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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P 云平台组织架构使用说明 

前言 

本说明旨于让管理员用户快速掌握 EMCP 物联网云平台的组织架构的使用方法。 

上线组织架构功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每一个企业可以创建出适合本企业的组织架构，它可以针对不同

部门、不同角色的功能权限进行精细化管理，更好的去匹配本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生产生活，更好的协助企

业释放能量和发展生产力。 

本平台的组织架构分为【角色管理】和【部门管理】两部分，它们是创建企业内部账号和外部账号的

先前条件。 

一，角色管理 

1.1 角色管理入口 

拥有【组织架构】中【角色管理】权限的账号，在浏览器登录平台后，点击顶部菜单【后台管理】，

进入【后台管理】页面。点击页面左侧【组织架构】后，会出现【角色管理】，点击【角色管理】，即进

入【角色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角色管理】平台默认生成了三种角色，分别为【普通角色】、【二级管理员角色】和【外部角色】。

这三种角色都支持再次编辑，详见 1.4 编辑已有角色。 

 普通角色 

数据权限*：只拥有本账号下的数据权限。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 

功能权限*：拥有【设备地图】、【设备监控】、【用户中心】、【消息中心】、【帮助文档】及其下

属功能权限。如下图为【普通角色】下的账号登录平台显示的画面： 

 

 二级管理员角色 

数据权限：只拥有本账号下的数据权限。 

功能权限：拥有【设备地图】、【设备监控】、【用户中心】、【消息中心】、【帮助文档】及其下

属功能权限，和【后台管理】下的【设备中心】、【运营中心】、【账号管理】、【短信管理】及其下属

功能权限。如下图为【二级管理员角色】下的账号登录平台显示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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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角色 

数据权限：只拥有本账号下的数据权限。 

功能权限：拥有【设备地图】、【设备监控】、【用户中心】、【消息中心】、【帮助文档】及其下

属功能权限，和除了【公司组织编辑】（在【后台管理】→【组织架构】→【部门管理】→【公司组织编

辑】）的功能权限以外所有的【后台管理】及其下属功能权限。如下图为【外部角色】下的账号登录平台

显示的画面： 

 

*【数据权限】和【功能权限】介绍参考 1.3 数据权限和功能权限。 

1.2 创建新角色 

第一步，点击新增 

点击页面右上角【+新增】，来创建新角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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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编辑角色 

在弹出的页面编辑新增角色的属性。如图所示： 

 

【角色名称】：必填项，自定义填写。 

【角色类型】：必选项，分为内部账号和外部账号两种。内部账号为本企业所属账号创建的，可在权

限允许范围内在本企业内进行授权的账号；外部账号为本企业所属账号创建的，但是与本企业数据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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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完全隔离的账号，不能互相进行授权。详见文档《EMCP 云平台账号管理使用说明》 

【角色说明】：选填项，自定义填写。 

【数据权限】：必选项，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一般不建议去设置【高级设置】，如有需要请弄清楚高

级设置的说明和后果，如有必要请联系业务人员，数据权限详细介绍请参考《1.3 数据权限和功能权限》 

【功能权限】：必选项，直接勾选此角色所需功能权限前的方框即可选中，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功能

权限详细介绍请参考《1.3 数据权限和功能权限》。 

第三步，保存 

新增角色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完成角色创建。 

 

 

1.3 数据权限和功能权限 

 功能权限 

【功能权限】指的是平台上所有的功能，哪些对角色进行了开放，哪些对角色进行了屏蔽。比如【普

通角色】看不到【后台管理】，而【二级管理员角色】拥有部分【后台管理】相关功能。这里的【后台管

理】就属于平台的功能，除此之外，平台的功能还包括【设备地图】、【设备监控】、【用户中心】、【消

息中心】、【帮助文档】及其下属的所有功能，即在【编辑角色】页面上【功能权限】下所列的所有功能。

功能权限如下图红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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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权限 

【数据权限】中的“数据”指的是用户在平台进行绑定、创建、新增等操作时所建立的项目数据，具

体包括在设备管理下创建的设备、创建的数据规则、模块管理下绑定的模块、创建的运营中心、短信管理

下的使用记录、风格管理下的风格列表、物联卡管理下的项目、API 配置下的项目。本文将这些“数据”统

称为“后台管理数据”。数据权限如下图红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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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限】分为【本账号】、【本部门】、【本部门及分支部门】和【全部】四种。 

当选择【本账号】时，本角色下的账号可以管理本账号的相关功能权限下的“后台管理数据”。例如，

账号 A 所属的角色的数据权限为【本账号】，功能权限为全勾选，那么账号 A 可以管理本账号下的所有后

台管理数据，比如可以管理自己创建的数据规则，可以管理自己绑定的设备等；账号 B 所属的角色的数据

权限为【本账号】，功能权限未勾选数据规则，那么账号 B 就没有数据规则的功能。 

当选择【本部门】时，本角色下的账号可以管理本账号所在部门下所有账号的相关功能权限下的“后

台管理数据”。例如，账号 C 所属的角色的数据权限为【本部门】，功能权限为全勾选，如果账号 A 和账

号 C 隶属于同一个部门，那么账号 C 在其所属的功能权限下，可以管理账号 A 的后台管理数据。比如账号

C 不但可以管理自己创建的数据规则，还能管理账号 A 创建的数据规则；账号 D 所属的角色的数据权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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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功能权限未勾选数据规则，如果账号 A 和账号 D 隶属于同一个部门，账号 D 是看不到账号 A

的数据规则的。 

当选择【本部门及分支部门】时，本角色下的账号可以管理本账号所在部门及其分支部门下所有账号

的相关功能权限下的“后台管理数据”。 

当选择【全部】时，本角色下的账号可以管理本企业下所有账号的相关功能权限下的“后台管理数据”。 

 高级设置 

当在数据权限的【高级设置】中选择【数据权限范围（推荐）】时： 

 

 当【数据权限】选择为 

本账号 本部门 本部门及分支部门 全部 

设备授权时选择账

户范围为 

可以授权给本账号

下所创建的任一内

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下

的任一内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及下属分支

部门里的任一内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

任一内部账号 

管理内部账号的账

户范围为 

可以管理本账号创

建的所有内部账号 

可以管理本部门下所

有内部账号 

可以管理本部门及分支部门下

的所有内部账号 

可以管理本企业下所

有内部账号 

管理外部账号的账

户范围为 

可以管理本账号创

建的所有外部账号 

可以管理本部门下所

有内部账号创建的外

部账号 

可以管理本部门及分支部门下

的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外部账

号 

可以管理本企业下所

有内部账号创建的外

部账号 

企业运营中心授权

时选择账户范围为 

可以授权给本账号

下所创建的任一内

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下

的任一内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及下属分支

部门里的任一内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

任一内部账号 

API 授权时选择的

账户范围为 

可以授权给本账号

创建的所有外部账

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下

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

外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及下属分支

部门下的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

外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

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

外部账号 

风格定制功能授权

时选择的账户范围

为 

可以授权给本账号

创建的所有外部账

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下

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

外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部门及下属分支

部门下的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

外部账号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

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

外部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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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数据权限的【高级设置】中选择【企业全部账户】时： 

 

 当【数据权限】选择为 

本账号 本部门 本部门及分支部门 全部 

设备授权时选择账户范围为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任一内部账号 

管理内部账号的账户范围为 可以管理本企业下所有内部账号 

管理外部账号的账户范围为 可以管理本企业下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外部账号 

企业运营中心授权时选择账户范围为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任一内部账号 

API 授权时选择的账户范围为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外部账号 

风格定制功能授权时选择的账户范围为 可以授权给本企业下所有内部账号创建的外部账号 

1.4 编辑已有角色 

第一步，点击编辑 

在需要修改的角色后面点击【编辑】，进行角色的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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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编辑角色 

具体设置说明，请参考《1.2 创建新角色》→第二步，编辑角色。 

 

第三步，保存 

角色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完成角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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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管理 

2.1 部门管理入口 

拥有【组织架构】中【部门管理】权限的账号，在浏览器登录平台后，点击顶部菜单【后台管理】，

进入【后台管理】页面。点击页面左侧【组织架构】后，会出现【部门管理】，点击【部门管理】，即进

入【部门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部门管理】中，平台默认生成了五种部门，分别为【技术部】、【工程部】、【运维部】、【售后

部】和【市场部】。这五种部门都支持再次编辑。 

如图中黄框部分是公司部门架构分支，如图中绿框部分显示的是部门信息和账号信息。 

2.2 新增企业部门 

第一种方法，选中公司名称→点击【添加】→填写部门名称，所属上级默认即可，部门说明选填→点击

【保存】，即可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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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随便选中一个部门→点击【添加】→填写部门名称→所属上级选择公司名称，部门说明选

填→点击【保存】，即可创建成功。 

 

2.3 新增部门的下属分支部门 

第一种方法，选中需要添加下属分支的部门→点击【添加】→填写部门名称，所属上级默认即可，部门

说明选填→点击【保存】，即可创建成功。如【市场部】添加下属部门“销售支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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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随便选中一个部门→点击【添加】→填写部门名称→所属上级选择需要添加下属分支的部

门，部门说明选填→点击【保存】，即可创建成功。 

 

部门下属分支可以创建多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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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删除部门或分支部门 

选中需要删除的部门或者分支部门，点击【删除】即可。 

 

2.5 部门排序 

需要进行排序的部门，首先选中其上级部门（如果是公司直属部门，直接选中公司名称），然后点【排

序】，排序有【置顶】、【上移】、【下移】、【置底】功能按钮，根据需要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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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修改企业或部门信息 

修改企业信息的时候，选中企业名称，然后点击【基本信息】，再点击【编辑】，进行修改，修改完

成后，点击【保存】。 

 

修改部门信息的时候，选中要修改的部门，然后点击【基本信息】，直接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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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部门及其分支部门需要修改上级部门时，选中此部门，在【基本信息】中，修改所属上级，即可把

部门及其分支部门划属到新的上级部门下，包括部门及其分支部门下所属账号。 

2.7 管理企业或者部门下的账号 

管理企业下所有账号时，选中企业名称，点击【账号】，在本账号权限范围内对本企业下账号进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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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下的账号时，选中部门，点击【账号】，在本账号权限范围内对本门下账号进行管理。 

 

具体详见文档《EMCP 云平台账号管理使用说明 V1.0》第二节内部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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