的模型健康度曲线 

 

2.3.2 当前预警 

在图 2.5 所示的页面中，点击“当前设备预警信息”，进入到当前设备预警信息界面。

该窗口显示的是当前用户权限范围内的、所有设备模型的未处理和观察中预警信息。如图

2.8所示。 

 

图 2.8  当前设备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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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限，解释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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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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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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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 2.9 所示的页面中，各字段解释如下： 

（1）排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不同的排序方式（默认是按时间进行排序）。 

✓ 设备预警时间排序：在查询时间段范围内，按照设备预警从最新时间到最远

时间进行排序。 

✓ 设备排序：在查询时间段范围内，按照设备名称进行排序。 

✓ 预警处理标识排序：在查询时间段范围内，按照设备模型预警后的处理标识

进行排序。 

（2）查询时间设定：选择“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后，点击“查询”按钮，可进

行一定时间范围内的预警信息查询。若点击“全部”按钮，则会显示所有预警信

息。 

（3）选择：可以选择单个或多个设备模型，也可以通过“全选”按钮进行全选，然后

点击“批量处理”按钮进行设备预警信息的批量处理。 

（4）序号：显示设备预警信息数量，按照顺序依次排列。 

（5）预警编号：其组成是按照设备模型的 ID号和预警的次数组合而成，格式为 A-B，

其中，A表示模型 ID（建模时由管理器自动分配，唯一），B表示模型预警次数。 

（6）设备名称：预警设备的中文名称。 

（7）预警标识：分为“未处理”与“观察中”，分别表示对预警的处理情况。 

（8）预警时间：该预警产生的起始时间。 

（9）健康度值：预警时的模型健康度值。点击相应的链接，可打开预警时的模型健康

度曲线。如图 2.9 所示。 

（10）关联点数：预警时的关联测点个数，按对健康度值影响大小依次排列，一般不

超过 3个。点击相应的链接，可打开预警时关联测点的趋势图（实时值、预测值、

残差及测点健康度曲线）。如图 2.10所示。 

（11）超正常值数：预警时实测值超过设定值范围的测点个数。 

（12）持续时间：预警从开始发生到结束的时间长短。 

（13）在图 2.8中，单选、多选或全选设备后，点击“批量处理”，进入到预警批量处

理界面。预警的批量处理，在第 2章已详细描述。 

（14）在图 2.10中，点击“添加测点”按钮，弹出测点选择对话框，用户可选择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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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后，则可显示被选择测点的趋势图（包括实时值、期望值、残差及

测点健康度曲线）。如图 2.11所示。 

 

 

图 2.9  预警时的模型健康度曲线 

 

 

图 2.10  预警时的关联测点趋势 

 

图 2.11  测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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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未处理预警 

图 2.4 中，点击“未处理设备预警信息”，进入到未处理设备预警信息界面。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未处理预警 

图 2.12 显示的是用户权限范围内的所有未处理的设备预警信息，与“当前设备预警”

页面基本相同。用户可选择起始、结束时间查询未处理预警，也可点击“全部”按钮查询所

有未处理预警；预警显示后，可通过时间排序、设备排序重新查看。 

与“当前设备预警”页面不同的是，“未处理设备预警信息”栏中，新增加了 1列“潜

在规则数”。当配置故障关联规则后，模型预警时的关联测点若与规则吻合，则可在此处显

示被关联的规则个数。 

2.3.4 观察中预警 

图 2.4 中，点击“观察中设备预警信息”，进入到观察中设备预警信息界面。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显示的是经过用户处理的、需要继续观察的设备模型预警信息。在“观察中设

备预警信息”栏中，可以查看处理人和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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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观察中预警 

2.3.5 已处理预警 

图 2.4 中，点击“已处理设备预警信息”，进入到已处理设备预警信息界面。如图 2.14

所示。该页面与“观察中预警”页面健康，功能也基本相同。 

 

图 2.14  已处理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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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警查询处理 

在图 2.8、图 2.12、图 2.13与图 2.14所示的页面中，点击“预警编号”对应的链接，

可进入到该条预警信息的详细页面。如图 2.15所示。 

 

图 2.15  预警详细信息 

在图 2.15 所示的页面中，可查看预警信息、处理信息、关联点数列表信息。 

（1）在“预警信息”栏中，各项说明如下： 

✓ 预警时间：预警产生的起始时间。 

✓ 预警编号：预警设备编号，结构为 A-B，A为模型 ID，B为预警次数。 

✓ 设备名称：预警设备名称。 

✓ 预警标识：显示该预警是“未处理”、“观察中”或“已处理”。 

✓ 健康度值：预警起始时间的设备模型健康度值。点击链接，会弹出预警时的

模型健康度曲线。 

✓ 关联点数：预警时引起健康度曲线变化的关联测点数量，一般不超过 3 个。

点击链接，会弹出预警时关联测点趋势图。 

✓ 超正常值：预警时实测值在最值范围之外的测点数量。 

（2）在“处理信息”栏中，各项说明如下： 

✓ 处理人：处理预警的用户。 

✓ 处理时间：处理预警的时间。 

✓ 处理人意见：该预警的处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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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处理预警时，是否添加了附件。 

（3）在“关联点数列表”栏中，各项说明如下： 

✓ 序号：关联测点排列顺序，按对健康度值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 

✓ 测点名称：关联测点名称。 

✓ 测点描述：关联测点的中文描述。 

✓ 测量值：预警时该关联测点的实测值。 

✓ 预测值：预警时该关联测点的预测值，预测值由实时值和建模数据决定。 

✓ 正常范围：手动设定的测点正常值上、下限。 

✓ 设备最值范围：建模数据的测点上、下限范围。 

✓ 单位：测点的工程单位。 

✓ 趋势查询：查询测点的趋势，可查看测点的实测值、预测值、残差和健康度

曲线。 

✓ 属性调整：点击后，可修改测点的正常值上、下限。如图 2.16所示。 

 

图 2.16  测点范围调整 

 

在图 2.15 所示的页面中，点击“预警处理”按钮，进入到单预警处理页面，可对该预

警进行处理。如图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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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单预警处理 

该页面与预警批量处理页面健康，但是功能更加完善，描述如下： 

（1）处理类型：若选择“处理完成”，完成后该预警被标识为“已处理预警”；若选择

“继续观察”，完成后该预警被标识为“观察中预警”； 

（2）人员关联：点击文本框右侧的头像，弹出用户选择框，选择用户后，点击“确定”，

则可将该条预警推送至被选择的用户。预警推送后，用户登录客户端后，展开“预

警信息”→“我的任务”节点，即可查看该预警； 

（3）处理内容：预警处理的详细内容，一般由管理员或专工负责填写； 

（4）追加评论：对该预警追加的评论或描述； 

（5）附件：点击“选择”按钮后，可上传附件； 

（6）规则关联：若配置故障关联规则，当该预警关联测点与规则吻合时，则在此处列

出被关联的规则。用户可选择规则； 

点击“选择”按钮，在已有的规则列表中选择符合的规则，与发生的预

警状态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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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选择规则 

 

选择“创建”按钮，则可根据预警状态及处理措施生成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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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创建规则 

 

（7）知识关联：如果需要将此次处理作为一个知识关联保存，则选择“知识关联”；

如果不需要，则不选； 

（8）留言板：如果需要将此次处理发送留言相互交流，输入留言标题后，选择“发送

留言交流”； 

（9）外部系统：将预警发送至其它外部系统。 

（10）处理完成后，点击“保存”，完成此次处理。若点击“返回”，则返回到图 2.15

所示的页面。 

 

2.4 预警批量处理  

当设备模型有预警产生时，用户可对产生的预警进行处理操作。 

预警分为三种，分别为“已处理预警”、“未处理预警”与“观察中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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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处理预警：用户明确原因的预警，经处理后，标记为“已处理预警”； 

（2）未处理预警：系统发布的、未经处理的预警，皆为未处理预警； 

（3）观察中预警：用户不明确原因的预警，处理时可标记为“观察中预警”，提醒用

户该预警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处理。 

在下图 2.20 所示的页面中，将鼠标置于上方的“预警信息”后，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

“未处理预警”，系统将列出该模型所有的未处理预警信息。如图 2.20所示。 

 

图 2.20  未处理预警 

在图 2.20 所示的页面中，勾选 1个或多个预警所在行的复选框后，点击“批量处理”

按钮，打开预警批量处理页面。如图 2.21所示。 

在图 2.21 所示的页面中，各选项说明如下： 

（1）忽略：若选择“是”，忽略该预警；若选择“否”，不忽略该预警； 

（2）信息内容：填写与预警相关的文本信息； 

（3）处理类型：若选择“继续观察”，点击“保存”按钮后，这些预警被标注为“观

察中预警”；若选择“处理完成”，则这些预警被标注为“已处理预警”。 

（4）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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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预警批量处理 

 

3 功能说明 

本章将详细描述 iEM的功能与使用。主要包括： 

（1）设备状态查看：查看设备模型健康度曲线，对单设备预警进行处理，查看所有测

点状态信息、测点异动情况，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记录； 

（2）测点趋势分析：查询单测点或多测点在一段时间段内的变化趋势，可通过生成的

趋势对测点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3）其他功能说明：包括用户检索（查询用户登录和预警处理情况）、报表查看（打

开已生成的状态报表）及交流讨论（对系统相关文件的管理）等。 

 

3.1 设备状态查看  

在左侧树状目录点击“设备状态”节点，右侧显示设备状态总览。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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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设备状态总览 

图 3.1 显示的是用户权限范围内的所有设备运行状态。各标识说明如下：  

（1）绿色底：设备当前正常运行； 

（2）黄色底：设备模型当前有预警； 

（3）白色底：模型停止计算，表明设备停运； 

（4）黑色字：无未处理预警； 

（5）红色字：有未处理预警。 

3.1.1 预警信息 

在图 3.1 所示的页面中，点击任意设备模型图片，即可进入到该设备模型的健康度曲线

页面。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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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设备当前状态 

 

将鼠标置于上方的“预警信息”栏，出现“当前状态”、“未处理预警”、“观察中预警”、

“已处理预警”及“统计信息”列表。 

其中，“未处理预警”、“观察中预警”、“已处理预警”在上节已详细描述。区别在于，

本节的这些预警，仅针对该设备；而上节的这些预警，针对权限内的所有设备。但在功能和

操作上，两者并无二致，故不作赘述。 

3.1.1.1 当前状态 

默认页面，指的是设备最近一天的运行状态，这个状态通过一根量化的曲线来呈现，即

为健康度曲线。此页面各功能说明如下： 

（1）起始时间：查询时间段的开始时间，可手动输入，亦可通过下拉列表选择； 

（2）结束时间：查询时间段的截止时间，可手动输入，亦可通过下拉列表选择； 

（3）“<<”按钮：查询时间段向前一周期； 

（4）“>>”按钮：查询时间段向后一周期； 

（5）“查询”按钮：点击后，按选择的起始、结束时间加载数据； 

（6）最近一天：当前系统时间向前推一天； 

（7）最近三天：当前系统时间向前推三天； 

（8）最近七天：当前系统时间向前推七天； 

（9）分页：默认不勾选，表示健康度曲线在一页内显示。若勾选，设开始、结束时间

的周期为 T，单位“天”用 d表示，当 T≤1d时，分 1页；当 1d＜T≤2d时，分 2

页；当 2d＜T≤3d 时，分 3 页；当 T＞3d时，页面将被均分为 4页。 

（10）健康度仪表盘：指针指向的是当前健康度值。若在绿色区域内，表示健康度值

在监测线上方；若在黄色区域内，表示健康度值在监测线下方，可能有预警产生

（预警由健康度值和持续时间共同触发）； 

（11）屏蔽点信息：点击“屏蔽点信息”，弹出屏蔽测点名称、实测值、设定范围等详

细信息。当屏蔽点实测值在设定范围之内时，模型即开始计算（若设置有延迟时

间，则在延迟结束后开始计算），当屏蔽点实测值在设定范围之外时，模型即停止

计算。屏蔽点有一个或多个，彼此之间是“与”的关系，即只要有一个屏蔽点实

测值超过设定范围，即停止计算，而所有屏蔽点实测值在设定范围之内时，才开

始计算（或延迟计算）。 

 

预警时，将鼠标置于黄色线的某一点上，即可查看此刻的越限测点与关联测点。如图

3.3 所示。 

此处的测点越限，仅指实测值超出设定范围（该范围取决于建模历史数据），因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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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DCS 等系统的高、低限报警，一般情况下，无需重点关注。 

需重点关注的是，模型预警时的关联测点及其排序。这些关联点，是预警时对健康度值

影响最大的测点。 

 

图 3.3  关联测点查看 

点击该点，进入到关联测点详情页面。如图 3.4所示。 

 

图 3.4  关联测点详情 

在图 3.4 所示的页面中，各功能简述如下： 

（1）健康度值：点击打开模型健康度曲线（与上节相同）； 

（2）关联测点：点击打开关联测点的趋势图（与上节相同）； 

（3）相关预警：该预警时间段内的健康度值第一次越限（向下越过监测线）； 

（4）预警编号：点击可进入到预警查看页面（与上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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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关联点：点击打开第一关联点的趋势图（实测值、期望值、残差与测点健康

度曲线）； 

（6）趋势查询：点击可点击打开测点趋势图（与上节相同）； 

（7）属性调整：点击可调整测点上、下限（与上节相同）； 

（8）状态记录：点击后，用户在弹出的对话框内，可添加或修改此时刻的状态记录（可

与设备实际运行状态吻合）。添加的状态记录，在健康度曲线上用黄色的菱形四边

形表示。 

3.1.1.2 设备子模型 

若当前设备有子模型，在健康度曲线页面，点击“子设备”项，可进入到子模型页面。 

 

 

子模型有 3个选项，分别是“雷达图”、“趋势查询”和“测点信息”，点击“子设备”

项后，默认进入到雷达图页面。 

3.1.1.2.1 雷达图 

雷达图页面由三部分组成。左侧的故障子模型列表，中间的雷达图，以及右侧的健康度

排序。其中，雷达图是健康度排序的图形化表示方法。 

创建故障子模型时，健康度越高，说明与该故障越接近。 

点击“趋势查询”对应的链接，可查看该子模型的健康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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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2 趋势查询 

在“趋势查询”页面，可查看各子模型的健康度曲线。 

在左边可单选或多选子模型，右侧显示已选子模型的健康度曲线。 

在健康度曲线上点击，可进入到关联测点页面，其操作同主模型。 

 

 

3.1.1.2.3 测点信息 

在“测点信息”页面，可查看各子模型的建模测点。 

点击“趋势查询”对应的链接，可查看该测点的趋势（单点）。 

单选或多选测点时，点击下方的“生成趋势”按钮，可查看已选测点的趋势（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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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统计信息 

图 3.4 显示的页面中，在“预警信息”的下拉列表中点击“统计信息”，进入到统计信

息页面。如图 3.5所示。 

 

图 3.5 预警信息统计 

该页面显示的是按月份对设备测点异动进行的统计，各项功能说明如下： 

（1）绿色方块：无测点异动； 

（2）黄色方块：≤8小时的测点异动； 

（3）红色方块：＞8小时的测点异动； 

（4）灰色方块：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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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测点异动次数； 

（6）点击有测点异动的方块，可弹出测点异动时的模型健康度曲线（包含该方块内的

所有测点异动）。 

3.1.2 查询处理 

“查询处理”包含“预警查询”和“条件查询”两部分内容。 

（1）预警查询：根据选择或输入的查询条件，查询历史预警信息； 

（2）条件查询：用户自定义查询条件，以查询希望得到的结果。 

3.1.2.1 预警查询 

图 3.4 显示的页面中，在“查询处理”的下拉列表中点击“预警查询”，进入到预警查

询页面。如图 3.6示。 

 

图 3.6 预警查询 

在上图所示的页面中，说明如下： 

（1）可选择查询的起始时间与结束时间； 

（2）可选择查询全部预警、未处理预警、观察中预警，或是已处理预警； 

（3）可按处理意见的内容进行查询； 

（4）可按处理人员进行查询，点击头像即可选择人员； 

（5）可按知识关联进行查询； 

（6）若已建立规则，则可按规则名称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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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询到预警后，可批量处理选择的预警；或点击“预警编号”处理预警。 

3.1.2.2 条件查询 

图 3.4 显示的页面中，在“查询处理”的下拉列表中点击“条件查询”，进入到条件查

询页面。如图 3.7所示。 

 

图 3.7  条件查询 

条件查询功能旨在实现用户的具体需求，根据用户设定的条件生成结果。步骤如下： 

（1）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查询条件”对话框。如图 3.8所示。 

（2）在“条件类型”下拉列表，若选择“健康度范围”，则可在“健康度范围”栏中

输入健康度值范围，如“0.85-0.98”;若该条件设置有误，可点击“删除”按钮

删除该条件。 

（3）在“条件类型”下拉列表，若选择“测点范围”，右侧出现“选择测点”按钮，

点击后可选择测点，然后点击“确定”按钮返回。可设定测点的实测值范围。若

测点选择有误，可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该测点。 

（4）在“条件类型”下拉列表，若选择“关联点包含”，右侧出现“选择测点”按钮，

点击后可选择关联测点，然后点击“确定”按钮返回。若关联测点选择有误，可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该测点。 

（5）在“条件类型”下拉列表，若选择“关联点排序”，右侧出现“选择测点”按钮，

点击后可选择测点，然后点击“确定”按钮返回。选定测点后，可设定测点的排

列顺序。若测点选择有误，可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该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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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查询条件添加 

（6）设定完成后，输入条件组名称，再点击“保存条件组”按钮，保存该设定。 

（7）在图 3.7所示的页面中，可点击“查看”按钮查看已设定的条件，亦可点击“编

辑”按钮，编辑已设定的条件，步骤同上。 

（8）持续时间默认为＞20分钟，查询个数默认为显示前 100 个，可自定义。 

（9）输入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点击“查询”按钮，则在下方输出搜索结果。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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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条件查询结果 

（10）点击“Top”文本框右侧的 ，可生成查询时间段内的模型健康度曲线。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条件查询健康度曲线（总图） 

（11）点击下方的 ，则为该段时间内的模型健康度曲线。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条件查询健康度曲线（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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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测点信息 

“测点信息”包含“测点状态信息”和“测点异动查询”两部分内容。 

（1）测点状态信息：建模测点的明细信息，包含实测值、预测值、最值范围、测点状

态等内容； 

（2）测点异动查询：设备所有测点的异动状态查看，可按设定条件进行查询。 

3.1.3.1 状态信息 

图 3.4 显示的页面中，在“测点信息”的下拉列表中点击“测点状态信息”，进入到测

点状态信息页面。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测点状态信息 

该页面显示了测点的详细信息，具体说明如下： 

（1）选择：用于选择测点； 

（2）测点名称：设备测点的命名代码； 

（3）测点描述：设备测点的中文描述； 

（4）单位：设备测点的工程单位； 

（5）最新值：设备测点的最新测量值； 

（6）最新预测值：设备测点的最新预测值； 

（7）正常值范围：手动设定的测点稳态值上、下限； 

（8）设备最值范围：测点在建模历史数据中的上、下限； 

（9）趋势查询：查看测点的实测值、预测值、残差和测点健康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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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属性调整：设定测点稳态值上、下限； 

（11）单选或多选测点后，点击“生成趋势”按钮，可生成趋势图。 

3.1.3.2 异动查询 

图 3.12 显示的页面中，在“测点信息”的下拉列表中点击“测点异动查询”，进入到测

点异动查询页面。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测点异动查询 

该页面显示的设备在一段时间内所有测点的异动情况。说明如下： 

（1）绿色方块：无测点异动； 

（2）黄色方块：≤9次的测点异动； 

（3）红色方块：＞10次的测点异动； 

（4）灰色方块：无数据； 

（5）数字：测点异动次数； 

（6）点击有测点异动的方块，可弹出测点异动时的趋势图（包含方块内该测点的所有

异动）。 

（7）同时，在左上角的下拉列表中，可选择“第一关联点”或“主要关联点”（前三

个关联点）进行测点异动查询。 

3.1.4 状态记录 

用于添加操作记录或设备信息，使健康度曲线的变化趋势，与现场设备的实际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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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 

在图 3.12 显示的页面中，点击“状态记录”，进入到状态记录页面。如图 3.14所示。 

 

图 3.14  状态记录 

图 3.14 显示的是设备状态记录明细页面，主要包括操作记录和设备信息的查询与添加。 

（1）时间选择：选择需要查询的操作记录或者设备信息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 

（2）状态记录：包含“记录时间”、“健康度值”、“关联测点个数”、“超正常值个数”、

“状态记录”与“操作”等内容。其中，“操作”主要用于修改或者删除“状态记

录”内容。 

（3）操作记录：包含“记录人”、“记录时间”、“记录主题”、“记录内容”与“操作”

等内容。其中，“操作”主要用于修改或者删除“操作记录”内容。 

（4）设备信息：与操作操作记录包含的内容相同，“操作”主要用于修改或者删除“设

备信息”内容。 

（5）用户点击“添加操作记录”或者“添加设备信息”，均可以弹出如图 3.15的对话

框。添加标题和内容，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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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添加操作 

 

3.2 测点趋势分析  

趋势查询分析用于查询单测点或多测点在一段时间段内的变化趋势，可通过生成的趋势

对测点状态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用来横向查看和比较设备测点的实测值、预测值、残差趋

势及测点健康度曲线。 

用户在左侧树目录点击“趋势查询”，并在右侧区域依次展开“设备”→“电厂”→“机

组”节点。如图 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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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测点趋势分析 

在该页面，各项功能说明如下： 

（1）选择：点击“>>”按钮，可添加测点。最多可以选择 8个测点。 

（2）类型：选择测点趋势图类型。 

（3）操作：点击“<<”按钮，可以删除已经选择的测点。 

（4）已选择：已经选择的测点。 

（5）选择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生成趋势”，则可按条件生成趋势图。 

 

3.3 规则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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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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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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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规则检索模块 

3.3.1 预警规则检索 

点击“规则检索”后，右侧功能区域默认显示为“预警规则检索”，如图 3.19 所示： 

用户可以在此查看其权限下属设备关联的所有规则： 

 

图 3.19 预警规则检索 

点击某个设备，即显示与此设备关联的规则，如图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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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设备关联的规则 

点击右边的规则名称，查看规则详情， 如图 3.21： 

 

图 3.21规则详情 

3.3.2 预警规则管理 

点击图 3.18中右侧功能区域的“预警规则管理”标签，进入规则管理界面： 

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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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添加”：新建规则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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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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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预警规则分类管理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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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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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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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清除选定的规则。 

 

3.3.2.3 新建规则 

如图 3.23 所示，点击下方的“添加规则”按钮，进入创建新规则界面： 

 

图 3.24 创建新规则 

如图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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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图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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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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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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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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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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图 3.26规则模板 

 

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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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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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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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图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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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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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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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图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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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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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导入模板测点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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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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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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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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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图 3.33导入模板 

 

3.4 其他功能模块  

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 

（1）信息检索：查询用户的登录情况及预警处理明细； 

（2）报表节点管理：添加、删除或修改报表节点； 

（3）文件管理：对系统相关文件的管理； 

（4）配置管理：非管理员用户可配置右侧树节点、修改密码；管理员用户（iEM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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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个性化设置及配置用户等操作。 

3.4.1 用户检索 

用于查询用户的登录情况及预警处理明细。 

点击左侧树目录 “用户检索”节点，页面如图 3.34所示。 

 

图 3.34  用户检索 

操作步骤及功能说明如下： 

（1）点击需检索的部门节点； 

（2）在展开用户的右侧区域，点击“>>”按钮选择用户； 

（3）点击“查询”按钮，可可查看各用户的登录情况以及其权限范围内的设备状况，

包括设备名称描述、观察中预警的数量和处理完成预警的数量，主要包括： 

✓ 登录名：用户登录设备预警系统的名称； 

✓ 角色：该用户的角色权限（权限由高到低依次为：系统管理员、写权限、读

权限）； 

✓ 部门：用户所属的单位部门； 

✓ 最近登录时间：用户最近一次登录预警系统的具体时间； 

✓ 最近登录 IP：用户最近一次登录预警系统的 IP地址； 

✓ 登录次数：用户登录次数的总和； 

✓ 设备名称：用户进行过预警处理的设备名称； 

✓ 观察中数量：设备需要继续观察的预警数量； 

✓ 处理完成数量：设备已处理完成的预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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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报表节点管理 

对左侧树报表节点的管理与操作。 

点击左侧树目录“状态报表”节点，页面如图 3.35所示。 

 

图 3.35  报表节点管理 

图 3.35 所示的页面中，具体操作步骤，或功能说明如下： 

（1）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如图 3.36所示的页面。 

 

图 3.36添加报表节点 

（2）若选择“节点”，则可在“节点名称”栏输入该节点的名称； 

（3）若选择“报表”，则点击“选择”按钮，可选择文件； 

（4）若选择“内部链接”，则可在“节点链接”栏输入名称（文件名）； 

（5）若选择“外部链接”，则可在“节点链接”栏输入链接（http地址）； 

（6）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保存设置。保存后的页面如图 3.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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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编辑报表节点 

（7）若点击“编辑”，则可重新编辑该节点； 

（8）若点击“删除”，则删除该节点。 

3.4.3 文件管理 

用户管理与系统相关的文档，可供用户下载与阅读。 

展开左侧树“交流讨论”→“文件管理”节点，用户可在此新建文件夹，可剪贴、复制、

粘贴、重命名、删除文件或文件夹，亦可上传文件到节点。节点下的文件可在此页面直接打

开、查看。界面如图 3.38 所示。 

 

图 3.38 文件管理 

3.4.4 配置管理 

点击页面右上角“设置”按钮，打开如图 3.39所示的对话框。说明如下： 

（1）节点显示/隐藏：用于显示或隐藏左侧树节点，一般用户均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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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码修改：用户修改登录用户密码，一般用户均可配置； 

（3）个性化设置：用于设定预警次数、推送、规则等项显示与否，以及 logo的修改，

由管理员统一配置； 

（4）用户管理：用于用户的管理（删除或编辑用户），由管理员统一配置。 

 

图 3.39 配置管理 

 

4 常见问题解答  

4.1 本地用户无法访问 

现象：本地用户在地址栏输入正确的 IP之后，不能显示 iEM客户端登录界面，提示服

务器应用程序不可用。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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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应用程序错误 

原因：.NET framework2.0 和 1.1 共用时，出现“服务器应用程序不可用”的错误，

是进程池调用冲突的问题，如果访问的两个应用程序，分别是 2.0 和 1.1，而且他们共用一

个进程池，IIS 无法同时将其解析 2 种版本，就会出现如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在 Windows XP

系统中比较常见，大多数是由于 IIS 的安装后于.NET framework的安装。 

解决方法： 

（1）重新注册 IIS。 

（a）“开始”→“运行”→输入 cmd，回车； 

（b）进入到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2.0.50727 目录； 

（c）输入 aspnet_regIIS –u命令，卸载 IIS； 

（d）输入 aspnet_regIIS –i命令，重新注册 IIS； 

（e）删除“默认应用程序”，重新创建应用程序。如图 4.2 所示。 

 

图 4.2  卸载与注册 IIS 

 

（2）新建应用连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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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桌面选择“计算机”→右键“管理”； 

（b）展开“服务和应用程序”→“Internet信息服务（IIS）” 

（c）点击“应用程序池”→右键→“添加应用程序池”。 

（d）输入新的应用程序池名称，版本选择 v2.0，托管管道模式为经典； 

（e）点击“确定”完成。 

 

（3）分配应用程序池 

（a）选择网站，点击右侧的“基本设置”； 

（b）选择已新建的应用程序池，点击“确定”。 

（c）重启 IIS。 

 

4.2 其他用户无法访问 

现象：局域网内其他用户试图访问 iEM客户端时，出现该页无法访问提示，但是该 IP

可以 ping 通。 

原因：防火墙或 IE 设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如下： 

（1）防火墙设置 

（a）“控制面板”→“Windows 防火墙”→“高级设置”。如图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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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防火墙高级设置 

 

（b）“入站规则”→“新建规则”。如图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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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添加 1433 端口 

（c） “端口”→“TCP”→“80”，然后一直点“下一步”，完成添加 http的 80

端口。如图 4.5 所示。 

 

图 4.5  添加 80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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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当客户端端口不是 80时，比如说修改为 5588，可通过相同方法添加 5588

端口。  

（2）IE 设置 

（a）打开 IE 窗口，“工具”→“Internet 选项”。如图 4.6 所示。 

 

图 4.6  Internet 选项 

（b） “安全”→“本地 Intranet”→“自定义级别”，将安全设置重置为“中

低”，如图 4.7 所示。 

 

图 4.7 自定义安全设置 

（c）“隐私”→“设置”，添加客户端的 IP地址，如图 4.8 所示。 



iEM System 操作员手册 2019  
 

 

Operater’s Handbook 第 54 页（共 55 页） www.CRTsoft.com 

 

 

图 4.8添加允许网站 IP 

 

4.3 用户名密码错误 

现象：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出现如图 4.9的错误提示： 

 

图 4.9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原因：用户名或密码输入错误。 

解决方法：检查用户名有无错误（不区分大小写），检查密码有无错误（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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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趋势图无法显示 

现象：用户点击进入设备趋势图后，不能正常显示 flash 趋势图。 

原因：缺少相应 flash 控件。 

（1）登入客户端后，点击右上角的工具下载。如图 4.10所示。 

 

图 4.10 下载 flash控件 

（2）点击“Flash 趋势”，下载并安装 flash 控件，然后刷新 IE，即可正常显示 flash

趋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