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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00仪器仪表及过控实训系统

华晟云联教育



产品如图所示，采用全部固定连接的方式，
学生不能修改工艺，仪表的选择各个项目
不同。如果是自由工艺方式，则大部分仪
表需要学生自己安装。

除了仪表之外，该系统还提供DDC模块，PLC
控制器，学习控制器编程、组态监控，以
及控制系统的组成和调节。完全满足《检
测技术及仪表》、《控制仪表》、《过程
控制原理》，以及《计算机控制系统》等
课程在本科教学中的要求。

该系统除了作为实训平台之外，还非常适合于竞赛和考试平台。

如下图所示。产品于中国天津公共实训中心获得应用。

如下图所示，产品在国家一类大赛——第七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装
配工决赛上作为竞技平台。产品的可靠性获得好评。

1.0/
产品简介

A5300型系列仪器仪表及基础过控实训系统
是一套专门设计的综合过程控制实训系统。
该系统重点在于学习各种仪器仪表的原理、
接线，调试和维护。包括各种检测仪表、
执行器，以及数显表和阀门后备器等二次
仪表，现场总线仪表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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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针对培训和针对大赛可以有一定的区别，针对实训的产品，仪器仪表、管路基本连接上了；而大赛产品
主要考核仪表接线和安装的规范，所以管路和仪表可以不连接。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产品设计，包括分离的对
象系统和配电系统。

A5300具有两个有机玻璃水箱，一个加热不锈钢水箱，两个动力支路。

对象系统包括型材桌面、工艺单元，各种仪器仪表。对象尺寸：1400mm(长度)*720mm（宽度）*1250mm（高度）。
开放式框架有立体管道与设备布局，型材或者不锈钢可选，旧版本有采用桌面式的。

配电系统：使用型材桌子或者木质桌子（两种可选）。上面安装喷塑钢斜台与配电面板、配电、以及控制器。
也可以直接使用机柜。

对象重量：45公斤左右（无水时），供电：220V10A，供水：20公斤左右，A5200最大耗电2.5KW左右，A5300
最大耗电3KW，AC220V单相供电，可选配三相加热与三相水泵。

设备管路是不锈钢卫生级管路或PVC、PPR管路，每个仪表两侧配套快速接头，可以快速拆卸。如果需要自由
组合，可以采用波纹管。波纹管具有一定的柔性与硬度，可以自由形成90度弯角，从而方便地组建各种工艺
结构，验证不同流量计直管段长度的效果。

2.0/
产品版本和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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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组合工艺、自由接线3

仪器仪表采用型材上T型螺母固定，带活接的管路，便于拆卸组合，用户可以自由组合工艺。系统基本上只连
接了强电线路，仪器仪表接线自由，控制器接线自由，从而满足安装、接线和调试实训。采用了与机柜形式类
似的设计，用户可以对整个工艺设备和电器设备进行配电、安装、接线。非常适合于大赛竞技。

    结构清晰，系统美观4

采用开放式框架，使用PVC或PPR，或不锈钢管，管路清晰。

    模块化设计强，扩展性好5

配电系统和控制模块化很强，检测和操作信号全部为标准的2-10V或4-20mA信号，非常方便地选择不同的控制
系统。包括用户自己的控制系统。

    非常适合工程教育、算法研究6

该系统适合开展控制器编程、组态监控，控制系统调节等实训内容。由于 提供了泄露管道，水平多容，可选
变容单元，非线性单元等，可以为研究生提供算法验证理想的试验平台。

    模块化设计强，扩展性好7

配电系统和控制模块化很强，检测和操作信号全部为标准的2-10V或4-20mA信号，非常方便地选择不同的控制
系统。包括用户自己的控制系统。

坚持把可靠性放在第一位，保证系统的可为维护性和可扩展性，兼顾美观性。采用高品质的部件，包括KSS进口
线槽、施耐德空开，施耐德接触器、施耐德指示灯和旋钮，以及魏德米勒端子片、魏德米勒继电器。

    高品质的部件1

系统按照严格的工业自动化企业标准进行加工设计。坚持设备到端子、线槽中无接线等原则。严格的接地和浪
涌保护，滤波等措施。

    严格的设计和生产标准2

3.0/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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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艺流程图

产品组成
4.0/

两个动力支路，P1由变频器驱动，P1支路的入口来源两个，一个是水箱V4,一个是锅炉V1，经过流量计FT1，可
选调节阀FV1（一般没有），可以进入V1,V2（经过手阀），以及换热器（被电磁阀XV101旁路）。

P2支路的入口只有一个，就是V4，经过压力缓冲器，压力表，压力传感器PT101，调节阀FV102，经过手阀进入
V3和V2。

V1,V2,V3的出口经过闸板或者阀门进入V4。

P1与P2之间有一个并管手阀JV32。

序号 名称 规则和用途 数量

1 系统台架

2 不锈钢储水箱

3 不锈钢加热容器

采用开放式结构，工艺台架采用型材。具有脚轮，便于移动，可以刹
车。1400mm长，800mm宽，800mm高度。

304材质，高360mm，长938mm，宽250mm，高360mm。具有排水阀，可以
连接用户的软管或者PVC固定的排水管道。

304材质圆柱形，直径250mm，高400mm，内部可以安装1KW加热棒，具有
溢出管。上部有盖子，可以安装各种传感器。

304材质圆柱，直径268，高度410mm，套住不锈钢加热容器，以防止烫
伤。

有机玻璃，直径250mm，高400mm，内部具有围堰式溢出结构，具有闸板
结构及不锈钢闸板，保证系统没有任何虹吸效果。
两个有机玻璃水箱之间有中部联通阀门，以及底部联通阀门。可以实现
水平多容与垂直多容。

为铝型材桌子支撑与桌面。长600mm，宽600mm，高800mm，具有脚轮。
用于安装配电台架。（桌面可选防火板）下部配套1个木质抽屉，三个
抽屉层，用于放置书本、工具等。

配电桌子

加热保护罩4

5

6

有机玻璃容器

1个

1套

1个

1个

2个

1套

喷塑钢斜板支撑台。长550mm，宽320mm，高800mm。后部可以拆卸保护
板，便于维护。同时强电保护。

配电台架7 1个

1.5L压力缓冲罐，以保证管道压力控制的稳定性。缓冲罐8 1个

保证温度负载，让系统温度可升可降，从而更好地完成温度实验。风冷散热器9 1个

不锈钢管，或者灰色PPR管道，部分地方使用波纹管。各种仪表的固定
部件采用304材质。

管道和安装部件10 1套

4.2/ A5300设备清单

    结构设备清单1

序号 名称 规则和用途 数量

1 水泵

2 调压模块

进口品牌，不锈钢超静音增压泵，额定12米扬程，2.5立方没小时。可
以选择其中一款为直流隔膜泵。

北京灵通LTVDH-220V-15A

FB0803，150KPa，M20*1.5，精度0.25%，24VDC两线制，4-20毫安输出，
工业型扩散硅4-20mA输出。

7 压力变送器

1个

3 加热棒 1000W，单相220V 1套

4 Pt100温度传感器 SBW型Pt100传感器，温度变送器一体化 1个

6 温度表 双金属温度计。 1个

5
K型热电偶
温度传感器

SFGW216HSD，0-100度，，温度变送器一体化 1个

2台

1个

FB0803，5KPa，M20*1.5，精度0.25%，24VDC两线制，4-20毫安输出，
工业型扩散硅4-20mA输出。

8 液位变送器 1个

FBF8301DN15(百特),温度<=100度，4-20毫安输出，满量程3m3/h，交流
220V。法兰连接。

9

标准产品提供：
电磁流量计

1套两
个可选
一个，
否则无
法安装

孔板节流组件，DN20，电容式差压变送器，三阀组
非标准可选：
孔板流量计

LWGY-15，304不锈钢，螺纹连接，精度1%，24VDC两线制，4-20毫安输
出，满量程3m3/h。

涡轮流量计10 1个

    主要工艺部件和仪表设备清单如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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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真实A5300一样的结构，一样的操作方法，类似的系统参数。S7-200与200Smart仿真软件如图所示。

需要使用串口虚拟软件在笔记本或PC上建立串口连接。或者增加以太网模块（S7-200SMART默认有）。

S7-300仿真接口软件如图所示。

序号 名称 规则和用途 数量

11 压力表

变频器

12

标准产品提供：
电动调节阀

精度1。

霍尼韦尔ML7420,DN15，线性。
1套两
个可选
一个，
否则无
法安装

非标准可选：
气动调节阀

SH精小型，形成16mm，等百分比

13 西门子V20-0.75KW变频器，或者三菱D720S-0.75KW，支持Modbus 1套

1个

4.3/ 控制系统清单

产品型号 名称 技术规格与要求 备注数量

FMA6000 智能PID仪表
同时支持内给定与外给定。电流电压输入，两通道，输出
1通道。Modbus/RTU标准国际总线协议。提供Matlab接口。

同时支持4个通道的电压、电流、热电偶、热电阻测量。

福光百特1个

FMB8000 数显表 福光百特1个

    标准配置智能PID仪表，数显仪表。1

4.4/ 仿真软件与指导书

包括如下软件资料：

    1套多媒体教学软件，包括此实训台上的所有仪表的原理、安装，以及接线使用动画，多媒体教学。1

    1套与此实训台工艺流程基本一致的仿真教学软件，包括水泵、变频器、调节阀等仿真，以及智能PID仪表
的仿真（要求采用与真实仪表一样的通信协议）。能够与组态软件一起可以完成所有的真实的实训台一样的控
制实验。

2

    1套操作说明书，以及实训指导书。3

    1套组态工程项目文件。4

本仿真程序包括FLASH版本的A5300仿真，可选S7-200仿真软件或者S7-300仿真接口软件。仿真界面如图所示。

产品型号 名称 技术规格与要求 备注数量

S7-200S
mart PLC

PLC
RT20 CPU 晶体管输出，24 V DC 供电，12 输入/8 输出
4FI/2PWM  EM AE03 4AI/2AO模块2个，共8AI/4AO。

CPU312C，SM334模块，国产USB-PPI隔离电缆，64K FLASH，
480mm导轨。

西门子1套

S7-300 PLC 西门子1套

12AI/4AO/4DI/4DO模块。AS3720 DDC模块 华晟云联1套

FX3U三菱PLC，8AI模块，4AO模块FX3U PLC 三菱1套

    非标准产品可以可再增加最多1套控制系统，需要配套PC，常见控制系统配置如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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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XMA5600系列智能仪表，ADAM4000, AS3700。连接组态软件需要串口模拟器，成对连接。ADAM4000支持研华协
议与MODBUS协议。智能仪表与真实的智能仪表协议相同，控制效果类似。

1台压力表校验器校验台，0-6MPa，提供一个0.5%精度压力表。用于校准压力与液位传感器。

1个玻璃管液位计，用于校准液位传感器。

1根温度计，0-100度。

1台胜利VC71B过程仪表。提供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4-20mA热电偶温度过程校验仪0-10V。

智能仪表与ADAM4000，AS3000的仿真如图所示。

4.5/ 特殊校验设备

98

实训类别：

基础实验：

实验1、温度检测和仪表安装、接线、校准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2、液位检测和仪表安装、接线、校准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3、压力检测和仪表安装、接线、校准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4、流量检测和仪表安装、接线、校准实验（标准提供）

其他可扩展实验：

实验1、位式控制，包括输入-输出位式，输入模拟输出位式，多段位式

实验2、复杂控制，包括前馈反馈，解耦控制实验

实验3、计算机控制，包括时序控制、数字PID、校正网络控制等

实验4、高等控制，包括模糊控制、神经网络PID控制、推理控制等

实验5、调节阀水泵控制特性测量

实验6、变频器水泵控制特性测量

实验7、单容、多容系统特性测量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8、加热容器系统特性测量实验

实验9、管道压力PID回路控制实验（标准提供）

产品验收以标准提供的实验为准，其他实验可能需要额外的设备。包括以下类型的实验：

    典型自动化仪表结构及工作原理认识1

    典型自动化仪表的安装、接线、校准、调试、整定、特性测试2

    典型单回路控制系统构建3

    简单串级控制系统构建4

    基于调节仪表的控制系统构建5

    基于PC的控制系统构建6

    基于PLC的控制系统构建7

    现场总线仪表接口及数据传输特性测试8

    组态软件应用基础训练9

5.0/
实验或实训项目

实验10、流量PID回路控制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11、单容液位PID回路控制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12、温度PID回路控制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13、比值控制实验

实验14、流量液位前馈反馈控制实验

实验15、流量液位串级控制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16、双容液位PID控制实验（标准提供）

实验17、双容液位PID串级控制（标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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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配置了6套开放式铝型材框架的A5300，控制台为木质桌面、带抽屉。控制器为S7-200，智能仪表，双动
力支路，包括了液位、扩散硅压力、孔板流量计、热电偶、PT100，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电动调
节阀、启动调节阀、调压模块，具有三个串联容器，一个大水箱、换热器、风冷散热器。

云南机电

分两次项目，第一次包括4套基本型的A5200，配套百特智能控制仪表，数显仪表，以及S7-200控制系统，
第二次2套A5300系统，配套Profibus PA现场总线仪表，S7-300控制系统。

广西机电

配置4套新型A5200，铝型材桌面式，智能仪表，ADAM4000控制器，包括液位、扩散硅压力、电容式差压、
热电阻、PT100、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电动调节阀、调节模块、气动调节阀、雷达液位计等。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两次项目，采用了6套A5300系统，采用开放式型材框架、智能仪表、数显表、S7-200 
PLC控制，以及触摸屏系统，仪表比较多，包括涡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孔板流量计、热电偶、热电阻、
扩散硅液位传感器、差压传感器等。

其他院校

扬子石化集团培训中心,江西新余炼钢集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柳州钢铁集团培训中心燕山石化集团培训
中心,武汉华夏学院,内蒙古化工大学等

配置了20套A5200系统，全钢喷塑桌子，型材桌面，控制器为S7-1200，智能仪表，ADAM4000，带西门子
CP5611卡，PA仪表，DP/DA耦合器，仪表包括:PT100、热电偶、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
计。扩散硅液计、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电接点温度表、金属浮球液位开关、磁翻转液位计。

天津国家公共实训中心

配置4套新型A5200，铝型材桌面式，智能仪表 S7-1200，ADAM4000控制器，包括液位、扩散硅压力、电
容式差压、热电阻、PT100、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电动调节阀、调节模块等。

四川大学江安校区

6.0/
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