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NGWORKS 工业 DI 软件
用户使用手册

上海悉息信息科技有限公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 800 号科海大楼 3 楼

2021-3-2



1

目录

一、软件基本操作............................................................................................................................ 4

1、产品介绍.............................................................................................................................. 4

2、产品特点.............................................................................................................................. 4

3、主界面.................................................................................................................................. 4

4、操作栏.................................................................................................................................. 5

二、功能应用.....................................................................................................................................6

1、数据源管理.......................................................................................................................... 6

2、看板....................................................................................................................................30

3、数据....................................................................................................................................34

4、链接....................................................................................................................................55

5、搜索....................................................................................................................................56

6、创建团队............................................................................................................................57

7、团队协作与数据共享........................................................................................................59

8、管理....................................................................................................................................63

9、模板使用............................................................................................................................64

三、数据接入..................................................................................................................................72

1、MQTT 数据接入............................................................................................................... 72

2、JSONPATH ......................................................................................................................... 82

3、数据源同步........................................................................................................................96

4、自动化..............................................................................................................................119



2

5、数据透视..........................................................................................................................163

四、可视化图表............................................................................................................................144

五、可交互组件............................................................................................................................202

1、提交组件..........................................................................................................................202

2、查询组件..........................................................................................................................206

3、表格的点击查询............................................................................................................. 212

4、项目管理组件................................................................................................................. 217

六、系统函数文档....................................................................................................................... 223

七、APP 下载与个人设置.......................................................................................................... 307

八、常见问题集锦....................................................................................................................... 315

1、掌控账号权限与团队成员权限区别............................................................................. 315

2、“我的”界面看板无法编辑........................................................................................... 316

3、看板中如何避免滚动条出现......................................................................................... 316

4、如何使用排序和过滤条件............................................................................................. 318

5、一级表格更新后没有刷新二级表格............................................................................. 324

6、避免导入数据出现空白行............................................................................................. 325

九、常见应用场景....................................................................................................................... 326

1、将 ROW DATA 按照某一项聚合成新的表单................................................................. 326

2、新表单按照某一聚合成新的表单................................................................................. 327

3、拆分表单里的时间......................................................................................................... 328

我的


3

4、小时/天的加减................................................................................................................329

5、小时/天/周/年的偏移.................................................................................................... 331

6、求 1/4 位数、中位数、3/4 位数................................................................................. 333

7、表单里求平均值............................................................................................................. 335

8、MPC 的动态计算........................................................................................................... 337

9、周目标值合并到包含有周实际表格中......................................................................... 339

10、订单查询和修改、提交订单记录...............................................................................340

十、硬件基本操作....................................................................................................................... 353

1、硬件接入原理................................................................................................................. 353

2、安装与链接设备............................................................................................................. 355

悉息掌控官方公众号



4

一、软件基本操作

1、产品介绍

ThingWorks 工业 DI 软件是一款集合了时序数据管理、数据资产运营、指标管理、质

量管理、安全管理，交换服务于一体的工具。

其通过无线网络接入多种硬件设备采集数据，拥有公有/私有/混合云等多种数据存储方

式，保证软件上数据的时效性与安全性。运用常见函数公式，分级目录，菜单结构，实现 IT/OT

数据聚合运算、管理和可视化展示。

轻松解决用户数据运算门槛高、数据深度挖掘能力弱、应用系统孤立、数据碎片分散问

题，具有灵活搭建、快速交付、周期短等亮点功能。

2、产品特点

★ IT/OT 数据聚合运算 ★ 多权限/多终端查看

★ 看板设计自由灵活操作 ★ 掌控助手同步数据

★ 数据可分级目录/菜单管理 ★ 团队数据协作共享

★ 多线条生产同时监控 ★ 无线网络连接

3、主界面

开通掌控系统 2.0 账号，输入密码登入系统主界面。页面显示有看板、数据、链接、搜

索、创建、管理、团队列表、团队成员、模板生产等功能图标，点击图标即可进入功能进行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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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

在主界面中点击左上角“+”，快速创建团队添加成员，团队中所有的看板、数据、链

接均可协同共享。

创建团队

4、操作栏

在主界面右上方，从左到右依次显示有数据源管理、客户端、文档中心、账号等辅助功

能图表。点击左上角悉息掌控 LOGO“ ”快捷键，即刻回到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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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栏

二、功能应用

1、数据源管理

点击右上“数据源管理”，可添加 “数据平台”-Microsoft Teams / OneDrive Global

/ OneDrive 世纪互联数据云或 JDBC 数据库。

数据源管理图标

当账号与数据源链接后，可将数据源下所有的 Excel 同步到软件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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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数据源

选择数据源类型

【JDBC 数据源同步使用说明】

� 在线观看地址（可调倍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yNzc3MDUyMA==.html

密码：zhangkong365

� 视频教程下载地址：

https://drive.weixin.qq.com/s?k=AIYAnwdoABENy6JXWSAHUA0QZEAOs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yNzc3MDUyMA==.html
https://drive.weixin.qq.com/s?k=AIYAnwdoABENy6JXWSAHUA0QZE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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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交流学习之用，请勿外传）

JDBC 数据源的定义

数据源的定义：每个数据平台下最小不可分割权限的集合。

JDBC 下最小不可分割权限的集合为 JDBC 的一个数据库，因此：

JDBC 的数据库即为一个数据源。

1) 添加 JDBC 数据源的流程

通过数据源同步，您可以将 JDBC 的数据库同步到掌控系统的表格中，并且当数据有更新时，

也会自动的同步到表格中。

1、在首页点击“数据源管理”按钮，添加数据源。

2、选择数据源同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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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JDBC 作为数据平台

3、添加数据库，输入连接的数据库的各项信息。

数据源名称可自定义。

点击【确认】后，JDBC 数据源添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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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看数据源详情

点击菜单栏中的…按钮，可以查看数据源详情

5、连接成功后，已连接的数据源和数据源中的资源显示在“数据源管理”中。

2）断开数据源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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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已连接数据源的列表中，点击“断开数据源的连接”按钮

2、在确认弹层中点击“确定”

3、数据源被断开

 该数据源在左侧导航栏中展示在“已失效数据源”中

 该数据源下同步过的查询语句状态均为“失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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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恢复，需要点击“重新连接数据源”按钮，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重新连

接

点击“重新连接数据源”

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3）在掌控中同步 JDBC 的数据



13

1、添加与编辑查询语句

1. 添加查询语句

 点击”添加查询语句“，需在弹窗中输入自定义查询语句的名称和查询语句

 查询语句的名称默认为”查询语句 1“

 添加成功后，可列表中对添加的查询语句再次编辑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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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查询语句

 修改查询语句的名称，对数据同步没有影响

 修改查询语句，数据同步发生更新，同步的是查询语句更新后的搜索结果

2、新建表格，在表格中，点击“同步外部表格”按钮，选择数据源。

 在表格界面，点击“同步外部表格”按钮，出现数据源列表，选择 JDBC 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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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 JDBC 数据源下的查询语句

2. 设置同步表格

 选择索引列；

 可指定“增量列”。选择后将对增量数据做同步；为保证同步性能，请在源表中配

置自增组件或最后更新时间列。否则最多只能同步 5000 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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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列在表格中，起到定位数据的作用。索引列中的值具有唯一性

必须保证同步的数据源 Excel 中索引列的值和列名的唯一性。当有重复的索引列值或列

名时，无法同步数据。

3、点击确认后，数据同步成功

 指定的索引列的值显示在序号列中

 同步的数据展示在右侧边栏中，点击同步的表格可展开查看同步详情。

4）同步后的管理

1、查看一个表格中所有同步数据的状态

在表格页的右侧边栏中，显示所有同步的外部查询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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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中：数据源中的数据更新会被同步显示在掌控的表格中

同步失效：数据源中的 Excel 与掌控表格的连接中断，数据更新无法同步到掌控的表格

中

2、中断数据的同步

在表格中，点击同步表格右侧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同步的 Excel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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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后，表格源从“同步外部表格”中删除，且数据不再同步更新。

3、查看团队下的同步数据状态

在团队中的表格列表页面，点击“同步外表表格管理“，即可查看团队下所有同步的数

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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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团队下的同步数

 进行“添加关联表格”操作的人，对自己添加的同步外部表格源，可以进行删除同

步的操作

 团队创建人、团队中有分享权限的人，对团队中所有添加的同步外部表格源，可以

进行删除同步的操作

【如何添加 MS Teams 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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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Teams 数据源的定义： 在线的数据存储空间中最小不可分割权限的 Folder

Microsoft Teams 的数据源定义： 一个 Microsoft Teams 账号下的 Team 即为一个数据

源

注释： 不同 MS Teams 账号下的同一个 Team, 为 2 个不同的数据源

连接数据源： 当用户授权掌控账号与数据源连接后，可以将数据源下的所有 Excel 同步到

掌控的表格中

1) 添加 MS Teams 数据源的流程

通过数据源同步，您可以将其他数据源内容（如：微软 Teams 中的 Excel 文件）同步

到掌控系统的表格中，并且当数据有更新时，也会自动的同步到表格中。

1、在首页点击“数据源管理”按钮，添加数据源。

2、选择数据源同步平台。

选择 MS Teams 作为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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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陆需要同步的 MS Team 账户。

4、输入 MS Team 的名称和 ID，点击确定，授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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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 Team 名称：

在 Microsoft Team 中，点击“编辑团队”，复制团队名称。

如何获取 Team ID：

第一步：在 Microsoft Team 中，点击 “获取团队链接（Get link to the team）”按钮，

复制 Team 的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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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将 Team 的链接粘贴到“Team ID”中，只保留“groupid=”与”&”之间的字

段

5、连接成功后，已连接的数据源和数据源中的资源显示在“数据源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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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开数据源的连接

1、在已连接数据源的列表中，点击“断开数据源的连接”按钮

2、在确认弹层中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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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源被断开

 该数据源在左侧导航栏中展示在“已失效数据源”中

 该数据源下同步过的 Excel 表格状态均为“失效”状态

 如需恢复，需要重新进行“连接数据源”的操作，失效 Excel 会恢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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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添加 OneDrive 数据源】

1) 添加 OneDrive 数据源的流程

通过数据源同步，您可以将其他数据源内容（如：微软 Teams 中的 Excel 文件）同步

到掌控系统的表格中，并且当数据有更新时，也会自动的同步到表格中。

1、在首页点击“数据源管理”按钮，添加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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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数据源同步平台。

选择 OneDrive Global 或者 OneDrive 世纪互联作为数据平台。

 OneDrive Global 数据源同步无法添加 office 365 世纪互联账号，请使用

Microsoft 或 Office 365 帐户登录 OneDrive。

若要添加 office 365 世纪互联为数据源，请选择 OneDrive 世纪互联同步平台。

3、登陆需要同步的 OneDrive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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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接成功后，已连接的数据源和数据源中的资源显示在“数据源管理”中。

3）断开数据源的连接

1、在已连接数据源的列表中，点击“断开数据源的连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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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确认弹层中点击“确定”

3、数据源被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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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板

看板的主要功能，是将指标和表格以可视化图表的形式展示出来。

【创建看板】看板可用于管理、分析及实时反馈企业的数据及⽣产状况，可用于制作大

数据可视化的报表。看板的展示形态可以自定义。看板可在多个终端（⼿机、平板、电脑及

电视）展示。选择团队，点击右上角“ 创建”-“创建看板”即刻新建一个看板，将指标

和表格以可视化图表的形式展示出来。

创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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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看板名称

应用的主要功能是将相关联的所有看板进行集中分类管理，便于用户使用查找。应用的

展示形态可以自定义设置菜单。

【创建应用】应用是看板的集合，是结构化的数据展示。点击右上角“创建应用 ”，可

将多个看板、连接以一种有结构的方式关联在一起。将相关联的看板添加到应用里，进行集

中分类，方便管理查看。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平台中创建应用，满足日常使用和对

业务理解中搭建的完整数字化解决方案。

创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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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应用名称

创建好的应用会在团队看板储存。点击添加看板，选择需要归纳的看板，再按需求创建分组

菜单。

添加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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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分组

分组创建好后，在右侧看板库中点击想要归进分组的看板。

加入菜单

点击左上角查看，即可在自定义应用菜单分组里，快捷找到需要的看板。

查看应用菜单

【应用删除】选择要删除的应用-点击“编辑应用菜单”-点击“解散”确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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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应用菜单

解除应用菜单

3、数据

【创建目录】数据支持多级目录管理，快速整合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支持批量管理操

作：选中多个文件移动，管理资源更高效。只需选中资源，拖拽排序，交互轻量且迅速。点

击团队主界面数据功能，进入页面点击右上角 “创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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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

选择移动的表格/指标

移动至目录

【目录删除】-选择目录，点击“解除”-“确认解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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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目录

⼯⼚可根据被上传的数据表格变化，通过公式⽣成新的表格。还可通过数据表格中相对应的

时间，把相关的设备数据通过公式导⼊进表格。表格和指标可以互相引用。

【创建表格】在团队里点击创建“表格”，成功建立空白表格。

创建表格

表格创建成功：



37

新建表格

选中表格里的单元格，点击鼠标右键，可添加/删除行和列，并可修改名称。△注意：每

一列的列名可修改；

表格中添加行和列

【导入数据】可在系统数据中新建表格，也可从外部导入。点击“导入数据”，选择想

要导入的 Excel 表即可，导入的数据只支持 xls/xlsx/xlm 格式。

第 1 步：创建空白表格，点击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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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选择本地的 Excel 文件

第 3 步：选择工作表和索引列

选择需要导入的工作表。

一次只能上传一个工作表，不能同时导入多个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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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列作为索引列。

需要指定一列作为数据校验的列，在表格更新前后用于数据的对齐；这一列的数据不能

有数值的重复。

原始表格的表头名称必须和掌控表格的列名保持一致，不一致则无法对齐数据。

点击确认，表格导入成功：



40

【如何导入增量数据】当导入的本地 Excel 表格中，有新增的数据，再次导入同一个表

格，新增的数据将被添加到掌控表格中。

第 1 步：在掌控表格中再次导入有新增数据的表格

导入本地的 Excel 表格中，增添了新的数据，再次导入同一个表格，新增的数据将显示

在掌控表格上方。需保持新增数据索引列中的值不重复。

例如：在本地文件“日产量统计”中，增加了新的数据：

再次导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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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选择与首次导入相同的工作表和索引列：

点击确认，表格导入成功后，新增的数据显示在掌控表格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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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新表格数据】当导入的本地 Excel 表格中，有内容发生了更新，再次导入同

一个表格，可以覆盖已有的表格信息。

第 1 步：在掌控表格中再次导入有数据更新的表格

例如：在“日产量统计”的原始 Excel 表格中，修改了“日产量”的值：

在掌控表格“日产量统计”中，点击“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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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 Excel 和表格中，选择的索引列，都不能有重复的值）

第 2 步：选择与首次导入相同的工作表和索引列：

点击确认，表格导入成功后，数据更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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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例说明】在一个空白表格中，如果对第一列写了公式，则不支持 “导入数据”

和“同步外部表格”。

表格带有自己的函数公式，点击“编辑”输入函数公式。举例：创建表格“开机率日报”

第 1 步：创建空白表格，命名为“开机率日报”AI。添加一列，命名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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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第 2 步：更新表格列公式

更新第一列序号的公式为：

1 AI1 = datetime("2019-01-01", 86400)

该公式的目的是生成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到现在，并以 86400 秒（1 天）为间隔的记

录。 如：今天是 2019 年 1 月 5 号，那么该表格将会生成 5 条记录：

更新第二列日报的公式为：

1 AI2 = AG{date(AI1) - 60}

{date(AI1) - 60}表示将 BE1 转换为日期并且提前 60 秒

序号

2019-01-05

2019-01-04

2019-01-03

2019-01-02

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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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date(BE1) - 60}表示根据{}内公式所计算得出的时间，来获取 AG 所代表指标的值。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将 AI 替换为当前表格开机率日报的代码，将 AG 替换为指标开机

率的代码。

△注意：公式书写错误提示，将无法运行计算。

公式解析失败：

检查是否输入了“=”，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检查是否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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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异常：

是否使用了科学计数法。如果出现含有科学计数法的数值，需将数值转换成常规数值。

解决方法：

1. 在本地 Excel 文件中修改：

选择单元范围—>单击鼠标右键—>设置单元格式—>选择自定义，在‘类型’中输入 0 即

可

2. 在表格中使用公式提取所需数值。

例如：

1 AM4 = pick(AM3,"E",1)

指标是⼯⼚根据被接⼊的设备数据，通过公式⽣成新的实时业务设备数据。指标和表格

可以互相引用。

指标数据可使用指标公式快速完成计算，做出有价值的业务数据。指标和表格可以互相

引用。在团队里点击创建“指标”，成功建立空白指标。⼯⼚根据被接⼊的设备数据，通过

公式⽣成新的实时业务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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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在写公式时，可以引用其他指标的值。在引用时，直接输入被引用指标的 code。

【创建指标】

新建一个团队。在团队中，点击“创建”按钮，选择“指标”。

创建指标

指标创建成功

△注解：指标名称旁的 AD 为指标的唯一 code, 用于写公式。

所有在该团队下创建的指标，按创建时间，显示在团队-数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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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储存于团队-数据中

创建模拟指标“设备开关”

将新创建的指标命名为“设备开关”

选择列“AA2”， 点击“编辑”， 在输入框内输入公式：

1 if(squarewave(3*60)=1 or squarewave(7*60)=1,1,0)

点击“确定”按钮后，即生成模拟指标。其中 0 表示设备关机，1 表示设备开机。

指标中的数据每 1 分钟更新一次。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列表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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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公式

得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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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举例：创建公式指标“设备状态”

1. 创建一个新的指标 AB, 命名为“设备状态”

2. 在编辑公式中，输入：

1 if(AA>0, "运行", "停止")

3. 稍等片刻，指标完成计算

公式的含义为：当指标“设备开关”AA 中的值大于 0 时，“设备状态”AB 的值为“运

行”。否则，“设备状态”AB 的值为“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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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指标“设备开关”

注释

AA 为指标“设备开关”。

请将上面公式中的 AA 替换为您创建的空白指标“设备开关”的代码，该代码可以在指

标的编辑页面左上角，指标名称旁边得到。

举例：创建公式指标“开机率”

目的：进一步了解强大的公式，做出有价值的业务数据

计算过程

1. 开机率 = (1 - 日停机时间 / 全天的秒数(86400)) * 100

2. 日停机时间 = 从凌晨 0 点 0 分的 单位停机时间 之和

3. 单位停机时间 = 如果某个时刻的设备开关值 大于 0，则停机 0 秒，否则 停机 60

秒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上述的计算过程转换成公式指标，先从最下面的公式开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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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队中，创建下列指标：

 单位停机时间（AD）

 凌晨 0 点 0 分（AE)

 日停机时间（AF)

 开机率（AG）

单位停机时间(AD)

它的定义是：如果某个时刻的”设备开关”AA 值大于 0，则停机 0 秒，否则 停机 60

秒

转换为公式则是

1 if(AA > 0, 0, 60)

单位停机时间

凌晨 0 点 0 分(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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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f(hour() = 0 and minute() = 0, 1, 0)

凌晨 0 点 0 分

日停机时间(AF)

1 if(AE = 1, 0, AF[index-1] + AD)

日停机时间

开机率(AG)

1 (1 - AF / 864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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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率

4、链接

在团队中，均以 MQTT 协议接入物联网关数据，实现数据互通。

创建 MQTT/HTTP/HTTPS

【创建连接】在 MQTT 连接中，团队为服务端，连接设备为客户端；设备与掌控团队

建立连接，团队的通道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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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数据

一个连接下可创建多个通道，一个设备应接入一个通道，可向该通道发送多个指标数据。

创建多个通道

5、搜索

【搜索框】在团队看板/数据/连接页面，使用搜索框输入备注名称，可快速查找到相应

的应用、目录、看板、数据、指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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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框

6、团队创建

【创建团队】创建者可对团队成员进行权限设置。团队与团队之间支持数据共享。点击

左上角“+”，创建自己团队，然后点击右上角“团队成员”，输入队友名称添加即可，团队

中所有的看板、数据、链接会出现在成员账号。

创建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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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团队名称

【添加团队成员】在团队中点击右上角“ ”，输入成员账号名称， 添加进入团队。

输入名称添加团队成员

【团队删除】目前团队不支持删除功能，只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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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只可新建

7、团队协作与数据共享

【设置编辑权限】团队成员可添加，点击成员右边”X“号可删除，团队创建人能对成

员设置编辑权限。

删除成员



60

设置团员权限

【数据分享】在团队中，有分享权限的人，才能将数据分享给其他团队；分享的目标团

队只能查看和引用数据，不能对数据做任何编辑。在团队中，点击数据分享，选择所需要分

享的看板/表格/指标。

点击数据分享



61

选择要分享的类型

选择团队和分享的数据后，点击完成。

确认选择点击确认

分享成功，目标团队可看到分享的数据。在分享目标团队（团队 A）中点击打开该表格，

表格只能查看，不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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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团队可查看数据

【终止分享】在团队中，点击数据分享，终止分享团队数据给其他团队。

数据分享图标

到管理分享的团队下，点击删除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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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分享

8、管理

【批量管理】点击主页右上角“管理”，支持批量管理：选中多个文件移动，管理资源

更高效。

勾选资源

支持选中资源，拖拽排序，交互使用起来轻量且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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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资源

9、模板使用

所有已创建的看板都可生成掌控模板，使用模板能够快速创建相似的应用。打开团队的

资源（指标、表格、看板）可保存为模板，编辑使用模板。

【如何创建模板】

1）打开指标/表格/看板【订单管理】，在页面右上角【…】的下拉框中，点击“创建

模板”按钮，即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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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板创建成功，即创建了一个【订单管理应用】的模板

模板包含原始资源的所有关联关系、公式、样式，不包含原始数据。

模板创建成功

3）创建后的模板会显示在该【团队】中，点击模板后会进入到模板的详情页；

【如何编辑模板】

在模板详情页中，可编辑修改模板的标题、描述，上传预览图。暂不支持删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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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享模板与取消模板】团队中有分享权限的用户，可以将模板从一个团队分享到

另一个团队；分享的目标团队，只能查看模板和创建实例，不能对模板做任何编辑。

1）在团队中，点击数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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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所需要分享的目标团队与模板

在团队中查看、编辑、分享模板

分享成功，目标团队可看到分享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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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目标团队中点击打开该模板，可以查看和生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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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实例】实例是通过模板创建的团队资源的合集。一个模板可以创建多个实例。

1）在模板详情页，点击右上角的“创建实例”按钮；

2）实例创建成功后，即创建了一个【订单管理应用】的副本

实例资源包含【订单管理应用】下的所有资源，但不包含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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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实例创建结构相同的应用】在实例资源中的表格中上传或同步您所需要的订单表

格，表头与原始表格的表头保持一致：

表头与原始表格的表头保持一致

数据设置成功后，即创建了一个新的【订单管理应用】，结构与原始资源的结构一致，

数据替换为您自己的数据：

导入/同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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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接入

1、MQTT 数据接入

在掌控团队中，均以 MQTT 协议接入物联网关数据，实现数据互通。MQTT 是一种发

布/订阅传输协议，通过 MQTT 协议，客户端向服务端上报数据。在 MQTT 连接中，掌控

团队为服务端，连接的设备为客户端；设备与掌控团队建立连接，向掌控团队的通道上报数

据：

创建 MQTT

应用场景实例

在掌控团队中，可以通过数据接入方式，将设备上的数据，绑定到指标中。

例如：需要将数据采集网关的指标数据“电流”、“功率”、“能耗”记录在掌控团队

的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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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队中创建“连接”与“数据通道”，将通道信息填写进客户端。设置上报数据格式成功

后，可将上报的数据绑定到指标中，在掌控中，即可看到实时上报的指标数据。

操作步骤

一、创建连接与通道

1.连接与数据通道

连接是通过 MQTT 协议，将设备网关数据发送到掌控系统的一种方式。

一个连接下可创建多个通道，一个设备应接入一个通道，可向该通道发送多个指标数据。

2.创建与编辑连接

第 1 步：创建连接

在【团队】/【我的】中，点击创建“连接”；选择连接类型：MQ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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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编辑连接

设置 MQTT 连接。在弹窗中输入“连接”的名称、用户名。

点击“确定”后，连接创建成功，创建成功的连接，显示在该团队的“连接”中：

在团队中创建的连接，团队成员可共同编辑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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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数据通道

点击已创建的 MQTT“连接”，在连接详情页右上角点击“创建 MQTT 数据通道”；

自定义的通道名称，即 MQTT 上报的 topic，

点击下一步，完成创建；

4.在 MQTT 的客户端(网关)中填写所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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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操作】下的“查看通道信息”按钮；

将创建后的连接与数据通道的信息(用户名、密码、通道名称)，填写到需网关中；

定义上报数据格式

信息填写完成后，连接建立成功。

第 1 步：从网关向通道上报测试数据。

网关中的 JSON 数据上报至连接的通道中；若上报成功，则上报的数据显示在左侧文本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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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定义上报的数据格式，解析数据

上报成功后，需使用 Json Path 表达式对上报的数据进行格式解析；未设置格式的通道，

无法与指标进行绑定。点击输入框右侧的添加按钮，可一次上报多个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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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解析成功的数据格式，显示在“数据预览”中：

绑定指标

第 1 步：创建/打开指标

若指标使用了公式，则不支持绑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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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创建绑定，选择绑定通道

点击指标导航栏下方的“创建绑定”按钮，选择对应的连接和通道；

 “已定义结构”的通道，可以与掌控指标绑定；”未定义结构”的通道，无法绑定。

第 3 步：选择时间列和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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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指定时间列，则上报的数据按照掌控系统接受的时间记录指标数据：

绑定后的指标

在右侧显示绑定的通道信息和数据同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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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异常

若在网关中修改了上报指标（如新增指标 value5，停止上报指标 value1，或修改指标名称），

需重新进行调试流程；否则新增的指标无法与掌控指标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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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sonPath

JsonPath 类似于 XPath 在 xml 文档中的定位，JsonPath 表达式通常是用来路径检索或设

置 Json 的。其表达式可以接受 “dot–notation” 和 “bracket–notation” 格式，例如

$.store.book[0].title、$[‘store’][‘book’][0][‘title’] 。

【操作符】

【函数】

可以在 JsonPath 表达式执行后进行调用，其输入值为表达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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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过滤器是用于过滤数组的逻辑表达式，一个通常的表达式形如：[?(@.age > 18)]，可以通

过逻辑表达式&&或||组合多个过滤器表达式，例如[?(@.price < 10 && @.category ==

‘fiction’)]，字符串必须用单引号或双引号包围，例如[?(@.color == ‘blue’)] or

[?(@.color == “blue”)]。

【示例】

1

2

3

4

5

6

7

{

"store": {

"book": [

{

"category": "reference",

"author": "Nigel Rees",

"title": "Sayings of the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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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price": 8.95

},

{

"category": "fiction",

"author": "Evelyn Waugh",

"title": "Sword of Honour",

"price": 12.99

},

{

"category": "fiction",

"author": "Herman Melville",

"title": "Moby Dick",

"isbn": "0-553-21311-3",

"price": 8.99

},

{

"category": "fiction",

"author": "J. R. R. Tolkien",

"title": "The Lord of the Rings",

"isbn": "0-395-19395-8",

"price": 2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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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37

],

"bicycle": {

"color": "red",

"price": 19.95

}

},

"expensive": 10

}

测试请点击 http://jsonpath.herokuapp.com/?path=$.store.book[*].author

【常见用法】

通常是直接使用静态方法 API 进行调用，例如：

1

2

String json = "...";

http://jsonpath.herokuapp.com/?path=$.store.book%5b*%5d.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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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st<String> authors = JsonPath.read(json, "$.store.book[*].author");

但以上方式仅仅适用于解析一次 json 的情况，如果需要对同一个 json 解析多次，不建议使

用，因为每次 read 都会重新解析一次 json，针对此种情况，建议使用 ReadContext、

WriteContext，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String json = "...";

ReadContext ctx = JsonPath.parse(json);

List<String> authorsOfBooksWithISBN =

ctx.read("$.store.book[?(@.isbn)].author");

List<Map<String, Object>> expensiveBooks = JsonPath

.using(configuration)

.parse(json)

.read("$.store.book[?(@.price > 10)]", List.class);

【返回值是什么？】

通常 read 后的返回值会进行自动转型到指定的类型，对应明确定义 definite 的表达式，应

指定其对应的类型，对于 indefinite 含糊表达式，例如包括..、?()、[, (, )]，通常应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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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如果需要转换成具体的类型，则需要通过 configuration 配置 mappingprovider，

如下：

1

2

3

4

5

String json = "{\"date_as_long\" : 1411455611975}";

//使用 JsonSmartMappingProvider

Date date = JsonPath.parse(json).read("$['date_as_long']", Date.class);

//使用 GsonMappingProvider

Book book = JsonPath.parse(json).read("$.store.book[0]", Book.class);

【MappingProvider SPI 反序列化器】

其中 JsonSmartMappingProvider 提供了如下基本数据类型的转换，此 provider 是默认

设置的，在 Configuration.defaultConfiguration()中返回的 DefaultsImpl 类，使用的就

是 JsonSmartMappingProvider。

1

2

3

4

5

6

DEFAULT.registerReader(Long.class, new Long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long.class, new Long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Integer.class, new Integer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int.class, new Integer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Double.class, new Double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double.class, new Doubl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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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DEFAULT.registerReader(Float.class, new Float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float.class, new Float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BigDecimal.class, new BigDecimal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String.class, new StringReader());

DEFAULT.registerReader(Date.class, new DateReader());

切换 Provider，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Configuration.setDefaults(new Configuration.Defaults() {

private final JsonProvider jsonProvider = new JacksonJsonProvider();

private final MappingProvider mappingProvider = new

JacksonMappingProvider();

@Override

public JsonProvider jsonProvider() {

return jsonProvider;

}

@Override

public MappingProvider mappingProvider() {

return mappingProvi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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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Override

public Set<Option> options() {

return EnumSet.noneOf(Option.class);

}

});

【Predicates 过滤器断言】

有三种方式创建过滤器断言。

1 Inline Predicates

即使用过滤器断言表达式?(<@expression>)，例如：

1

2

List<Map<String, Object>> books = JsonPath.parse(json)

.read("$.store.book[?(@.price < 10)]");

2 Filter Predicates

使用 Filter API。例如：

1

2

3

4

import static com.jayway.jsonpath.JsonPath.parse;

import static com.jayway.jsonpath.Criteria.where;

import static com.jayway.jsonpath.Filter.fil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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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Filter cheapFictionFilter = filter(

where("category").is("fiction").and("price").lte(10D)

);

List<Map<String, Object>> books =

parse(json).read("$.store.book[?]", cheapFictionFilter);

Filter fooOrBar = filter(

where("foo").exists(true)).or(where("bar").exists(true)

);

Filter fooAndBar = filter(

where("foo").exists(true)).and(where("bar").exists(true)

);

注意：

 JsonPath 表达式中必须要有断言占位符?，当有多个占位符时，会依据顺序进行替

换。

 多个 filter 之间还可以使用 or 或 and。

3 Roll You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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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实现 Predicate 接口。

1

2

3

4

5

6

7

8

9

Predicate booksWithISBN = new Predicate()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apply(PredicateContext ctx) {

return ctx.item(Map.class).containsKey("isbn");

}

};

List<Map<String, Object>> books =

reader.read("$.store.book[?].isbn", List.class, booksWithISBN);

【返回检索到的 Path 路径列表】

有时候需要返回当前 JsonPath 表达式所检索到的全部路径，可以如下使用：

1

2

3

4

5

6

7

8

Configuration conf = Configuration.builder()

.options(Option.AS_PATH_LIST).build();

List<String> pathList = using(conf).parse(json).read("$..author");

assertThat(pathList).containsExactly(

"$['store']['book'][0]['author']",

"$['store']['book'][1]['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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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store']['book'][2]['author']",

"$['store']['book'][3]['author']");

【配置 Options】

1 DEFAULT_PATH_LEAF_TO_NULL

当检索不到时返回 null 对象，否则如果不配置这个，会直接抛出异常

PathNotFoundException，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

{

"name" : "john",

"gender" : "male"

},

{

"name" : "ben"

}

]

1

2

3

4

5

Configuration conf = Configuration.defaultConfiguration();

//Works fine

String gender0 = JsonPath.using(conf).parse(json).read("$[0]['gender']");

//PathNotFoundException th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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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12

13

String gender1 = JsonPath.using(conf).parse(json).read("$[1]['gender']");

Configuration conf2 =

conf.addOptions(Option.DEFAULT_PATH_LEAF_TO_NULL);

//Works fine

String gender0 = JsonPath.using(conf2).parse(json).read("$[0]['gender']");

//Works fine (null is returned)

String gender1 = JsonPath.using(conf2).parse(json).read("$[1]['gender']");

2 ALWAYS_RETURN_LIST

总是返回 list，即便是一个确定的非 list 类型，也会被包装成 list。

3 SUPPRESS_EXCEPTIONS

不抛出异常，需要判断如下：

 ALWAYS_RETURN_LIST 开启，则返回空 list

 ALWAYS_RETURN_LIST 关闭，则返回 null

4 AS_PATH_LIST

返回 path

5 REQUIRE_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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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置，则不允许使用通配符，比如$[*].b，会抛出 PathNotFoundException 异常。

【Cache SPI】

每次 read 时都会获取 cache，以提高速度，但默认情况下是不启用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Override

public <T> T read(String path, Predicate... filters) {

notEmpty(path, "path can not be null or empty");

Cache cache = CacheProvider.getCache();

path = path.trim();

LinkedList filterStack = new LinkedList<Predicate>(asList(filters));

String cacheKey = Utils.concat(path, filterStack.toString());

JsonPath jsonPath = cache.get(cacheKey);

if(jsonPath != null){

return read(jsonPath);

} else {

jsonPath = compile(path, filters);

cache.put(cacheKey, jsonPath);

return read(jsonPat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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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Path 2.1.0 提供新的 spi，必须在使用前或抛出 JsonPathException 前配置。目前提

供了两种实现：

 com.jayway.jsonpath.spi.cache.NOOPCache (no cache)

 com.jayway.jsonpath.spi.cache.LRUCache (default, thread safe)

如果想要自己实现，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CacheProvider.setCache(new Cache() {

//Not thread safe simple cache

private Map<String, JsonPath> map = new HashMap<String, JsonPath>();

@Override

public JsonPath get(String key) {

return map.get(key);

}

@Override

public void put(String key, JsonPath jsonPath) {

map.put(key, jsonPath);

}

});

【参考】



96

JsonPath： https://github.com/jayway/JsonPath

JSONPath Online Evaluator：https://jsonpath.com/

3、数据源同步

【掌控同步助手】一款本地数据同步工具。帮助用户将本地数据上传到掌控云盘中，方

便用户将本地 Excel 同步至掌控表格。

数据源支持可添加 Microsoft Teams/OneDrive Global/OneDrive 世纪互联数据云

或 JDBC 数据库 4 种数据平台。按照数据源同步的标准操作程序（SOP）完成，即可在表格

中同步数据。下载链接：http://www.zhangkong365.com/download

【掌控同步助手使用流程】

Mac 安装流程

点击链接下载安装包后，双击打开

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安装完成：

https://github.com/jayway/JsonPath
https://jsonpath.com/
http://www.zhangkong365.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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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提示出现：

 方法一：在应用中，右键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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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二：解锁应用

1、点击打开【系统偏好设置】-【安全与隐私】

2、点按左下角的锁头图标，解锁更改权限

3、将允许从以下位置下载的应用，更改为 “ 任何来源 ” ，然后再打开应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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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三：使用终端

1、若在上述方式中未显示【任何来源】，请打开终端（Terminal.app）

2、拷贝粘贴 sudo spctl –master-disable，按回车键

3、输入你的账户密码，按回车键确认执行（该密码不会显示，直接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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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安装流程

点击链接下载安装包后，双击打开，选择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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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安装后，掌控同步助手即可安装完成

若电脑提示“Windows Defender SmartScreen 以阻止启动一个未识别的应用。”点

击【更多信息】-【仍要运行】，即可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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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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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掌控同步助手】，使用掌控账号登录掌控云盘；

2、登录成功后，选择一个位置存放掌控同步数据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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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当前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可修改，当您在多个设备上安装使用掌控云盘时，需设置不同的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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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控云盘设置成功，可将本地 Excel 添加到掌控同步文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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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连接成功后，已连接的数据源和数据源中的资源显示在“数据源管理”中。

6、在掌控平台中，创建表格，选择【同步外部表格】，可直接同步掌控云盘文件的数据；

【如何在表格中同步数据】

1）同步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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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建表格，在表格中，点击“同步外部表格”按钮，选择数据源。

2、选择数据源中需要同步的表格

3、设置同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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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作表与索引列，需确保索引列中不含重复值。

索引列在表格中，起到定位数据的作用。索引列中的值具有唯一性

必须保证同步的数据源 Excel 中索引列的值和列名的唯一性。当有重复的索引列值或列名时，

无法同步数据。

4、点击确认后，数据同步成功

 指定的索引列的值显示在序号列中

 同步的 Excel 展示在右侧边栏中，点击同步的表格可展开查看同步详情。



110

2）同步后的管理

1、查看一个表格中所有同步数据的状态

在表格页的右侧边栏中，显示所有同步的外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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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断数据的同步

在表格中，点击同步表格右侧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同步的 Excel 表格。

删除后，表格源从“同步外部表格”中删除，且数据不再同步更新。

3、查看团队下的同步数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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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队中的表格列表页面，点击“同步外表表格管理“，即可查看团队下所有同步的数据状

态。

4、管理团队下的同步数据

 进行“添加关联表格”操作的人，对自己添加的同步外部表格源，可以进行删除同

步的操作

 团队创建人、团队中有分享权限的人，对团队中所有添加的同步外部表格源，可以

进行删除同步的操作

 无删除权限的团队成员，删除同步 Excel 时，会提示“无权进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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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账号与退出登录】

1、点击掌控图标，右下角选择切换账号，可登陆其他掌控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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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退出登陆后，掌控云盘退出运行；

【常见问题】

 误删除了掌控同步文件夹后，该如何恢复？需要重新登录该掌控账号，并重新设置

一次掌控云盘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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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的文件删除后，会停止同步吗？不会。上传到掌控云盘的文件，即使退出程序

后，表格数据仍然在同步。

【数据源同步 SOP】

1、如何在 Excel 中修改索引列列名

1）在数据源 Excel 中修改索引列的列名，此时掌控中，Excel 的状态变为“失效”状

态。

2）在掌控中，重新同步这个 Excel 表格，指定更名后的索引列为新的索引列

2、数据源 Excel 中出现重叠的列名，同步失效如何处理

将其中一列删除，或修改其中一列的名字为唯一的列名，掌控中失效的 Excel 表格恢复

同步。

3、数据源 Excel 中出现重叠的索引值，同步失效如何处理

将其中一行删除，或修改其中一行的索引值为唯一的索引值，掌控中失效的 Excel 表格

恢复同步。

4、删除了 Excel 中的索引列，同步失效如何处理

方法 1：

 在数据源的 Excel 中，打开 Version History, 将 Excel 恢复到删除索引列之前的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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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掌控中重新进行”添加同步外部表格“的操作，选择同一个 Excel 工作表，掌控

中失效的 Excel 表格恢复同步

方法 2：

 在掌控中，重新同步这个 Excel 表格，指定新的一列作为索引列

5、如何修改同步 Excel 的位置

1）在数据源中，修改同步 Excel 所在的路径。此时在掌控中，Excel 的状态显示“失

效”。

2）在掌控中重新进行”同步外部表格“的操作，在数据源中选择修改了文件名的 Excel

工作表，并指定同一个索引列。

3）重新选择的 Excel 表格将会出现在右侧边栏中，新同步的表格数据将覆盖原先同步

的数据。

4）在右侧边栏中，删除原失效的 Excel。

6、删除了同步 Excel，同步失效如何处理

1）需要在数据源中，重新从本地上传同一个 Excel 表格，到同一个路径。

2）在掌控中失效的 Excel 恢复同步。

7、如何修改同步 Excel 的文件名

1）在数据源中，修改 Excel 的文件名。此时在掌控中，Excel 的状态显示“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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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掌控中重新进行”同步外部表格“的操作，在数据源中选择修改了文件名的 Excel

工作表，并指定同一个索引列。

3）重新选择的 Excel 表格将会出现在右侧边栏中，新同步的表格数据将覆盖原先同步

的数据。

4）在右侧边栏中，删除原失效的 Excel。

8、如何修改同步 Excel 的工作表名

1）在数据源中，修改 Excel 的文件名。此时在掌控中，Excel 的状态显示“失效”。

2）在掌控中重新进行”同步外部表格“的操作，在数据源中选择同一个 Excel 工作表，

并指定修改了名称的工作表，并指定同一个索引列。

3）重新选择的 Excel 表格将会出现在右侧边栏中，新同步的表格数据将覆盖原先同步

的数据。

4）在右侧边栏中，删除原失效的 Excel。

9、如何在掌控表格中修改索引列

暂不支持将已同步的表格中的索引列，修改为另一列。

如需修改，需要将当前同步的 Excel 表格删除，重新进行一次”同步外部表格“的操作，

并指定另一列为索引列

10、如何在掌控表格中删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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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控表格中，如果需要删除索引列和标题行之外的数据，需要：

1）先在数据源的 Excel 中，删除相应的数据（如行 A)

2）然后在掌控表格中进行删除相应的数据 (如行 A）

如果用户仅在掌控表格中删除了数据（如行 A)，当用户在数据源 Excel 中进行了更新

后，删除的数据（行 A）会被再次同步到掌控表格中

11、如何添加另一个 MS Teams 账号下的 Team 为数据源

 若已添加了一个 MS Teams 账号下的数据源，再次添加数据源时会自动登陆该

Teams 账号。

 如需添加另一个 MS Teams 账号下的数据源，需要：

1）添加数据源之前，在 MS Teams 中退出 MS Teams 账号的登录。

2）在掌控中进行添加数据源的操作，在选择 MS Teams 账号时，使用其他账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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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成功后，数据源会显示：数据平台-数据平台账号-连接 Team

4、自动化

自动化是用户可以自己设置相关的报警条件，通过手机等各种终端收到最新的报警信息。

【创建自动化】在首页点击“创建”，选择“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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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动化

在“选择数据”中，选择需要设置报警的指标。

选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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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指标，设置选项

【设置报警条件】在“报警条件”中设置触发报警的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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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输入数据区间：

也可以写公式设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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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报警】可以在创建自动化中，设置接收报警通知的团队。该团队下的成员即可在

手机 APP 上接收到报警通知。

第 1 步：在“动作列表”中勾选“发送通知”，并从“发送对象”的下拉菜单选择接

收通知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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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送通知对象

第 2 步：团队成员安装掌控手机 APP 后，即可接收到报警的消息推送：

成员接收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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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信息生成表格】除了实时收到报警提示外，还可以创建一个表格，记录所有已经

发生的报警，该表格可以添加到看板中，便于实时查看。

第 1 步：创建一个表格，命名为“指标告警列表”。增加 3 列数据，分别命名为：指

标名称、异常值、异常时间

创建指标报警列表

第 2 步：在创建自动化的动作列表中，勾选“提交数据”，提交表格选择第 1 步中创

建的表格“指标告警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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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提交数据”

第 3 步：选择提交表格“指标告警列表”下的列和对应的提交值，点击“保存”按钮

后，提交值将会录入对应的表格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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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提交数据

第 4 步：创建看板，在看板中添加表格“指标告警列表”。设置展示形式为“表格”，

即可将表格中的内容全部展示出来：

创建指标报警看板

点击“保存”后，即可在看板中查看最近的报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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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通知

【设置报警开关和冷却时间】在可选设置中，可以设置报警的冷却时间和开关状态。

冷却时间：是两次报警的最小间隔时间。

报警开关开启：向接收对象发送报警通知，向提交表格提交数据。

报警开关关闭：暂停发送报警通知，暂停提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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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报警的冷却时间和开关状态

自动化还可设置看板报警应答。

【如何设置看板的报警答应】-配置报警记录表格与看板

1、创建空白表格 AA，用于记录报警信息

在表格 AA-自动化记录内，创建列并设置列名，用于记录触发自动化报警的数据

2、设置自动化报警，记录异常信息

 在首页创建自动化，设置触发报警的条件；

 在“动作列表”中勾选“提交数据”，并设置接收数据的表格 AA-自动化记录和提

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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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报警的值将被自动记录在表格 AA 对应的列中

3、创建第二个空白表格 AB，用于记录手动提交的数据

 在表格 AB-手动提交记录内，创建列并设置列名（如报警应答提交人、备注）；

 创建新列（如 AB4 自动化 ID），对应表格 AA 自动化记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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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 form 函数手动提交数据

需要在自动化记录表格（AA）中设置一列，输入 form 函数，用于记录手动的数据。

例如：在下表中，新建一列，输入公式：

form($AB,value(AB4,AA2))

5、将自动化记录表格 AA 保存到看板中，用于手动提交报警信息

 创建新的看板，用于展示自动化记录、手动提交报警信息；

 将自动化记录表格 AA 添加到看板中，以列表的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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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信号图监控数据异常

在看板中配置信号图，通过关联应用，关联报警记录的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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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提交异常数据

7、在看板中提交异常数据

 当触发了报警条件时，点击信号图，跳转至关联的报警记录看板；

 点击报警看板的第一条报警记录，跳转至 form 列表数据提交界面；

 点击”提交报警应答“按钮，在弹窗中输入应答提交人姓名和备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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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提交后，提交成功并返回报警记录看板；

 点击【返回主界面】可返回关联应用的上一级看板，即显示信号灯所在的监控看板；

8、查看报警记录

 已提交的数据保存在报警记录表格（AB）中：

 可使用 match 公式，将手动提交的数据引用到自动化记录的表格（AA）中

例如：AB3[match(AA2,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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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透视

制作看板时可添加数据透视分析表，把冰冷的数据形象化，便于管理者更好运维分析。

第 1 步：创建看板，在看板的工具栏中，选择“数据透视组件”

第 2 步：在数据透视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做数据透视分析的表格，例如，产品生产

数据

第 3 步：点击下拉栏下方的“数据透视”按钮，即可进入设置数据透视页表页面

在看板中添加数据透视

在设置数据透视页表页面，即可对表格中的一列设置透视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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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视设置页面

想要灵活运用展示多方面数据，不妨使用计算总和项、计算合计项、计算比例项等功能

来快速计算。

【计算总和项】

总和项的功能：对分析项做累加。

举例：统计每种产品总产量

进行数据透视分析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T）

统计的数据：每一种产品的总产量，即计算每种产品对应的实际产量的总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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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透视分析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T）

第 1 步：统计类型选择产品 CODE

第 2 步：添加总和项

第 3 步：输入列名”总产量”，即分析表新生成列的名称；在总和中选择”实际产量” (列

AT10)

第 4 步：点击“数据分析”按钮，完成操作

操作完成后，即在下方的分析表结果中生成每种产品的总产量的数据分析图和表格。其中第

一列为产品 CODE, 第二列为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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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视分析结果

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透视表即出现在看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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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中的数据透视表

【计算合计项】

合计项的功能：对分析项做数量的统计。

举例：统计开始时间班次

进行数据透视分析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T）

统计的数据：开始时间班次中，班次 A, B, C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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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透视分析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T）

第 1 步：选择统计类型为“开始时间班次”

第 2 步：添加“合计项”

第 3 步：输入列名为“班次合计”，在合计菜单中选择“开始时间班次”（AT4)

第 4 步：点击数据分析按钮，完成操作

操作完成后，即在下方的分析表结果中生成: 开始时间班次的数据分析图和表格。其中第一

列 (A1)为班次, 第二列 (A2)为每个班次合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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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视分析结果

【计算比例项】

比率项的功能：对 2 列分析项做比率的统计

举例：统计每种产品的合格率

进行数据透视分析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T）

产品的合格率 = 合格产量 / 实际产量

统计的数据：每种类型的产品，合格产量和实际产量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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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选择统计类型为”产品 CODE” (AT7)

第 2 步：添加:比率项”

第 3 步：输入列名为”产品合格率”，在比率菜单中选择”合格产量” (AT12) 作为分子, 选

择 “实际产量 “(AT8) 作为分母

第 4 步：点击“数据分析”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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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视分析结果

操作完成后，即在下方的分析表结果中生成：产品合格率的数据分析图和表格。其中第一列

为产品 CODE, 第二列为产品合格率。

四、可视化图表

【信号图表】信号图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颜色把表格最新的数据及状态以卡片的形式展

示在看板上，并通过颜色展示数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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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图表

【信号图的使用】

在看板中添加【表格】信号图

1.插入表格组件；

2.选择之前设置好的那张表格；

3.展示类型选择“信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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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信号图

分析表格设置：需要提前在目标表格中设置一列，并输入 if 条件函数，设定状态的判

断条件和对应的状态名称。

例如：在下表中，新建一列 BI17, 输入公式判断列 BI6”合格率”的状态

BI17 = if(“BI16”>90,"正常", if(“BI16”>70,"预警","异常"))

合格率>90 时，信号图的状态显示“正常”；

70<合格率=<90，信号图的状态显示“预警”

合格率=<70, 信号图的状态显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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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格需提前设置

条件函数示例：

【分成三段】if(“BI16”>90,”正常”, if(“BI16”>70,”预警”,”异常”))

【分成两段】if(“值”>1,”正常”, “异常”)

表格信号图的展示

1）设置标题

标题可通过手动输入自定义, 若不填，则在信号图中，标题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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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标题

2）设置“值”

需要在表格中选择一列作为“值”；卡片中展示的是“值”这一列中的最新数据；若选

择“无”，则不显示值。

设定值

3）设置状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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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在表格中选择一列作为“状态值”；

2.将”状态值“中设置的状态填写在颜色后的输入框内，从而将状态和色值建立映射关

系；

3.勾选显示状态名称则会在值的下方显示状态值。

设定状态值

如：状态值选则列 BI17 “状态“，在颜色后的输入框内，应输入列 BI17 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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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定义颜色与状态

颜色可在下拉框中自行更改；

刻度的名称需与“状态值”中设置的状态一致，否则不生效。

5）可添加/删除状态刻度

默认状态刻度数量为 3 个，可添加或删除刻度；

最少需要一个刻度（不可删除），最多可添加 35 个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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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刻度

删除刻度

在看板中添加【指标信号图】

1.插入指标组件；

2.选择指标数据；

3.展示类型选择“信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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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信号图

状态指标设置

若需要对指标 AB 进行监控。

例如：当指标 AB 的值为 0 时，代表设备呈关机状态，当指标 AB 的值不为 0 时，代表

设备呈开机状态。

需要监控的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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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创建一个新指标作为状态指标，设定状态的判断条件和对应的状态名称。

例如：新建指标（AC），命名为设备状态，用公式设置判断状态：

AC=if(AB=0,"关机","开机")

 指标公式书写时，只需要数据 code（如：AA，而不是 AA2），不同于表格。

当需要监控的指标（AB）值为 0 时，状态指标为“关机”，当指标 AB 的值不为 0 时，状

态指标为“开机”。

状态指标需提前设置

指标信号图的展示

1）设置标题

标题可通过手动输入自定义, 若不填，则在信号图中，标题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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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标题

2）设置状态指标

1.选择设置好的状态指标；

2.将”状态指标“中设置的状态填写在颜色后的输入框内，从而将状态和色值建立映射

关系；

3.勾选显示状态名称则会在值的下方显示状态值。

3）自定义颜色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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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可在下拉框中自行更改；

 刻度的名称需与“状态值”中设置的状态一致，否则不生效。

4）可添加/删除状态刻度

 默认状态刻度数量为 3 个，可添加或删除刻度；

 最少需要一个刻度（不可删除），最多可添加 35 个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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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看板中表格最新的数据，可以以更突出的形式展示。最新的数据，可以在仪

表盘中，展示状态。

仪表盘

【仪表盘的使用】-在看板中添加仪表盘

1.插入表格组件；

2.选择之前设置好的那张表格；

3.展示类型选择“仪表盘”。

设置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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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格设置

需要提前在表格中设置仪表盘的刻度列，并输入相应的数值或公式。

分析表格需提前设置

仪表盘的展示

1）设置“值”

需要在表格中选择一列作为“值”，列名为仪表盘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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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值”

2）设置刻度和颜色

 默认展示 3 个颜色

 未选择刻度值时，仪表盘置灰

默认状态

 每个刻度在表格中为一列数据；

 每个色块对应 2 个刻度值；

 第一个刻度为仪表盘中的最小值；

 设置刻度时，必须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设置，否则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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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刻度

 可以通过添加、删除刻度，自定义仪表盘中显示几个颜色区域。

刻度显示

3）新增刻度

1. 点击下方【添加刻度】，新增一个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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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刻度

2. 可以从调色盘中自定义颜色；

选择颜色

3. 在表格中指定一列作为最新的刻度值。

 新增的刻度值必须大于已有的刻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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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列

 如果新增的刻度，小于原有的刻度值，需要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重新设置刻度值

【环形图表】环形图用于显示多个数据类型各部分所占的相应比例，有助于展示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

2 种环形图说明

【环形图的使用】

1）添加环形图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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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看板中，点击创建环形图组件；

2、选择图表和环形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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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标题（即环形图要展示的各类数据）；选择值（即每个类型的数据）；

4、选择要展示的数据量，若展示的数据量少于表格中分析类型数量，其他数据将计入

其他项展示。

例如表格中有 1-5 月的产量，设置展示的数据量为 3，则环形图将显示前三个月产量的

占总产量的比，4 月与 5 月的占比将被计入其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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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表格组件，展示为环形图

1、在看板中，点击创建表格组件；

2、选择表格数据，选择展示方式为环形图；

3、选择标题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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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要展示的数据量，环形图将只展示各部分之间的占比。

【饼状图】是划分几个部分显示数据比例的圆形图。

饼状图预览

【饼状图的使用】

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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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格《停机原因分析》中，包含了各类停机原因，均已列的形式记录，需计算 2020

年 6 月（最新一行）的停机时间占比情况。

在看板中使用饼图，并将需要计算占比的各列数据添加至类别，即可呈现各个类别的占

比情况：

数据要求：所使用的数据不包含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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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板中设置饼图

1.插入表格组件；

2.展示类型选择“饼图”；

3.选择表格数据。

4.添加与删除类别；

添加的数据列作为饼图的一个类别展示，饼图显示的是最新一行数据各个类别值的占比

情况。类别的颜色和数据格式可在下拉框中更改。



168

在看板中预览饼图

【状态图】显示表格或指标中数据的实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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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图预览

【状态图的使用】

在看板中添加状态图

1.插入表格组件；

2.选择表格数据；

3.展示类型选择“状态图”。

添加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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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格设置

需要提前在目标表格中设置一列，并设置状态数字，状态数字代表含义为：

状态数字显示颜色代表状态

状态数字 显示颜色 代表状态

1 红色 异常

2 黄色 预警

3 蓝色 达标

4 绿色 优秀

可在该列中手动输入 1、2、3、4 来设置状态数字；

或使用 if 公式判断例如：在下表中，新建一列 BP11, 输入公式判断列 BP5”值”的状态

1 if(BP5<30,"1",if(BP5<60,"2",if(BP5<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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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格需提前设置

状态图的展示

1.设置标题和值；

如标题可设为【日期】，值设为需要监测的业务数据，如【日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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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alert 中选择刚刚设置的状态（即为异常项）

3.保存并预览看板，各个值将以点的方式展现：

【箱线图】箱线图是利用数据中的五个统计量：最小值、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第三

四分位数与最大值来描述数据的一种方法。箱线图的主要功能是识别异常值、反映原始数据

分布特征，进行多组数据分布特征的比较等。多用于质量管理、人事测评、探索性数据分析

等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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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线图预览

【箱线图的使用】

在看板中设置箱线图

箱线图的展示方式有两种，一是在看板中添加表格组件，选择【箱线图】的展示样式；

二是在看板中添加数据透视组件，在下方展示样式中选择【箱线图】。

指定一列做数据分析，用数据透视的箱线图；对表格多列做数据分析，可以使用表格中的箱

线图。

通过表格组件展示

1、在看板中选择【表格】组件。

2、在右侧【数据】栏选择要分析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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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数据分析的表格

3、展示样式选择【箱线图】

4、在【标题】栏中选择要分析的列名，在【值】中选择要分析的数据列；

5、设置数据量，默认统计分析表格的前 8 位，如果要统计全部数据，请改为【全部】。

通过数据透视组件展示

1、在看板中选择【数据透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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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右侧【数据】栏选择要分析的表格；

3、点击【数据透视】进行设置。

4、在下方【分析表结果】的右侧选择展示样式【箱线图】；

5、选择要分析的数据列，分析表结果展示的是该列所有数据的分析结果。

注意事项

1. 数据透视中的箱线图分析无需在统计类型里设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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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对不同类别的数据进行分析，需要在表格组件中设置。

3. 在数据透视组件里设置的箱线图，展示的是该列数据全部的分析结果；在表格组件

中的箱线图，可设置为各类的分析结果。

箱线图说明

箱线图由五个数值点组成：最小值(min)，下四分位数(Q1)，中位数(median)，上四分

位数(Q3)，最大值(max)。如下图

【柏拉图】柏拉图（又称帕累托图）根据“关键的少数和次要的多数”的原理而制作，

其结构为两个纵坐标和一个横坐标，由数个直方形和一条折线构成。左侧纵坐标表示频率，

右侧纵坐标则表示累计频率（以百分比表示），横坐标表示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的名称，按

影响大小顺序排列。柏拉图一般用以了解主要问题为何（真因），并针对其问题加以改善。

其中柏拉图遵循二八原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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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的问题由 20%的原因引起；

2、80%的索赔发生在 20%的生产线上；

3、80%的销售额由 20%的产品带来；

4、80%的品质成本由 20%的品质问题造成；

5、80%的品质问题由 20%的人员引起；

……

柏拉图预览

【柏拉图的使用】

柏拉图的展示方式有两种，一是在看板中添加表格组件，选择【柏拉图】的展示样式；

二是在看板中添加数据透视组件，在下方展示样式中选择【柏拉图】。

通过表格组件展示

1、在看板中选择【表格】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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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右侧【数据】栏选择要分析的表格；

3、展示样式选择【柏拉图】；

4、在【标题】栏中选择要分析的列名，在【值】中选择要分析的数据列；

通过数据透视组件展示

1、在看板中选择【数据透视组件】。

2、在右侧【数据】栏选择要分析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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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数据透视】进行设置。

4、在下方【分析表结果】的右侧选择展示样式【柏拉图】；

5、选择要分析的数据列，分析表结果展示的是该列所有数据的分析结果。

【瀑布图】瀑布图是三维图，同时展示多条数据曲线。通常用于展示二维信息如何随时

间或其他变量变化。



180

瀑布图预览

【瀑布图的使用】

场景示例

业务人员通过表格记录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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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业务人员希望通过图表展示振动速度与频率，以便在设备运行中堆设备运行状态进行

监测。将表格导入掌控，在掌控看板中，用瀑布图展示：

在看板中添加瀑布图

1.插入表格组件；

2.选择表格数据；

3.展示类型选择“瀑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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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图表格设置

表格内包含一列数值为数据组，作为瀑布图的 Z 轴，每一行的数据组在瀑布图中会形

成一条折线。

数据组：表示一组数据，有两个中括号加若干数据组成。如：[1, 2, 3]或[优秀, 良好]

数据组的格式只支持英文半角字符。

数据组目前只支持本地表格的导入和手动输入，暂不支持自动上报和公式计算。

1）设置 Z 轴数据

Z 轴数据为数据组，如振动速度。在看板中，数据组不支持排序和过滤；

2）设置 Y 轴数据

Y 轴数据为该数据组（Z 轴）的类型，如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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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 X 轴

X 轴的刻度支持自定义，自定义后瀑布图会显示 X 轴的刻度；

以数据组的方式记录在表格中，设置瀑布图时，X 轴可从表格中选择数据，如频率：（X

轴的刻度，为这一列的最新值）

瀑布图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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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瀑布图视角

 可通过调节轴滑动设置瀑布图旋转角度和大小，也可通过输入框输入对应数字调节；

 点击刷新按钮，恢复到默认视角大小，进行重新设置。

2）在看板预览界面，右上角【…】处选择全屏展示，在全屏模式中支持拖拽、旋转、缩放。

【多曲线图】多个指标组件可使用多曲线图展示。不同指标可设置不同种颜色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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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曲线图预览

【多曲线图的使用】

在看板中添加多曲线

1.添加指标组件；

2.选择指标数据；

3.展示类型选择“多曲线”。

添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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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选择指标】中可添加/删除多个指标；

5.设置对应的颜色；

添加多个指标

多曲线展示设置

1.设置 Y 轴

1）勾选自定义左侧 Y 轴，可设置左侧 Y 轴数值最大值与最小值；

2）勾选显示右侧 Y 轴，可在右侧 Y 轴添加数据并设置右侧 Y 轴数值最大值与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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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Y 轴

2.设置展示的时间范围

初始化时间长度为多曲线在一屏内展示的长度；

可以按照秒、分钟、小时、日、周、月、年自定义指标的时间长度；如 60 秒、10 分

钟、24 小时等。

在看板中查看多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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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板中预览多曲线，可查看当前视图内展示的历史片段、拖拽放大指标片段。

1.查看历史数据

1）组件右上角，点击历史数据图标，可设置查看的日期和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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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好起止时间后，可点击翻页按钮查看多曲线数据；

3）点击刷新按钮，多曲线将恢复到原先设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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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大指标片段

点击区域缩放按钮，通过鼠标拖拽选中某一区间，视图内将完整展示该区间的曲线。

点击区域缩放还原，多曲线将恢复到原先设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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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应用、下载图片与全屏展示在右上角【…】处

点击右上角【…】-关联应用，可跳转到关联的看板；

点击右上角【…】-下载图片，可将多曲线以图片的形式保存到本地；

点击右上角【…】-全屏显示，可全屏查看多曲线。

【图片/视频/文档】目前只支持从数据源中插入文件。因此需要：1）将文件上传至数

据源；2）再将数据源中的文件插入看板。完成这 2 个步骤后，在看板中即可浏览插入的图

片、视频、PDF 等文件。



192

插入图片

【如何从数据源中同步文件】

1）使用掌控云盘同步文件

1、请下载安装最新版的掌控同步助手：http://www.zhangkong365.com/download

（下载前，请先卸载原版本的同步助手）

http://www.zhangkong365.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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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云盘使用教程：如何添加掌控云盘

2、打开同步文件夹“我的掌控数据”；

3、将图片/视频/pdf 文件放置在同步文件夹内。

支持的图片格式：JPG，PNG，GIF，BMP

支持的视频格式：ogg，mp4，webm

支持同步的文件大小：最大 50M, 超过 50M 无法同步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jarvissyn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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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控同步助手的菜单中，可以查看正常同步的文件超过 50M 的文件，会提示“同步

失败”。

正常同步到掌控网盘的数据，显示在“掌控控制台-数据源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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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其他数据源同步

可以将文件放入掌控目前支持的数据源中，如 Onedrive Global

支持的图片格式：JPG，PNG，GIF，BMP

支持的视频格式：ogg，mp4，webm

支持同步的文件大小：没有大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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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同步到 Onedrive Global 的数据，显示在“掌控控制台-数据源管理”中：

在看板中插入图片、视频、PDF

1.在编辑看板中，点击工具栏中的添加图片/视频/PDF 组件；

2.在右侧编辑栏，点击【请从数据源添加…】，即可从数据源中选择需要插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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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成功后，即可在组件框中预览添加的文件

4.点击侧边栏中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并重新（替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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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图片的展示方式

适配组件尺寸：图片在组件内完整展示，上下或左右留白

充满组件：图片在组件内全屏、居中展示，上下或左右剪裁

 设置视频的播放方式

自动播放：勾选【自动播放】后，视频在打开看板后自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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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播放：勾选【循环播放】后，视频在打开看板后循环播放。

在看板中查看或下载图片、视频、PDF：在看板的预览中，点击右上角…按钮，可以选

择【全屏展示】或【下载】。

图片的预览

全屏展示时，可对图片设置放大、缩小、等比展示、旋转、翻转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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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预览

在看板中预览视频，可在视频右上角菜单中选择【下载视频】，在视频的操作栏中可设置全

屏展示、调节音量、进度条。

PDF 的预览

可对 PDF 设置翻页、放大、缩小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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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失效

当文件在数据源中被删除、移动位置、修改名称后，文件将失效无法展示；

请重新上传文件，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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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交互组件

1、提交组件

使用提交组件，可以在看板中提交数据到某一个表格。

点击提交

填写提交内容

【提交组件的使用】

提交目标表格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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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创建一个提交表格（AF)，在表格中每一列为一个需要提交的项。提交的值会在表

格中形成新增的行。

 公式表格不可提交（在序号列写了公式的表格）

 写公式的列不可提交（如提交日期 submittime、提交人 submituser）

在表格中点击“提交表单”，进入编辑表单界面

可以设置非公式列的提交样式：

 文本输入框

 单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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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板中添加提交组件

1. 在编辑看板的工具栏中，点击【提交】按钮；

2. 选择提交数据的目标表格；

3. 可自定义按钮的标题名称，并对标题设置样式。

（可在看板中先添加表格组件，展示需要提交的目标表格，便于查看数据和提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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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表格不可提交，因此无法选择作为提交的目标表格

在看板中提交数据

点击保存后，可在看板预览页面，点击【提交】；

在弹窗中输入需要提交的数值，点击【提交】后，数据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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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后，提交的数据在目标表格中新增一行数据：

2、查询组件

在查询组件中输入内容、搜索，符合搜索条件的数据会在表格中全部显示。



207

输入内容查询

【查询组件的使用】

例如：

需要查询 2020 年 03 月 27 日的产量，则在查询组件内输入“2020-03-27”，点击搜

索后，表格中显示的是，“2020-03-27”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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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查询其他看板的数据：



209

（搜索其他看板的数据）

在看板中添加查询组件

1、添加查询组件；

2、设置参数名称；

在右侧编辑栏【设置参数】下输入文字，显示的是查询组件的标题，如【日期】；

3、选择查询的目标看板。

选择其他看板时，点击搜索后会跳转到其他看板的预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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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需要查询的目标表格

1、在看板中添加【表格】组件；

2、在表格【生产数据】中，添加过滤条件：

选择需要查询的列，如 【年月日】；输入需要查询的参数名称，如{日期}

* 参数名称需加上{}，如{日期}、{编号}

查询组件的标题需要与查询的目标表格（生产数据）的参数名称相同；

即 {参数名称}=查询组件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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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或】与【和】条件设置的说明

或（OR）：满足其中一项条件

在同一条件设置框内点击【或】字，可添加另一条件，多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即可过滤。

和（AND）：满足所有条件

再次点击添加过滤条件，新建一个过滤条件，则满足所有条件的数据才会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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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格的点击查询

使用表格的点击查询功能，可以创建结构性的应用，通过点击事件跳转到符合条件的界

面。适用于创建订单管理、项目管理等常用场景。使用场景在看板的表格中，设置查询条件，

可以在查询目标中查看符合条件的数据。

点击想要查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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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点击查询结果

【表格的点击查询使用】

例如：在【城市销售数量查询】中，需要查询某一地区（如：“FL”州）的销量与单位

数量。

在表格中点击该地区（“FL”州）。

点击后跳转至查询结果界面，显示的是“FL”州的城市销量与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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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查询条件与查询目标】

设置查询条件

1、设置查询目标看板在【城市销售列表】看板中，增加表格组件【城市销售数据查询

-州】;对该组件设置【关联看板】，选择查询目标所在看板【城市销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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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支持将看板中的表格组件（列表、表格、信号图、多行信号图、仪表盘、柱状图、折

线图、环形图、混合图、堆叠图、柏拉图) 设置为点击查询的条件，箱线图、瀑布图、

状态图暂不支持

2、勾选“带参数跳转”，设置【参数名称】与【条件列】

”设置参数“：输入的值，即为查询的参数，设置参数时不带大括号。如：城市销售数

据-地区；

”选择条件列“：从当前表格中选择一列，每一行的值，即为一个查询条件。如将“州”

设置为条件列，即可根据“州”的值，如“FL”, 进行点击并查询

设置查询目标

3、在查询目标中设置过滤条件在设置的关联看板【城市销售详情】中，增加柱状图组

件【城市销量与单元数量统计图】，并设置过滤条件，过滤的值={查询参数}

如：在查询目标组件【城市销量与单元数量统计图】中，添加过滤条件：州={城市销

售数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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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参数名称需加上{}，如{日期}、{订单号}过滤条件中设置的参数名称需要与步骤 2

设置的参数名称相同；

保存设置后，即完成设置。

看板的预览可以进行点击查询的组件，显示图标

查询条件：

跳转后，查询条件会被带入查询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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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管理组件

用于管理团队任务，将任务以卡片的形式展现在看板中，并用列表将卡片分类展示。在

查看时，可通过拖拽卡片变更状态。

移动项目卡片

【项目管理组件的使用】

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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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每一行的数据，将以卡片的形式展示在不同的状态列表下，便于追踪和管理任务。

在预览看板时，可将卡片从 Todo 状态拖动到其他状态下。如：将 Todo 中的【评估方

案】移动至 Doing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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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求

表格中至少包含 3 列数据；分别作为卡片标题、卡片描述、状态。

在看板中添加项目管理



220

1.插入表格组件；

2.展示类型选择“项目管理”；

3.选择表格数据。

 为了更好的使用体验，建议您将【项目管理】组件的大小调整至铺满整个画布。

4.选择相应的数据列作为“卡片标题”、“卡片描述”；

5.设置状态与位置。

选择一列数据作为状态，各状态将以列表的方式展示，可在看板中设置状态列的所处位

置（从左到右）。

如：将任务状态中的 Todo，设置为第 1 列，Doing 设置为第 2 列，在看板中展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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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行数据即为一张卡片。

设置带参数跳转

为项目组件设置带参数跳转可通过点击卡片跳转到符合条件的看板页。

1. 设置查询目标看板

如：选择关联看板为“任务详情”

2. 勾选“带参数跳转”，设置【参数名称】与【条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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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查询目标中设置过滤条件

在被关联的看板中，选择查询目标，点击“添加过滤”，选择条件列，输入与上述步骤

2 相同的参数名称，并加上{}符号。完成设置后保存。

在看板中查看并使用项目管理



223

1.保存并预览看板，可以查看各个任务所在的状态列表，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移动卡片；

2.设置了带参数跳转的项目管理，点击卡片能跳转至关联看板，显示的是符合条件的结

果。例如，点击【项目招标】，显示的是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

六、系统函数文档

【公式计算性能提升的 Tips】

聚合类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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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if，countif，quartileif， maxif， minif， stdevsif。

合理的公式写法，可以让我们的计算效率巨幅提升。以二级表格为例：

原始表格

二级表格

结论

性能弱：AC2 = sumif(AA3, date(AC1) = date(AA5))

性能好：AC3 = sumif(AA3, AC1 = AA6)

说明

性能好：AC3 = sumif(AA3, AC1 = AA6)

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聚合公式的计算将采用高性能计算方式。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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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对聚合条件列进行任何二次处理;

2. 不对聚合条件列进行自己的比较，比如：AC3 = sumif(AA3, AA5 = AA6)

详情查看【系统函数列表】

ceil concat count countif date dateformat datetime

dayofweek dint find findall floor form hour

if intsToFloat left match maxif minif minute

mod now pick quartileif random right squarewave

submitTime submitUser stdevs stdevsif sum sumif valueat

upper lower math.bit trim replace replaceAll

【Ceil】

定义：将数值列向上取整。

概要：ceil(浮点数列)

参数说明

浮点数列：要向上取整的浮点数列。

示例

1 ceil(AD12)

函数用途：处理浮点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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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浮点数列会以每行进行向下取整，也可以成 ceil(浮点数列[index])

也可以使用浮点数，比如 ceil(5.4)

场景用例

需要对最低风量（AD12）对数值向上取整。

【concat】

定义：返回两个值的串联。将多个区域和/或字符串中的文本组合起来。

概要

concat(列 1,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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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at(列 1,”字符”,列 2)

参数说明

列 1：列 2 将附于其后的列的值

列 2：要附于列 1 后的列的值

字符：可以是字母、数字、运算符号、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

示例

1

2

concat(AD19,AD20)

concat(AD19,"-",AD20)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和文本，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

5. 该公式需要在同一表格下使用。

场景用例

将 AD19 的低酰-年和 AD20 的低酰-月相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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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21：AD19 和 AD20 串联的值

【count】

定义：返回与计数列当前行之前所有值的个数。

概要

1 count(数据列)

a 示例

1 count(AQ4)

注意事项

1. 如果参数为数字、日期或者代表数字的文本（例如，用引号引起的数字，如 “1”），

则将被计算在内。

2. 逻辑值和直接键入到参数列表中代表数字的文本被计算在内。

3. 如果参数是空白单元格将不计算在内。

4.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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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6.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7.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8. 合计结果显示的是累计到当前行数值的合计，而非计数列所有数据总数。

场景用例

现工厂有《存货量统计表》，需要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目前存货仓的总数。

使用公式对该列【存货仓】（AQ4）进行计数，公式如下：count(AQ4)

【countif】

定义：countif 函数是在表格中，对符合给定条件的计数列，进行计数运算的函数公式。

概要

countif(计数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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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if(code_number,condition)

参数说明

计数列（code_number）：所要计数的列，如：AA1、AD12；

条件（condition）：对计数对项目进行限制、筛选，如：AA1>90、AB2<60、AC1=AD3.

示例

1 countif(AH2,AI2=AH2)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5. 条件与计数列需一致，否则会出错。

场景用例

基于表格《XXXX 全国发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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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格

需要计算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五个区域的总发货区个数：

需要计数的项

使用公式：countif(AH2,AI2=AH2)，对 AH2（计数列）设定条件：使发货区的名称一

致（AI2=AH2），即可计算出各个发货区的总个数。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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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式计算结果

【date】

定义：将提供的已知格式日期字符串转换为日期值。

概要

date(日期字符串)

date(数据列)

参数说明

示例

1 date(AD14)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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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用例

将进罐时间的值转换成设定的时间格式：

【dateformat】

定义：根据给定的字符串格式条件，把时间格式转换成字符串。

概要：dateformat(指定时间列,字符串格式)

参数说明

指定时间列：为时间格式的列。

字符串格式：yyyy-MM-dd HH:mm:ss 对应 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可以使用任意的

组合方式，比如 MM-dd 返回的就是 月-日

示例

1 dateformat(af5,"yyyy-MM-dd HH:mm:ss")

时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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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时-分-秒

yyyy-MM-dd HH:mm:ss

yyyy-MM-dd HH:mm

yyyy-MM-dd H:mm

yyyy-MM-dd HH

yyyy-MM-dd H

yyyy-MM-dd

yyyy-MM

yyyy-ww

ww

yyyy-M-d HH:mm:ss

yyyy-M-d HH:mm

yyyy-M-d H:mm

yyyy-M-d HH

yyyy-M-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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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yy-M-d

yyyy-M

yyyy

年/月/日 时/分/秒

yyyy/MM/dd HH:mm:ss

yyyy/MM/dd HH:mm

yyyy/MM/dd H:mm

yyyy/MM/dd HH

yyyy/MM/dd H

yyyy/MM/dd

yyyy/M/d HH:mm:ss

yyyy/M/d HH:mm

yyyy/M/d H:mm

yyyy/M/d HH

yyyy/M/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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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yy/M/d

yyyy/ww

ww

日/月/年 时/分/秒

dd/MM/yyyy HH:mm:ss

dd/MM/yyyy HH:mm

dd/MM/yyyy H:mm

dd/MM/yyyy HH

dd/MM/yyyy H

dd/MM/yyyy

d/M/yyyy HH:mm:ss

d/M/yyyy HH:mm

d/M/yyyy H:mm

d/M/yyyy HH

d/M/yyy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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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yyyy

MM/yyyy

M/yyyy

yyyy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5. 在输入时间格式时，需要区分大小写。

场景用例

将移种时间的值转换成【年-月-日】（”yyyy-MM-dd”）的格式：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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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以起始时间到当前时间，每间隔单位时间产生一条记录，最终返回一个数组。

概要：datetime(起始时间,间隔时间)

参数说明

起始时间：时间格式。比如“2018-10-05 00:00:00” 指的是从 2018 年 10 月 5 日 0 点

开始

间隔时间：单位为秒。例如：3600（1 小时）

默认规则：

最小间隔时间为 3600s。当间隔时间小于 3600s 时，系统会默认为 3600s。

开始时间计算得会忽略秒数，8:05:30 会被当成 8:05:00 开始计算。

示例

1 datetime("2019-11-04 00:00:00",3600)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

场景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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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号列更新一列时间，

记录从 2019 年 11 月 4 日之后，每一小时产生的数据。示例如下：

【dayofweek】

定义：返回日期的索引值，即星期日为 7，星期一为 1，星期六为 6。

概要

1

2

dayofweek(数据列)

dayofweek()

示例

1 dayofweek()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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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场景用例

【dint】

定义：将两个整型数(16 位)，转换为双整型数（32 位）。

概要

1 dint(code,code)

参数说明

DINT：整型数转换为双整型数。

注：16 位整型数就是 16 个二进制位(16#7FFF)，对应的最大整数为 3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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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中是用二进制的补码来表示有符号数的，定义最高位为符号位；

当最高位为 0 时为正；最高位为 1 时为负；所以经过换算就是-701；

（补码是正数先求反码（0 变 1；1 变 0）然后加 1）；

以次类推，32 位双整型数也是如此。

示例

1 dint(alb,alc)/10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或者普通指标。

场景用例

某工厂需要计算当前电耗总表电量，需要将两个整型数【变总表总有功电能高位(ALB)】

与【变总表总有功电能低位(ALC)】(16 位)，转换为双整型数（32 位），即【电耗总表电

量】。

利用公式 dint 整合两个指标（ALB）和（ALC），公式如下：dint(alb,alc)/10

可得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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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定义：返回满足条件的数组

概要：find(目标列，条件，返回的数量）

参数说明

目标列与当前行的的条件符合的所有目标列的值，会根据你指定的数量进行返回。

示例

在表格中：

1 find(AB1,AB2>AA2 and AB3=2,5)

函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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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条件来寻找对应的所有结果

2. 在结果中，根据特定需求寻找结果（max,min）

注意事项

1.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2.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可嵌套使用。

3. 可以嵌套的函数一般有 max,min

场景用例

我们需要在 AO 表中，每行返回与目标列(AN1)中符合条件 AN1<AO1 并且 AN2>2

的长度为 0-5 的数据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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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all】

定义：匹配所有符合规律的内容,并以列表的形式返回结果。

概要

findall(提交表格 ID,匹配条件)

findall(code,condition)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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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表格 ID（code）：提交后需要保存提交数据的表单 ID。

示例

1 findall(AT,AT7=AV4)

函数用途

在掌控手机端的数据列表下，归类整合成有层级关系的数据信息。

便于查看某一数据类型下的关联数据。如某一设备的保养历史。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

5. 序号列不可输入函数公式，否则无法自动生成数据记录。

场景用例

某工厂业务人员现需要通过掌控 APP，记录设备保养信息，并自动生成历史记录列表。

1、表格设置

在列表中新建一列，并命名为【保养历史】，用于整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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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备保养管理 ID(AV4)为对应参数，则可实现每个设备的保养历史均可罗列在该设备 id

下，便于查看历史记录。

公式为：

1 findall(AT,AT7=AV4)

公式计算结果如下：

2、在掌控 APP 查看提交的表单

表单每一设备的详细数据表单下方有设备保养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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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

定义：将数值列向下取整。

概要：floor(浮点数列)

参数说明

浮点数列：要向下取整的浮点数列。

示例

1 floor(AD10)

函数用途：处理浮点型数据。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5. floor 也可使用浮点数，比如 floor(5.4)，该列数据每行向下取整。

场景用例

需要对最低风量（AD10）对数值向下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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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定义：当用户在掌控 APP 中填写表单并点击提交按钮后，表单数据会发送到指定表格中，

并实时记录。

概要

1

2

form($表格 ID)

form($表格 ID,value(数据 ID1,数据 ID2))

参数说明

数据 ID：表格中某一列的代码，如 AA1 。

数据 ID1 与数据 ID2 的参数必需相对应。

示例

1

2

form(¥AA)

form($AV,value(AV4,AV4))

函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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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端掌控系统中新增数据时，使用 form 提交数据的表单自动记录新增数据。

可用于设备巡检提交、设备保养记录等生产场景。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

5. 序号列不可输入函数公式，否则无法自动生成数据记录。

场景用例

某工厂业务人员现需要通过掌控 APP，记录设备保养信息，并自动生成表单。

方法 1:

1、表格设置

在列表中新建一列，并命名为【提交保养】，用于记录数据。

设置提交按钮，对该列输入公式：

1 for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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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板设置

新建看板，命名为【设备保养】，将该表格以列表或表格的形式展示在看板中。

3、在掌控提交数据

3.1 在手机提交（需以列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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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掌控控制台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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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成功

方法 2:

1、表格设置

在列表中新建一列，并命名为【提交保养】，用于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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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设备的数据记录在该表单（AV），以设备保养管理 ID(AV4)为对应参数，则公式为：

1 form($AV,value(AV4,AV4))

公式计算结果如下：

2、看板设置

新建看板，命名为【设备保养】，将该表格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在看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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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掌控 APP 提交数据

打开掌控 APP，找到该表格所在看板，点击提交保养，记录数据并提交，提交表单的数据

将更新到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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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后，表格数据同步更新：

【hour】

定义：返回时间值的小时数。 小时数是介于 0 (12:00 A.M.) 到 23 (11:00 P.M.) 之间的

整数。

概要

1

2

3

HOUR(数据列)--验证无效

HOUR(code)--验证无效

HOUR()

参数说明

时间值，其中包含要查找的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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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非必需。code 是什么？

示例

1 hour()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适用于指标。

场景用例

【if】

定义：返回满足条件的值。根据指定的条件来判断其“真”（TRUE）、“假”（FALSE），

根据逻辑计算的真假值，从而返回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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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if(条件,符合条件时返回的值,不符合条件时返回的值)

if(condition, A,B)

参数说明

给定一个条件 condition，如果一个值符合条件（condition），那么它为 A，如果这个值

不符合条件，那么它为 B。

示例

在指标中：

1 if(AA>0,"正常","异常")

在表格中：

1 if(AA2>0,"正常","异常")

 区别：在指标中写公式只需要 code，不需要加上数字 number，在表格中需要加上；

如 AA 和 AA2，AA 代表指标的列名，AA2 代表表格 AA 中的第二列，写公式时需

要带上。

函数用途

1. 对值和期待值进行逻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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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逻辑判断，它可以根据逻辑表达式的真假；

3. 返回不同的结果，执行数值或公式的条件检测。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可嵌套使用。

场景用例

XXX 工厂现需要随时能够看到某机器的运行状态，已有设备数据，如何通过 if 公式来判断

机器运行状态，并通过看板展示出来

从设备接入的数据

应用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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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代表设备处于关机状态，不运行；1 代表设备处于开机状态，运行。

如果值为 0，则设备状态为“不运行”，否则设备状态为“运行”。

公式为：

1 if(AB=0,"不运行","运行")

在看板中，选择该指标，即可通过看板实时展示设备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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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端生产设备监控

if 嵌套

【分成三段】if(“值”>0.96,”正常”, if(“值”>0.94,”预警”,”异常”))

分析表格需提前设置

【intsToFloat】

定义：根据给定的高低位整数，转换为其所对应的浮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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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 intsToFloat(整数 或者 整数表达式，整数 或者 整数表达式)

参数说明

整数表达式：表示能够生成整数的表达式

高低位整数：给出一个 16 位的无符号整数。称这个二进制数的前 8 位为“高位”，后

8 位为“低位”。

示例

1 intsToFloat(48512,0)

注意事项

如果其生成小数则取整，如果是非数字类型则整个表达式返回空。

场景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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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定义：返回从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到指定个数的字符。

概要

1 left(数据列,取值长度)

参数说明

取值长度：从第一个字符到指定字符到个数，指出将返回多少个字符。

示例

1 left(AQ6,10)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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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场景用例

现工厂有《存货量统计表》，需要根据已有日期，提取出【年-月-日】格式的时间。从

左侧起 2 到 3 一共 10 个字符，所以公式为：left(AQ6,10)。计算结果如下：

【match】

定义：返回与指定列当前行值最新相同项在目标列中的序号。

概要：match(搜索列,目标列)

参数说明

搜索列：当前表格中的指定序号列。

目标列：原表格中的指定序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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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match(AA1,AB2)

函数用途

1.确定列表中某个值的位置；

2.对某个输入值进行检验，确定这个值是否存在某个列表中；

3.判断某列表中是否存在重复数据。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5. match 返回的是搜索项在表格中的序号（即位置），而不是该值本身。

要返回相应的值本身或与找到匹配值的行或列对应的其他值，请使用函数：

匹配列[match(搜索列，目标列)]

匹配项：需要返回的值所在的列匹配项和目标项在同一个表格内。

实例：需要用批号匹配，查找出该批号的菌种号等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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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4[match(AD2,AC31)]

场景用例

XXX 工厂现有《菌种单生产数据表》（数据量非常大），现需要利用 macth 函数找到

发酵产量大于 670 的所有菌种号。

现有《菌种单生产数据表》

应用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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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列数据不重复的值，如批号，作为目标项和搜索项，确定批号在表格中的位置。

根据批号（搜索列），查找菌种所在表单的位置

搜索项：AD2

目标项：AC3

公式为：

1 match(AD2,AC3)

快速查找到该批号的位置

【maxif】

定义：获取表单某列的经过过滤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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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

2

maxif(数据列,过滤条件)

maxif(code_number,conditionExpr)

参数说明

数据列（code_number）： 需要获取最大值的列代码。如：AQ5

过滤条件（conditionExpr）：要过滤的条件表达式。如：AQ2=AS2

示例

1 maxif(AQ5,AQ2=AS2)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场景用例

现工厂有《存货量统计表》，需要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 XX 市仓库的最大存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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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格

设定条件为市（分析表格的上海市对应当前表格的上海市），统计数据为存货量（AQ5），

因此上海市最大的存储量用公式：maxif(AQ5,AQ2=AS2)。

【minif】

定义：获取表单某列的经过过滤的最小值。

概要

1 maxif(数据列,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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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xif(ID,conditionExpr)

参数说明

数据列（ID）： 需要获取最大值的列代码。如：AQ5

过滤条件（conditionExpr）：要过滤的条件表达式。如：AQ2=AS2

示例

1 minif(AQ5,AQ2=AS2)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场景用例

现有工厂《存货量统计表》，需要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 XX 市仓库的最大存货量。

设定条件为市（分析表格的上海市对应当前表格的上海市），统计数据为存货量（AQ5），

因此上海市最大的存储量用公式：minif(AQ5,AQ2=A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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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

定义：返回时间值的分钟数。 分钟数是介于 0 (XX:00 A.M.) 到 59 (XX:59 A.M.) 之间的

整数。

概要

1

2

3

minute(数据列)

minute(code)

minute( )

参数说明

时间值，其中包含要查找的分钟数。

code 非必需。

示例

1 minute( )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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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适用于指标。

【mod】

定义：求余函数, 即是两个数值表达式作除法运算后的余数。

概要

1

2

mod(数据列或数值,数据列或数值)

mod(expr1,expr2)

参数说明

expr1：生成除数的表达式，如： AB1

expr2：生成被除数的表达式，如：3.3

示例

1

2

mod(AB1, AB3)

mod(AB1,3)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match/index.html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matc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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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场景用例

除数为数据列，被除数为数值：

除数、被除数均为数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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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定义：以日期值格式返回当前日期和时间。

示例

1 now( )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4. NOW 是可变函数，定期都会使其更新，因此可能会改变电子表格计算的结果。

5. 系统中 now()函数会在没有计算更新时每隔三个小时刷新一次

场景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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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列输入公式 now()，生成当前日期和时间。（每 3 小时更新一次时间）

【pick】

定义：根据拆字符提取文本中的片段。

概要

1

2

pick(数据列,拆字符,int)

pick(code_number, 文本, INT)

参数说明

数据列：表示目标表格列的代号，如：AB1。

拆字符：文本，如： “-“。

INT：表示取第几个字符片段，整数。

示例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intsToFloat/index.html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intsToFloat/index.html


279

1

2

3

pick(AB1, "-", 1)

// 当 AB1 为"2019-06-10",当前值为：2019

// 当 AB1 为"2018-07-10",当前值为：2018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场景用例

现工厂有《存货量统计表》，需要根据已有日期，提取出小时数。

日期（AO10）是以 “:” 为拆字符，小时数在第一个片段，公式为 pick(AQ10,”:”,1)

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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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ileif】

定义：计算 X 分位数。

概要

1

2

quartileif(数据列,分位数,过滤条件)

quartileif(ID, INT, Condition)

参数说明

数据列（ID）：表示目标表格列的代号，如：AB1

分位数（INT）：1~3 的整数，分别表示 1/4，1/2，3/4 分位数

过滤条件（Condition）：过滤 ID 的数据条件。如：AB1 = AD3, AB1 = 13, AB1 < 100.9

示例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form/index.html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for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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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artileif(AO4, 1, AP2=AO3)

函数用途：通常用于在销售额和测量数据中对总体进行分组。

场景用例

现工厂需要根据刨花厚度检测表，计算出每个刨片机产出厚度的四分位数，用于后续分

析。刨花厚度检测表如下：

分析表格

运用分析：

计算出每个刨片机的产出厚度，刨片机为对应条件，所以 condition 为 AP2=AO3；

四分位（1/4）数表示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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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厚度 1（AO4）的数据为分析数据，所以公式为：quartileif(AO4, 1, AP2=AO3)，

计算结果如下：

【random】

定义：生成 0-1 之间的随机数。

概要

1 random()

示例

1 random()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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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定义：返回从字符串右边取出的指定数量的字符。

概要

1 right(数据列,取值长度)

参数说明

数据列（code_number）： 需要获取最大值的列代码。

取值长度：从第一个字符到指定字符到个数，指出将返回多少个字符。

示例

1 right(AQ6,9)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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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场景用例

现工厂有《存货量统计表》，需要根据已有日期，提取出【时:分:秒】格式的时间。从

左侧起 2 到 3 一共 9 个字符，所以公式为：right(AQ6,9)。计算结果如下：

【squarewave】

定义：根据给定的时间周期生成 0，1 的时序数据。

概要

1 squarewave(周期)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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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秒，比如 60

示例

1 squarewave(60) //每分钟改变一次的 0，1 方波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5. 周期最短为 60s，不足 60s，按照 60s 的周期进行计算。

6. 周期值不是 60 的倍数时，将向上取整计算。

场景用例

每 180s 生成 0 或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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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Time】

定义：数据提交/上报的时间。

概要

1 submitTime()

示例

1 submitTime()

函数用途：记录用户在手机端提交操作的时间。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pick/index.html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pic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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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或者普通指标。

场景用例

【submitUser】

定义：数据提交的用户。

概要

1 submitUser()

示例

1 submitUser()

函数用途：记录在手机端对数据的提交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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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适用于普通表格。

场景用例

【stdevs】

定义：计算标准差。标准差可以测量值在平均值附近分布的范围大小。

概要

1

2

stdevs(数据列)

stdevs(数据列 1..n)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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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stdevs(AA2)

stdevs(AA2..4)

注意事项

1.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数组、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数据或引用中的空白单元格、逻辑值、文本或错误值将被忽略。

5.该公式只适用于表格。

场景用例一：对当前表格数据做运算

对列数据做运算在当前表格（DG）使用公式 stedevs 时，对列 DG3（强度）计算其标

准差，新建列，输入公式：stdevs(DG3) 可得到计算结果如下：

对行数据做运算在当前表格（DI）使用公式 stedevs 时，需对每行第 3 列到第 5 列的

数据计算其标准差。

新建列，输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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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devs(DI3..5)

该公式只适用于当前表格，不可引用其他表格数据。

场景用例二：引用其他表格数据做运算

在当前表格（DH） 使用公式 stedevs 时，需计算 其他表格数据（DG3） 的标准差，

新建列，输入公式：

1 stdevs(DG3)

需注意：引用其他表格数据做计算时，计算范围为该表格整列的数据，计算结果一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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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evsif】

定义：

计算符合条件数值的标准差。

标准差可以测量值在平均值附近分布的范围大小。

概要

1 stdevsif(数据列,设定条件)

示例

1 stdevsif(AA2,condition)

注意事项

1.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数组、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数据或引用中的空白单元格、逻辑值、文本或错误值将被忽略。

5.该公式只适用于表格。

场景用例一：对当前表格数据做运算

对列 DG3（强度）中，强度超过 2000 的数据计算其标准差，新建列，输入公式：

1 stdevsif(DG3,DG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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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计算结果如下：

场景用例二：引用其他表格数据做运算

在当前表格（DH）使用公式 stedevsif 时，需计算其他表格数据（DG3） 中强度超过

2000 的数据标准差。

新建列，输入公式：

1 stdevsif(DG3,DG3>2000)

需注意：引用其他表格数据做计算时，计算范围为该表格整列的数据 ，计算结果一致，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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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

定义：

返回与求和列当前行之前所有值的和。

返回当前表格数据列与数据列当前行所有值的和

概要

1

2

3

4

sum(数据列)

sum(code_number)

sum(数据列:数据列)

sum(数据列..code_number)

示例

1

2

3

sum(AQ5)

sum(AQ1:AQ5)

sum(AQ1..5)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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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参数中有错误值，将会导致错误。

6. 求和结果显示的是累计到当前行数值之和，而非求和列所有数据之和。

7. 数组或引用中的空白单元格、逻辑值、文本将被忽略。

场景用例

现工厂有《存货量统计表》，需要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目前 XX 市仓库的存货总量。使

用公式对该列【存货量】（AQ5）进行求和，公式如下：sum(AQ5)

【sumif】

定义：sumif 函数是在表格中，对符合给定条件的计数列，进行求和运算的函数公式。

概要

sumtif(求和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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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if(code_number,condition)

参数说明

求和列（code_number）：需要进行求和的列，如：AA1、AD12；

条件（condition）：对求和列的数值进行限制、筛选，如：AA1>90、AB2<60、AC1=AD3.

示例

1 sumif(AH2,AI2=AH2)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4. 该公式只适用于表格。

5. 条件与求和列需一致，否则会出错。求和列必须在条件中。

场景用例

基于表格《XXXX 全国发货量统计》（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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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格

需要计算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各个区域的发货量总数：

基于《XXX 全国发货量统计》AH 的数据，在新建表格 AI 中，使用 sumif 公式计算：

需要求和的项

使用公式：sumif(AH3,AH2=AI2)，对 AH3（求和列）设定条件：使发货区的名称一

致（AI2=AH2），即可计算出各个发货区的总数。结果如下：

利用公式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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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at】

定义：将【数据项】视为【数组】，并获取指定位置的值。

概要：valueat(目标列, 位置)

参数说明

 目标列

 指定从那个【数据项】中获取数据

 位置

 一个从 1 到数组长度的数字，用于指定需要获取数据的位置信息

示例

在表格中：

1 valueat(AB1, 10)

函数用途

1. 将【数据项】视为【数组】，并获取指定位置的值。

注意事项

1. 如果【数据项】不能被视为【数组】，则公式取值为【空值】

2. 如果位置超过【数组】的长度，则公式取值为【空值】

场景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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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在当前表中，获取第二列（可以被视为【数组】）的第 2 位置的数据

【upper】

定义：将文本中的小写字母转换为大写字母。

语法：upper(数据列)

参数说明

数据列：表格中的一列数据。由表格 code 与所在的列数组成，如 BX2.

示例

BX3=upper(BX2)

如果 BX2 中的值为小写字母，则 BX3 将返回 BX2 中的大写字母；

如果 BX2 中的值不是小写字母，则 BX 将返回 BX2 原本的内容。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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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文本，无法转换数字、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字符。

4.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不适用于指标。

场景用例

在表格《信息统计表》(BX)中，需要将 BX2 中的小写字母转化为大写字母。

新建一列，选中该列数据，点击表格上方编辑按钮，输入公式 upper(BX2) ；点击确认，

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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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定义：将文本中的大写字母转换为小写字母。

语法：lower(数据列)

参数说明

数据列：表格中的一列数据。由表格 code 与所在的列数组成，如 BX2.

示例

BX4=lower(BX3)

如果 BX3 中的值为大写字母，则 BX4 将返回 BX3 中的小写字母；

如果 BX3 中的值不是大写字母，则 BX4 将返回 BX3 原本的内容。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文本，无法转换数字、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字符。

4.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不适用于指标。

场景用例

在表格《信息统计表》(BX)中，需要将 BX3 中的小写字母转化为大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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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列，选中该列数据，点击表格上方编辑按钮，输入公式 lower(BX3) ；点击确认，

计算结果如下：

【math.bit】

定义：获取该数据的第 2 个 bit 位的数字，返回的值为 0 或 1。

语法：math.bit(数据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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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数据列：表格中的一列数据。由表格 code 与所在的列数组成，如 AA2.

示例

AA3=math.bit(AA2,2)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数字，无法计算数字、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字符。

4. 若数据列中的值不是数字，则返回空值。

5.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不适用于指标。

场景用例

在表格《信息统计表》(BY)中，需要获取产品序列号(BY2)的第 2 个 bit 位的数字。

新建一列，选中该列数据，点击表格上方编辑按钮，输入公式 math.bit(BY2,2) ；点击

确认，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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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

定义：使用 trim 函数可以移除字符串两侧的空白字符。

语法：trim(数据列)

参数说明

数据列：表格中的一列数据。由表格 code 与所在的列数组成，如 AA2.

示例

AA3=trim(AA2)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用全角字符会出现报错。

3. 公式计算支持文本，无法转换数字、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字符。



304

4. 该公式只针对普通表格，不适用于指标。

场景用例

在表格《信息统计表》(BY)中，需要将 BY4 中的含有空格的数字转化为不含空格的数

字。

新建一列，选中该列数据，点击表格上方编辑按钮，输入公式 trim(BY4) ；点击确认，

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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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

定义：使用其他文本，替换数据列中第一个指定的文本。

概要：replace(AA2,"需要替换的文本","替换的内容")

参数说明

AA2: 需要被替换的数据列。

示例

将 FP2 列中的第一个“悉息”，替换为“ThingWoks”：

新建一列（FP3），输入公式：replace(FP2,”悉息”,”Thing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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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用途：可快速替换表格内第一个指定的字符。

注意事项

1. 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

3. 该公式支持嵌套使用；

4.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5.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

【replaceall】

定义：使用其他文本，替换数据列中所有指定的文本。

概要：replaceall(AA2,”需要替换的文本”,”替换的内容”)

参数说明

AA2: 需要被替换的数据列。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math.bit/index.html
https://newdocs.zhangkong365.com/math.bi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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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将 FP2 列中，所有的“悉息”，替换为“ThingWorks”：

新建一列（FP4），输入公式：replaceall(FP2,”悉息”,”ThingWorks”)

函数用途：可快速替换表格内的所有指定字符。

注意事项

1. 注意事项在编辑公式时，无需输入“=”。

2. 公式输入需要使用半角字符；

3. 该公式支持嵌套使用；

4. 公式计算支持数值型数据，不可使用百分数、分数、科学计数法、货币；

5. 该公式适用于表格。

七、APP 下载与个人设置

【APP 下载-设置手机看板】

在编辑看板中，选择展示平台为手机，可以设置数据在手机中的展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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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手机中看板的展示

在手机中下载并登录掌控 APP，即可查看创建的看板。

iOS 下载：

扫描二维码下载

安卓下载：https://fir.im/iron

【APP 下载-设置电视看板】

在平台上设置电视看板

https://fir.im/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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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看板中，选择展示平台为电视，可以设置数据在智能电视中的展示形式：

设置电视的看板展示

安卓系统版本要求：推荐使用 android 6.0 以上的安卓电视。

网络环境

公有云：能正常访问公网的网络的环境即可。

私有云：所有客户端应该和服务器的网段一致。

电视 APP 安卓系统安装：

方法一：直接在智能电视的浏览器中下载：

在电视浏览器中输入下载地址： https://fir.im/zk365tv ，点击下载。

方法二：使用 U 盘下载。

https://fir.im/zk365tv
https://fir.im/zk365tv
https://fir.im/zk365tv
https://fir.im/zk365tv
https://fir.im/zk365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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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PK 下载到 U 盘后，把 U 盘插入电视机上的 USB 接口。

本地化服务器设置：

方法一：掌控 APP-设置-服务器设置-输入地址：

设置-设置服务器

服务器地址：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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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设置

方法二：掌控 APP-登录界面-服务器设置-输入地址：

http://api.zhangkong365.com

服务器设置

账号密码登录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http://api.zhangkong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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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密码登录

输入掌控账号密码，登录成功，即可查看创建的看板。

电视看板界面

选择要展示的看板，屏幕实时更新显示图表信息。

 右上角为数据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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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看板

关于样式处理

图表样式失效/图表样式不显示

查阅《手机与 TV 中看板支持的图表类型》，确认该图表样式支持。

检查看板展示平台是否选择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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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电视中看板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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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常见问题集锦

1、掌控账号权限与团队成员权限区别

租户账号与普通账号的区别：

团队成员的操作权限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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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界面看板无法编辑

如果看板在【我的】位置里，看板不可编辑，需找到看板所在的团队，进入编辑界面。

（创建人无法编辑【我的】里的看板，显示复制到本地）

正确操作路径：

第 1 步：找到看板所在团队

看板所在团队

第 2 步：在团队里点击看板，进入编辑界面，看板为可编辑状态

进入编辑页面

3、看板中如何避免滚动条出现

看板显示避免出现滚动条：在看板编辑中，处于分隔线以上的组件，会显示在首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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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出现滚动条

若组件添加超过看板首屏分隔线，则显示界面右侧出现滚动条。当前屏幕显示看板首屏

的数据图表，完整显示需拖动滚动条。

完整显示需拖动滚动条

若要避免滚动条出现，可调整组件大小，放置在看板首屏分隔线内。图表显示如何避免

出现滚动条：当图表中数据过多，或者图表尺寸过小时，图表显示也会出现滚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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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滚动条

若要避免滚动条出现，可调整图表大小，以显示更多数据；或者调整显示的数据量。

4、如何使用排序和过滤条件

【排序设置】

排序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将一组“无序”的数据按顺序排列。排序方式分为：降序和升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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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排序

设置过滤

【使用排序和过滤条件】

1、选中表格，在右侧数据栏中，添加排序；

2、选择排序列和排序方式；

3、点击【保存】，预览可看到排序后的图表。

 设置排序后需要点击保存，才能在预览中看到更新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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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条件设置

1、过滤是什么：对表中数据按一定条件进行筛选。

2、如何设置过滤

1）选中表格，点击添加过滤条件；

2）选择排过滤列和过滤方式；

3）点击【保存】，预览可看到过滤后的图表。

 设置排序后需要点击保存，才能在预览中看到更新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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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或与和的条件设置

或（OR）：满足其中一项条件

在同一条件设置框内点击【或】字，可添加另一条件，多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即可过滤。

和（AND）：满足所有条件

再次点击添加过滤条件，新建一个过滤条件，则满足所有条件的数据才会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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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态过滤与静态过滤

动态过滤的数据是随时间变化的。

例如设置过滤条件为【今天】，看板的数据展示的是当日的数据，随时间变化。

动态过滤条件说明：

今天：过滤当日的数据；

本周、本月、本季度、本半年、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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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时间如何设置：

过滤条件选择【时间】-“值”选择【自定义】-设置【起始时间】与【终止时间】，如

上周：【本周初】——【-1】

上两周：【本周初】——【-2】

上月：【本月初】——【-1】

上 2 月：【本月初】——【-2】

静态过滤不受时间变化，如大于、等于、小于、指定日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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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设置排序和过滤条件后需要点击保存，才能在预览中看到更新后的数据。

5、一级表格更新后没有刷新二级表格

【该 SOP 使用的范围】当表格的计算被取消时/公式计算错误时。

【流程】

第 1 步：在当前表格上添加一列

第 2 步：修改新建列的公式为：1

第 3 步：等待计算完成（结果应该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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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删除该列

6、避免导入数据出现空白行

Excel 数据文件在编辑查看时，数据下方本身有较多空白行，导入时未被过滤掉，因此

导入后会生成空白行。

在 Excel 本地文件里，把数据复制粘贴到新的 sheet 中，直接保存导入，避免 Excel

自动生成过多空白行。

或者在导入表格后，选中多余空白行，右键删除选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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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见应用场景

1、将 ROW DATA 按照某一项聚合成新的表单

row data 为上传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G)”，包含了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

的生产数据。AE 是系统自动为表格分配的 code：

新建一个表格，命名为“产品生产数据-周“，即按周聚合成新的表格。该表格的 code

为 AH。

编辑列 AH1 的公式：AH1 = AG12

即列 AH1 中的值，等于表格 AG 中，列 AG12 的值，并做去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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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表格刷新，AH1 即显示“产品生产数据（AG)”中所有的周：

a. 将 row data 按照某一项聚合成新的表单，比如按周(需要排除掉某些特定记录)

如果需要在新的统计表格“产品生产数据-周(AH)”中，排除掉 AG 中某些特定的值，比如，

按周聚合时，只统计实际产量大于 1800 的批次。

编辑列 AH1 的公式：AH1 = if(AG9>1800,AG12,NULL)

列 AG9 是实际产量。公式的含义为，显示列 AG9>1800 时，对列 AG12 的值的聚合。

即只统计 AG9>1800 的行:

2、新表单按照某一聚合成新的表单

在新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周(AH)”，统计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G)”中，每一周，

批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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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周(AH)”新建一列，将列 AH2 命名为“批次数量”。

编辑列 AH2 的公式为：AH2 = countif(AG2,AG12=AH1)

即对批次的列（AG2）做计数。计数条件为 AG12=AH1，即新表格(AH)中的周, 与原

始表格(AG)中相匹配的周：

3、拆分表单里的实间

将表格中的开始时间，转换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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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表 格 中 ， 新 建 一 列 ， 命 名 为 年 (AG13) 。 输 入 公 式 ： AG13 =

dateformat(date(AG4),"yyyy")。

即，将开始时间的列 AG4，转换成日期值[函数 date(AG4)]，只显示年：

同 理 ， 可 以 使 用 以 下 公 式 ， 将 时 间 拆 分 。 将 表 单 里 的 时 间 拆 分 成 年 月 ：

dateformat(date(AG4),"yyyy-mm")

将表单里的时间拆分成年月日：dateformat(date(AG4),"yyyy-mm-dd")

将表单里的时间拆分成年周：dateformat(date(AG4),"yyyy-ww")

4、小时/天的加减

【小时的加减】

时间加减的原理为：使用 date 函数，将时间转换为时间值，进行计算。

例如，将开始时间，全部+2 小时：AG17 = date(AG4)+3600*2

即，将开始时间，转换为日期值，再加上 2 小时对应的秒数（3600 秒*2）。

计算的结果，以时间值的格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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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 计 算 生 产 时 间 ， 即 结 束 时 间 减 去 开 始 时 间 ： AG19 =

(date(AG5)-date(AG4))/3600。

即，将结束时间和开始时间，转换为日期值，相减后得出以秒为单位的生产时间。再将

生产时间除以 3600，转换为小时：

【天的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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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始时间，全部+1 天：AG18 = date(AG4)+86400

即，将开始时间，转换为日期值，再加上 1 天对应的秒数（86400 秒）。

5、小时/天/周/年的偏移

【小时的偏移】时间的偏移，原理为：使用 date 函数，将时间转换为时间值，进行计

算。再将计算的结果，使用 dateformat 函数，转换为字符串的格式。

例如，计算开始时间之前的 1 个小时：AG20 = dateformat(date(AG4)-3600)

即，将开始时间，转换为日期值，再减去 1 小时对应的秒数（3600 秒）。

再将计算的结果，转换为字符串的格式显示：

【天的偏移】天的偏移，也可使用 date 和 dateformat 函数：

AG21 = dateformat(date(AG14)-86400,"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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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开始时间，转换为日期值，再减去 1 天对应的秒数（86400 秒）。

再将计算的结果，转换为字符串“yyyy-mm-dd”的格式显示：

【周的偏移】周的偏移，也可使用 date 和 dateformat 函数：

AH4 = dateformat(date(AH1,"yyyy-ww")-86400*7,"yyyy-ww")

即，使用 date(AH1,“yyyy-ww”)，将 AH1 中的时间，转换为日期值。其中，需要

在 date 函数中注明，当前的列使用的日期格式为：年-周“yyyy-ww”。

然后，将日期值减去对应的秒数（86400*7 秒）。再将计算的结果，使用 dateformat

函数转换为字符串“yyyy-ww”的格式显示：

【年的偏移】年的偏移，首先使用 date 和 dateformat 函数，将日期转换为年; 再将

年的数字做加减运算。

例如，之前 1 年的计算：AT4 = dateformat(date(AT2),"yyyy")-1

即，使用 date(AT2)，将 AT2 中的时间，转换为日期值。再使用 dateformat 函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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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值转换为年的字符串。然后进行减法运算：

6、求 14 位数、中位数、3/4 位数

使用 quartileif 函数，计算 1/4 位数，中位数，3/4 位数

1 quartileif(ID, INT, Condition)

 ID，表示目标表格列的 code，如 AB1

 INT，1~3 的整数，分别表示 1/4，1/2，3/4 分位数

 Condition，过滤 ID 的数据条件。如：AB1 = AD3, AB1 = 13, AB1 < 100.9

1/4 位数的公式为: quartileif(AB1, 1, AB1>0)

中位数的公式为: quartileif(AB1, 2, AB1>0)

3/4 位数的公式为: quartileif(AB1, 3, A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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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计算下表中，列实际产量(AG9)的 1/4 位数，中位数，3/4 位数：

新建一个表格，命名为”实际产量四分位数“（AJ); 新建 3 列，分别命名为 1/4 位数，中

位数，3/4 位数。

在公式中输入 quartileif 函数进行计算：

1/4 位数（AJ2)

1 AJ2 = quartileif(AG9, 1, AG9>0)

中位数（AJ3)

1 AJ3 = quartileif(AG9, 2, AG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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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位数（AJ4)

1 AJ2 = quartileif(AG9, 3, AG9>0)

即，统计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G)中，列实际产量(AG9)的四分位数，且条件为 AG9 的数值

大于 0：

计算结果

7、表单里求平均值

平均值的计算方法为：总量/总数量。例如，计算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G)中，计

算每周的批次平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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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表格“产品生产数据-周”（AH)，将表格”产品生产数据“（AG)中的数据按

周聚合：

1 AH1 = AG12

计算每周的总批次：

1 AH2 = countif(AG2,AG12=AH1)

计算每周的总产量：

1 AH3 = sumif(AG9,AG12=AH1)

批次平均产量=总产量/总批次：

1 AH5 = AH3/A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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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

即，使用 sumif 函数计算总和，使用 countif 函数计算合计数量，再相除，得到平均值。

8、MPC 的动态计算

举例：MPC 对产品质量的控制。

在表格“不合格产品 MPC”（AU)中，展示产品的批次（AU1), 和每个批次中的不合

格产品数量（AU2）。

每个批次之和之前的 2 个批次中，最小的值，作为最差质量的标准；MPC 即为[历史最

差质量的标准]中的最大值。如果该批次的不合格产量，小于 MPC, 则这个批次为不合格的

批次。

新建一列，命名为”近 3 批达到的最小值“(AU3):

AU3 = if(AU2<=AU2[index-1] and

AU2<=AU2[index-2] ,AU2,if(AU2[index-1]<=AU2[index-2],AU2[index-1],AU2[inde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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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含义为：比较 AU2 中，当前的值，和之前的 2 个值:AU2[index-1] , AU2[index-2],

并在 AU3 中显示这 3 个数值中，最小的值。

如第 20 批的近 3 批达到的最小值[3]，即为第 20 批和之前 2 个批次中，列 AU2 的最

小值[3]：

新建一列，命名为”MPC”(AU4）：

AU4 = maxif(AU3,AU3>0)

即，计算 AU3 中，每个值和之前所有的值之中，最大的值。

如第 20 批的 MPC 的值[6]，即为第 20 批和第 20 批之前所有的批次中，列 AU3 的最

大值[6]：



339

计算示例

9、周目标值合并到包含有周实际表格中

在表格“产品生产数据-周”（AH)，按周统计实际的产量：

在表格“目标产量-周”（AH)中，展示的是从 2019 年第 1 周到 2019 年第 10 周的每

周目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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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将表格 AL 中的周目标产量合并到表格 AH 中，需要：

在表格 AH 中新建一列，命名为“周目标产量”（AH4)；

使用 match 函数，对周进行匹配；

AH4 = AL3[match(AH1, AL2)]

即需要在 AL2 中，搜索与 AH1 中相匹配的周；再将 AL2 中相匹配的周，在 AL3 中对

应的周目标产量，展示在列 AH4 中：

操作完成后，2019 年第 3、4、5、7、8 周的周目标产量显示在了表格 AH 中；由于在

表格 AL 中，没有 2018 年第 52 周的值，因此在 AH 中，该周的周目标产量为空。

10、订单查询和修改、提交订单记录

【使用场景】

在看板中点击表格中的某一条数据，可查看该条数据相关的其他数据详情；在详情数据

列表中，可修改原数据或提交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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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请使用本文档中的设置查询、编辑、提交方式替代原功能【在表格中写 form 函

数生成提交按钮、使用 findall 函数查询相关数据】，使用 form、findall 函数将不再生效。

【具体案例】

在看板【订单查询】中，点击【订单 ID】为 CN-2017-4497740 的数据；

点击后跳转到【订单记录】的看板页面，在该页面中，显示了所有与【订单 ID】为

CN-2017-4497740 相关的各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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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表单详情中，可以修改数据，例如：点击右上角“编辑”，将【是否发货】这一项

改为“是”，点击提交后修改成功；

可以提交一项新的记录，填写提交项后，点击提交按钮即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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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的数据同步更新在掌控目标表格和所在看板中。

在看板中配置查询目标与查询条件

1、设置查询目标

 在掌控中导入需要查询、编辑的数据表格，如【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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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需要提交的选项，可点击表格上方“提交表单”进行设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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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查询的目标看板，命名为【订单详情数据】。在该看板中用【表格】组件中的

表单详情展示数据；

2、设置查询条件

 在查询目标中设置过滤条件。如：在目标看板【订单详情数据】的表单详情中，添

加过滤参数：订单 ID={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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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参数名称可自定义，需加上{}，如{日期}、{订单}

 新建看板，在当前看板中展示需要查询数据。例如，新建【订单查询】看板，在看

板中添加表格，用于展示需要查询的数据，如步骤 1 导入的【订单管理】表格。

 对该表格设置【关联看板】，选择查询目标所在看板【订单详情数据】（即步骤 1

所创建的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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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带参数跳转”，设置【参数名称】与【条件列】

注意：【设置参数】输入的值应与查询目标中添加的参数相对应。例如，看板【订单详

情数据】添加的过滤参数{订单}，与当前看板【订单查询】设置的参数名称“订单”是一致

的。

在看板中查看、修改、提交数据

在看板中查看数据详情

保存并预览看板，点击需要查询的某项数据，跳转后，查询条件会被带入查询结果界面。

如在当前看板【订单查询】中，点击表格中【订单号为 CN-2017-4497740】的数据，则跳

转到【订单详情数据】看板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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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板中修改数据

点击表单详情右上角“编辑”按钮，可在弹窗中输入、修改、删除每一项的值。

例如：点击右上角“编辑”，将【是否发货】这一项改为“是”，点击提交；

修改后的值在原始表格和所在看板中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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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板中提交新的数据

1、设置提交选项

在看板中点击添加【提交】组件，选择提交数据的目标表格。

勾选需要提交的选项，在提交时，只显示已勾选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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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置默认提交内容，若不设置，则所有提交项需要手动输入。

勾选提交项后，可在输入框内设置自动提交的文本或参数；

 在输入框输入文本，则在提交时，显示的是输入的文本，无需手动再次输入；

 在输入框输入{参数}，自动过滤条件中的参数值；

可自定义按钮的标题名称，并对按钮标题设置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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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看板中提交

保存后，可在看板预览页点击需要记录的数据；

跳转后可查看该条数据的详情，在该看板中点击提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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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需要提交的数值，默认项则自动显示预设的文本或参数值。点击“提交”后，数据

提交成功。

提交成功后，提交的数据在目标表格上方新增一行数据（同步显示在看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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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硬件基本操作

1、硬件接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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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接入原理

接入设备类型：

1. 西门子系列 PLC，包含 S7-300，S7-400，S7-1200，S7-1500，S7-200 等

2. Rockwell 系列 PLC，包含 CompactLogixL3x、L4x，ControlLogixL72、L63 等

3. Modbus 通讯协议

a) 支持 Modbus/RTU 的仪表数据都可以接入，例如温控仪表，智能电表，燃气表，

PLC 等

b) 支持 Modbus/TCP 的设备数据都可以接入，例如各类智能仪表，PLC，机器人等

4. OPC-UA 通讯协议，支持 OPC-UA 协议的各种智能仪表设备或软件系统，例如 ABB

机器人，西门子 WINCC 组态软件系统等

5. 主流的 CNC 机床，例如西门子 828，840，发那科 30i，32i 等主流数控系统

6. 三菱系列 PLC，包含 Q 系列 PLC，L 系列 PLC，FX 系列 PLC

7. Omron 系列 PLC，包含 Cj1，Cs（需要有以太网口模块）等系列 PLC

8. 其它非标设备

a) 例如 Fanuc 机器人，通过以太网通讯，读取机器人内部寄存器的状态值。

b) 例如 Balluf 传感器，通过以太网通讯，读取传感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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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通讯协议及接口，可定制开发通讯读取数据的驱动。

THINGWORKS 网关通常使用西门子旗下 SIMATIC IOT 系列设备。（其他品牌也均可）

SIMATIC IOT 系列设备提供稳健、紧凑和灵活的解决方案，侧重于 IOT 环境，是

SIMATIC IPC 产品低功耗范围的完美补充。

2、安装与链接设备

【西门子系列 PLC、Rockwell 系列 PLC、Modbus 通讯协议】

掌控系统的 Gateway 已经集成了配置功能，只需要在网页端配置，即可实现数据接入。

使用简单，不会编程的人员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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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进入 gataway.thingworks.cn 网关配置页面，可对西门子，AB，Modbus

三类设备数据进行如下操作

A. 新增连接设备，在相应的设备类型中选择入 Simatic / AB /Modbus

B. 修改设备连接参数

C. 在设备中新增数据读取的指标

D. 修改数据读取指标的参数

【OPC-UA 通讯协议、主流的 CNC 机床、三菱系列 PLC 、Omron 系列 PLC】

需要在网关中进行数据接入的编程及相应的配置。需要具有一定编程基础的电气工程师

或者软件工程师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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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OPCUA 的连接信息

A. 对读取的 OPCUA 连接进行参数设置

B. 对从 OPCUA 服务器中读取的变量进行配置

C. 在掌控端上新建 OPCUA 数据上报通道

D. 配置数据上传到掌控云端的 MQTT 连接

【其它非标设备】

需要根据客户的通讯协议进行非标定制化开发。

非标定制化开发，需要由悉息掌控技术人员对设备数据进行采集，用户提供对应的数据

接口，协议，数据地址等必要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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