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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00-V5是华晟公司的主推产品，支持Profibus-DP/PA、ProfiNet、FF、DeviceNet、Modbus、Hart等现场总线。
产品和近40种控制系统进行连接，包括国内外先进的DCS系统，如和利时MACS 系统、浙大中控JX300、西门子
PCS7系统、横河CENTUM CS3000，霍尼韦尔TPS和TDC3000，ABB的AC800F等；国内外先进的PLC控制系统，如西门
子S7-200SMART、S7-300、S7-1200、研华PAC、欧姆龙、施耐德、台达、南大傲拓等。

经过了五代改型，A3000-V5目前具有最好的工业化特性、可维护性，以及可扩展性。

A3000-V5高级过程控制实验系统包括：现场系统（对象系统），上位控制系统，上位计算机和操作台（选配）
三部分构成。

1.0/
产品简介

A3000-V5高级过程控制实验系统作为国家自动化工程师认证技能测试平台，产品和指导书经过国内很多位专家
教授的反复审核，具有很高的教学推广价值。和其他厂家的产品比较具有明显的特色，系统更加符合工业现场，
具有非常好的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可维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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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优势和特色

    高度的工业化特性。采用对象系统和机柜形式的设计，更加符合工业特性。对象系统没有任何插头，没有
任何让学生接触到的强电接线端子。采用设备到端子的接线标准，良好的接地要求，以及可以固定到地面的设
计，使得系统符合国家标准。

1

经过三代的发展，我们对现场系统进行了很大的改进，提供全开放式、模块化设计。使得我们的产品具有非常
突出的特色。

    高度的可维护性，没有任何一个接线端子是学生无法看到的。任何接线都非常方便地拆卸或者连接，机柜
上贴标准的接线图。
2

    高度的可扩展性，配电和控制系统都采用机柜和开放式孔屏，用户可以随意扩展面板安装的系统的模块，
或者增加控制器。在我们协助下，可以方便扩展其他盘柜安装的仪表，例如无纸记录仪。
3

    独创的设计，容器出口采用了闸板方式，避免了虹吸效果，可以方便地设定系统特性参数。容器的截面积
比较大，同时支持水平多容和垂直多容。提供了很多对象研究的特性。例如特殊闸板、变容单元、斜面非线性
单元、圆罐非线性单元，以及动力之路的并联运行等等。双支路可以并联运行，提供更好的解耦控制。

4

    高效率的换热器，采用了高效率的不锈钢板式换热器。5

    完整的先进的网络架构。可以融合到我公司主推的工厂集成自动化系统中。可以提供先进的控制系统，例
如各种DCS、FCS系统，甚至包括了硬件软件的各种等级的冗余。可以提供先进的现场总线系统。包括Profibus、
DeviceNet、 FF现场总线。并可以提供这些总线的仪表。通过OPC技术，提供多个计算机连接到同一套控制系
统的能力，以便多个学生共用系统。可以实现E网到底，提供工业网关，把RS232, RS485设备连接到以太网上。
可以提供管理层的REALMIS演示系统，可以给第三方ERP系统提供实时数据，也可以单独提供WEB远程管理数据的
演示。

6

    提供最全的控制系统选择，包括研华全系列控制器、西门子全系列控制器、欧姆龙全系列控制器，国内国
外的大型DCS系统。
7

    提供最全面的软系统支持。包括各种组态软件，独一无二的基于计算机的虚拟仿真软件系统（可选）。仿
真软件和真实系统具有一样的工艺结构、工艺参数，所以非常适合于操作培训和算法研究。而且半物理仿真系
统提供更逼真的效果。提供多媒体教学系统，介绍组态软件，以及有关产品；并生动、有趣地讲解有关实验过
程，支持老师的教学和实验。

8

32

1.3/ 现场系统工艺结构

    不锈钢框架结构，具有四容水箱系统，支持非线性实验；闸板出口，避免虹吸效应，并容易设置系统参数。1

    锅炉单元1套，加热采用可控硅调压；配合可视温度表、液位指示柱；不锈钢设计制造，内部夹套，隔热
保温；内设溢流装置，保证设备安全；并具有两个液位开关，并且有专门设计的本质安全防干烧装置。
2

    具有温度滞后单元，具有可变滞后时间常数；滞后时间从45S到120S。3

    工业配电标准，采用工业配电柜和控制柜，对象和控制柜为分开设计，强电弱电分离，任何端子都可以方
便的检测，接线和维护。
1

    采用设备到端子，端子到端子的标准，没有设备到设备的连线。2

    采用孔屏和面板安装方式，所有控制系统都很方便扩展，拆卸，以及维护。非常方便用户将来的修改和扩
展，保护用户投资。
3

    具有高效的换热系统单元，不锈钢工业板式换热器设计；高换热效率，实现良好的热交换实验效果；能够
完整模拟工业换热机组结构，构建恒温供水实验系统。
4

    管路系统，卫生级不锈钢管路系统；管路结构清晰，方便实验；通过手阀可以任意组合实验的物理流程。5

    具有超大的系统储水箱，不锈钢制造；150升容量，超大的热容量蓄水箱方便温度实验。6

    提供两个动力支路，采用不锈钢静音屏蔽泵，两个动力支路可以并联运行。从而为单回路液位控制、串级
液位控制，前馈反馈液位控制提供相同工艺不同控制的比较。并提供经典的管道压力和流量耦合实验。
7

    五个温度，一个压力，两个流量，三个液位，一个调节阀，一个调压模块，一个变频器。8

配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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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参数

整个实训系统（不含控制柜配电柜）尺寸：长1400×宽800×高1900；

供电单相220VAC，水泵320W*4=1.28KW，其他0.5KW。整体功耗不超过2.0KW。

加热三相接地四线制, 380VAC，功率4.5KW。

可选的无油静音空压机：工作电源AC220V±10% 50Hz，输入功率0.68kW；公称容积24L，额定流量不少于：
116L/min，额，输出气压0.1~0.8MPa可调0.4MPa工作压力。单独供电。

供水240kg。

采用工业机柜：600（长度）*800（深度）*1900（高度）,提供配电与控制器系统安装。

产品自身重量，约400公斤左右。

3.2/ 对象系统

A3000-5安全型综合自动化实训实验系统能通过流量、温度、液位、压力等热工参数，实现系统参数辨识，与
控制器配合可以完成单回路控制，串级控制，前馈—反馈控制，比值控制，解耦控制等多种控制形式。

高级过程控制实训装置，包括机架、锅炉、滞后管、换热器、大水箱、下水箱、中水箱和上水箱；:所述机架
为三层结构，锅炉、中水箱和上水箱均设在机架上层，锅炉位于机架上层左侧，机架上层右侧被安装板分为
两层，上水箱固定在安装板上方，中水箱位于安装板下方。

其特征还包括：

A3000-5安全型综合自动化实训实验系统具备以下功能：

2.1/ 特性测量

A3000实训系统可以设计以下多个实验，其中标注为“标准实验”的实验项目做为该产品验收验证依据。

实训项目
2.0/

设备软硬件描述
3.0/

    单、多容水箱液位数学模型的实验（标准实验）1

    非线性容积的水箱特性测定2

    锅炉与加热器对象数学模型3

    滞后管数学模型4

    泵特性实验5

    调节阀特性实验6

    调压器数学模型实验7

2.2/ 单回路控制实验

    单容水箱液位调节阀PID单回路控制（P102支路）（标准实验）1

    单容水箱液位变频器PID单回路控制（P101,P102,P103,P104支路都行）（标准实验）2

    双容液位调节阀PID单回路控制（垂直与水平都支持）（标准实验）3

    双容液位变频器PID单回路控制（垂直与水平都支持）（标准实验）4

    流量调节阀PID单回路控制（P102支路）（标准实验）5

2.3/ 位式控制

    单容水箱液位模拟量入数字量出位式控制（标准实验）1

    锅炉液位数字量入数字量出位式控制2

    双容液位调节阀PID单回路控制（垂直与水平都支持）（标准实验）3

    紧急停车控制实验5

    超驰调节实验6

    BANG-BANG控制7

    联锁控制实验4

    流量变频器PID单回路控制（P101,P102,P103,P104支路都行）（标准实验）6

    压力调节阀PID单回路控制（P102支路）（标准实验）7

    不锈钢框架结构，具有四容水箱系统，支持非线性实验；闸板出口，避免虹吸效应，并容易设置系统参
数。
1

    锅炉单元1套，加热采用可控硅调压；配合可视温度表、液位指示柱；不锈钢设计制造，内部夹套，隔
热保温；内设溢流装置，保证设备安全；并具有两个液位开关，并且有专门设计的本质安全防干烧装置。
2

    具有高效的风冷散热器，避免整个系统变热，便于温度实验。同时内部盘管具有10s左右的延迟。可以
作为滞后实验环节。
3

    具有高效的换热系统单元，不锈钢工业板式换热器设计；高换热效率，实现良好的热交换实验效果；能
够完整模拟工业换热机组结构，构建恒温供水实验系统。
4

    管路系统，卫生级不锈钢管路系统；管路结构清晰，方便实验；通过手阀可以任意组合实验的物理流程。5

    具有超大的系统储水箱，不锈钢制造；150升容量，超大的热容量蓄水箱方便温度实验。6

    提供两个动力支路，采用不锈钢磁力泵，两个动力支路可以并联运行。从而为单回路液位控制、串级液
位控制，前馈反馈液位控制提供相同工艺不同控制的比较。并提供经典的管道压力和流量耦合实验。
7

    压力变频器PID单回路控制（P102支路）（标准实验）8

    锅炉动态水温度PID单回路控制（P104支路）(标准实验)9

    换热器冷水出口温度调节阀PID单回路控制（P104支路，以及GZ101加热）10

    换热器热水出口温度变频器PID单回路控制（P103支路，以及GZ101加热）11

    锅炉温度位式控制系统（GZ101加热控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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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箱有一个旁路出口。这样中水箱可以在不影响下水箱的情况下，进行液位控制实验。

    第一支路包括变频器驱动的泵、压力
传感器、流量计，然后可以进入到上水箱
或下水箱。

1

    单容水箱液位变频器PID单回路控制
（P101,P102,P103,P104支路都行）（标
准实验）

2

三层机架

    三层机架(1)、带夹套锅炉(3)、板式
换热器(6)、大储水箱(12)、中水箱(14)，
下水箱(13)和上水箱(15)。

3

    流量调节阀PID单回路控制（P102支路）
（标准实验）
4

    下水箱(13)和上水箱(15)内均被隔板
分割为储水区和出水区,储水区与出水区之
间通过闸板式出水口相连,且出水区连接至
大直径出水管道,隔板顶端与水箱顶部之间
留有空隙,形成围堰式溢出结构:所述中水
箱(14)被隔板分割为储水一区、储水区和
岀水区,且出水区连接至大直径岀水管道,
隔板顶端与水箱顶部之间留有空隙，形成
围堰式溢出结构，储水一区与储水二区之
间的隔板上设有中间闸板(141)，储水一区与出水区之间设有出口闸板(142)。

5

与其它装置技术相比，本装置有益效果是：

    该高级过程控制实训装置，其大水箱的截面积大，出水口直径大，使得流量可控范围更大。1

    该高级过程控制实训装置，其下水箱、中水箱和上水箱均采用闸板式出水口，出水速度快，水箱不会
很快充满，没有虹吸影响，保证了该装置可以从0到100%的控制范围，保证了入口流量从0到100%的控制范
围，而且开度能够直观的目测出来，而传统的手阀的开度难以目测。

2

    该高级过程控制实训装置，其下水箱、中水箱和上水箱内的隔板顶端与水箱顶部之间留有空隙，形成
围堰式溢出结构，即使在闸板式出水口关闭的情况下，入口流量达到100%时，水也不会溢出到水箱外。

3

    该高级过程控制实训装置，其中水箱被隔板分割为储水一区、储水二区和出水区，储水区与储水二区
之间的隔板上设有中间闸板，储水一区与出水区之间设有出口闸板，能够同时提供竖直多容和水平多容实
验，并可以进行变容实验，而现有的过程控制实训裝置只能进行竖直多容实验或只有进行水平多容实验。

4

    该高级过程控制实训装置，其锅炉外设有护套，能够避免烫伤，且锅炉内置有防干烧装置，安全可靠，
传统过程控制实训装置一般采用夹套锅炉，换热效果不好，温度实验难以完成。
5

    该高级过程控制实训裝置采用板式换热器，换热效果好，能够很好的完成温度试验。6

3.3/ 基础配电系统

基础配电系统提供一个600*800*2000的标准机柜，包括多个面板。配电，旋钮，指示灯。对象IO面板，控
制器面板，控制器接口面板，变频器面板。

在机柜后侧也有安装面板，包括端子，调压模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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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SIS的设备与用电安全监控系统

SIS系统(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 安全仪表系统)属于企业生产过程自动化范畴，用于保障安全生产的一
套系统，安全等级高于DCS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当自动化生产系统出现异常时，SIS会进行干预，降低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保证设备，特别是人员的安全。本公司开发的自动化实训实验系统安装了基于SIS的设备与用电安
全监测系统，从而大大减少人员触电、烫伤的可能，大大降低设备损坏的可能。对于过程自动化工厂实训实验
系统，本身设备就提供了SIS系统的传感器与继电器设备，如果连接了专门的SIS系统，则基于SIS的设备与用
电安全监测系统只监控电源；如果没有专门的SIS系统，则接管所有的SIS监控。

由于高等学校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影响重大，对于实验实训装置的人生安全与设备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本公司开
发的自动化实训实验系统，提供基于SIS的设备与用电安全监测系统，能够监控系统运行、停止与待修状态、
系统漏电、DC24V的短路、锅炉缺水或溢出故障、原料水箱缺水或溢出故障、加热过温、反应过压、水泵过热等
故障，截断设备的供电输出，并发出警告。

产品包括两个型号，如图所示SIS-BAS。状态面板在对象上也有一套。

保护功能如下（都是数字量输入输出）：

    运行状态监测。在机柜与对象上都有“待修”、“停机”“运行”三个工作标牌。系统在空开上电的、情
况下，需要把机柜与对象的标牌状态都切换到“运行”，否则启动按钮无法启动起保停电路。
1

    漏电防火监测，如果检测到漏电超过一定值，也会切断电源。在漏电超过30mA时，施耐德漏电保护器将动
作。大量的雷击浪涌电流也会得到施耐德浪涌保护器的保护，从而避免PLC、DCS等贵重设备的安全。
2

    直流短路监控，系统检测DC24V供电。3

    直流超欠压过高或者过低超过20%，也会导致DC24V电源切断，并报警。4

    交流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异常。5

    锅炉温度超过80度，则强制切断加热的功率输出，直到温度低于80度。6

    系统监控锅炉、原水箱的液位，过低报警。锅炉的低限将导致加热关闭，避免干烧，原水箱的液位过低，
将关闭其排出水泵。
7

    系统监控所有水泵的温度，过高温度将关闭水泵电源，避免水泵烧毁。8

    机柜门监控，如果在运行状态，机柜门打开后，则报警，并关闭供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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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3000对象仿真实训系统数字孪生

由于流程工厂一般具有高温高压，以及腐蚀，防爆等特点，所以使用虚拟仿真技术来实现。从而具有安全、绿
色、节能等特点。同时提供真实的控制器系统，利用仿真IO模块，使用真实的控制系统来控制虚拟世界的过程
自动化。

流程工厂采用FLASH制作，通过接口软件，提供与PLC的仿真接口，实现全部虚拟的仿真控制。也可以连接半实
物仿真接口IO模块，从而连接真实PLC。

3.6/ COSAI-PIDDDC仿真接口软件的主要功能

除了S7-200/200SMART, S7-300/400, S7-1200/S7-1500 PLC仿真之外，我们针对过程自动化提供了COSAI-PIDDDC
仿真。

COSAI-PIDDDC是由北京华晟云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用来代替智能PID仪表，DDC模块，实现编程调试与组态软
件的连接。它与组态软件一起，用于在计算机上模拟智能PID仪表，DDC模块的功能，可以在开发阶段发现和排
除错误，从而提高用户程序的质量和降低试车的费用。

该软件可以与大量的仿真对象连接，例如交通灯、机械手、温度PID控制、恒压供水等等，也可以与大型的过
程控制系统，大型的柔性制造系统对接。软件支持百特仪表、研华协议，支持MODBUS/RTU,MODUBS/TCP协议。
组态软件，Matlab直接访问。一般需要虚拟串口软件，在计算机上实现虚拟串口对。如果使用北京华晟云联的
MODBUS/TCP协议模块，则不需要虚拟串口。

当有多名学生同时进行试验时，由于实验室硬件系统数量有限，无法同时满足所有学生同时调试程序，就需要
COSAI-PIDDDC仿真软件来满足教学的要求。学生可以在自己的计算机上使用COSAI-PIDDDC对硬件系统进行仿真，
调试程序。调试通过后再下载到实际硬件中进行验证，大大节省了硬件系统的占用时间。

软件能够仿真大部分功能与指令：

可以通过左边按钮，快速设置工艺，进行特定实验。选择实验后，流动线显示水流通道。通道上的手阀单击后，
可以打开窗口，修改手阀开度。

鼠标移动到设备上，则可以显示设备状态。在水平方向，可以综合显示所有设备状态、功耗、能耗、效率、产
成品废品等。

软件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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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百特XMA5000智能PID，包括内给定，外给定两个仪表。协议为XMA串口协议。1

    提供百特FBA5000智能PID，特别设置一个内给定，一个外给定。协议为MODBUS/RTU串口协议。2

    提供研华ADAM-4000 DDC模块，包括ADAM4117（可以使用为ADAM4017）,ADAM4024,ADAM4050三个仪表两套。协
议为研华串口协议。
3

    提供研华ADAM-4000 DDC模块，包括ADAM4117（可以使用为ADAM4017）,ADAM4024,ADAM4050三个仪表两套。协
议为MODBUS/RTU串口协议
4

    提供华晟云联AS3700 DDC，16DI/16DO/14AI/6AO。协议为MODBUS/RTU串口协议。5

    提供华晟云联AS3900 DDC，16DI/16DO/14AI/6AO。协议为MODBUS/TCP协议。6

COSAI-PIDDDC版本仿真接口平台，实现控制器、对象与组态软件的对接。COSAI-PIDDDC支持各种组态软件组态监控，
支持Flash和Visual Studio编写的对象。

COSAI-PIDDDC仿真接口软件控制平台由菜单栏，工具栏，模块选择区，载入程序显示区，各通道控制量显示区等构
成。

直接运行COSAI-PIDDDC，COSAI-PIDDDC可以在计算机上对用户组态进行离线仿真与调试。COSAI-PIDDDC。

3.7/  COSAI-S7-200SMART仿真接口软件的主要功能

COSAI-S7200是由北京华晟云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用来代替S7-200SMART PLC，实现编程调试与组态软件的连接。
它与STEP 7 编程软件一起，用于在计算机上模拟S7-200SMART（也支持S7-200）的功能，可以在开发阶段发现和
排除错误，从而提高用户程序的质量和降低试车的费用。

该软件可以与大量的PLC仿真对象连接，例如交通灯、机械手、温度PID控制、恒压供水等等，也可以与大型的过
程控制系统，大型的柔性制造系统对接。软件支持IO硬件组态、PID函数，100个以内的子程序，中断程序调用，
可以最大挂接34个中断。支持使用PPI，TCP的组态软件对接。

1110

当有多名学生同时进行试验时，由于实验室硬件系统数量有限，无法同时满足所有学生同时调试程序，就需要
S7-200/SMART仿真软件来满足教学的要求。学生可以在自己的计算机上使用S7-200/SMART对硬件系统进行仿真，
调试程序。调试通过后再下载到实际硬件中进行验证，大大节省了硬件系统的占用时间。

仿真软件不仅可以用于STEP7编程，还可以用于组态软件的测试。

软件能够仿真大部分功能与指令：

    全部的运算、传送、移位、比较转换指令。1

    定时器和计数器TON、TOF、TONR、CTU、CTD、CTUD2

    程序控制JMP、LBL、NOP3

    通信指令NETR、NETW、XMT、RCV、MBUS_CTRL、MBUS_MSG、USS_INIT、USS_CTRL4

    中断指令ENI、DISI、CRETI、ATCH、DTCH，0-2,10,11中断，21,22中断。5

    AC0-AC3可以使用，注意使用BTI,ITD等指令保持准确的8位，16位或32位访问。6

    目前不支持高速计数器HSC等指令，不支持循环指令等。7

    支持西门子CP243的以太网协议、支持PPI协议，支持MODBUS/RTU协议，支持USS协议。下一版本支持MODBU
S/TCP协议，包括10个以内的客户端连接。
8

COSAI-S7200版本仿真接口平台，实现控制器、对象与组态软件的对接。COSAI-S7200支持西门子S7-200和S7-2
00Smart，组态王等组态软件、Flash和Visual Studio编写的对象。

COSAI-S7200仿真接口软件控制平台由菜单栏，工具栏，模块选择区，载入程序显示区，各通道控制量显示区等
构成。

直接运行COSAI-S7200,同时打开对象界面。

COSAI-S7200可以在计算机上对S7-200PLC的用户程序进行离线仿真与调试。COSAI-S7200提供了用于监视和修改
程序中使用的各种参数的简单的接口，例如使输入变量变为ON或OFF。和实际PLC一样，在运行仿真PLC时可以使
用监控状态表方法来监视和修改变量，并且还可以点击“监控程序”，从而看到由LAD程序转换而来的STL语言，
实现对程序运行过程的实时监控。另外，我们还可将S7-200编程中创建的“符号表”复制，然后点击COSAI-S72
00软件中的“监控状态表”，将符号表粘贴到监控状态表中，使得控制者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方便对变量的状态
值进行监控。

如果没有连接外部对象，COSAI-S7200可以模拟PLC的输入/输出存储器区，通过在仿真DI窗口中改变输入变量的
ON/OFF状态，或者直接写入数值来控制程序的运行，通过观察有关输出变量的状态来监视程序运行的结果。对于
AI区域，可以直接写入WORD型数据。

COSAI-S7200还可以模拟对下列地址的读写操作：位存储器（M）、外部输入（AI）变量区和外设输出（AQ）变量
区，以及存储在数据块中的数据。可以在变量表中强制变量，强制操作发生在扫描周期DI/AI输入后，以及AO,DO
输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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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量表中如果写入变量，则发生在输入DI/AI之前。而且需要新值有效。可以清除新值为空，从而不写入。

3.8/  半实物仿真

使用半实物仿真IO模块，其架构如图所示。

3.9/  云平台系统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现代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 年 10 月 30日，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通过构建连接机器、物料、人、
信息系统的基础网络，实现工业数据的全面感知、动态传输、实时分析，形成科学决策与智能控制，提高制造资源配
置效率，正成为领军企业竞争的新赛道、全球产业布局的新方向、制造大国竞争的新焦点。

本方案通过现场的工业网关采集终端设备数据上传至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画像系统可通过汉云平台接入的数据
快速的实现对终端设备的集中监控与数据分析，数据采集接口有网口、串口两种方式，支持当前工业行业的大多数工
业通讯协议，可连接多种工业装备。自网关与云端之间的数据交互采用了加密算法，保证了客户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
中的安全性，可采用4G、WIFI、有线等网络的接入方式入云，组网灵活，可以应对不同现场环境的需要。

汉云平台是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有着深厚的OT积淀与强大的IT能力，设备画像系统是目前真实工业环境应用
较为广泛的工业APP，工业网关、汉云平台、设备画像系统的结合，可以让学生在边缘层、PaaS层、SaaS层以及工业用
户等各层面、各角度全方位的接触体验工业互联网的知识体系，帮助学校培养IT+OT的复合型人才，填补市场对工业互
联网专业人才的需求，改善学历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情况，同时增加学校招生亮点，提升学校综合竞争力。

IO模块包括16DI/16DO/6AI/14AO，可选支持MODBUS/RTU，MODBUS/TCP，Profibus从站。该模块模拟量为13位，不单
独校准，则实际精度1%。作为模拟系统足够。

数字量默认支持高电平输出，PNP型号。如果是要求低电平，则我们可以提供电平转换电路。或者直接在内部下拉
电阻。

仿真软件
半实物仿真
  IO模块

DCS/PLC
工程师站
IO服务器

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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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1

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创造性地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的制造技术相结
合，改变制造业传统的生产、经营、决策模式。汉云为工业资源泛在连接、工业数据集成分析、工业应用开发
创新提供一个安全性高、扩展性强、灵活部署的开发运行环境。让企业打通IT与OT界限，融合设备、产品与IT
系统的数据，基于对数据的洞察与分析为用户带来更强大的设备资产运维能力、生产制造执行能力、工艺质量
优化能力、产品售后服务能力、物流运输调度能力，最终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设备画像产品简介2

设备画像工业APP基于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个轻量化、方便快捷的设备云端监控管理及数据分析软件，帮
助用户实现快速设备上云，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设备异常损失，优化生产过程及售后服务效率。

设备画像功能清单

产
品
项

设
备
监
控
平
台

基础数据

网关管理

设备管理

一级 二级

展示租户所属设备的数据信息

维护设备投放的分组信息（名称、所属公司、地址、编码、项目分类、
图片）

维护租户的公司信息（编码、名称）

维护边缘网关型号信息以及数据采集点绑定(编码、名称、数据点

维护需要采集的设备型号信息（编码、名称、数据解析模式、数据点

维护系统用户信息（用户名、姓名、所属角色、手机号、邮件、
是否启用）

维护系统角色和对应功能权限分配（编码、名称、所属公司、所在分
组、说明、是否启用）

维护边缘网关信息（编码、名称、说明、是否启用）

边缘网关常用控制指令（重启、参数查询设置、远程升级、远程采点
配置【获取、升级】）

网关状态统计（状态[在线、离线]、）

维护设备单元信息（编码、名称、设备型号、所属公司、所属分组）

显示设备当前采集点实时信息，针对单点反向控制

GIS地图方式显示设备分布

公司管理

网关型号

工程项目

设备型号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网关列表

网关控制

网关状态

设备列表

设备状态(详情)

设备地图

产品功能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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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项

报
警
推
送

微
信
小
程
序

报警设置

报警消息

趋势曲线

报表管理

统计分析

报警消息
推送

个人中心

对设备管理平台中开启报警的联系人进行邮件、短信推送

一级 二级

制定采集点的报警规则，支持常用表达式、正则等方式，规则触发后
会推送报警到订阅端

维护报警联系人分组信息，可以按照分组推送报警信息

维护报警联系人信息

统计查看未处理报警信息

统计查看已处理报警信息

统计查看全部报警信息

按照设备分组下的采集点实时展示曲线

按照设备分组下的采集点以及查询条件展示历史曲线

维护报表模板，支持上传，下载

在线自动生成报表数据（根据客户配点信息，支持常见聚合函数）

统计分析设备运行状态

统计分析设备上下线日志

结合数据采集指标（设备运行使用的状态），分析设备利用率

统计设备报警信息，分析关键指标报警频率

提供产能数据统计（结合数据采集点信息）

报警规则

联系人分组

报警联系人

未处理报警

已处理报警

全部报警

实时曲线

历史趋势

模板制作

在线生成

设备活动分析

设备日志分析

利用率分析

报警分析

产能统计

邮件推送

短信推送

站内推送

微信推送

个人信息 显示当前账户信息

设备管理

设备列表

设备详情

实时、历史趋势

列表显示当前租户的设备列表，点击显示设备详情和采点信息，包含
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

报警管理

报警设备

待处理报警

报警详情

显示当前待处理报警信息，提供报警处理

产品功能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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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晟A3000设备对接云平台实时曲线截图

设备画像部分功能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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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标准控制系统清单

具体硬件设备清单及多种可控制器方案
4.0/

序号 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一 现场对象系统

1 现场对象本体结构清单

1.1 框架

具体如下：

尺寸：1400mm长*800mm宽*1900mm高度，50mm*50mm和50mm*25mm的方钢
管不锈钢框架，带有底部支撑和脚轮。

1.2 储水箱
1010mm长度*420mm高度*370mm宽度，不锈钢制造，容积超过150升，以
便满足比较长的温度实验而不会导致温度上升过快而无法实验。材质
316L

1.3 水箱系统1
460mm长度*440mm宽度*250mm高度，容积超过50升。有机玻璃或其他高
强度透明材质，带液位刻度，均可安装液位传感器。出口为闸板，没
有任何虹吸效应，可以得到最好的液位实验效果。

1.4 水箱系统2

460mm长度*440mm宽度*250mm高度，容积超过50升。有机玻璃或其他高
强度透明材质，带液位刻度，均可安装液位传感器。独立的中间闸板
隔离设计，支持水平双容实验，以及变容实验。出口为闸板，没有任
何虹吸效应，可以得到最好的液位实验效果。

1.5 水箱系统3

1.6 常压锅炉单元

460mm长度，直径300的圆罐。有机玻璃或其他高强度透明材质，带液
位刻度，均可安装液位传感器。出口为闸板，没有任何虹吸效应，可
以得到最好的液位实验效果。

420mm长度*450mm宽度*500mm高度，全不锈钢1厚度。封闭式不锈钢容
器（内带夹套，隔热保温），内设溢流装置，采用可控硅调压加热，
配合可视温度表、液位指示柱；具有两个液位开关，带专有设计的本
质安全的防干烧装置；一个联锁保护系统。

1.7 温度滞后单元
10米左右长度盘管，在一定时间内不影响原有系统，获得温度的滞后，
滞后时间可调（50-70S）。和环境温差比较衰减0.7-0.9左右。

1.8 换热单元
工业标准板式换热器，换热面积0.2平方米，能实现良好热交换，可模
拟工业换热机组结构，构建恒温供水系统。

1.9 管路系统

卫生级不锈钢材质固定管路系统，管路结构清晰，相关位置安装有手
控阀，满足实验实训项目控制要求，一定程度上支持组成符合使用者
意愿的控制系统，使实验系统有一定的“柔性”。
管路一：由水泵+电动调节阀+涡轮流量计组成（主支路）；
管路二：由变频器+水泵+电磁流量计组成（副支路），通过阀门切换，
任何一路供水均可到达任何一个水箱。
所有手阀标注阀号，所有仪表标注仪表位号。

1.10 水泵 静音不锈钢屏蔽泵，扬程12米，最大流量3立方/小时，泵体不锈钢。

1.11 电磁阀 高质量电磁阀ZCT-15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2套

3套

序号 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二

2.1 温度传感器 Pt100感温元件，三线制。

2.2 压力变送器 150Kpa，标准4-20mA信号，用于检测不锈钢动力泵给水压力。

2.3 液位变送器 5KPa，标准4-20mA信号，用于检测三容水箱系统中上/中/下水箱液位。

2.4
金属浮球
液位开关

用于锅炉单元液位低/高限联锁保护，干接点，AC230V0.5A负载容量。

2.5 涡轮流量计

2.6 电磁流量计

不锈钢，螺纹连接，满量程3m3/h，标准4-20mA信号，用于检测主支路
给水流量。

工作温度≤100度，满量程3m3/h，标准4-20mA信号，用于检测副支路
给水流量。

2.7 电动调节阀
智能型，正反作用可选，输入标准0-10V/2-10V信号，连续调节阀位，
线性。安装部位及管道连接符合实验项目要求。

2.8 调压模块 三相智能调压模块，1-5V输入，峰值50A。

2.9 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D720S-0.75

2.10

三

四

温度表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0-250度

3.1 面板

4.1 主控制器与面板

800宽机柜面板。增加L型折板，嵌入到用户机柜的后端安装。

3.2 配电设备 线槽、继电器、端子，标签，信号等等

4.2 SIS继电器组
供电继电器与接触器（三相四触头），截止整体系统供电、所有水泵的
供电、所有24V供电。

4.3 温度开关 监控所有水泵，监控锅炉温度。

配电系统

基于SIS控制的安全仪表保护装置

采用STM32主控制器，16DI/16DO，支持MODBUS/RTU通信。施耐德剩余
电流保护器、浪涌保护器，剩余电流与火灾监控器。
保护功能如下：
（1）运行状态监测。在机柜与对象上都有“待修”、“停机”“运行”
三个工作标牌。系统在空开上电的情况下，需要把机柜与对象的标牌
状态都切换到“运行”，否则启动按钮无法启动起保停电路。
（2）漏电防火监测，如果检测到漏电超过一定值（可以设置到低于
30mA漏电保护），也会切断电源。在漏电超过30mA时，施耐德漏电保
护器将动作。大量的雷击浪涌电流也会得到施耐德浪涌保护器的保护，
从而避免PLC、DCS等贵重设备的安全。
（3）直流短路监控，系统检测DC24V供电。
（4）直流超欠压过高或者过低超过20%，也会导致DC24V电源切断，并
报警。
（5）交流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异常。
（6）锅炉温度超过80度，则强制切断加热的功率输出，直到温度低于
80度。
（7）系统监控锅炉、原水箱的液位，过低报警。锅炉的低限将导致加
热关闭，避免干烧，原水箱的液位过低，将关闭其排出水泵。
（8）系统监控所有水泵的温度，过高温度将关闭水泵电源，避免水泵
烧毁。
（9）机柜门监控，如果在运行状态，机柜门打开后，则报警，并关闭
供电。

5套

1套

3套

2套

1套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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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硬件设备清单及多种可控制器方案
4.0/序号 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4.4 液位开关

五

5.1 百特仪表
控制系统

大储水箱增加两个液位开关。

两个FBA5000单回路PID智能调节仪表。智能仪表含人工智能调节，包
括PID参数专家自整定。具有上、下限，正、负偏差等多种报警功能。

5.2 DDC控制系统 AS3720模块，12AI/4AO/4DI/4DO。支持DDC系统设计，Modbus协议总线。

5.4 云网关 实现从PLC到公有云的协议转换。

2X2 55寸拼接墙，4入4出矩阵器，包边，P5全彩，32cm高度，3-3.6米
宽度。驱动卡，电源等。

2天现场服务

5.3 PLC控制系统
S7-200 Smart，ST40，晶体管输出，220VAC供电，数字量：16DI/14DO。
模拟量：4AI/2AO。（可选PLC：S7-1511C-1PN，16DI 16DO 5AI 2AO。）

5.5

六

七

现场服务

大屏幕墙

6.1

7.1

  运杂费
（含保险）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具体硬件设备清单及多种可控制器方案

序号 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1 液位开关

2 面板

3
艾默生DCS
控制系统

型号：A21，标准机柜600宽度*800深度*1900高度。板材厚度1.5毫米，
立梁2毫米。

包括眉板，电源面板，盘面安装的仪表面板，以及多块孔屏面板。

DeltaV软件，1套，包括4个操作站授权，微软Excel软件等，DeltaV 
硬件1套，包括2套控制器，2套系统电源；24/12Vdc输入，2套控制器
底板，16通道模拟量输入卡，带HART，2套，16通道模拟量输出卡，
HART32通道数字输入卡，卡供电32通道数字输出卡，卡供电FF H1接口
空槽盖板。

VI702,Vnet/IP 接口卡,冗余现场控制单元,模拟量输入模块(4～20mA、
16通道、隔离) 2套,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16通道、隔离),数字量
输入模块(32通道、24 V DC、隔离、带按钮输入功能),数字量输出模块
(32通道、24 V DC、隔离、带脉宽输出功能/时间比例输出功能)以太网
通信模块ENG/HIS 软件包，或30天教育版本。

PCS7 CPU412-5H，带以太网通信， 2个同步光缆，同步模块 2套9座插
槽，2个，或合并一起。冗余电源2套ET200M 冗余模块 2套冗余底板，
冗余插座16AI模块，2套16AO模块32DI模块32DO模块ES/OS软件。可选教
育版本

一体化机笼，XP211 ，24V转5V电源卡，2块数据转发卡，XP233，2块
主控制卡，XP243X，2块电源单体，PW722(24VDC,10A)，2个6路电流信
号输入卡，XP313，3块，4路模拟量输出卡，XP322，2块，8路触点型开
关量输入卡，XP363(B) 1块，8路数字信号输出卡，XP362(B)，2块实时
监控软件，PRO111，1套组态软件，PRO135，1套操作系统 ，WIN7，1套

浙大中控

大屏幕墙4

5

6

西门子DCS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4.2/ DCS控制器配置清单

4.3/ PA总线仪表控制

序号 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7 和利时DCS

主控单元 2套，可选SM系列或者FM系列,8槽主控机笼块,1套24VDC电源
模块2个,16路电源分配模块,2个8路电流(电压)型模拟量输入模块 3块1
8路电流型模拟量输出模块2块,16路触点型开关量输入模块(24V查询电
压),2块16路继电器开关量输出模块,2块DP总线有源终端匹配器模块,1
块软件 MACSV 1套。

安装交直流电源开关、漏电保护电路、电源净化器和开关电源等。要求
符合安全用电标准和电磁兼容标准，布局合理，线路连接可靠、维护检
修方便。

组态软件和编程软件  一套配套整个产品的操作和维护手册一本配套实
验指导书一本，覆盖所有的提供的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配套的实验软
件，包括组态工程，控制案例等。

供电单元8

所有现场信号全部引到端子排，要求信号连接有序、方便、安全可靠。
所有现场信号均通过信号继电器控制切换本地控制(智能仪表、PLC、
DDC)或远程控制（中控室DCS）

信号端子排9

信号端子所有信号合理归类，用若干航空连接器与控制柜连接，同时合
理铺设信号电缆，将信号端子排的所有信号引到中央控制室DCS的I/O单
元。

信号连接器10

11 配套工具软件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序号 名称 参数1 备注2备注1

1

2

3

普通现场对
象仪表带PA
总线仪表

A3000-5安全型综合自动化实训实验系统仪表系统
使用西门子的总线仪表替换部分常规仪表。西门子
PA高精度电磁流量计，西门子PA温度变送器，西门
子PA压力变送器，西门子PA阀门定位器PS2，用于
气动调节阀。西门子DP/DP耦合器(高低速配合，不
是必须)，西门子DP/PA连接器，西门子PA仪表三通
2个。西门子DP总线变频器。MM420，MM440或者G120

可以选一部分
PA仪表，电磁
流量计，PA气
动阀比较贵。
还需要空压机。
DP/DP耦合器
可选，如果没
有，则整个DP
网络速度都要
降低到PA级别。

可以选一部分
FF仪表，电磁
流量计,FF气
动调节阀比较
贵。还需要空
压机。

使用Smar公司FF总线仪表，包括： TT302：智能温
度测量变送器，把PT100电阻信号转换成总线信号；
LD292：智能压力变送器，直接把压力物理变化转换
成总线信号；FI292:FF总线远传IO,总线信号转换成
3路常规信号；IF302:FF总线远传IO, 3路常规信号
转换成总线信号；FY302：FF总线阀门定位器，用于
气动调节阀。

采用一个百特智能PID仪表，支持MODBUS/RTU总线，
支持内给定与外给定。可以完成所有PID实验，串级
实验，比值实验。

带FF总线仪表

百特仪表
控制系统

采用一个百特智能PID仪表，支持MODBUS/RTU总线，
支持内给定与外给定。可以完成所有PID实验，串级
实验，比值实验。

百特仪表
控制系统

SMAR SYSTEM302系统，DF51网桥控制器（或可选DF7
3网桥转Profibus DP）,DF11,DF21,DF45,DF46,以及
电源，总线电源，底板等。

FF总线：SMAR 
SYSTEM302

基础仪表不
带总线基础
标配为西门
子PA总线（
定为必选）

可选

必选

可选

基础标配为
西门子（定
为必选）

总线，以及支持远程实验类型可选。主要PA仪表一般选择西门子PLC，FF总线仪表选择SMAR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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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硬件设备清单及多种可控制器方案
4.0/序号 名称 参数1 备注2备注1

3

DeviceNet总线

AB ControlLogix：1756-L71 CPU 2M用户内存。集
成EtherNet/IP 接口，16DI 1756-IB16,16DO 1756
-0B16,4AI(8单端)1756-IF4,4AO 1756-OF4，1756-
DNB DeviceNet 扫描器接口模块。AB小型变频器
3G3MV，DeviceNet通信单元，3G3MV-PDRT2.

CJ2W-CPU2M，CJ1W-DA041(4AI),CJ1W-AD041(4AO)
VI,+DeviceNet(CJ1W-DRM21模块，16DI/16DO模块。
CJ1W-MD231.AB小型变频器3G3MV，DeviceNet通信单
元，3G3MV-PDRT2

贝加莱X20 PLC，6DI/6DO/2AI/2AO。Modbus/TCP，
POWERLINK，OPC。贝加莱POWERLINK变频器。

研华APAX5580 ，12DI/12DO/12AI/6AO。Modbus/TCP，
Ethercat，OPC。施耐德ATV32变频器 Ethercat接口。

DeviceNet总线

POWERLINK

Ethercat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5.1/ 市场客户群（不完全统计）

市场案例及部分客户信息
5.0/

学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科技大学；山东大学；
山东工商学院；青岛理工学院；盐城学院；滨州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扬州技师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云南昆明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汉口学院；西安邮电学院；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工程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天津商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常州工学院；渤海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宁夏大学；
企业：国家能源集团；荆州热电厂；蚌埠热电厂；天津津能热电（滨海）有限公司；天津公共实训中心

5.2/ 部分客户现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1

    北京化工大学2

    国家能源集团培训中心3

    6套A3000标准型控制系统，搭载国电智深EDPF控制器，
应用于集团内部所辖电厂、能源、煤炭、化工等热工仪表及
自动化部门员工培训、考核以及技能大比武专用平台。

4

9套A3000控制系统，1套中央控制室，1套柔性制造系统。1套
实验室管理系统。具有智能仪表、ADAM4000、S7-300、Smar 
System302和利时MACS DCS等控制系统，并具有e网到底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