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华晟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晟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ecloud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高新四街6号院源通发展中心1号楼1层103室

电话//010-53948819

Web//www.cecloud.net

            

 工业自动化仿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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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品简介

仿真教学也称为模拟教学，就是用计算机来模拟真实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学生模拟扮演某一角色进行技能训
练的一种教学方法。仿真教学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为学生提供近似真实的训练环境，提高学
生职业技能。

“工业自动化仿真对象”是“工业自动化对象与控制器仿真COSAI”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数字孪生的一个重
要部分。我公司的所有真实实训系统都有对应的虚拟系统。仿真对象包括机械设备、电气系统，以及整个虚拟
工厂。

COSAI, Controller and Object Simulation for Automation in Industrial，针对工业领域的自动控制的仿
真。

1.1/ 概述

COSAI-A8000控制器仿真实训对象如图所示。这是一个总界面，可以进入各个小对象。对象支持内部的控制器，
也支持各种仿真PLC系统，包括S7-200, S7-200SMART、S7-300，S7-400（H），S7-1200，S7-1500，3S的CODESYS。

支持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受控
制器的执行器信号。把数字量信号通过0/24V电压相互传递。支持真实PLC、真实机柜配电等真实控制系统。

包括了以下小型对象：

1.2/ 控制器仿真实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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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过程自动化实训系统仿真

    组合逻辑控制：LED编码显示、数字量实训模块。1

    时序逻辑控制：交通灯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舞台灯控制、天塔之光控制、三层电梯、自动售货机、液
位混合模块、传送带模块、小车控制模块、水塔水位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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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与真实A4200过程自动化工厂实训系统一样的工艺结构和工艺参数，一样的操作方法，基本上可以完成所
有A4200的所有实验。

集成了建模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半物理硬件仿真技术。用于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回路
调节等培训、考核和大赛。

纯软件的OSAI-A4200大型过程自动化实训工厂过程自动化工厂实训系统可以连接仿真DDC控制模块、仿真PID
智能仪表、仿真PLC系统。

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受控制器
的执行器信号。把数字量信号通过0/24V电压相互传递。也支持MODBUS或者DP总线，传送到控制器上。从而可
以实现与各种PLC、PAC、DCS的对接。

    模拟量与PID：模拟量实训模块、温度控制模块、恒压供水模块、变频器调节阀与液位系统。3

    仿真DDC控制模块，包括ADAM-4000，ADAM5000TCP，AS3700，AS3700(MODBUS/TCP)。1

    仿真PID智能仪表。XMA5000（福光百特），FBA5000（福光百特，MODBUS/RTU）。2

    仿真PLC系统，包括S7-200, S7-200SMART、S7-300，S7-400（H），S7-1200，S7-1500，3S的CODESYS。3

    调节阀特性测量1

    水箱液位传递函数测量2

    四大热工参量PID3

    流量液位串级、双容串级4

    前馈反馈5

    比值随动6

    位式7

    模糊控制8

    神经网络等9

    机电控制：电机星三角切换模块、机械手控制。4

2.0/
过程自动化实训系统仿真

过程自动化作为我公司的拳头产品，在全国有200多个客户。而且开发了从小型过程控制实训系统A1000，到高
级过程控制实训系统A3000，大型的工厂实训系统A4200。

每个产品都具有对应的仿真，并具有一致的工艺、操作方式，能够实现类似的操作、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
系统调节等操作。

每个产品都可以与我们提供的以下仿真控制器对接：

每个产品支持以下过程自动化实验：

    典型环节的阶跃响应分析、经典控制系统数学模型（传递函数）1

    线性连续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系统稳定性分析）2

    线性连续控制系统的校正（前馈补偿与非线性校正）3

    PID控制参数整定及其系统控制仿真4

    单P，PI,PD，PID的特点。随动系统的开环控制、闭环控制及稳定性5

    数字PID的算法与实现，PID的无扰动切换等。6

    非线性控制系统的仿真分析（调节阀线性、开快与等百分比的控制特性）高等控制算法7

    提供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两种算法。8

每个产品支持以下自控原理实验：

2.1/ COSAI-A4200大型过程自动化实训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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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备：1个大原料罐，1个产品与废品罐，1个半成品原料罐、2个混合罐、1个锅炉，1个换热器，1个散热
器。

仪表系统：5个水泵，3个流量计，2个压力，5个温度，3个液位，3个变频器，2个调节阀，5个电磁阀，4个液
位开关，2个锅炉温度监控开关，4个水泵过温开关，1个压力开关。构建成一个具有多个联锁保护的，7个PID
回路的工厂系统。

支持四大热工参量的PID、串级、前馈反馈、比值、解耦、位式，以及各种高等复杂控制算法的验证。支持工
厂开机、运行、关机的时逻辑，支持全部PID的运行参数调整，配方修改，产量控制。

支持SIS联锁保护。

支持MES、ERP、设备管理、质量控制等管理系统，可以作为工业4.0的一部分。

提供与真实A3000高级过程控制实训系统一样的工艺结构和工艺参数，一样的操作方法，基本上可以完成所有
A3000的所有实验。

集成了建模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半物理硬件仿真技术。用于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回路调
节等培训、考核和大赛。

纯软件的COSAI-A3000高级过程控制实训系统可以连接仿真DDC控制模块、仿真PID智能仪表、仿真PLC系统。

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受控制器
的执行器信号。从而可以实现与各种PLC、PAC、DCS的对接。

提供与真实A3030过程自动化工厂实训系统一样的工艺结构和工艺参数，一样的操作方法，基本上可以完成所
有A3030的所有实验。

集成了建模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半物理硬件仿真技术。用于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回路
调节等培训、考核和大赛。

纯软件的COSAI-A3030过程自动化工厂实训系统可以连接仿真DDC控制模块、仿真PID智能仪表、仿真PLC系统。

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受控制器
的执行器信号。从而可以实现与各种PLC、PAC、DCS的对接。

工艺设备：1个大组合罐（原料罐、产品与废品罐），1个半成品原料罐、1个混合罐、1个锅炉，1个换热器，
1个散热器。

仪表系统：5个水泵，3个流量计，2个压力，5个温度，3个液位，3个变频器，2个调节阀，5个电磁阀，4个液
位开关，2个锅炉温度监控开关，4个水泵过温开关，1个压力开关。构建成一个具有多个联锁保护的，7个PID
回路的工厂系统。

支持四大热工参量的PID、串级、前馈反馈、比值、解耦、位式，以及各种高等复杂控制算法的验证。支持工
厂开机、运行、关机的时逻辑，支持全部PID的运行参数调整，配方修改，产量控制。

2.2/ COSAI-A3030过程自动化工厂实训系统

2.3/ COSAI-A3000高级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支持SIS联锁保护。

支持MES、ERP、设备管理、质量控制等管理系统，可以作为工业4.0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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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软件的COSAI-A5300仪器仪表及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可以连接仿真DDC控制模块、仿真PID智能仪表、仿真
PLC系统。

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受控制器
的执行器信号。从而可以实现与各种PLC、PAC、DCS的对接。

工艺设备：1个大水箱，1个有机玻璃水箱、1个加热水箱， 1个散热器。

仪表系统：1个水泵，1个流量计，1个压力，2个温度，2个液位，1个变频器，1个调节阀，1个电磁阀，2个液
位开关。构建成一个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支持四大热工参量的PID、串级、前馈反馈、比值、解耦、位式，
以及各种高等复杂控制算法的验证。

提供与真实COSAI-A1000小型过程控制实训系统一样的工艺结构和工艺参数，一样的操作方法，基本上可以完
成所有A1000的所有实验。

集成了建模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半物理硬件仿真技术。用于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回路调节等培训、考
核和大赛。

纯软件的COSAI-A1000小型过程控制实训系统可以连接仿真DDC控制模块、仿真PID智能仪表、仿真PLC系统。

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受控制器
的执行器信号。从而可以实现与各种PLC、PAC、DCS的对接。

工艺设备：2个PWM控制的直流水泵，1个大的有机玻璃水箱、3个水平放置的有机玻璃水箱。

仪表系统：2个水泵，2个流量计，2个压力，3个液位，1个电磁阀，2个液位开关。构建成一个小型过程控制实
训系统。

支持四大热工参量的PID、串级、前馈反馈、比值、位式，以及各种高等复杂控制算法的验证。

工艺设备：1个大组合罐，2个原料罐、1个混合罐、1个锅炉，1个换热器，1个散热器。

仪表系统：2个水泵，2个流量计，1个压力，5个温度，3个液位，1个变频器，1个调节阀，3个电磁阀，4个液位
开关，2个锅炉温度监控开关，2个水泵过温开关。构建成一个具有多个联锁保护的，高级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支持四大热工参量的PID、串级、前馈反馈、比值、解耦、位式，以及各种高等复杂控制算法的验证。

工艺设备：1个大水箱，2个有机玻璃水箱、1个加热水箱， 1个散热器。

仪表系统：2个水泵，2个流量计，1个压力，2个温度，2个液位，1个变频器，1个调节阀，1个电磁阀，2个液位
开关。构建成一个仪器仪表与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支持四大热工参量的PID、串级、前馈反馈、比值、解耦、位式，以及各种高等复杂控制算法的验证。

提供与真实COSAI-A5300仪器仪表及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一样的工艺结构和工艺参数，一样的操作方法，基本
上可以完成所有A5300的所有实验。

集成了建模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半物理硬件仿真技术。用于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回路调节等培训、考
核和大赛。

纯软件的COSAI-A5300仪器仪表及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可以连接仿真DDC控制模块、仿真PID智能仪表、仿真PLC
系统。

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受控制器的
执行器信号。从而可以实现与各种PLC、PAC、DCS的对接。

2.4/ COSAI-A5300仪器仪表及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提供与真实COSAI-A5300仪器仪表及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一样的工艺结构和工艺参数，一样的操作方法，基本
上可以完成所有A2000的所有实验。

2.5/ COSAI-A2000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2.6/ COSAI-A1000小型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集成了建模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半物理硬件仿真技术。用于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回路调节等培训、考
核和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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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AI-A8601泵阀水箱仿真没有对应的真实设备，集成了建模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半物理硬件仿真技术。
内置PID控制算法，实时曲线显示。用于控制器编程、组态、控制回路调节等培训，特别适合教师在课堂上讲
解PID控制原理。也可以连接仿真DDC控制模块、仿真PID智能仪表、仿真PLC系统。

直接动画播放，就可以展示PID控制，开环控制，位式控制，串级控制，前馈反馈控制。包括P控制，PI控制，
PD控制等等。演示控制系统理论。

也支持半实物仿真，通过AS3700 仿真IO模块，把对象的模拟量传感器信息通过4-20mA传送给真实控制器，接
受控制器的执行器信号。从而可以实现与各种PLC、PAC、DCS的对接。

工艺设备：1个大原水箱，1个实验水箱。

2.7/ COSAI-A8601泵阀水箱仿真

仪表系统：1个水泵，1个流量计，1个压力，1个液位，1个变频器，1个调节阀，1个电磁阀，2个液位开关。
构建成一个基础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支持四大热工参量的PID、串级、前馈反馈、解耦、位式，以及各种高等复杂控制算法的验证。

3.0/
制造自动化仿真对象

制造自动化仿真包括了大量的电机控制、运动传感器。我们的产品包括独立的直线运动平台、XY轴运动平台、机
床、磨床、铣床、高架吊车、柔性罐装线、智能工厂。仿真对象从简单到复杂。

由于COSAI平台与仿真IO接口通信速度有限，一般时间在100ms，对于过程自动化，以及直流电机控制的运动控制，
一般是足够的。但是对于高速的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控制，则远远不够，要求时间在1ms级别，甚至在us级别。我
们提供高速的仿真IO接口（内部是STM32F4系列高速处理器，或有DSP处理器）。而COSAI平台只是把仿真的一些状
态在动画上显示出来。动画只是展示，不进行仿真运算。

所以，我们的自造自动化仿真分成两类：早期的全部是低速仿真，涉及到电机的，则为直流电机。2020年开始，
提供部分高速仿真，采用的技术是：（1）IO接口模块参与仿真，而动画只是显示。（2）采用纯软件的高速仿真
对象DLL软件与S7-200/SMART的高速仿真技术高速等时与非等时融合计算。两种方式，可以实现最快100uS的高速
仿真，为学习PLC的PTO、PWM、HSC等特性提供了条件。

A7800S对应A7800柔性罐装生产线，具有与A7800一样的结构，部件，以及操作方法。包括立体仓库、罐装站、加
盖站、质检站，以及传送站。

两个版本：低速的为全直流电机控制，高速的半实物仿真版本（仅监控，仿真由AS3900模块提供）支持高速仿真。

该产品可以与生物制药厂一起，提供一个完整的生物制药厂制药、罐装线仿真。虚拟图像生产技术能够实现图像
与识别系统的对接。

用户可以随意更改视角，如图所示。

3.1/ 柔性罐装生产线仿真



Beijing Celoud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www.cecloud.net 技术更先进、产品更可靠、使用更便捷 3.0/ 仿真对象

1110

A7900S对应A7900智能制造实训平台，具有与A7900一样的结构，部件，以及操作方法。具有立体仓库码垛机站、
双加工站、装配站、质检站、AGV1#站、AGV2#站，机器人包装站，共8站。

A7900智能制造实训平台在我公司A7800智能罐装或者加工生产线的基础上开发的。

虚拟仿真对象具有超越真实对象的优势：

用户可以选择：塑料或金属下块，黑色和白色上块，自由组合。系统依据用户的请求，自动从仓库中取出对应
的物料下块。然后在装配站，可以选择白色或者黑色的上块。

最后是质量检测，看是否按照要求加工了。然后是由机器人装箱。可以连接真实的控制器，或者虚拟的控制器。

3.2/ 智慧工厂仿真

其他对象包括机械手、电梯控制、直流电机控制，PWM直流电机测速与控制。XY轴运动控制，直线运动控制等对象。

3.3/ 其他制造自动化仿真对象

大型工厂仿真对象通过平面，2.5D，3D技术，构建稍大规模的工厂系统，甚至有的还提供沙盘，用于企业、学
校展示，展览会展示，或用于演示与教学。

这些系统一般包括1套仿真软件，半实物仿真接口，1套控制系统，1套沙盘及控制模块，可以用于展示整个自动
化的工厂或系统，或者展示工业安全与信息集成，云数据，或者用于学习控制器编程、组态。

我公司开发的工业行业展示系统包括：火电、化工工厂、污水厂、纯水制造与罐装厂，燃气监控站、水坝监控
等。

3.4/ 大型工厂仿真对象

联合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高职高专提供的国家级资源库系统。

提供100多个污水处理厂的设备、处理单元；包括两个完整的工厂仿真：市政污水厂，焦化厂废水处理厂。支持
操作实训，操作记录等等。

产品可以与西门子仿真的PLC连接，从而实现真正的PLC编程控制、组态软件组态监控。

3.5/ 污水或纯水厂仿真与沙盘演示系统

    具有更加自由的布局与加工的柔性。各个站的
位置不需要特别固定。而且可以依据处理速度，各
个站可以不是一到多个，中间由AGV小车协调。能够
修改各个站的运动参数，修改运动的控制程序，从
而为工厂设计、效率分析、能源分析、运营分析、
维修维护等等提供开发设计参考。

1

    支持各种故障状态设置。包括电机损坏、手爪
卡死、加工件丢失、加盖件放置错误等。

2

    支持超越实时系统的仿真模式，包括更快或者
更慢的演示速度，包括时间跳转，从而观察几天或
者几个月后的系统运行、运营状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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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天然气输送站高压门站设备区沙盘。大致比例：10：1，包括管道，液化气气化，过滤，压力控制，温度监
测等内容的沙盘模拟。

沙盘具体指标：

还提供沙盘，为2018年的砥砺前行五年成就展提供产品。

仿真对象如图所示。画面包括了主画面，核心燃烧、汽水系统、汽水辅助系统、配电系统、尾气废渣系统等。

3.6/ 原理型火电厂

3.7/ 燃气工控系统沙盘演示平台

    沙盘尺寸2米长*0.8米宽*1.4米高，翻转后可以进入标准电梯，方便运输。1

    沙盘整体采用型材框架，沙盘表面为10mm厚度铝板，保证强度，以及防火等级。2

    整体工艺流程采用PVC管道或透明塑料管道代替真实管道，系统内控制对象采用指示灯、流水灯、电磁阀、
或电机等替代真实现场以及反应现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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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控制仿真。包括一个大坝Flash仿真，一个Unity3D电子沙盘。整个系统包括：重力坝，堆石坝，土石坝和
拦河坝。

提供了各种传感器，监控大坝运行。提供了控制器，控制三个大坝水闸的开启、关闭。数据，包括虚拟视频，
可以远传，长时间记录。

我们提供松香合剂的生物制药厂仿真，以及甲醇合成化工厂仿真与沙盘。系统可以模拟一个完整的化工厂，实
现三种原料不同阶段的混合、预热、反应。工艺设备。

我产品原料：烧碱（液体）、水、液态松香与催化剂，三大类原料。三种原料配方可变。

先对烧碱溶液和干净水进行混合。然后经过换热器预热，最后进入蛇形反应管（在锅炉热水中），出口使用调
节阀调节压力，出口检测反应温度和反应压力。

采用连续生产方式，物料从蛇形反应管进入。保持流量、温度和压力在一定范围，否则皂化效果不好。产品经
过大约30分钟，从入口到出口。松脂粉末完全溶化，皂化后成粘糊状，颜色由棕褐色变黑褐色。进行简单过滤，
即得到松脂合剂产品，最后是水剂灌装。

甲醇合成化工厂仿真。稳态仿真。用含有氢气和碳氧化物的合成气，在含铜催化剂、20—120巴的压力和200—350℃
的温度下生产甲醇。将该合成气通过第一合成反应器，其由竖式反应器组成并含有含铜催化剂的固定床。在竖式反
应器中的反应是在绝热条件下进行的并且合成气不循环。在第一合成反应器中未反应的气体混合物与循环气一起通
过含有含铜催化剂的第二合成反应器，该催化剂是置于管子中的并用沸水间热冷却。合成气中10—30％的碳氧化物
在第一合成反应器中反应而形成了甲醇。

沙盘尺寸2米*1.5米，型材框架。木板底，如果要求防火等级高，可以使用1cm厚度的大铝板。

3.8/ 生物制药与甲醇合成化工厂

3.9/ 三维大坝控制仿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