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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公司介绍

明牛云科技是一家面向工业领域的产品、技术服务型公司，在设备端为用户提供数据采集网关，

在平台端为用户提供工业云平台以及 BI 智能大数据引擎，助力用户以数据为依托，提高设备管控效

率、降低售后服务成本、优化企业管理。

服务方式：私有云部署为主，公有云服务为辅

愿景： 人人都能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物联网平台

第二、 数据采集

本方案的数据采集主要分为 2种方式：

 明牛自主研发的数据采集网关采集数据并接入平台

 任意第三方支持 MQTT 协议的智能网关或者自带数据传输功能的智能硬件采集数据并接入平

台

2.1、自主网关

MNGate系列智能网关通过基于云的远程连接解决方案，建立了从机器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安全P2P

连接。网关在局域网上与 PLC、HMI 等设备无缝通信，并且采集设备数据传送到明牛云平台（以下简

称 MNExplorer 工业云平台），且允许从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进行远程连接。MNGate 内部集

成了大量的设备通讯协议，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主流 PLC 等，从而使连接变得容易，只需简单

的配置即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2.2、支持协议

支持协议

2.3、产品选型

产品型号 参数及功能说明 变量数 上网方式 备注

MNGate101-L 1 路 485、1 路网口、支持连接一台设备 128

4G 全网通

数采专用

MNGate201-L
1 路 RS232\485 可选、1路网口、远程编

程、支持连接一台设备
256

4G 版本默认

标配 2G流量
MNGate301-N

1 路 RS232、1 路 485、2路网口、远程编

程、支持连接多台设备、本地缓存
512

有线

MNGate301-W Wifi

MNGate301-L 4G 全网通

2.4、第三方智能硬件

MNExplorer云平台支持接入任意第三方支持 MQTT 通讯协议的数据采集网关以及自带 MQTT通讯

的智能硬件，如变频器、仪器仪表、工业触摸屏等，用户可通过简单的脚本配置，实现各种 MQTT

协议的自动匹配工作，无需任何定制开发。



第三、 云平台

明牛云物联网平台(MNExplorer)是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应用技术的一个跨行业通用全栈开发

平台，托拉拽轻量级自助开发工具、为企业/开发者提供全球最低门槛开发环境、标准化工业级物联

解决方案、设备连接及运营管理服务，实现设备管理、运维、在线诊断等多维度、多元数据的融合

应用，助力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的方式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

系统架构图如下：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对平台的不同需求，明牛云科技提供 3种平台服务方式，分别为公有云平台、

私有云平台以及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局域网）,主要是部署方式的不同，具体如下：

3.1、公有云 vs 私有云 vs 局域网平台

云平台 数据存储位置 存储空间
Logo、名称

远程访问 定制开发
云平台 APP

公有云 明牛云服务器 限制 明牛云
支持

不支持

私有云
本地硬盘 不限 用户自定义

支持

局域网平台 不支持 支持

3.2、公有云平台

明牛云科技对外提供公有云服务，用户只需在官网（www.mingnew.com）注册账号即可使用。



公有云平台对用户数据的存储空间存在一定的限制，具体如下：

账户 项目数 变量点 用户数 存储空间 空间包 BI报表 数据接口 个性化服务

体验 5 500 10 100M 不支持 5 不支持
不支持

正式 100 10000 不限 100M/网关 可选 50 支持

平台空间说明：

1、“100M/网关”：指的是平台每接入一个网关，平台自动增加 100M 的数据存储空间

2、“空间包”：每个空间包包含“100 个项目数、10000 个变量点、2G 存储空间以及 100 张 BI 报

表”，支持以标准空间包为单位额外增加。

3.3、私有云平台

该私有云平台主要是为部分不想使用明牛公有云平台的用户而单独开发的，平台部署在用户自

己准备的云服务器（阿里云）、工控机上，所有的数据、企业信息等都存储在自己的服务器中，平台

logo、APP 等也完全属于自己。

3.3.1、平台核心组件

3.3.2、平台特点

3.3.3、平台选型



版本 变量点 用户数 BI 报表 智能维保 数据接口 LOGO 自定义 功能升级

基础版 5000

不限 可选项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标准版 80000
支持 支持

高级版 不限

注：1、标准版升级成高级版补齐差价即可
2、第一年全部免服务费
3、“基础版”和“标准版”默认免费接入 512个变量点，用于客户测试。

3.3.4、服务器要求

版本 操作系统 硬盘（G） 固定带宽 CPU IP 地址 部署方式

基础版 Windows

server
40G 及以上

不限
双核 CPU、8G 及

以上内存
动态即可

安装包部署

标准版
4M

四核 CPU、8G\16G

及以上内存
固定 IP

高级版 Linux 60G 及以上 厂家部署

注：

1、正式使用:针对基础版和标准版，操作系统建议使用Windows Server 2012 R2，64位。
2、测试使用：Windows 7、8、10均可（基础版和标准版）。
3、标准版支持升级至高级版
4、高级版支持双服务器部署（性能提高 20%）

3.3.5、平台部署流程

15 分钟轻松搞定

3.4、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局域网）

该平台主要是为满足部分不需要数据上云的企业而开发，主要用于企业内部的设备管理以及信息

化集成等功能，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版本：

版本 变量点 用户数 BI 报表 大屏展示 数据接口 LOGO 自定义 升级

基础版 2000

不限 可选项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标准版 8000
支持

高级版 20000



第四、 核心功能

4.1、个性化驾驶舱

平台为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等角色提供了数据 DIY 分析所需的可视化工具和模板，包括基

于图元库、图表库和智能控件库（报表控件、趋势控件、报警控件、视频控件）等。不同角色的用

户可以根据自身关注的数据和业务，通过组态方式构建个性化数据分析主页。

4.2、远程监控

用户可以在线绘制设备运行状态的流程图画面，利用平台提供的基础图元库，可以绘制各种形

状的设备静态图和动画效果。通过数据连接可关联平台的实时数据以及历史数据等，在 web 画面上

进行实时在线监控。

4.3、事件告警

基于变量的告警，用户可以在边缘端（网关）来配置报警的触发规则，同时由边缘端来执行并

将告警消息直接推送到云端以及手机端。同时，为了区分告警信息的重要性，我们将其分为“一般”、

“重要”以及“紧急”3种，用户可以根据其不同的重要性来灵活的配置其触发规则。



4.4、远程设备诊断

平台提供远程对设备进行在线诊断的通道，如远程给 PLC、HMI 等设备远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

测程序的运行状态等，提高设备维护效率，降低售后服务成本。

4.5、智能维保

该模块包括主要包括保养计划管理、工单管理、备品备件管理模块三部分：

 保养计划管理用于实现保养计划制定、编辑、审核等功能，分为正常维护和周期性维护；

 工单管理模块用于派发保养工单，包括设备故障报告录入、派发维修工单、逾期未排除

故障提醒、录入维修记录、查询维修记录等功能。

 备件管理是指备件的计划、生产、订货、供应、储备的组织与管理。在系统中，备件管

理模块的主要内容包括备件基本信息管理、出入库管理和库存管理，同时支持读取梅钢

已有数据库，软件具备有库存少时候的提示，甚至供应商的采购等



4.6、视频

可接入海康萤石云的视频信息（仅支持萤石云），实现设备运行数据与视频信息的高度集成。

4.7、权限管理

平台提供强大的权限管理功能，用户可根据需求设置安全规则或者安全策略，用户可以访问而

且只能访问被授权的资源，不多不少。从控制力度来看，可以将权限管理分为两大类：

 功能级权限管理。

 数据级权限管理。

4.8、第三方数据接口

平台对外开放 API、SDK 以及 opc server 数据接口，便于第三方平台通过接口获取平台数据

第五、 BI 大数据统计

MNReport 是一款自助 BI 数据分析产品，用户只需简单托托拽拽就能自助完成多维度的数据

分析与报表设计，开发者能够简单的“搭建”出满足企业需要的统计分析报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7%AD%96%E7%95%A5/2890163


产品特性：

1、交互式、拖拽多维分析用户体验, 数据切块、切片、排序无所不能

2、支持 PC 端报表以及 APP 端报表展示

3、功能强大，支持数据清洗、计算、同比\环比对比以及多报表联动等

4、一个数据集根据您的拖拽衍生无数不同粒度数据聚合 + 20 余种不同展现形式的图表

5、图表级别权限控制

主要功能：

明牛报表分析引擎主要包含 2个部分：

1、图表设计器

主要用来设计组成报表的各个独立图形，比如饼图、柱状图、曲线图，以及各种数据分析

的计算功能等

2、看板设计器

看板设计器主要用来对图表设计器设计好的各种数据分析图形进行重新布局、整合，以达

到实际的使用效果，如我们常见的电子看板等，内含大量的界面开发组件，如日期筛选器、

时间筛选器、列表筛选器等。

第六、 移动端

平台支持通过 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 3 种方式对设备进行远程监控、管理等，主要分

为以下几个主要模块：画面监控、实时数据监测、故障告警、设备维保以及账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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