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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说明书全面介绍了华中数控云管家手机 APP 的用户使用、操作步骤及示例等，是用户快速学习和使

用本软件的基本说明书。本说明书的更新和升级事宜，由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并组织实施。未

经本公司授权或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对本说明书内容进行修改或更正，本公司概不负责由此而

造成的客户损失。 

华中数控云管家手机 APP 用户说明书中，我们将尽力叙述各种与该调整工具相关的事件。由于篇幅限

制及产品开发定位等原因，不能也不可能对系统中所有不必做或不能做的事件进行详细的叙述。因此，本

说明书中没有特别描述的事件均可视为“不可能”或“不允许”的事件。 

此说明书的版权归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任何单位与个人进行出版或复印均属于非法行为，我

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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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云管家 App  v2.3 是运行于 Android 系统平台的数控机床数据统计 APP，主要用途是对数控机床的数据

进行采集和统计。 

云管家 App  v2.3 主要功能有：机床当前状态，机床信息查询，机床宝鸡信息查询，机床状态时序图，

状态分布时间统计，加工件数统计，机床报警统计，开机时间/运行时间统计，故障持续时间统计，机床产

值统计，机床或产线的运行时间排名、产量排名，产量产值统计。 

1.1 使用条件 

华中数控云管家是手机应用软件，需要下载到手机才能正常使用，使用该软件需要手机开启移动数据。 

环境 条件 

操作系统 Android4.4 或者更高版本 

网络环境 开启移动网络或连接无线网络 

权限设置 开启手机相机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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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使用

2.1 软件安装 

a. 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软件包。 

 

图 2.1 软件下载二维码 

b. 点击下载后的程序，单击安装，开始软件正式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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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软件安装 

c. 点击完成，软件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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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安装完毕 

d. 安装完成后，会在手机桌面生成一个应用程序图标： ，点击此图标即可启动程序。 

2.2 网络连接 

a. 点击手机设置图标： ，打开手机设置界面。 

b. 点击数据使用图标，进行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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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网络设置 

c. 勾选移动数据选项，打开移动数据或者连接无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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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打开移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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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介绍 

3.1 功能概述 

该程序系统的主要有：机床当前状态，机床信息查询，机床状态时序图，状态分布时间统计，加工件

数统计，开机时间/运行时间统计，故障持续时间统计，机床产能统计，机床或产线的运行时间排名、产量

排名、产能情况。 

3.2 登录 

3.2.1 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前需将手机号提交给管理员开通权限，否则无法登录，手机号登录通过绑定手机号为用户创

建身份，系统向该手机号发送验证码，用户将该验证码填至验证码框，从而认证用户身份，为用户设置运

用此软件的权限。 

     手机号登录具体方法是：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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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手机号登陆 

3.2.2 游客登录 

在登录页面无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扫码登录】按钮，扫描下方二维码，扫码完成后无需

任何操作，直接以游客身份登录，游客只具有查看数据等基本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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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游客登录二维码 

3.3 机床列表 

机床列表显示当前所监控的机床的分组情况和每一台当前机床的状态，机床的图片，机床的设备编号，

设备型号，设备名称及今日加工件数。 

3.3.1 查看机床分组 

机床分组是将当前监控的机床，根据产线或者地理位置分为不同的组，用户登录后默认进入列表界面，

可查看到当前机床的分组情况，组名称右侧显示为该组机床的总数和当前在运行的机床数量。 



                                                                                     云管家 APP 用户说明书 

10 

 

图 3.3 机床分组 

3.3.2 查看机床列表 

查看机床列表的具体方法是：点击分组展开按钮：【 】，可查询到组内每一台当前机床的状态，机床

的图片，机床的设备编号，设备型号，设备名称及今日加工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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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机床列表 

3.3.3 查看机床报警详情 

在机床列表界面点击“报警”按钮可查看到该机床实时的报警信息，包括报警号，报警内容和报警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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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报警详情 

3.4 单台机床详情 

在机床列表界面点击一台机床，界面自动跳转到“详情”界面，“详情”界面主要显示机床的图片，机

床的设备编号，设备型号，设备名称及今日加工件数。以柱状图和折线图的形式显示一台机床“今天”、“最

近七天”、“本月”、“最近半年”的运行时间，故障时间以产能状况。 

3.4.1 机床档案 

进入“详情”界面，上方显示当前查询机床的档案信息，包括机床的图片，机床当前的状态，机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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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号，设备型号，设备名称及今日加工件数。 

 

图 3.6 机床档案 

3.4.2 修改机床档案 

修改机床档案的具体方法是：点击编辑按钮： ，进入修改机床档案界面，点击输入修改，可通过拍

照或选择本地图片两种方式修改机床的图片，机床档案修改完毕后点击“上传档案”按钮后即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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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修改机床档案 

3.4.3 机床运行状态时序图 

状态时序图是以时间顺序显示一台机床的状态分布情况，图形以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机床状态绘制出

该机床当日的状态时序图，下方今日每个状态的时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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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状态时序图 

3.4.4 今日加工件数时序统计 

今日加工件柱状图是以时间顺序显示一台机床的今日不同时间段的加工件数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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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今日加工件数分布图 

3.4.5 今日报警统计 

报警统计图是以时间顺序显示一台机床的今日不同时间段的报警个数的的分布情况，点击图上任意一

个点可查看该时间点出现的报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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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报警统计 

3.4.6 “最近七天”，“本月”和“最近半年”数据统计。 

点击【最近七天】，【本月】和【最近半年】按钮，可查询到一台机床最近七天，本月或最近半年的开

机时间/运行时间折线统计图，故障时间的柱状统计图，产量的柱状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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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本月开机时间/运行时间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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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本月产能柱状统计图 

3.4.7 自定义数据回看 

点击【自定义】按钮选择月份点击确定后，可回看到一台机床该月的开机时间/运行时间折线统计图，

故障时间的柱状统计图，产量的柱状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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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自定义月份回看数据 

3.5 多台机床统计 

“统计”界面是显示当前监控的所有的机床/产线的数据统计情况，包括运行时间/产量的排名，产量/

产值的统计，开机率/运行时间/故障时间折线图。可选择多个周期进行数据查看。 

3.5.1 运行时间/产量的排名 

显示所有机床/产线的运行时间的排名，点击“产量排名”按钮可切换到产量的排名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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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运行时间排名 

3.5.2 产值统计 

以时间/产品为单位显示所有机床的产能情况，可切换产量/产值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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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产能统计 

 

3.5.3 开机率/运行时间/故障时间统计 

显示所有机床/产线的开机率/运行时间/故障时间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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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开机率统计图 

3.5.4 多周期数据回看 

在下拉菜单中可选择“最近七天”、“本月”、“最近半年”或“自定义”可查看不同周期的所有机床统

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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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多周期数据回看 

3.6 设置 

点击主界面设置按钮：【 】，进入设置界面，可进行机床分组管理，工件单价设置，检测新版本，

查看软件当前版本和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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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设置界面 

3.6.1 分组管理 

分组管理是将当前监控的机床根据产线或者地理位置分为不同的组。点击【 】可新建，删除组，

添加机床到分组等，同一台机床只能添加到一个分组，操作完成分组即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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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机床分组 

3.6.2 工件单价设置 

选择一个工件的名称，点击【 】按钮，输入单价后，点击保存，工件单价设置成功，“统计”界面

的产值统计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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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设置工件价格 

3.6.3 检测新版本 

当用户需要下载软件最新版本时，点击【检测新版本】，则可以实现软件最新版本的安装。 

3.6.4 关于 

点击【关于】，可查看软件的相关版本和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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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软件版本查询 

3.6.5 退出登录 

当用户需要退出当前登录账号时，点击【退出登录】，返回登陆界面，则可以实现用户的账号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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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退出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