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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乃达互联服务软件平台操作手册

1.注意

- 将安乃达互联服务工具盒连接至 PC 时，请勿使用 USB 集线器等中间设备

- 在使用安乃达互联服务软件平台时，请避免 PC 进入休眠状态导致数据收发暂停

2.系统介绍

安乃达互联服务软件平台为安乃达的电机、电池、仪表等设备提供智能在线诊断服务，客户可通过平

台在线对相关设备进行智能诊断和数据分析，从而了解设备当前状态，并可通过固件升级等方式对设备故

障进行修复。以下表格展示了其主要功能：

功能 说明 状态

信息读取 主要读取系统软硬件版本信息及

参数设置，用于用户确认系统状态

是否符合批量要求

开放

历史故障 读取历史故障，用于追溯系统发生

的所有故障，协助判断系统故障原

因

开放

系统自检 读取实时状态发生的所有故障内

容，解决仪表同一时刻只能显示单

个故障的问题，帮助用户了解系统

状态

开放

动态诊断 需要用户进行操作协助进行诊断，

深层次诊断出系统故障点

开放

实时数据 用户可以实时获取系统相关数据，

例如力矩、电流、电池信息等

开放

常见故障指引 手册中包含了系统常见的问题故

障，包括非电气类无法被识别的故

障，例如噪音、抖动等问题的排查

开放

软件升级 用于升级控制器固件和参数以及

仪表固件

开放

诊断及升级报告 用于回顾历史诊断内容以及历史

升级数据

开放

参数修改 用于修改部分系统参数，以及选择

安乃达提供的配置好的多种参数

待开发

3.使用准备

1) 支持的操作系统

目前 安乃达互联服务软件 WEB 平台只支持微软操作系统，且尽量保证 Windows 系统版本至

少不低于 Windows 7。

2) 支持的浏览器

- 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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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Edge

- IE

3) 所需工具

由 Ananda 提供的安乃达互联服务工具盒(图 1)

4) 插件安装

插件主要用于设备连接以及云端通讯，使用系统前需要完成插件安装。首次登录，系统会自

动检测该电脑是否有安装过插件，若未安装过插件，系统将提示进行下载并安装，点击下载

驱动并按照提示进行安装即可（图 2）

5) 不同系统的注意事项

- 在 CAN 系统中，安乃达互联服务软件平台可以同时连接控制器、电池以及仪表进行数据读

取和诊断。在连接完所有设备后，建议直接打开电池和仪表等待连接。

- 在 Uart 系统中，安乃达互联服务软件平台可以同时连接控制器与电池，或单独连接仪表，

进行数据读取和诊断。在连接控制器和电池时，建议直接打开电池。在连接仪表时，直

接打开仪表。

4.操作说明

1) 设备连接

将安乃达互联服务工具盒的两端分别连接于 PC以及待诊断设备的通信线。并确保所用端口没有被

其他程序占用：例如，没有同时打开Ananda 的 NetCenter 软件或者Controller Debugging System

软件。

2) 登录

登录地址

中国区：https://cn.ananda-service.com/

欧洲区：https://eu.ananda-service.com/

账号密码请向安乃达申请。

https://cn.ananda-service.com/
https://eu.ananda-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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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

在登陆后，会进入连接页面，页面上方三个设备状态变为’Connecting’（图 4），安乃达互联服务软件

平台会自动识别并尝试连接所有设备，维持的时间可能会持续 30s。如果在 30s 后依旧有未成功连接的设

备，该设备状态会变为’Offline’（图 5），成功连接的设备状态会变为’Online’（图 5）。用户可以点击上

方’Reconnect’（图 6）尝试重新连接，若多次失败后，请查询常见问题手册进行问题排查(图 7)。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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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4) 产品诊断

- 系统信息

控制器、电机以及仪表都支持查看产品型号、硬件版本信息、软件版本信息、SN 号（图 8），其中，

点击控制器或电池模块中的’Detail’（图 8）可以查看更多相关信息，下表展示了当前支持的信息：

模块 数据 说明

控制器 Model 产品型号

Serial number SN 码

Soft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Hardware version 硬件版本

ODO 总里程

Circumference 车轮周长

Maximum Level 设定最大档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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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level1 ~ 5（以档位
数 5 为例）

1~5 档的电流限制

Level1~5 maximum speed
（以档位数 5 为例）

1~5 档的速度限制

Sensors 已勾选的设备或传感器

电池 Model 产品型号

Serial number SN 码

Soft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Hardware version 硬件版本

Voltage 当前电压

Current 当前电流

Full Capacity 满充容量

Charge-Discharge number 充放电次数

SOC 容量状态

Residual capacity 剩余容量

SOH 健康状态

仪表 Model 产品型号

Serial number SN 码

Soft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Hardware version 硬件版本
注意：

由于部分电池数据的缺失，可能会存在：型号不显示或显示不准确，软硬件版本不显示或显示不准确，SN不显示或显示

不准确。

如果使用的是样品控制器或仪表，SN将不显示

图 8
- 历史故障

用于查看设备的历史故障。点击读取故障，可对读取设备中存储的历史故障。支持读取 10 条电机内

的历史故障和 10 条仪表盘的历史故障。列表中会显示具体的故障名称和故障时间（图 9），点击故

障详情可查看故障发生时的具体数据，例如档位、车速等关键信息（图 10）。下表对故障详情数据进

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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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code 故障代码

Level 发生故障时刻的档位值

SOC 发生故障时刻的电池电量

Bike speed 发生故障时刻的车速

Date 发生故障时刻的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Total
number

该故障发生的总次数

ODO 发生故障时刻的总里程

BMS
temperature

发生故障时刻的 BMS 温度

Cell
temperature

发生故障时刻的电池电芯温度

Controller
temperature

发生故障时刻的控制器温度

Motor
temperature

发生故障时刻的电机温度

Motor rpm 发生故障时刻的电机转速

IDC 发生故障时刻的母线电流值

IPH 发生故障时刻的相线电流值
注意：

由于时间信息由电池提供，因此如果系统匹配的电池不带有 RTC 模块，会存在历史故障中无法记录到故障发生的日期时

间。

图 9
- 系统自检

用于系统自动检测设备目前的状态及故障。点击开始诊断，系统将自动对设备进行诊断，诊断完成后，

相应的内容和结果将显示在列表上。若自检存在异常，将会显示对应的处理措施和帮助手册，点击链

接可查看该异常的处理措施。（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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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 动态测试

用于对设备进行动态测试，以诊断更多的异常。设备连接后，点击开始测试进入测试，系统会自动显

示目前存在的外设传感器(图 12)。进入第二步后，可选择想要进行的动态测试项（图 13），选择完成

后即可根据页面提示开始测试。在每个测试页面中，左侧会提示用户如何进行操作以及当前测试步骤

（图 14、图 15），右侧会显示剩余时间（图 16），用户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操作即可。在

页面中间，显示的是测试项名称以及文字操作指引，同时可以展示测试获得的数据和结果（图 17）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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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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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图 16

图 17

- 实时分析

用于实时抓取设备数据生成曲线，从而对设备进行数据分析。点击开始分析，选择想要分析的数据，

选择后系统会自动进行实时数据读取并显示在页面上。

- 生成报告

诊断、测试全部完成后，若想要记录存储当前的诊断结果，可点击生成报告，点击后根据页面提示填

写相关信息后，即可生成 PDF 报告，报告支持下载。同时可以选择反馈，将报告反馈回 Ananda 后台

中供 Ananda 团队进行分析处理及提供帮助。

5)产品升级
用于更新设备相关的固件，目前支持电机的固件和参数文件升级，仪表盘的固件升级。设备连接后，

可选择相应的固件进行升级，也可点击检查（图 18），系统会自动检查有无最新版的固件。若云端无

对应固件，也可从本地选择固件进行升级（图 19、图 20）。升级过程一般会持续几分钟，请耐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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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图 18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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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6)历史数据
 诊断报告

可查看历史生成的诊断报告，支持按照诊断时间、诊断人、诊断组织进行搜索。仅支持查看本组织内

的诊断报告

 升级记录

可查看设备的历史升级记录，包括设备的序列号、升级文件、升级前版本号、升级后版本号等信息。

可按照序列号、产品、升级文件等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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