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 01

园区场景导入



园区场景导入

Step1：导入场景文件

在【场景管理】界面，点击【   导入场景文件】。



园区场景导入

Step2：选择新建场景类型

选择新建场景类型为：园区。



园区场景导入

Step3：选择场景文件

设置场景名称为：智慧园区，点击导入场景后面的【   选择文件】，选择：01：Revit官方场景4层建筑.tjs，配置完成之后点击【保存】。



园区场景导入

Step4：查看园区场景

点击【访问场景】，进入前台查看3D园区场景。



Part 02

创建孪生体分类



创建“Twin”分类

Step1：添加分类

在【孪生体管理】界面，点击【   添加分类】，选择分类模板为：通用孪生体。



创建“Twin”分类

Step2：编辑分类

填写分类名称为：Twin，其他配置项使用默认即可，填写完成点击【保存】。



【

Part 03

摆放立方体



摆放孪生体

Step1：进入园区摆放器

在【场景管理】界面，点击【摆放点位】。



摆放孪生体

Step2：创建孪生体

点击【摆放点位   】按钮，鼠标移动到场景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左键进行放置，放置成功后，设置模型离地高度为：-5.5，调整模型位置，在弹窗

中设置孪生体的属性，孪生体ID：叉车01，名称：叉车，孪生体分类：Twin，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摆放孪生体

Step3：保存孪生体

点击【孪生体】，展开“Twin”下拉框，查看是否存在“叉车01”数据，存在则代表摆放成功，点击左上角【保存   】按钮。



摆放孪生体

Step4：查看园区场景

点击【访问场景】，进入前台查看3D园区场景。



【

Part 04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1：上传配置资源

Step1：上传配置资源

在【配置管理】-【资源中心】界面，点击【   导入资源文件】，选择：02：配置资源.zip，点击【打开】。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2：配置数据标记

Step1：进入前台配置界面

在【场景管理】界面，点击【配置场景】。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2：配置数据标记

Step2：选择标记资源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点击【Twin】集合，点击标记后面的【  】按钮，选择“数据面板-标题自适应-安德”标记。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2：配置数据标记

Step3：配置标记资源

修改标记资源名称为：叉车名称，选择场景类型为：园区，开启面向摄像机配置项，配置标题名称为：name（使用默认配置即可），点击【预览】

查看效果，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1：添加场景图层

在【场景图层配置】界面，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设置场景图层名称为：叉车名称，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2：选择空间

选择“园区”孪生体集合。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3：添加图层插件

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插件，在【官方免费资源】界面，登录Studio账号。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4：选择图层插件

在【场景图层配置】界面，选中【叉车名称】场景图层，展开下拉框，再次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插件，在【官方免费资源】界面，选择“显示

标记”图层插件。



场景图层①：叉车名称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5：配置场景图层

填写插件名称为：显示名称，点击【   添加孪生体集合】，选择Twin，选择标记：叉车名称，点击【预览】，激活“叉车名称”场景图层查看效果，

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Part 05

替换叉车模型



替换叉车模型

Step1：上传模型文件

在【模型管理】界面，点击【   导入】-【导入模型文件】，选择：03：product_lib_gltf（叉车+摄像头）.zip，点击【打开】。



替换叉车模型

Step2：切换视图

点击右上角【   】按钮，切换至映射视图。



替换叉车模型

Step3：更换模型

点击【更换模型】，选择：叉车_动画模型，点击【确定】。



替换叉车模型

Step4：查看园区场景

点击【访问场景】，进入前台查看3D园区场景。



Part 06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显示路径）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1：配置“显示路径”场景图层

Step1：添加场景图层

在【场景图层配置】界面，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设置场景图层名称为：轨迹监控，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1：配置“显示路径”场景图层

Step2：选择空间、添加图层插件

选中【轨迹监控】场景图层，开启“园区”空间集合，展开下拉框，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插件，在【本地资源】界面，选择“显示路径”图层

插件。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1：配置“显示路径”场景图层

Step3：配置场景图层

点击【   添加孪生体集合】，选择Twin，选择数据类型：监控数据，参考坐标系：世界坐标系，路径点取值：MONITOR/_/_/坐标/value，取值：20

秒，开启是否循环配置项，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推送位置数据

Step1：获取位置坐标

进入【小工具】-【位置获取】界面，点击【开始拾取】。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推送位置数据

Step2：点位拾取

点击场景中相应位置，获取点位坐标并进行复制。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推送位置数据

Step3：获取性能数据推送接口

在【系统管理】-【数据集成】界面，进入【常用接口】-【性能数据推送】模块，复制性能数据推送接口。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推送位置数据

Step4：新建数据接口

点击【新建数据接口】，选择“API Tool”DIP。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推送位置数据

Step5：推送数据

选择请求方式为：POST，将复制的性能数据接口地址粘贴到接口地址配置项后面，填写模拟数据，配置完成后点击【提交请求】。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推送位置数据

Step6：查看效果

激活“轨迹监控”场景图层，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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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显示标记）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1：配置数据标记

Step1：选择标记资源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选中【Twin】集合，点击标记后面的【  】按钮，选择“一行数据-安德”标记。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1：配置数据标记

Step2：配置标记资源

修改标记资源名称为：叉车速度，选择场景类型为：园区，大小设置为：10，开启面向摄像机配置项，修改指标名称为：实时速度，指标取值路径

为：MONITOR/_/_/速度/value，单位为：mph，点击【预览】查看效果，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配置“显示标记”场景图层

Step1：添加图层插件

选中【轨迹监控】场景图层，展开下拉框，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插件，在【本地资源】界面，选择“显示标记”图层插件。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2：配置“显示标记”场景图层

Step2：配置场景图层

填写插件名称为：显示速度，点击【   添加孪生体集合】，选择Twin，选择标记：叉车速度，点击【预览】，激活“轨迹监控”场景图层查看效果，

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3：推送实时速度数据

Step1：推送数据

填写模拟数据，配置完成后点击【提交请求】。



场景图层②：轨迹监控
Chapter3：推送实时速度数据

Step2：查看效果

激活“轨迹监控”场景图层，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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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1：查看模型动画

Step：查看模型动画

在【模型管理】界面，鼠标悬浮在“叉车_动画”模型上方，点击【编辑】进入【模型映射编辑】界面，即可查看到模型动画信息。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2：配置操作集

Step1：进入操作集配置界面

点击【高级配置】-【操作集】，进入操作集配置界面。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2：配置操作集

Step2：添加操作集①

点击【   添加】-【添加操作集】，填写名称为：播放“起”动画＋变色，点击【保存】。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2：配置操作集

Step3：配置操作原子①

从右测拖拽“播放模型动画”操作原子，填写动画名称为：起，配置完成点击【确认   】。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2：配置操作集

Step3：配置操作原子②

从右测拖拽“孪生体颜色”操作原子，选择颜色后点击【确定】，配置完成点击【确认   】。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2：配置操作集

Step4：添加操作集②

点击【   添加】-【添加操作集】，填写名称为：播放“落”动画＋恢复颜色，点击【保存】。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2：配置操作集

Step5：配置操作原子①

从右测拖拽“播放模型动画”操作原子，填写动画名称为：落，配置完成点击【确认   】。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2：配置操作集

Step5：配置操作原子②

从右测拖拽“孪生体颜色”操作原子，点击【清空】，配置完成点击【确认   】。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3：配置触发事件

Step1：配置触发事件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点击【Twin】集合，点击事件后面的【  】按钮，选择触发条件为：鼠标移入，操作集为：播放“起”动画＋变色；选择

触发条件为：鼠标移出，操作集为：播放“落”动画＋恢复颜色，配置完成后分别点击【保存】。



操作集：播放模型动画+变色
Chapter3：配置触发事件

Step2：查看效果

鼠标悬浮在叉车01上面，再进行移出操作，分别查看效果。



Part 09

摆放摄像头



摆放摄像头

Step1：进入园区摆放器

在【场景管理】界面，点击【摆放点位】。



摆放摄像头

Step2：添加孪生体分类

点击【孪生体】-【新增孪生体分类   】，输入孪生体分类的名称为：摄像头，点击【确定】。



摆放摄像头

Step3：摆放摄像头模型

在左侧【模型库】中选中“海康_挂式摄像头_带落地竿”模型拖拽到3D场景中，设置模型离地高度为：-5.5，按住Ctrl键，调整模型位置。



摆放摄像头

Step4：批量摆放摄像头

若重复使用同种模型时，可进行批量摆放，点击【批量复制】按钮，按光标方向批量复制对象，按Shift键锁定正交方向，通过滚轮调整模型间距

（数量3，间距41.5）。



摆放摄像头

Step5：批量设置摄像头属性

在属性配置面板，批量设置孪生体ID：前缀：摄像头；编号：001；名称：摄像头；孪生体分类：摄像头；物体类型：摄像头；确认无误之后点击

【确定】进行保存。



摆放摄像头

Step6：保存孪生体

点击【孪生体】，展开“摄像头”下拉框，查看是否存在“摄像头001、摄像头002、摄像头003”三条数据，存在则代表摆放成功，点击左上角【保

存   】按钮。



摆放摄像头

Step7：填写视频地址

在【孪生体管理】界面，选择【摄像头】分类，点击【孪生体实例】，双击其中一条数据，将视频地址填写在此处，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其他孪生体的视频地址用同种方法补充完整）。



摆放摄像头

Step8：查看数据

视频地址填写完成之后，如下图所示。



Part 10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Chapter1：创建孪生体集合

Step1：进入前台配置界面

在【场景管理】界面，点击【配置场景】。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Chapter1：创建孪生体集合

Step2：添加孪生体集合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点击【   添加集合】，填写名称为：摄像头，选择定义条件为：孪生体分类，选择孪生体分类为：摄像头，选择集合类型

为：通用集合，检查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Chapter2：配置数据标记

Step1：选择标记资源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点击【摄像头】集合，点击标记后面的【  】按钮，选择“视频窗口-安德”标记。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Chapter2：配置数据标记

Step2：配置标记资源

修改标记资源名称为：视频窗口，选择场景类型为：园区，设置大小为：7，开启面向摄像机配置项，配置URL取值地址为：userData/DATA/视频地

址（使用默认配置即可），点击【预览】查看效果，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1：添加场景图层

在【场景图层配置】界面，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设置场景图层名称为：视频监控，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2：选择空间、添加图层插件

选中【视频监控】场景图层，开启“园区”空间集合，展开下拉框，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插件，在【本地资源】界面，选择“显示标记”图层

插件。



场景图层③：视频监控
Chapter3：配置场景图层

Step3：配置场景图层

填写插件名称为：显示视频，点击【   添加孪生体集合】，选择摄像头，选择标记：视频窗口，点击【预览】，激活“视频监控”场景图层查看效

果，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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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智慧安防



业务：智慧安防

Step1：添加场景图层

在【业务配置】界面，点击【   添加业务】，设置业务名称为：智慧安防，点击【保存】。



业务：智慧安防

Step2：选择空间

选择“园区及以下”孪生体集合。



业务：智慧安防

Step3：场景图层配置

点击场景图层配置后面的【请选择】按钮，选择：轨迹监控、视频监控，点击【确定】。



业务：智慧安防

Step4：图表配置

在配置界面最下方，点击图表配置后面的【编辑】按钮，进入图表配置界面。



业务：智慧安防

Step5：添加图表组件

将使用的图表分别拖拽到左右两侧的业务面板上，鼠标悬浮在任意图表上，可对该图表组件进行【编辑】，全部配置完成之后点击【保存】。



业务：智慧安防

Step6：图表编辑①

鼠标悬浮在“单环图组件-安德”上方，点击【编辑】，修改标题名称为：监控设备数量，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



业务：智慧安防

Step6：图表编辑②

鼠标悬浮在“设备信息列表-安德”上方，点击【编辑】，修改标题名称为：设备列表，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



业务：智慧安防

Step6：图表编辑③

鼠标悬浮在“视频轮播-安德”上方，点击【编辑】，修改标题名称为：视频轮播，填写视频播放地址为：userData/DATA/视频地址，修改完成后点

击【确定】。



业务：智慧安防

Step7：配置标记资源

勾选【视频监控】场景图层，全部配置完成后，点击【   保存】，激活“智慧安防”业务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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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告警



告警

Step1：获取告警数据推送接口

在【系统管理】-【数据集成】界面，进入【常用接口】-【告警数据推送】模块，复制告警数据推送接口。



告警

Step2：新建数据接口

点击【新建数据接口】，选择“API Tool”DIP。



告警

Step3：推送数据

选择请求方式为：POST，将复制的告警数据接口地址粘贴到接口地址配置项后面，填写模拟数据，配置完成后点击【提交请求】。



告警

Step4：查看效果

数据推送成功后，回到前台界面查看最终效果。



Part 13

孪生体面板：空间查询



孪生体面板：空间查询

Step1：选择面板资源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点击【Twin】集合，点击孪生体面版后面的【  】按钮，选择“空间查询-安德”孪生体面板。



孪生体面板：空间查询

Step2：配置孪生体面版

填写面板名称为：空间查询，点击【   添加孪生体集合】，选择摄像头，填写查询设备名称为：摄像头，选择标记：视频窗口，设置搜索半径为：

20米，点击【预览】，单击叉车激活孪生体面板，开启“空间查询”功能，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Part 14

地球场景导入



地球场景导入

Step1：导入场景文件

在【场景管理】界面，点击【   导入场景文件】。



地球场景导入

Step2：选择新建场景类型

选择新建场景类型为：地球。



地球场景导入

Step3：选择场景文件

设置场景名称为：智慧城市，点击导入场景后面的【   选择文件】，选择：05：地球场景文件（朝阳区） .zip，配置完成之后点击【保存】。



地球场景导入

Step4：查看园区场景

点击【访问场景】，进入前台查看3D地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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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地图场景结合



园区、地图场景结合

Step1：进入地球摆放器

在【场景管理】界面，鼠标悬浮在“智慧城市”上方，点击【摆放点位】。



园区、地图场景结合

Step2：添加园区

进入【地图摆放器】后，定位到城市级别，点击【   添加园区】，选择【智慧园区】，在场景中点击鼠标左键，摆放园区。



园区、地图场景结合

Step3.1：调整园区位置-重新摆放园区

放置成功后，点击【拾取位置】可以重新摆放园区位置。



园区、地图场景结合

Step3.2：调整园区位置-调整园区旋转角度

更改【方位角】参数即可调整园区旋转角度。



园区、地图场景结合

Step3.3：调整园区位置-键盘调整

勾选【键盘调整】可以使用键盘对园区位置进行微调，勾选后，经纬度使用键盘的方向键微调，海拔方位角按住shift键后，用方向键进行微调，调

整完成后，点击【保存】。



园区、地图场景结合

Step4：查看地球场景

点击【访问场景】，进入前台查看3D地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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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1：边界绘制

Step1：进入地球摆放器

在【场景管理】界面，鼠标悬浮在“智慧城市”上方，点击【摆放点位】。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1：边界绘制

Step2：添加孪生体分类

点击【   添加分类】，输入孪生体分类的名称为：新园区，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1：边界绘制

Step3：创建孪生体

选择绘制类型为：画多边形，在地图场景中绘制一个矩形，单击鼠标左键开始绘制，双击鼠标左键结束绘制，单击鼠标右键取消绘制，在右侧弹框

中编辑属性，填写孪生体ID为：园区标识01，填写名称为：新园区，检查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1：边界绘制

Step4：查看孪生体数据

在【孪生体管理】界面，选择“新园区”孪生体分类，点击【孪生体实例】，可以查看到刚刚创建的1条孪生体数据。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2：创建孪生体集合

Step1：进入前台配置界面

在【场景管理】界面，点击【配置场景】。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2：创建孪生体集合

Step2：添加孪生体集合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点击【   添加集合】，填写名称为：新园区，选择定义条件为：孪生体分类，选择孪生体分类为：新园区，选择集合类型

为：通用集合，检查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3：配置面标记

Step1：选择标记资源

在【孪生体集合】界面，点击【园区边界】集合，点击标记后面的【  】按钮，选择“围栏-矩阵革命”标记。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3：配置面标记

Step2：配置标记资源

修改标记资源名称为：园区标识，选择场景类型为：地图，配置围栏高度为：30，点击【预览】查看效果，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4：配置场景图层

Step1：添加场景图层

在【场景图层配置】界面，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设置场景图层名称为：园区规划，点击【保存】。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4：配置场景图层

Step2：选择空间

选择“地球”孪生体集合。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4：配置场景图层

Step3：添加图层插件

点击【   】添加场景图层插件，在【本地资源】界面，选择“显示标记”图层插件。



场景图层④：园区规划
Chapter4：配置场景图层

Step4：配置场景图层

填写插件名称为：显示新园区标识，点击【   添加孪生体集合】，选择新园区，选择标记：园区标识，点击【预览】，激活“新园区标识”场景图

层查看效果，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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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效果模板



更换效果模板

Step1：添加效果模板

在【样式配置】界面，进入【效果】，点击【   添加效果模板】，选择“矩阵革命地图”效果模板。



更换效果模板

Step2：编辑效果模板

设置效果模板名称为：地球场景效果，关联业务选择全局默认，点击【保存】查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