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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户登录 

 
图 1  用户登录界面 

1.1 功能说明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即可登录柯力服务器； 

2） 登录成功的用户名在下拉框中被记录起来，下次登录时点击选中即可，不用重新输入用

户名； 

3） 勾选“显示密码”则密码明文可见，不勾选则用“.”号隐藏； 

4） 勾选“记住密码”则下次登录时密码输入框中记住上次登录密码，无需重输； 

5） 若登录不成功，则分情况提示用户名错误、密码错误、在其他设备上已登陆。 

二、用户主界面 

2.1 功能说明 

用户主界面默认由“故障”“设备”、“我的”三个标签栏组成，其中“称重”栏可由用

户自己决定是否开启此功能，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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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默认首页                       图 3 功能设置 

 

当故障功能开启后，下次登录后首页显示如下图 4 所示，添加了“称重”标签栏，即可

显示设备实时上报的称重数据。 

2.2 故障报警 

     

图4 故障界面                         图5 称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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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功能“亮点” 

可实时地向用户上报设备及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当设备出现故障时用户能够第一时间知

道哪台设备产生了故障，包括故障内容、故障的来源（设备或者设备下的哪一个传感器出现

了什么样的故障）、故障产生的时间等。 

目前可实时上报的故障主要包括仪表绑定错误、电子铅封打开、仪表外壳打开、电池电

压异常、检测芯片异常、仪表通讯中断、服务器绑定异常、仪表有重复、仪表时钟异常、通

讯密码异常、绑定异常、通讯中断、模拟负载异常、气密性异常、角度异常、湿度异常、温

度异常、有过超载、AD芯片死机、AD信号溢出、通讯卡余额不足、通讯卡余额严重不足、

传感器通讯全部中断、重新绑定等。 

2.2.2 功能操作介绍 

1）最新上报的故障消息及条数放在界面的最上方显示出来，未读的故障消息条数用红

底的数字标识出来，点击进入最多可查看该设备最新的512条按时间排序的历史故障消息； 

2）当界面上显示的故障消息过多时点击界面右上方的“清除”按钮清除故障消息。 

2.3 称重数据 

2.3.1 功能“亮点” 

可实时地向用户上报设备的称重数据，包括车号、货号、毛重、皮重、净重、称重时间、

设备的安装位置等，如上图5所示。 

2.3.2 功能操作说明 

1）同“故障报警”一样，设备最新上报的称重数据将在界面的最上方显示出来，未读

的称重消息条数用红底的数字标识出来，点击进入同样最多可查看该设备最新的512条按时

间排序的称重数据； 

2）当称重数据显示过多，用户不需要查看时，点击界面又上的“清除”按钮可清除所

有显示的称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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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备管理 

      
图6  设备管理界面                   图7  “我的”界面 

2.4.1 功能亮点 

实时的显示用户拥有的设备的数量、型号、安装位置、在线状态、运行状态，当天称重

数据、设备的维保状态等相关信息。 

1）设备的状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正常、仪表无效、锁机、绑定错误、传感器密码错误、

传感器绑定错误、传感器通讯异常、电子铅封打开、外壳开着等。 

2）当设备超过7天未开机上线时，则给用户提示长期不在线。 

2.4.2 功能操作说明 

点击界面即可进入设备的功能界面，在后面将专门介绍。 

2.5 “我的”界面 

详见上图 7 所示。 

2.5.1 功能介绍 

（1）用户管理将在后面专门介绍 

（2）用户设置，包括故障、称重功能设置、短信手机配置。 



6 

         
图8 故障、称重设置               图9 短信手机配置 

“首页故障是否显示”默认打开，若关闭则退出应用重新登录后标签栏不再显示“故障”项，

不能接收故障信息。 

“故障通知是否开启”开关打开后，当设备有故障产生时，将会有声音提示。 

“首页称重是否显示”开关关闭，退出后重新登录则在主界面不显示“称重”栏，不能接收

称重数据；同理，开关开启，退出后重新登录则在主界面显示“称重”栏，可正常接收上报

地称重数据 

“称重通知是否开启”开关打开后，当设备有称重数据上报时。将会有声音提示。 

短信手机设置，用来设置设备报警、称重信息的短信接收号码。 

3） 用户反馈 

用户反馈功能主要是收集用户反馈的关于设备、客户端的问题、改进意见等相关信息，

如图10所示。 

4）用户权限，主要是让用户方便查看开启了哪些功能权限。 

5）账户管理，包括修改当前账号密码、退出当前账号三项功能 

              
图10 用户反馈                        图11 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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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密码修改                        图13 设备功能 

 

如图12所示，修改密码需要验证旧密码，新密码可由数字、字母或下划线组成。 

三、设备功能介绍 

设备的功能划分为历史查询、实时设备、操作设备、参数读写、统计两个大项，如上图

13所示设备维保及趋势： 

3.1 历史查询 

包括故障历史、称重历史两个功能，如下图15所示： 

其中故障历史可按设定的起始日期及天数查询设备的历史故障； 

称重历史则可按照设定的车号、货号及时间来查询设备的历史称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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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5 故障、称重历史查询 

3.2 实时设备 

包括实时称台、通讯结构两项 

实时称台是指可在手机上面实时的查看设备上的数据及状态； 

系统结构形象的反映设备下各传感器的运行状态。 

如下图16-18所示所示： 

       
             图16 实时称台                         图17 通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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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传感器详细状态图                      图19  操作设备 

 

3.3 操作设备 

包括异常保护、解除保护、绑定传感器ID三项功能，如上图19所示： 

1）“异常保护”功能是指当设备发生特定的故障时可远程控制使设备进入保护状态而不能正

常使用，待故障修复时通过“解除保护”操作使得设备能够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当设备处

于“未保护”状态，出现故障时可异常保护，当设备处于“保护状态”故障修复后可解除保

护。 

2）“绑定ID”功能是指当设备更换传感器后，将传感器与仪表重新绑定。 

3.4 参数读写 

主要包括设备的标定参数、传感器参数，打印参数、串口参数、网络参数、电子铅封

状态、备注信息等。 

可远程读取或设置设备的参数，其中标定参数不可设置只能读取。 

如下图20-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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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标定参数                         图21 传感器参数  

 

 
          图22 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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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打印机参数                      图24 串口参数 

 

     
图25 电子铅封                         图26 网络参数 

3.5 设备维保 

功能亮点在于用户可以了解所属设备的服务过程、服务进度及发表一些服务相关的意

见，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维保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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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维保服务                         图28 报修单 

1）报修单，如图28所示，当设备出现故障需要报修时，拥有设备的终端用户（小用户）可

提交报修单告知厂商（大用户）设备需要报修，报修单只能由具有报修单提交权限的小用户

提交，撤销报修单也只能由提交者和设备所属的大用户才可撤销。 

2）启动维保，如图29所示，当终端用户提交了报修单或通过电话邮件等途径告知厂商（大

用户）请求维保服务后，大用户可启动维保，设备进入维保跟踪服务状态。 

      
图29 启动维保                         图30 维保信息 

3）维保信息，如图30所示，可显示设备的维保进程及相关人员提交的维保信息。启动维保

服务后指定的客户及业务员均可对维保进程提交意见，同时可以对维保进程执行确认操作。

例如设备故障维修好了，客户及业务员均需确认，启动维保服务的大用户可结束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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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保历史，维保过程结束后可按照时间查询维保的详细流程及相关信息。 

3.6 趋势统计 

此功能最大亮点在于按照设定的条件查询设备在起始日期之后31天内的称重统计数

据，包括每天的总车数及总净重，如下图31所示： 

 
图31 统计图 

四、用户管理 

 4.1 功能亮点 

大用户可以创建、管理、修改小用户的相关信息。 

4.2 功能说明 

大用户是指可以创建小用户的用户，如大的衡器厂、大的经销商、大的设备使用者用户。

小用户是指设备的使用者（终端用户）。如图33所示大用户创建小用户，创建用户名、密码

（默认123456，创建好后小用户可自己修改密码）、分配仪表，点击“确定创建”。图32所示

用户管理界面可显示大用户下的所有小用户的在线情况及登录方式（手机登录或PC客户端登

录）。此外也可对小用户的公司信息、联系方式、联系人、仪表的数量等按照小用户的需求

进行相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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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用户管理                         图33 创建用户 

 

      
图 34  用户信息                        图 35 设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