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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富邦智慧用户： 

衷心感谢您选用富邦智慧软件用户手册！ 

本说明书介绍了富邦软件用户手册整体情况及产品的介绍、操作步骤，有助

于您更详细地了解和便捷地使用此产品。富邦智慧拥有本手册的版权。未经富邦

智慧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用户手册。富邦智慧保留随时

修改本手册的权利。如果您对本手册有疑问或建议，请向富邦智慧垂询。 

北京富邦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关于本手册 

⚫ 产品概述 

本章介绍关于富邦软件用户手册的整体情况。 

⚫ 平台简介 

本章介绍富邦软件用户手册的木星智慧云平台。 

⚫ 术语介绍 

本章介绍富邦软件用户手册使用过程中的术语解释。 

⚫ 界面介绍 

本章介绍富邦软件用户手册的软件系统界面布局。 

⚫ 操作步骤 

本章向您介绍软件系统的详细使用过程。 

 

我们建议您在使用富邦软件用户手册之前仔细阅读本手册，以避免您在操作中

出现不必要的失误。 

技术服务电话：010-82861119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汇冠大厦 

邮 箱：fubang@fubangyun.com 

 

前 言 

mailto:fubang@fubang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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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说明书仅供参考。 

⚫ 说明书和程序将根据产品实时更新，如有升级不再另行通知。 

⚫ 如不按照说明书中的指导进行操作，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 说明书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

或印刷错误，以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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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木星智慧云是最领先的消防物联网云平台和服务供应商，由中国早期从事“智慧消防”

企业北京富邦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基于木星智慧云为监管部门、监控中心、社会单

位、应急指挥中心、大众用户，提供开放、稳定、可靠、高性能的云计算服务。服务客户涵

盖消防行业、能源行业、文化古建、医疗院校等行业，走在中国消防物联网实践领域的最前

沿。木星智慧云坚持开放云计算理念，持续针对国内消防现状，深度挖掘消防用户潜在需求

进行功能研发扩展，目前云平台已接入 3000 余家智慧消防联网单位，覆盖国内 12 个省市，

尤其在 2016 年鼓浪屿部署的基于木星智慧云模组的“智慧消防”系统，有效减少文物古建

火灾隐患，助力鼓浪屿景区于 2017年 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1届会议

上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富邦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消防物联网建设与信息服务的双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是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员单位、国家“十二五”重点科技课题成果转

化基地和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社会消防安全管理和灭火救援信息支持关键技

术”参与单位，同时参与建设国家“火灾调查与相关信息基础数据库”，与公安部沈阳消防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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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星智云平台简介 

木星智慧云平台按需分配计算、存储、网络、应用等资源的弹性云计算平台，用户只需

通过浏览器就可以快速完成虚拟数据中心的搭建。云平台上的各类资源可以灵活扩展或缩减，

云主机秒级启动，云存储稳定可靠，秒级备份，网络隔离及防火墙确保云主机安全，对各类

资源秒级计费，可灵活调整计价策略，所有数据采用多副本保证高可靠性，分钟级别的监控

告警为运维人员及时全面掌握系统状态提供有力保障，分层的用户管理方便企业级管理员对

各级权限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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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星智慧云平台术语介绍 

为了方便理解文中的内容，首先介绍木星云平台涉及到术语及概念： 

【用户】 

木星智慧云平台提供四个级别的用户，每个级别具有不同的权限，适应企业及用户管理。

所有用户在整个系统中唯一、统一使用账号密码登录： 

（1） 普通用户： 

具有操作云平台各项资源的权限。 

（2） 项目管理员： 

具有管理当前项目配额的功能 

（3） 用户管理员： 

云平台针对各用户计费。用户管理员可以通过邀请码注册的方式创建或者通过

云管理员创建。除了具有普通用户的所有权限外，用户管理员在[权限管理]中，

可以管理项目/用户，并查看费用使用情况。 

（4） 云管理员： 

云管理员具有管理整个云平台的权限，在[权限管理]中，可以管理企业、项目、

用户，并且具有[全局管理]菜单，管理整个平台的各项资源、计费定价等，为

企业分配邀请码。 

【云主机】 

运行在云平台上的虚拟机，相当于数据中心的一台物理服务器。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合适

的 CPU、内存、操作系统磁盘空间、网络、安全组等配置创建云主机。系统根据云主机使用

的配置和时长计费。 

【对象存储】 

用户创建对象存储，用于保存大规模的非结构化数据，例如图片文件、视频文件、虚拟

机镜像文件、文档文件等。用户对属于自己权限的数据可以进行检索、下载、复制、删除、

更新等操作，同时支持显示对象大小、访问地址、散列值等信息。 

【安全组】 

一系列防火墙规则组成安全组，创建云主机时，用户可以选择合适的安全组来保障云主

机的安全。安全组对主机上的所有网卡生效，新增网卡也将应用已有的安全组。 

3/木星智慧云平台术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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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网络与现实的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连线组成的基础设施网络类似，创建网络后，

用户可以在网络内创建子网，创建云主机时选择网路，组建服务器集群。 

木星智慧云提供的基础网络包含共享网络和外部网络，创建在共享网络上的云主机处于

同一个网络内，通过安全组保障云主机访问安全。外部网络主要用于网络 IP地址的分配。 

用户可以为项目创建内部网络，并在内部网络中创建子网。如同在物理网络上通过交换

机将服务器连接到一起的局域网，服务器通过交换机连接到子网中。不同内部网络之间是完

全隔离的，因此不同的网络中可以配置相同的 IP 地址而不会产生冲突。同一个网络内可以

创建多个子网，以适应业务的需求。 

【路由器】 

用户创建路由器，为不同的子网提供三层路由，从而让子网内的云主机与其他子网的云

主机互联互通。也可以将用户创建的内部网络链接到外部网络。让内部网络的云主机访问

internet。路由器配置公网 IP后，还可以为内网的云主机做端口转发，以节约公网 IP地址

资源。 

【负载均衡】 

用户创建负载均衡， 能够将所收到的网络流量分配给若干个提供相同处理功能的虚拟

机，并按照特定的算法保证每台虚拟机工作在最优的负载状态，从而达到更高效的使用计算

资源的目的。这些虚拟机构成了一个集群，负载均衡会为集群设置一个对外提供服务的地址

Virtual IP，外部用户通过 Virtual IP 实现对集群的访问。负载均衡必须能够连接外部网

路，如果不关联 Floating IP，平台将会随机为负载均衡分配一个公网地址。 

【防火墙】 

防火墙提供网络间的访问控制功能，通过防火墙策略中的过滤规则对当前项目中的网络

流量进行过滤。防火墙必须与一个防火墙策略相关联，防火墙策略是防火墙规则的集合，防

火墙规则支持多种网络协议。每个项目只允许配置一个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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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图模式界面介绍 

 

【左侧导航栏】 

-系统功能应用 

【上部的显示菜单】 

-系统快捷应用工具 

【中间位置的内容展示区】 

-中国二维地图 

【右侧控制区】 

-控制显示内容的大小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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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图模式详细操作步骤 

5.1 系统左侧导航栏功能介绍 

5.1.1类型筛选 

 

点击‘类型筛选’按钮，内容页右侧弹出包含单位、消防支队、联动单位、消火栓、

消防水池、天然水源信息的页面，点击相应内容类型，当内容显示区单位面积较小时，GIS

地图上以不同图标显示对应的位置，当内容显示区单位面积较大时，仅显示该省总数量。点

击图标‘ ’，显示详细信息。在弹出的信息详情页面中，点击‘建筑周边’按钮，内容页

显示该建筑周边环境的地理信息。在弹出的信息详情页面中，点击‘室内地图’按钮，系统

弹出建筑的三维场景图。 

在弹出的类型筛选页面中，点击‘ ’显示该页面的所有信息，再次点击，取消信

息显示。点击‘ ’图标，收起弹出页面。 

   

5/地图模式详细操作步骤 



5地图模式详细操作步骤                        软件用户手册 

 

11 

？5.1.2实时告警 

点击‘实时告警’按钮，内容页右侧弹出火警、故障、异常、隐患信息列表。 

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字，可快速检索检索相关信息。 

点击‘ ’图标，收起弹出页面。 

 

5.1.3单位 

  点击‘单位’按钮，内容页右侧弹出包含所属中心、管辖单位、维保单位的信息列

表。 

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字，可快速检索检索相关信息。 

点击‘ ’图标，收起弹出页面。 

 

5.1.4消防水源 

点击‘消防水源’按钮，内容页右侧弹出消防栓的信息列表。 

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字，可快速检索检索相关信息。 

点击‘ ’图标，收起弹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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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上方菜单栏 

 

在上方菜单栏中，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字，可检测相应的信息。 

点击‘卫星’按钮，系统内容页显示卫星地图。再次点击，返回二维中国地图。 

点击‘测距’按钮，起点单击鼠标，中间如有位置折点，单机鼠标，终点双击。系统

自动显示测量结果。点击‘ ’图标，可删除起点或这折点。 

 

点击‘路况’按钮，在系统内容页的二维地图上以不同颜色显示路况拥挤程度。 

5.3 右侧控制区 

点击‘ ’图标，控制中间内容区的上下左右方向，点击‘ ’‘ ’，控制地图

显示内容的精细度。点击‘ ’按钮，系统自动定位当前用户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