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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品简介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面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构建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汇聚、分析的服务体系，
支撑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高效配置的工业云平台。其本质是通过构建精准、实时、高效的数据采集
互联体系，建立面向工业大数据存储、集成、访问、分析、管理的开发环境，实现工业技术、经验、知识的模
型化、标准化、软件化、复用化，不断优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资源配置效率，形成资源富集、
多方参与、合作共赢、协同演进的制造业新生态。

工业互联网平台需要解决多类工业设备接入、多源工业数据集成、海量数据管理与处理、工业数据建模分析、
工业应用创新与集成、工业知识积累迭代实现等一系列问题，涉及七大类关键技术，分别为数据集成和边缘处
理技术、IaaS 技术、平台使能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应用开发和微服务技术、工业数据建模与分析技术、安
全技术。

工业互联网边缘层实验系统（A6000面向工业互联网的传感器实验台）提供工业互联网的边缘层基础，演示通过
大范围、深层次的数据采集，以及异构数据的协议转换与边缘处理，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基础。

为了实现数据采集，工
业互联网边缘层实验系
统提供多种工业场景，
包括：（1）-20~180℃
的可控温度源；0~3000
RPM的可控转转动源；
0~10m/s的直线运动源；
0-500Hz的振动源；0-
50mm千分之二精度的距
离移动源；0-500g的应
变称重源；0-3立方每
小时的气流源；0-400
KPa的气压源；0~2000
LUX的温度可调光源。

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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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实验系统的实验项目/2

    数据采集的传感器层，包括四大热工参量传感器，温度、压力、液位、流量，以及成分测量传感器，包括
PH值，电导率，含氧率；甲醛含量等等。这些传感器可以提供模拟量，也可以是开关量；包括物位传感器，例
如光电开关、光电编码器、电感传感器，霍尔传感器等等。 

1

    包括了传感器的处理与传输。包括各种处理电路，以及作为智能设备的传输；信号处理，信号传输等，集
成在智能RTU中，并通过通信链路，传输到数据中心。也包括嵌入式应用的智能传感器，例如GPS定位、三维陀
螺仪，气压传感器、摄像识别与机器视觉等。

2

    智能RTU设备，采
集网关，通过有线或者
无线的，或者移动的网
络传输数据。具有数据
处理、边缘计算、数据
存储等功能。某些智能
RTU设备可以直接上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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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00型安全型传感器与智能仪器综合实验台。适应于 “传感器原理”、“非电量检测技术”、“工业自动化
仪表与控制”等课程的实验教学。

产品由实验防火板与型材组合的台桌、基于工业互联的的SIS的人身与设备安全供电系统、主控屏、振动源、
温度源、压力源、气体流量源、距离移动源、稳定可调光源、直线运动平台与旋转运动平台、传感器、传感器
电路和相应的信号数据采集模块(STM32)及处理软件等部分组成。

产品照片与结构如图所示。

其中还包括安装在主控系统中的基于SIS的人身与设备安全供电系统、主控屏、传感器电路和相应的信号数据
采集模块(STM32)及处理软件等部分组成。

以上所有设备一起提供的实验项目内容

3.1/ 安全型传感器与智能仪器综合实验台

2.0/
实验系统的实验项目

3.0/
部件介绍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性能实验1

    直流全桥的应用——电子秤实验2

    交流全桥的应用——振动测量实验3

    主控系统包括安全智能主控控制器系统、供电单元、STM32物联网单片机，7寸工业触摸屏，各种传感器电
路、部分传感器。

1

    传感器机械测试安装平台包括了运动单元、温度加热单元、气动流体单元、传感器等、振动单元、距离移
动单元、伺服电机驱动器。

2

    光学单元包括光学支架、光学灯光、灯光控制器、工业摄像机。3

    压阻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测量实验4

    电容式传感器的位移特性实验5

    直流激励时霍尔传感器位移特性实验6

    霍尔测速实验7

    磁电式转速传感器的测速实验8

    压电式传感器测振动实验9

    电涡流传感器的位移特性实验10

    光纤传感器的位移特性实验11

    光纤传感器测量振动实验12

    光电转速传感器的转速测量实验13

    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特性实验14

    光照度测试实验17

    对酒精敏感的气敏传感器的原理实验18

    湿度传感器的实验19

    数据采集系统实验20

    数据采集模块实验21

    光敏电阻实验22

    铂电阻温度特性实验15

    K型热电偶测温实验16

    光敏二极管的特性实验23

    光敏三极管特性实验24

    光开关实验25

    红外光电开关26

    光电池光照特性实验27

    扫描二维码标签识别28

    摄像图像颜色识别29

    摄像形状自动识别实验30

    超声波传感器测距实验31

    传感器数据采集实验32

    接口开发板驱动实验333

    DDS信号源实验34

    频谱分析仪实验35

    逻辑分析仪实验36

    虚拟逻辑分析仪设计（LABVIEW）39

    三向力振动检测40

    转子轴惯量振动检测41

    ZIGBEE无线系统、ZIGBEE传感器组网实验42

    WIFI无线远程传输43

    IOT移动通信采集实验44

    虚拟信号源设计（LABVIEW）37

    虚拟示波器设计（LABVIEW）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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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系统由实验台桌、基于SIS 的人身与设备安全供电系统、主控屏、
振动源、温度源、压力源、气体流量源、运动平台、传感器、传感器
电路和相应的信号数据采集模块(STM32)及处理软件等部分组成。

我们提供一个核心控制模块。这个模块可以用于信号数据采集，以及伺服电机控制，温度控制等。模块使用了
两块卡上下拼接，核心模块采用STM32F407处理器，直接支持SRAM、Ethercat，USB，LED屏等。

模块具有14DI/14DO，其中有6通道做可以作为PWM，6通道作为FI频率计数器或3通道AB编码器；2通道12位AD精
度，2通道DA，上位机软件兼容WIN、Matlab，Labview虚拟仪器等软件成。通过MODBUS/RTU通信线，连接MCGS的
7寸触摸屏，提供MCGS的开发软件。

运动平台采用伺服电机驱动方案（采用高速伺服交流电机），电机轴经梅花联轴器直接驱动转子，要求结构简
单、调速范围宽，且平稳可靠。产品如图所示。

采用单独的闭环伺服驱动器和交流伺服电机，速度高达3000RPM，通过MCGS触摸屏，可以设置控制参数。

采用高速电机0～3000转每分，转子测速、高速振动采集、多路分析频谱；我们把它用于转动台与直线运动台。

伺服电机系统提供直线运动，包括丝杆与光杆滑台，提供左右限位开关，以及中间的光电隔离零点定位。

提供旋转运动。包括具有4个切口的圆盘，支持电感式，对射式，漫反射式的开关。圆盘上有两个电磁铁，支
持霍尔效应的测速传感器。

传感器电路支持信号调理，电流环，专用传感器芯片组成，可以实现信号调理，4-20mA输出等功能。与信号数
据采集模块一起可以形成基于Modbus/RTU的总线智能仪表。

其他相关参数如下：

3.2/ 安全型传感器与智能仪器主控制屏

3.3/ 基于SIS人身与设备安全的供电管理系统

    台面尺寸1400×800×750(mm) ；铝合金框架，防火板桌面。侧面有电源插孔。1

提供汉云软网关，DC24V后备电源，云软件组成，需要AS3960传感器试验台综合控制系统的支持。在整个实验
室断电24小时之前，全天候监控实验室的环境温湿度、光照度和设备运行情况。

    基于公网云平台，1套公网接入系统，连接多套试验台。把电源上电、断电、短路、过压过流、漏电，以
及环境温湿度、光照度等信息都可以在云平台。然后通过基于WEB的远程软件，在手机或PAD，PC上监控所有设
备上电与使用关键信息。要求是公网，在任何能够上网的地方都可以监控。

1

    无线刷卡控制器：IC卡刷卡系统（工作频率13.56MHz，刷卡距离5-10 cm，记录并控制学生卡刷卡实验电
源开关管理功能，移动通信功能，实验数据库管理系统，学生实验数据库自动生成功能。

2

    电源单元（电流10A，过流过压保护，漏电保护，具有背光的状态板，显示“运行”“停止”“待修”状
态提示）。

3

    教师机功能：有状态监控功能：实
验记录、校园卡信息导入，实验时间人
员信息导出，实验登记信息自动生成。
实现所有电源插座的远程关电和供电。
显示各种短路、过流等报警信息。

4

    利用SIS公有云系统，可以把传感器
信号连接到公有云上，从而实现远程传
感器数据记录，传输。学生可以连接信
号，并利用教师账号去查看数据，但是
不配置公有云网关，否则不好恢复。

5

    支持教师使用手机查看学生实验、使用设备等状态。

教
师
端
界
面

6

    输入电源：单相三线，220V，允差±5%，50Hz，主控台上应预留备用多功能电源插座并可以按要求扩充多
功能电源插座；具有接地保护、漏电、过载、过流保护功能，安全性能要求符合相关的国标标准；整套系统装
置容量：1.8kVA

2

    提供配件：螺丝刀工具、连接电缆、夹持工件、整套指导书、使用说明书、软件、程序等；1台小型静音
空压机，气流量30立方/小时。

3

    核心控制单元，支持USB接口协议，自带A/D转换功能。采用ARM处理器，支持六組PWM接口，6组计数器接
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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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界面如图所示。支持报警，设备信息显示，以及各种统计。部分数据可以手机察看。

显微镜灯源单筒视觉镜头环形光源可调节亮度LED灯

带有可调光源电源，环形灯灯壳外径尺寸：Φ98mm，连接口(内孔径)尺寸：Φ60mm；灯壳厚度尺寸：28mm环形
灯功率:4.5W。输入电压:100V-240V  输出电压:DC10-12V 亮度调节:0~100%，亮度：不少于30000LUX，全范围
可调。

相关的设备使用统计

提供专用的光电实验台架：包括1个相机与灯光台架；一个光源与光源控制器；一个摄像机，一些光电传感器。

自由升降、旋转。敏特品牌，型号：Minte MT-10S。

3.4/ 光电测控单元

3.5/ 温度实验单元    光电实验台架1

    环形灯光光源与光源控制器2

    摄像机

机器视觉传感器：300万像素工业USB相机，无变形镜头，在线检测立体图像、颜色检测、人脸识别、文字OCR识
别，图像形状识别，裂缝识别。

有效距离: 0m(不含)-10m(不含)焦段: 标准颜色: 彩色；品牌: Industrial Vision，型号:HT-U300C。

USB口接口

高清2.8-12MM工业相机镜头 监控视觉镜头 手动变焦 CCD摄像头。

可以完成以下实验，提供实验指导书，源代码

在线检测立体图像、颜色检测、人脸识别、文字OCR 识别，图像形状识别，裂缝识别。

1、硅光电池峰值波长700nm，开路电压300mv；6*6体积 硅光电池 光电二极管 
6X6mm 中心波长700nm。

2、光照度计1～1999Lx；日本三量光照度计仪测光仪亮度计流明测试仪高精度
测光仪光度计，分体测量20万LUX大量程带蓝牙数据存储传输。品牌: 三量，型
号: PP710：一体式20万LUX量程。

3、光敏电阻Cds 光敏电阻，额定功率20mw，暗阻≥5MΩ。

4、红外发光二极管峰值波长940nm，工作电压5-12V；超高亮。

5、光敏二极管峰值波长880nm，工作电压＜10V， 暗电流≤0.2μA。

6、光敏三极管峰值波长880nm，工作电压＜10V,，暗电流≤0.3μA。

温度控制单元小巧，控制温度范围大，准确。

采用TEC数字式温度控制器。温度范围-10~200℃,精度±1℃。该产品包括100W的制冷片，120W的加热片，调温
风扇，散热器，一个传热体。传热体两个孔，可插入最大6mm直径温度传感器。其中一个用于控制温度，一个用
于实验。采用PID通过PWM控制，12位的采样率，0.1%的PWM控制精度。

包括电源指示、导热体、过热保护、加热与冷却部件；控制参数可以在触摸屏上，或者计算机上设置。K型温度
传感器及PT100传感变送器可以一起插入，但是一次只能选择一个传感器作为过程值测量。

由加热器、可控硅模块、风扇、K型温度传感器及PT100传感变送器等组成；可以和上位机组成温度检测和闭环
温度控制系统；通过AD数据采集与上位机通讯。

控制参数可以在上位机中设置；上位机软件采用c#、组态软件\虚拟仪器等软件，实现在线检测、控制、参数修
改，提供IEC标准信号通过数据采集单片机接入进行编程实验。

3

    多种光电传感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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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理校准电路、标准信
号调理输出、通过接线
端子接入AD数据模块进
行在电脑测量、分析、
控制。该电路位于主控
制屏上。

传感器机械测试安装平台，提供千分尺移动距离、震动、转动、直线运动、气压、气流，称重、温度源、万能
输入表、USB智能温度变送器等单元。

采用与核心控制模块一样的主控模块：核心控制单元STM32F407，
支持USB接口协议及供电，自带A/D转换功能。支持ISP下载功能，
支持单片机TX/RX端子，DI/DO 数字输入/输出端共 0~13，AI/AO
模拟输入输出端共 0~5，支持六組PWM接口，六路频率计数器。

单独的一个孔屏上安装。具体包括如下设备，以实现嵌入式物联网实验。部分实验用到本项目提供的其他传感
器。

配套物联网传感器如下：

红外测温模块、红外模块、无线模块、红外线微波模块、温湿度模块、WIFI模块、无线射频IC模块。等等。

可以通过液晶屏显示各个传感器采集信息，也可以通过手机WEB客户端：通过编程实现对超声波、微波、温湿度、
射频IC卡等信息通过无线通信在手机上进行显示的功能。

3.6/ 传感器机械测试安装平台

3.7/ 物联网传感器与互联网开发配套

    转速测量控制仪：显示编码盘速度、传输标准信号；由提供的万能输入表提供，支持脉冲测量。1

    多功能转子测试台，由伺服电机提供，断开直线运动的固定螺丝，使得开槽圆盘高速转动，从而提供转动
测试。

2

    采用测量距离的微分头，千分尺头移动距离0～50mm。3

    电子陀螺仪：采用角度检测，在液晶屏上同步显示。4

    三向振动检测传感器：采用加速度进行三轴振动检测。5

    涡轮流量计气流安装支架。6

    气流管道压力传感器支架。

整个气体管路包括包括减压阀、汽水分离器、转子流量计，脉冲流量计，压力传感器，阀门等。各个支架采用
不锈钢板，并安装到传感器机械测试安装台架的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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