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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操作流程 

设备预约申请

设备预约审核N

查询设备预约情况/

设备故障状态

（两周）预约确认/调

整

设备预约状态查询

设备管理员用户

（多个/按设备分）
普通教职工用户

订单/任务完工审核按预约时段使用设备按预约时段使用设备

查看设备预约情况

确认设备使用时间

打印预约时段表

任务结束

新建任务/订单

设备监控

设备使用统计

设备故障维护

采集数据管理

个人信息维护

新增客户信息

设备负荷

权限配置

新用户注册

新增员工

已录入实验

室101、103

室的机床基

本信息

设备使用完工上报

（确认设备状态）

设备管理员配置

是否有超期

未报完工

已预约订单状态

修改

是否有预约

实验室管理员用户

超期预警/申

请无效

Y

是否设备

异常/故障

填报设备故

障/异常信息
设备维修处理

设备状态恢复

N

Y

设备停止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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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职工用户使用手册 

1.1 系统登录与密码修改 

1.1.1 系统登录 

通过网址http://222.192.72.12:8080/SSM访问系统。推荐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屏幕纵向分辨率设

为1080。系统登录界面如图1.1所示，分别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进行登录，登录成功后进入如图1.2所示界

面。机电学院教职工（除部分新员工外）的账号都已开通，其中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工号。对于没有开

通账号的新员工，请找系统管理员朱文魁老师协助开通。 

 

图1.1 系统登录界面 

  

图1.2 系统首页 

1.1.2 密码修改 

登入系统后，若需修改密码，点击如图1.3中红框的【修改密码】，进入如图1.4所示的密码修改界面。

先输入现在的密码，再输入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点击【保存】后方可修改成功。如果忘记密码，请联

系系统管理员进行重置。 

 

http://222.192.72.12:8080/S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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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修改密码 

 

图1.4 修改密码 

1.2 系统管理 

1.2.1 个人信息维护 

若要查询和修改个人基本信息，可依次点击如图1.5所示红框中的【系统管理】和【个人信息维护】菜

单项，进入个人信息页面。如需修改个人基本信息，可点击【修改】按钮，进入如图1.6界面，可对所属系、

联系电话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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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个人信息维护界面 

 

图1.6 个人信息修改 

1.2.2 客户信息 

本系统中客户包括内部客户和外部客户。机电学院用户为内部客户。如果需要查询和增加客户信息，

如图1.7，点击【客户信息】菜单项，可查看所有客户信息，点击【新增客户】页面，进入如图1.8界面，

输入相关信息（其中底色黄色的为必填项），点击【保存】按钮。 

 

图1.7 客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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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新增客户信息 

1.3 加工任务 

1.3.1 新增订单 

对加工任务预约设备时，先要在【加工任务】—【新增订单】菜单项下填写订单基本信息（如图1.9

所示），填写完整后（黄色为必填项）点击【提交】，则新建订单完成。 

 

图1.9 新增订单 

1.3.2 设备预约 

新建订单完成后即可按需求对加工设备进行预约。点击【设备预约】菜单项，可看到新建的订单信息，

如图1.10所示，此时订单的预约状态为“新建订单待预约”。点击订单信息左边的小图标 进入设备预

约界面，如图1.11所示。  

 

图1.10 设备预约界面 

设备预约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按机床预约，另一种是按时间预约。设备预约以一小时为基本时间单

位。 

点击【按机床预约】进入该方式预约页面，如图1.11所示。预约页面分左右二个区，左侧为预约区（图

形化），右侧为预约结果显示与确认区。预约步骤如下：第1步，选择预约设备所在的实验室房间号；第2

步，选择预约设备；第3步，选择预约日期与时间段，点击空白位置出现 表示已选，点击 位置表示取

消选择，同时预约信息会显示在右侧区域；第4步，确认无误后点击右侧【确定预订】，预约位置出现

表示预定成功，鼠标停留该位置时会显示预约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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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按机床预约 

如果预约时间段显示“异常”表示设备出现异常（如图1.12所示），该时间段不能预约。 

 

图1.12 设备异常 

点击【按时间预约】进入该方式预约页面，如图1.13所示。预约页面分左右二个区，左侧为预约区（图

形化），右侧为预约结果显示与确认区。预约步骤如下：第1步，选择预约设备所在的实验室房间号；第2

步，选择预约日期；第3步，选择预约设备对应的时间段，点击空白位置出现 表示已选，点击 位置表

示取消选择，同时预约信息会显示在右侧区域；第4步，确认无误后点击右侧【确定预订】，出现如图1.14

所示界面，对应位置预约位置出现 表示预定成功，鼠标停留该位置时会显示预约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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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按时间预约 

 

图1.14 设备预约成功 

1.3.3 我的订单 

在完成设备预约操作后，可点击【我的订单】菜单项，进入如图1.15所示页面。该页面分上下二部分，

上部是订单信息，下部是订单的设备预约信息。 

在上部显示的订单信息中，订单信息的最右侧操作栏有【取消】【查看】【打印】【修改】等按钮，

可对订单进行相应操作。 

点击某项订单信息右侧的【取消】按钮，可删除该订单及相应的预约信息。 



                                                             实验室智能制造MES系统 

10 

 

图1.15 我的订单 

点击订单信息右侧的【查看】，进入如图1.16所示界面，可以查看该订单的所有预约情况。 

 

图1.16 预约查看 

点击订单信息右侧的【打印】，显示该订单的预约信息（含有条码），如图1.17所示，在右键菜单上

选择【打印】即可预览、打印带条码的纸质预约单（如图1.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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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待打印的预约单信息 

 

图1.18 预约单打印预览 

在下部显示的订单的设备预约信息中，如果预约状态为“预约待审核”，表示你的预约尚未通过设备

管理员的审核；预约信息的最右侧操作栏有【取消】按钮，如果该预约尚未审核通过，点击【取消】可以

取消该预约，如图1.19所示。但若预约已经审核通过，要取消预约须通过设备管理员来操作，如图1.20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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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取消设备预约 

 

图1.20 已审核通过的预约只能通过设备管理员取消 

1.3.4 完工上报 

设备预约审核通过后，用户可按照预约时间使用机床设备。机床使用完后，需点击【完工上报】菜单

项，打开完工上报页面，如图1.21所示，此时订单状态更新为“待上报”。 

⚫ 点击“完工上报”栏下的图标 ，进入如图1.22所示完工上报确认页面，勾选完工项，然后点击

【完工上报】。 

⚫ 若设备未使用，勾选未使用项，点击【未使用上报】。 

⚫ 完工上报项目通常与设备预约项目对应，可以分批多次上报。 

⚫ 对于没有通过本系统进行预约但实际使用了设备等特殊情况，可以点击【增加】按钮，手工输入

完工信息进行补报，如图1.23所示。 

⚫ 在完工上报时要确认设备完好或故障状态，如果出现设备异常或故障，对设备状态进行更改，并

对故障进行描述。同时，要求在【设备管理】—【设备报修】菜单项下进行设备报修。 

 

图1.21 完工上报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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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完工上报确认页面 

 

图1.23 完工补报 

根据完工上报情况，订单一共有5种上报状态，如图1.24所示。 

 

图1.24 上报状态 

用户上报与确认完工信息后，状态更新为“上报待审核”状态，如图1.25所示，后续需要管理员对完

工上报情况进行审核。 

 

图1.25 上报完成待完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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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上报/完工查询 

如图1.26所示，【上报/完工查询】让用户可以查看自己完工上报的订单状态，若设备管理员审核通过，

用户便可查看到订单状态更新为“订单完结”；点击“查看”栏下的图标 可以查看订单的详细信息，如图

1.27所示。 

 

图1.26 上报/完工查询 

 

图1.27 上报/完工订单信息 

1.4 设备管理 

1.4.1 设备详情 

如果要查看实验室共享设备情况，点击【设备管理】—【设备管理】菜单项，进入如图1.28所示的设

备清单界面，点击“操作”栏下的图标 ，进入如图1.29所示的设备详细信息页面。 

 

图1.28 设备清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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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设备详情 

1.4.2 设备报修 

设备发生故障时，需要进入【新增报修】菜单项填报设备故障情况，如图1.30所示，填写内容包括故

障设备名称与固定资产编号、报修人、故障开始时间，如果能预估故障修复时间的，可填写故障预计结束

时间，填写完成点击【保存】即可。 

当设备报修之后，在故障期间设备不可预约。若已经预约并在预约当天依旧不可使用，在完工上报时

可以做未使用上报。 

 

 

图1.30 新增报修 

【设备维修记录】页面可以查看所有的设备维修记录，如图1.31所示。 

 

图1.31 设备维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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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车间监控 

1.5.1机床监测 

点击【机床监测】，进入如图界面，点击机床名称可进入详细界面。 

 

图1.32 机床监测 

 

图1.33 机床监测 

1.5 帮助 

如需帮助，点击左侧【帮助】，进入如图界面，下载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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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用户使用手册 

管理员用户的基础操作参见普通教职工用户部分的使用说明。 

2.1 系统管理 

2.1.1 员工管理 

员工管理可以查询所有可以使用该系统员工的基本信息，也可以对员工的基本信息进行修改，同时也

可以增加新员工的基本信息，点击【员工管理】如图2.1，点击【新增员工】如图2.2所示。 

 

图2.1 员工信息 

 

图2.2 新增员工 

2.1.2 系统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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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系统用户管理】进入本系统的用户管理界面，该界面包含用户列表和注册新用户两个页面。如

图2.3所示，用户列表显示已注册用户的账户信息。如图2.4所示，注册用户是为新用户分配系统账号和初

始密码。默认的用户账号和密码均为工号，工号可从员工清单中选择。设置完成点击【保存】即可。 

 

图2.3 用户列表 

 

图2.4 注册用户 

2.1.3 权限配置 

分配好用户号和初始密码后，需要对用户分配系统的操作权限。点击右侧菜单栏【权限配置】后出现

如图2.5所示的页面，在页面中间部分是系统权限选项。首先需要选择权限被授予者和权限授予者的姓名，

然后选择需要为用户分配的系统权限，在该权限下点右键出现【赋予权限】按钮，点击即可赋予响应权限，

如图2.5所示。删除权限只需在右侧权限清单中勾选已赋予的权限，同样点右键，再点击【删除权限】即可，

如图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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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赋予系统登陆人员权限 

 

图2.6 删除系统登陆人员权限 

2.1.4 部门管理 

【部门管理】是对学院各系和部门基本信息进行管理，如图2.7所示；点击【新增部门】可以对其进行

扩充，如图2.8所示。 

 

图2.7 部门信息 

 

图2.8 新增部门 

2.1.5 个人信息维护 

如图所示，点击【个人信息维护】按钮可以修改个人的基本信息，如图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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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个人信息维护 

2.1.6 客户信息 

本系统中客户包括内部客户和外部客户。机电学院用户为内部客户。如果需要查询和增加客户信息，

如图2.10，点击【客户信息操作】菜单项，可查看所有客户信息，点击【新增客户】页面，进入如图2.11

界面，输入相关信息（其中底色黄色的为必填项），点击【保存】按钮。 

 

图2.10 客户信息 

 

图2.11 新增客户信息 

2.1.7设备类型维护 

如果需要增加新的设备类型，点击【设备类型维护】，进入如图2.12，点击新增，进入如图2.13. 

 

图2.12 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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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新增设备类型 

 

2.2 管理审核 

2.2.1 预约查询 

如图2.14所示，【预约查询】可以查看整个系统所有的预约情况。设备管理员查看系统的预约情况，

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设备的使用时间，然后进行下一步的【预约审核】操作。 

 

图2.14 预约查询 

2.2.2 预约审核 

【预约审核】主界面可以查看所有的订单信息，如图2.15所示。设备管理员需要对用户生成的订单依

次进行的审核。 

 

图2.15 预约审核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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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设备管理员，可以点击审核进入预约审核操作界面，如图2.16示，设备管理员根据实际情况对此

订单进行审核，确认时间没有冲突无误的情况下可赋予该订单审核通过，若该订单不合理，管理员可以赋

予该订单审核不通过。修改预约时间这一项给设备管理员权限让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预约时间。 

 

图2.16 预约审核操作界面 

 

图2.17 修改预约时间 

2.2.3 完工审核 

如图2.16所示，设备管理员需要对完成完工上报的订单进行审核，【完工审核】主界面显示所有上报

完工的订单。设备管理员需对每一单确认无误后进行完工审核，完工审核完成后，若所有项都已审核通过，

订单状态更新为“订单完结”，否则更新为“待上报”如图2.18所示。 

 

图2.18 完工审核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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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完工审核通过 

2.2.4 订单查询/操作 

如图2.7所示，点击订单查询可以查询所有订单信息，可以根据订单状态以及客户名称进行搜索。点击

查看按钮，可查看订单的具体信息，如图2.20所示。对于订单中预约的最早时间早于当前时间，且没有没

有报过完工信息的，可以点击删除订单，将此订单的预约信息删除，一旦删除预约不可恢复。 

 

图2.20 订单查询 

 

图2.21 订单信息 

2.3 设备管理 

2.3.1 设备管理员维护 

如图2.22所示，【设备管理员维护】对各设备的管理人员信息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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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设备管理员维护 

2.3.2 设备信息维护 

如图2.23所示，【设备信息及修改】可以查看所有数控机床的详细信息。在操作这一列中点击第一个

按钮可以修改设备的基本信息，然后保存即可，如图2.24所示。  

 

图2.23 设备详情 

 

图2.24 修改设备信息 

点击【新增设备】可以增添新设备，填写完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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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 新增设备 

2.3.3 新增设备 

除了在【设备详情】菜单项下添加设备外，还可以在【新增设备】菜单项下添加设备，如图2.26所示。

所有操作均一样。 

 

图2.26 新增设备 

2.3.4 设备报修 

如图2.27所示，【设备报修】是对发生故障的设备进行报修，填写故障设备名称，故障设备编号，报

修负责人，故障开始和预计结束时间等，填写完成点击保存即可。  

 

图2.27 新增维修记录 

如图2.28所示，【设备维修记录】可以查看所有的设备维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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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8 设备维修记录 

当设备报修之后，在修时间段不可预约，若已经预约并在预约当天依旧不可使用，在完工上报进行未

使用上报。 

2.3.5 故障恢复 

当设备维修好后，需要进行填写故障恢复，点击【故障恢复】，进入图2.29界面，点击故障撤销进入

故障撤销界面，如图2.30。故障结束时间默认当天，若需修改自行修改，点击提交即可撤销。 

 

图2.29 故障恢复 

 

图2.30 故障恢复 

2.3.6 维修记录查询 

点击【维修记录查询】进入查询界面，可以通过设备名称或者时间进行查询详细的维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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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维修记录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