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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分析-初次使用 

1.1  使用流程 

图 1.1   

数据分析分为两类： 

1， 对单个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称为“项目报表”； 

2， 对多个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称为“数据分析”； 

以下内容分别介绍“项目报表”、“数据分析”；的使用方法。 

1.2  项目报表简单应用 

下面按照图 1.1 的流程分别进行详细介绍 

1.2.1  变量存储 

前提：BOX 在线 

打开 Config 配置软件，选择变量—＞设置存储—＞上传至云端—＞云端点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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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设置属性 

登录云平台—＞项目中心—＞变量属性—＞勾选变量属性 

注意：只有设置了数据存储的变量才会显示 

 

A1.1 变量属性名词解释： 

例如：变量设置每分钟存储一条记录，那么： 

1 小时 1 日 1 个月 1 年 

60 条记录 1440 条记录 43200 条记录 2592000 记录 

报表的维度：时报、日报、月报、年报 4 种。可以看出报表里面的最维度为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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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要查询时报的时候：根据属性，在对应的时间颗粒度找出对应的数据； 

属性 时报 日报 月报 年报 

开始值 6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开始的数据 

144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开始的数据 

4320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开始的数据 

2592000 条记录里面取最

开始的数据 

结束值 6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后的数据 

144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后的数据 

4320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后的数据 

2592000 条记录里面取最

后的数据 

最大值 6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大的数据 

144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大的数据 

4320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大的数据 

2592000 条记录里面取最

大的数据 

最小值 6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小的数据 

144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小的数据 

43200 条记录里面取

最小的数据 

2592000 条记录里面取最

小的数据 

平均值 60 条记录相加除

以 60 的平均值 

1440 条记录相加除

以 1440 的平均值 

43200 条记录相加除

以 43200 的平均值 

2592000 条记录相加除以

2592000 的平均值 

差值 结束值减去开始值 结束值减去开始值 结束值减去开始值 结束值减去开始值 

举例： 

开始值：查看某台设备的起始数据 

结束值：查看某台设备的结束数据 

最大值：查看某台设备的电流峰值 

最小值：查看某台设备的电流谷值 

平均值：查看某台设备的平均温度 

差  值：查看某台设备的能耗或者产量 

可以一个变量选择多种属性，操作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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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设置图表 

可以对 3 类数据集合进行图表展示 

报警数据、历史数据、实时数据 

新增图表—＞选择数据集合—＞拖拽维度—＞拖拽变量—＞选择图形样式—＞点击预览—＞

点击保存 

例如： 

1、 表格显示设备每天消耗的能耗 

 

2、 曲线显示设备每天压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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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设置看板 

新增看板—＞将图表添加到看板—＞设置样式—＞保存并查看 

1、 电脑端报表 

操作步骤如下： 

 

左上角：添加、删除、编辑看板 

右侧属性框：可以上传背景图片、设置背景色、设置每个图表的文字大小、颜色、样式等等 

 

2、 手机端看板 

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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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看板查看 

1、 电脑端查看报表 

项目中心—＞报表管理—＞报表监控 

 

2、 组态中查看报表 

组态选择报表控件，选择需要显示的某一张看板，然后保存，在组态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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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机端查看报表 

点击项目—＞报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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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分析简单应用 

下面按照图 1.1 的流程分别进行详细介绍 

1.3.1  标签设置 

如果要分析 100 个项目的产量、能耗、数据变化趋势等，则需要将 100 项目中对应的数

据取出来，然后按照对应关系进行处理。所以在处理数据前，先要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类的

方式就是将变量进行标签化标记。操作方式如下： 

创建标签—＞设置属性—＞关联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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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属性同上 A1.1 变量属性名词解释 

1.3.2  关联标签 

将每个项目的变量和标签进行关联，数据分析的时候，通过标签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变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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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设置图表 

可以对 4 类数据集合进行图表展示 

项目数据、报警数据、历史数据、实时数据 

新增图表—＞选择数据集合—＞拖拽维度—＞拖拽变量—＞选择图形样式—＞点击预览—＞

点击保存 

1、 查看多个项目的同一个变量 

 

2、 查看多个项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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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多个项目的报警 

 

1.3.4  设置看板 

新增看板—＞将图表添加到看板—＞设置样式—＞保存并查看 

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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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看板查看以及大屏展示 

1、 在数据分析菜单以列表形式查看 

 

2、 在企业大屏查看 

在看板设计中，右上角勾选主页展示，则可以在我的主页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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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分析全面介绍 

2.1  图表管理界面 

2.1.1  名词解释 

 

1、 数据集合 

系统将数据分为 4 类： 

报警数据：在配置软件里面设置的报警 

项目数据：项目本身的数据，例如，项目状态、项目位置、项目信息等等 

历史数据：在配置软件中存储的变量 

实时数据：在配置软件中添加的变量 

2、 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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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CEL 一样的行和列一样，如果将某几个属性拖拽到行维上，这几个属性排在一行

 

3、 列维 

和 EXCEL 一样的行和列一样，如果将某几个属性拖拽到列维上，这几个属性排在一个列 

 

4、 筛选 

筛选前：有 6 个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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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如下操作 

 

筛选后：有 4 个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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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变量 

任何元素拖拽到变量栏，就会变成数值。 

将变量拖拽过来，则显示变量对应的数值； 

将非变量元素拖拽过来，则进行计数； 

例如： 

将项目名称拖拽过来，则显示项目的个数； 

 

将报警详细拖拽过来，则显示报警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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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聚合方式 

例如某个变量设置了平均值的属性，那么参与运算的就是平均值。 

聚合方式就是：对平均值进行二次运算：求和、计数、平均、最大值、最小值等等

 

2.1.2  图表实现的前提条件 

将鼠标放在图表上面，图表会显示点亮的条件，点亮之后，表示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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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中间变量 

可以对多个数据进行计算 

例如：将 2 个变量的累计值进行计算或者将 3 个变量的平均值进行计算等等 

 

表达式格式：聚合方式（度量）再加上加 +、减 -、乘 *、除 /、括号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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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方式要和度量里的标签类型保持一致；比如度量是*：平均值，那么聚合方式勾选“avg” 

标签类型 聚合方式 

开始值 first 

结束值 last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平均值 avg 

()要使用英文输入法。 

示例： 

说明 其中 A、B、C、D 为标签名字 

1、 平均值求和 

表达式：avg(A:平均值)+avg(B:平均值) 

 

2、 差值求和 

表达式：sum(A:差值)+sum(B: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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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均值减 100 

表达式：avg(A:平均值)-100 

 

4、 两个数据的平均值加起来乘 100 

表达式：(avg(A:平均值)+avg(B:平均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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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个变量的平均值除以另外一个变量的平均值 

表达式：avg(A:平均值)/avg(B:平均值) 

 

6、 加减乘除及括号混合运算 

表达式：(avg(A 平均值)+avg(B:平均值))*10/(first(C:起始值)-last(D:结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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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看板设计界面控件介绍 

1、 文本 

普通文字，可以在看板里面录入文字，可在右侧属性设置文本的大小、颜色、字体样式等属

性 

2、 动态文本 

在该控件输入的文字，运行时，一直滚动显示，可在右侧属性设置文本的大小、颜色、字体

样式等属性 

3、 时钟 

时间和日期 

4、 日期选择器 

可以关联当前看板内所有或者部分图表，被关联的图表可以同步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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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表选择器 

将当前看板内所有的图表的维度提取出来，然后设置以哪一个维度进行筛选数据 

 

1) 列表筛选：将当前看板内所有的维度提取出来，选择一个维度进行筛选 

2) 列表样式：提供下拉和列表 2 中方式，具体效果预览之后可以看出 

3) 关联图表：列表筛选器筛选那几个图表。 

6、 地图 

展示当前账户的所有位置和状态，该地图不能缩放，固定为中国地图。 

7、 实时报警控件 

可以将账户里面所有的活跃报警显示出来，并滚动播放。 

8、 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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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变量的实时数据 

9、 TAB 标签 

分页显示不同的内容，并可以自动翻页 

 

10、 动态地图 

展示当前账户的所有位置和状态，该地图支持缩放，可以显示全球地图。 

11、 视频控件 

系统图表 

1、 指标卡 

可以综合展示数据的值、同比环比等百分比 

 

2、 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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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某个变量的百分比 

显示某 2 个变量的对比百分比 

 

1) 选择对应的属性 

2) 设置该变量需要计算的时间截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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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示例 

3.1  数据的日报/月报/年报展示 

过程数据的展示：压力、温度、湿度、液位等等，设置变量属性为：开始值、结束值、最大

值、最小值、平均值； 

累计数据的展示：产量、电能等，上传上来的数据一直是累计值。设置变量的属性为：差

值； 

 

1) 行维：日报则拖拽日期、月报则拖拽月份、年报则拖拽年 

2) 变量：将需要展示的变量拖拽到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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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历史数据的趋势展示（曲线、柱状图、表格） 

 

3.3  数据的同比环比 

 

同环比支持：日环比、周同比、月同比 3 种方式； 

数据展示形式：支持环比值（对比值）、环比增长值（当前值-对比值）、环比增长率（（当

前值-对比值）/对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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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报警统计 

1) 选择数据集合：报警数据 

2) 变量：将报警详情拖拽至变量栏 

3) 如果想统计某几类报警，可以使用筛选将需要统计的类别筛选出来 

 

3.5  BOX 数量统计 

数据分析功能里面才可以统计 BOX 数量 

 

3.6  BOX 状态统计 

先统计 BOX 数量，然后筛选 BOX 状态，从而得出 BOX 对应状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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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项目数量统计 

 

3.8  项目状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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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多项目同指标统计 

例如：5 个项目月产量统计 

前提条件：创建标签—＞设置属性—＞关联标签 

 

3.10  多项目报警统计对比 

 

3.11  多报表切换 

使用文本控件，在属性里面关联需要跳转的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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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条件存储的数据展示 

3.12.1  项目报表 

设置条件存储—＞条件属性设置—＞设置图表 

a) 打开配置软件设置需要存储的变量，下图的意思为：当《1》的条件达到之后，存储

《2》里面的变量 

 

b) 变量属性勾选属性值，勾选开始值即可，因为条件存储是按照精确时间显示，每个时间

点只有一条变量记录，所以不存在别的属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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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照以下步骤：1—＞2—＞3进行分别设置 

需要注意的点：行维一定要选择 时间 

 

3.12.2  （数据分析）企业报表 

设置变量条件存储—＞条件属性设置—＞关联标签 

a) 设置变量存储同项目报表 

b) 创建 条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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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创建变量标签 

 

d) 项目中心—＞关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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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项目中心—＞数据监控—＞关联变量标签 

 

f) 数据分析—＞图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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