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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品简介

中国制造2025集成信息系统，是智慧工厂的一部分。整个集成系统包括：数字孪生或传感器系统、控制与网关、
工业对象、MES、ERP、M2C、IS、云端监控等。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云端系统，使得中国制造2025
集成信息系统更加完整。而集成信息系统针对：MES、ERP、M2C、IS、云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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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我们所编写的服务器程序从监控软件中收集相应的信息．为工厂级网络中的销售．财务，采购，以及经理们
提供实时的生产信息．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所应该负责的各种计划，监测和控制活动等做出及时、有效的决筑．
相对组态软件运行的软件系统负责监控生产过程，而该系统针对的是高层管理信息。

MES、PLM也是执行系统，通过对订单进行分析，包括原材料库存，废品率等分析。然后下发到控制器进行生产。

本次方案提供用户配置，二次开发接口等。

MES软件是一个独立的Exe程序，可独立安装于一台电脑上，必须和主服务器联网于同一网段（或者安装于同一台电
脑）。

用户下单后MES的生产任务即出现并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显示“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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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洞察管理全局，掌握财务、销售、采购，以及生产等业务流程的关键环节。以迅捷的响应速度，及时
捕获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满足越来越多的个性需求，提高经济危机下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我们所使用
的中小企业管理软件，包括了财务、采购、仓库管理、生产企业计划等内容，符合国家的财会制度。

灌装工厂原料为：瓶子、盖子、三种标签、纸箱，喷码墨水。

产品为成箱的松脂合剂。

ERP与MES/MIS提供原材料管理、订单管理、MRP生产计划、质量管理、入库出库管理等。

ERP系统过去就有很多，但是都难以直接用于中国制造2025。此次ERP演示系统。具有创新的技术特点：

    ERP实现动态可变化的材料清单表。因为客户的选择不同，而导致原材料不同。旧的BOM表无法适用。1

    实时计算定制需求，以及生产调度需求。不是人工去分析、计算库存，而是自动进行，并实时给出
客户是否能够生产，或完成时间。
2

    ERP从纵向统一了通信接口协议，为电子商务、MES提供全集成的价值链。3

    ERP提供横向企业联合订单接口，实现全球采购。4

ERP是自动化向中国制造2025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ERP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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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的生物制药厂中国制造2025（工业2.0系统），M2C平台如图所示。

目前支付是虚拟的，不真正付款。

本次方案提供用户配置，二次开发接口等。

提供用户使用、包装、回收等相关操作培训。包括视频、PPT、WORD文档等等。安装在MOOC平台上。用户通过
扫码就能获得这些内容。

除了这些操作帮助之外，系统还提供用户的技术支持接口。将来还可以为厂家提供用户信息汇总、分析等大数
据服务。

电子商务演示系统创新特色：

    实现双向通信的M2C平台。1

    实现实时的库存查询，自由的产品定制能力，设置上传设计文件。2

    实现手机，PAD，PC下单。3

3.0/
电子商务M2C系统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然后直接登录，学习操作。

由于这里的MOOC仅仅提供智慧服务的培训部分，所以我们只是提供一个特别的第三方培训网站空间，学生模拟
企业的培训部分，为用户提供服务。而不需要在实验室提供复杂的MOOC平台与服务器。

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通过3C（
Computation、Communication、Control）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
制和信息服务。CPS实现计算、通信与物理系统的一体化设计，可使系统更加可靠、高效、实时协同，具有重要
而广泛的应用前景。

我们的系统提供大量的传感器，RFID、一维码二维码扫描系统，工业视觉与图像识别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从
而实现从设备监控、物料定位与跟踪。

在我们的A7800，A7900智慧罐装与智慧加工线系统中，具有3套图像识别系统，具有5套视觉监控系统，以及1套
RFID识别，1套二维码识别，以及二维码喷码系统。所有这些，对于机器视觉、质量控制、物料跟踪具有非常大
的意义。

3.3/ CPS与视频监控系统

3.1/ 电子商务M2C系统

3.2/ 智慧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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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通过现场的工业网关采集终端设备数据上传至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画像系统可通过云平台接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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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采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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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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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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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云平台，提供基于云的数据监控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

4.0/
云端数据与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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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控功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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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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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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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规则

联系人分组

报警联系人

报警消息

趋势曲线

报表管理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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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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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品
项

报
警
推
送

微
信
小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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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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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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数字孪生与仿真系统

应用虚拟仿真技术，使用软件Flash，Unity3D或HTML5编
写基于WEB的仿真对象，实现绿色，安全的工业过程对象
实训。方便教学、节省资金费用、大大降低维护成本。同
时仿真软件支持半实物的仿真，通过仿真硬件与真实的控
制器连接。

产品与真实设备类似，如果具有仿真模块，则支持高速电
机控制，那么与全真实设备的程序完全一样。如果纯软件，
则降低速度，或者修改为直流电机控制，程序稍有区别。

虚拟仿真系统如图所示。与真实设备基本一致。

我们支持西门子所有PLC的仿真。本系统选择S7-200SMART
（也可根据客户需求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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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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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实物仿真通过本公司的AS3700仿真模块。该模块可以实现高速的PTO,AB编码器的输入输出。从而可以模拟高
速运行的电机。并与PLC直接硬件交互。仿真界面只是显示各种部件的绝对位置。

5.1/ 仿真软件

5.2/ 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概念：

数字孪生是智慧化数字工厂。有一个真实工厂，有一个或者多个虚拟工厂。具有相近的外观，架构，运动规律，
功能。

数字孪生的仿真是真实设备的映射，动作与信息显示一一对应（展示与培训目的）。孪生的仿真工厂具有自己
的控制系统，自主运行，并支持HMI，ERP等信息系统。孪生的仿真工厂支持布局更改，控制规律更改，控制算
法修改，危险动作模拟，超级柔性生产组装、修改！（辅助展示、设计与开发，这是数字孪生最大的意义）

本仿真系统模拟华晟云联公司的A7900真实的智慧生产线、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实现：

    直观展现整个智慧生产线的布局，以及所有工作站模型。1

    展现整个工厂的原材料、加工、装配、物料与产品进出过程。2

    展现每个工作站的可见动画，原料进动作，速度，产品出动作，速度，含停止状态。动作大致符合实际单
元的位置，速度。
3

    展现所有设备的控制参数与内部参数，都可以直观地在VR中显示，也可以在HMI上显示，也可以在上层信
息系统中显示。
4

    可以实现A7900所不能的功能：
   （1）生产站点布局。移动各个站点的位置。
   （2）可以直接修改各个站点程序。
   （3）支持部分参数的修改。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