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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仿真教学与污水处理厂虚拟仿真

系统方案 

1、公司及公司环境工程产品概述 

1.1 公司介绍 

北京华晟云联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集成自动化、过程自动化、制造自动化、

环境工程自动化、物联网、虚拟仿真系统、资源库与教育软件、通用软件与设备。

产品涵盖的本科、大中专院校的实训平台、教学资源库、科研院所的研发中试平

台，以及智慧校园、社区与企业的物联网产品，并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的施工。主

要技术在于自动化系统设计与集成、现场总线技术开发、运动控制与机器人、工

业嵌入式系统开发、C/S 与 B/S 架构的软件开发、虚拟仿真系统开发、三维多媒

体技术开发。 

时至今日，华晟已经成长为：拥有七大产品系列，众多教育周边产品，以推

广工程实践教育为宗旨的教育服务商。公司长期取得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研华科技、西门子、贝加莱和其他知名大学的专家、学者、老师的长期合作与支

持，为公司产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环境工程产品概述 

环境工程硬件系列产品，自 2008 年开始建设此产品线至今，已成功建设大

小近百个项目，包含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河北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山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中国石油科学技术研

究院等多所研究机构，以及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大学，建设内容包含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工业废水处理、城市给水处理系统、工业给水处理系统、多套定制工艺流程的实

验系统及多种单体型实验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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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在行业内最早提出“小型污水处理厂”概念的推广者与实践者，我们力

争为客户建设一个设计先进、运行可靠、使用便捷的综合性水处理实验系统。依

靠我公司自动化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产品设计上充分考虑用户的自动控制、数

据自动记录及数据处理、远程控制、无人值守运行等需求，“小型污水处理厂”

系列产品可供客户在实验室进行小规模的污水处理生产，不仅可以为科研提供可

靠的实验数据，还可以给学生展示一套完整的污水处理厂，帮助学生对污水处理

厂的组成、运行操作、管理有更为贴近真实的认识。 

2、方案介绍 

2.1 方案目标要求 

虚拟污水处理厂建设过程中，资源库建设团队将利用我公司多年来与环境研

究院所、大专院校合作的经验，以及对污水处理厂的工艺、设备等技术原理的充

分了解，充分发挥虚拟技术在实训资源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虚实结合的实训

环境资源、实操与仿真结合的实训项目资源，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库在实践

教学、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方面的作用。 

建成的虚拟污水处理厂使不同的学习者根据不同类型的污废水类型及不同

的水质特征开展工艺分析、选择和优化不同的工艺单元、配置先进成熟的设备，

并组合成完整的工艺；对典型的市政污水处理工艺的各个单元按照运行规范，设

计工艺参数，开展工艺虚拟运行调试，虚拟操作各处理设备、进行进出水监测，

通过进行水污染控制设计和运行系统操作实践，全面和快速的提升专业技能，系

统还会对运行操作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考核和评比。 

2.2 本次方案内容 

本次方案提供如下内容的仿真教学。 

1、 几十种常用泵、阀等污水处理工艺设备的拆装、原理动画，以及介绍。 

2、 四大热工参量、pH、DO、电导率等环境仪表的原理、使用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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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十个污水处理单元的原理介绍、工艺分析、选择和优化，原理与工艺

分析采用动画、图片等方式。 

4、 二十个污水处理单元的设计参考，包括公式，常规设计方法，设计参数。 

5、 二十个污水处理单元的仿真，使用给定参数，开环控制，故障设定。 

6、 提供我公司的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实现二十个污水处理单元自由

组合仿真。要求方便地链接到原理介绍，设计协助，在线仿真参数，故障设定。 

7、 设计几个典型的污水处理厂的全部工艺，使用控制器仿真，组态软件监

控，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控制工厂。 

8、 提供任务向导教学课件。包括工艺设备选型、污水工艺选择与设计，系

统故障排除与运行维护。 

其中最重点最复杂的就是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该平台将常用泵、阀等

污水处理工艺设备教学课件，二十个污水处理单元的原理、动画、仿真等教学课

件，以及控制器仿真，组态监控整合到一起。 

2.2.1 工艺设备与仪表教学资源 

水处理行业涉及机械设备、管道阀门、监测仪表、环保填料等多种部件，素

材库的部件，采用三维可拆装动画，直观的讲解部件的结构、原理等。 

监测仪表包括四大热工参量、pH、DO、电导率等环境仪表。 

2.2.2 污水处理单元原理、设计参考、仿真 

水处理工艺单元种类很多，其组合方式根据进水水质的不同，也可以千变万

化。为了更大限度的适应不同水质、不同行业的处理要求，我公司的硬件和软件

产品都采用模块化的设计，不同模块可灵活组合。 

水处理工艺单元模块包含了格栅、曝气沉砂池、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

SBR、MBR、UASB、A2O、芬顿氧化、BAF、机械絮凝、斜板沉淀等，涵盖了污水

处理三级系统中 20个模块。 

模块中包含了原理讲解、仿真动画、参数设计及计算等，模块采用统一的设

计风格，可以灵活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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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选择二十个污水处理单元，进行原理介绍，原理 FLASH 演示。几十

个污水处理单元的设计参考，包括公式，常规设计方法，设计参数。几十个污水

处理单元的仿真，使用给定参数，开环控制，故障设定。 

具有配电的单体仿真带现场手动操作与紧急关机等操作。在自动模式下，支

持仿真控制器的对接。 

2.2.3 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 

多个污水处理单元可以自由组合，设定各种设计参数、仿真参数、控制参数，

以及故障设定。然后连接相互之间的管道，然后进行整体仿真。仿真的参数是实

现设定的，开环控制。 

如图所示，采用基于 WEB 的技术，直接在 WEB 浏览器中进行工艺组合、

仿真设置。 

 

 

依据各个单元按照运行规范，设计工艺参数，连接控制器，编写控制程序，

组态监控程序，然后开展虚拟运行调试，虚拟操作各处理设备、进行进出水监测，

通过进行水污染控制设计和运行系统操作实践，全面和快速的提升专业技能，系

统还会对运行操作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考核和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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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

Internet应用

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

防火墙

WEB服务器

MIS服务器

Internet

销售 采购 质量控制经理

企业ERP系统

大屏幕监控墙

彩色LED屏

视频服务器

IO服务器 归档服务器

工程师站

S7-300/400

仿真

工艺1仿真 工艺n仿真

GPRS模块

  

依据计算能力。整个工厂的仿真可能需要 1 到多台计算机的参与，PLC 的仿

真也可以是 1 到多台。可以有 1 到多台组态监控操作员。采用投影仪实现大屏幕

墙，提供 MIS 系统，与企业 ERP，多台服务器，本次项目将一个完整的虚拟工

厂展示在用户面前。 

增加 GPRS 短消息模块，把关键参数发送到指定手机上。 

如果可能，建议增加视频监控系统（录像为事先录制的，或者真实地远程视

频）。增加网络电话系统，模拟大厂区的视频与语音通信。 

2.2.4 典型水处理工厂仿真 

选择最为典型的工艺即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让学习者根据不同类型的污废水

类型及不同的水质特征开展工艺分析、选择和优化不同的工艺单元、配置先进成

熟的设备，并组合成完整的工艺； 

提供西门子大型 PLC S7-400 的控制程序，以及仿真运行的算法，从而实现

PLC 的仿真控制。最后通过 WINCC 或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整个工厂的组态监

控。软件网络版本，支持 IO 服务器，历史服务器，多个操作员站。支持历史记

录，实时曲线，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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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任务向导教学课件 

提供任务向导教学课件。包括工艺设备选型、污水工艺选择与设计，系统故

障排除与运行维护。 

使用任务角色扮演，逐步推演，进行系统设计、详细设计、项目实施、项目

验收等过程。提供所有的技术文件、测试报告等。 

3、详细技术参数 

3.1 总体技术要求 

除了具体的产品功能之外，提供如下总体要求： 

1、几十种工艺可以自由组合仿真。不能仅仅一种工艺仿真。以便建成的虚

拟污水处理厂使不同的学习者根据不同类型的污废水类型及不同的水质特征开

展工艺分析、选择和优化不同的工艺单元、配置先进成熟的设备，并组合成完整

的工艺； 

2、可以进行控制器编程仿真，组态监控。实现对典型的污水处理工艺的各

个单元按照运行规范，设计工艺参数，开展工艺虚拟运行调试，虚拟操作各处理

设备、进行进出水监测，通过进行水污染控制设计和运行系统操作实践，全面和

快速的提升专业技能。 

3、支持半物理仿真接口。在用户有 PLC 的条件下，实现控制器真实的半物

理仿真。本次方案提供 16DI/16DO/4AI/12AO 的半物理接口模块，更多的 IO 通

道使用 Profibus DP 总线模块(仿真远程 IO)实现。 

4、实现先进的污水处理厂信息系统架构。实现污水处理厂中央控制室的搭

建，包括污水处理厂的管控一体化系统，服务器路由器的组网，MIS 系统与 ERP

系统。 

5、大部分应用 WEB 上运行。除了工厂系统之外，其他教学课件，工艺单

元仿真教学不需要安装独立软件，直接 WEB 浏览器运行。 

6、提供网络授权，网络版本控制。不需要软件狗，以便实现全国共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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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简便的网络版本升级。还支持短暂的脱网运行，例如 1-2 天。 

3.2 产品一览表 

表 1  产品一览表 

序号 品名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1 

常用泵、阀等污水处理工艺

设备教学课件 

不少于 20 种的常用泵、阀

等污水处理工艺设备的拆

装、原理动画，以及介绍。 

套 1 

2 

流程工业仪表特别是环境仪

表的教学课件 

温度、压力、流量、液位、

PH、DO、电导率、ORP

等不少于 10 类流程工业

仪表的原理、使用动画 

套 1 

3 
污水处理单元的原理与工艺

教学课件。 

污水处理单元的原理介

绍、工艺分析、选择和优

化，原理与工艺分析采用

动画方式。（具体单体列表

见表 2） 

套 1 

4 

污水处理单元的设计参考，

包括公式，常规设计方法，

设计参数。 

污水处理单元的设计参

考，包括公式，常规设计

方法，设计参数。提供公

式自动计算（具体单体列

表见表 2） 

套 1 

5 
污水处理单元的运行与故障

仿真 

污水处理单元的仿真，使

用给定参数，开环控制，

故障设定与故障仿真。要

求所有检测仪表、执行仪

表都能设定故障，泵、阀

可以设定故障。（具体单体

列表见表 2） 

套 1 

6 

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

污水处理单元自由组合仿真

平台。 

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

台，实现二十个污水处理

单元自由组合仿真。要求

方便地链接到原理介绍，

设计协助，在线仿真参数，

故障设定。 

要求单体带现场手动操作

与紧急关机等操作仿真。

在自动模式下，支持仿真

控制器的对接。 

（具体单体列表见表 2）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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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典型的污水处理厂整体仿真

系统 

典型的污水处理厂的全部

工艺，使用控制器仿真，

组态软件监控，组网，形

成一个完整的控制工厂。

控制器仿真为大型 PLC 

S7-400，使用 WINCC 或

组态王组态监控。网络版

本，支持 IO 服务器，历史

服务器，多个操作员站。

支持历史记录，实时曲线，

报表等。（具体单体列表见

表 3） 

套 1 

8 任务向导教学课件 

提供任务向导教学课件。

包括工艺设备选型、污水

工艺选择与设计，系统故

障排除与运行维护。（具体

单体列表见表 4） 

套 1 

9 硬件系统 

DELL R720 服务器 2 台 

24 口千兆网交换机 1 台 

路由器 1 台 

GPRS 短消息网络模块 1

个 

PC 机 8 台 

投影仪 1 台，带幕布 

套 1 

10 企业信息系统 
MIS 软件 1 套 

ERP 软件，教育版 
套 1 

11 半物理仿真平台 

半 物 理 接 口 模 块 ：

16DI/16DO/16AI/16AO 

西 门 子 PLC ， 312C 

CPU,256K FLASH, 

16DI/16DO/16AI/16AO 

套 1 

 

表 2   污水处理单元 

序号 名称 技术 备注 

1 格栅 处理单元的原理

介绍、工艺分析、

选择和优化，原理

与工艺分析采用

动画、图片等方

式。处理单元的设

计参考，包括公

式，常规设计方

 

2 曝气沉砂池  

3 pH调节池  

4 机械絮凝反应池  

5 微电解塔  

6 芬顿氧化池  

7 辐流沉淀池  

8 厌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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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缺氧池 法，设计参数。处

理单元的仿真，使

用给定参数，开环

控制，故障设定； 

要求方便链接到

原理介绍，设计协

助，在线仿真参

数，故障设定。 

要求带现场手动

操作与紧急关机

等操作仿真。在自

动模式下，支持仿

真控制器的对接。 

 

10 好氧池  

11 UASB  

12 接触式水解酸化池  

13 接触氧化池  

14 MBR  

15 SBR  

16 卡鲁塞尔氧化沟  

17 BAF  

18 离子交换柱  

19 石英砂过滤  

20 活性炭吸附  

 

表 3   典型的污水处理厂整体仿真系统 

序号 名称 包含的单元 

1 城市污水处理厂 提升泵房、格栅、初沉池、A2O、二沉

池、加药间 

 

表 4   任务向导教学课件 

序号 名称 包含的内容 

1 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 系统设计，设计书，工艺设备选型，

控制系统选型，配电，施工，试运行，

运行，验收交付 

2 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维护 包括日常操作、定期巡检、维护保养

等 

3 污水处理厂故障 1 传感器故障 

4 污水处理厂故障 2 执行器故障 

5 污水处理厂故障 3 控制器故障 

6 污水处理厂故障 4 水质变化 

附件、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简介 

工业领域，可以按照生产方式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不间断连续生产方式的，

如石化、化工行业统称为流程工业；另一种是非连续性生产的方式，如汽车制造

业，称为离散工业。 

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Process Simulate & Control System--PSCS V1.0）

是华晟云联开发的一个软件平台。系统采用了最新的软件技术，采用平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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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设计。 

软件一般运行架构如图所示。采用基于 TCP/IP 协议的多服务器（PC）的集

群仿真技术。 

 

对于非工厂整体仿真，我们采取简单的模式。服务器只进行授权、插件下载

与工程配置数据载入，由单一客户机工作。仿真都是按照默认参数进行。 

对于工厂整体仿真，我们采取多个 PC 协同工作的模式（也可以单一 PC 工

作，只要满足性能要求）。要求仿真工艺、仿真控制器运算、仿真组态监控。目

前支持西门子大型 PLC S7-400 的仿真，以及中型 PLC S7-300 的仿真，组态监控

为 WINCC 或组态王。 

系统支持本地平台安装，EXE 运行模式，单纯对象仿真也支持 IE 上运行。 

1 软件技术特色 

1、软件选择，使得开发与设计分开。模块化调试、自动组装。 

（1）采用 C#，VB.Net 等生成 ActiveX 或服务进程。 

（2）单纯对象仿真支持 HTML 与插件技术与 jQuery UI 界面设计技术 

（3）C#与 JS 平台 

2、软件具有以下特点： 

用户 PC  仿真工艺 服务器 
授权、插件与工程数据 

用户 PC  仿真工艺 服务器 
授权、插件与工程数据 

用户PC 仿真控制器 

用户 PC 组态监控 

授权、插件与工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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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适应性广，所有流程化过程，包括化工过程控制、环境工程污水

处理等等不间断连续生产方式的工艺都可以仿真。 

（2）除了仿真工艺流程之外，系统还支持控制接口，支持直接的虚拟 PLC

运行，以及真实组态监控软件。也就是说“以前需要硬件的，我们用仿真代替硬

件，以前是软件的，仍然可以使用此软件对接”。 

（3）支持半物理仿真，仿真的工艺流程的所有检测点与控制点都可以通过

真实工业 IO 送到真实的控制系统上，从而实现虚拟对象，真实控制器的仿真。 

（4）流程对象仿真面向 WEB 网络。对于简单的对象仿真，采用网页浏览

器运行方式，只需安装个别插件。对于工厂仿真，采用独立安装的软件运行方式。

使得系统更加高效运行。动画流畅，仿真速度快。 

（5）便于升级维护与扩展。软件一次升级，所有用户不必单独安装升级。

软件将来扩展功能非常方便。系统具有自动网络更新的能力。 

（6）开发的仿真应用，既可以用于平台性的大型虚拟工厂仿真，也支持小

的网页仿真程序。 

2 仿真软件系统架构 

整个系统的流程对象仿真运行在本地软件环境或者 IE 环境中，如图所示。

仿真对象多个 FLASHCORE多个 ACTIVEX 的架构模式。系统仿真速度 50ms

周期。 

 

FLASH2 

平台 

 

EXE

或 

IE 
ACTIVEX 

 

FLASH1 
控制器仿

真接口 

TCP/IP 

或硬件 

工程配置文件 

FLAS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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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工程文件的方法。记录所有的配置。 

（2） 编辑与运行是同一个平台。使用 IE 或者 C#编辑的 EXE 作为平台。 

（3） 任何一个独立的对象，一般具有运行 FLASH，矢量图标 FLASH，以

及原理 FLASH。 

（4） 任何一个独立的对象，具有后台仿真运算 ACTIVEX。 

（5） 整个平台具有多个控制仿真接口，至少与 S7-300/400 PLC 对接。并

支持组态软件的接口，实现 WINCC 或者组态王等组态软件的工厂化监

控。 

（6） 当前主要采用 HTML 与 FLASH 技术，ACTIVEX 插件技术，后续将

实现 HTML5 技术的合并，从而向更多的平台开放。 

3 中央控制室仿真架构 

对于工厂系统仿真，除了提供流程对象仿真之外，还提供控制器的接口与组

态监控接口，从而构建整个中央控制室。如图所示。 

路由器

Internet应用

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

防火墙

WEB服务器

MIS服务器

Internet

销售 采购 质量控制经理

企业ERP系统

大屏幕监控墙

彩色LED屏

视频服务器

IO服务器 归档服务器

工程师站

S7-300/400

仿真

工艺1仿真 工艺n仿真

GPRS模块

  

依据计算能力。整个工厂的仿真可能需要 1 到多台计算机的参与，PLC 的仿

真也可以是 1 到多台。可以有 1 到多台组态监控操作员。采用投影仪实现大屏幕

墙，提供 MIS 系统，与企业 ERP，多台服务器，本次项目将一个完整的虚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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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展示在用户面前。 

而对于其他远程用户，也可以实现工艺仿真，控制器仿真，以及组态监控仿

真。也可以提供大屏幕显示。但是没有 MIS 系统等。 

4、软件的运行 

编辑与运行主界面如图所示。用户需要注册，以便保存用户工程数据。运行

在 IE 浏览器中。用户本地需要安装对应的控件。 

4.1 对象仿真界面 

服务器端仅用于授权、保存与载入程序，控件，保存与载入工程数据。 

 

菜单包括文件，编辑，图元，仿真，控制，与帮助。 

右边是仿真单元，按照类别分类，而基础单元包括文字、背景、地平面，管

道连接。直接拖放到右边中央窗口。 

可以全屏幕显示中央窗口，此时自然不能拖放仿真单元，连接管道。 

任何时候，可以选择右边的仿真对象，可以放大缩小，移动。除非固定了位

置。选中仿真单元后，可以设置属性，以及全部静态参数。如果不是删除，则管

道会随之移动。 

任何时候，双击单元，则可以打开对应仿真单元的详细仿真状态，仿真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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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及故障设置。如图所示。 

 

任何时候右击，则可以通过弹出菜单选择：原理说明，系统设计，仿真参数，

控制参数，故障模式。都会打开一个新的 WINDOWS 窗口（内置 IE 浏览器），

或者 IE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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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是我公司提供给安徽电气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厂锅炉水净化处理

系统仿真”。采用 FLASH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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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控制器仿真界面 

独一无二的特色：控制器仿真。 

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最大的特点是控制器仿真。而且不是使用其他编程

语言提供控制算法，而是仿真西门子的大型 PLC S7-400 或者中型 PLC  S7-300，

使用 STEP7 编程，使用计算机来代替 PLC 运行。 

针对一个典型的工厂对象，我们建议使用西门子的大型 PLC S7-400 系统，

通过我公司的接口，以及西门子的仿真运行软件，使得仿真计算机就是 1 台 PLC

系统，进行各种控制。 

 

4.3 组态监控界面 

通过使用我公司开发的 S7-400 仿真接口，支持 WINCC、组态王软件的监控。

并支持网络版本，从而可以部署冗余的 IO 服务器，历史服务器，报警服务器等

等，模拟一个非常真实的工业环境。 

如图所示，是我公司提供给安徽电气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厂锅炉水净化处理

控制系统仿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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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先进   更便捷   更可靠 

地址：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育知路 1 号院内                                             18 / 20 

网址：www.cecloud.net 电话 01051659692 

 

 

预算报价表 

 

表 1  产品一览表 

序号 品名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说明 

1 

常用泵、阀等污水处理工艺

设备教学课件 

不少于 20 种的常用泵、阀

等污水处理工艺设备的拆

装、原理动画，以及介绍。 

套 1 基本每个仪表 2000-3000 

2 

流程工业仪表特别是环境仪

表的教学课件 

温度、压力、流量、液位、

PH、DO、电导率、ORP 等

不少于 10 类流程工业仪表

的原理、使用动画 

套 1 基本每个仪表 2000-3000 

3 
污水处理单元的原理与工艺

教学课件。 

污水处理单元的原理介绍、

工艺分析、选择和优化，原

理与工艺分析采用动画方

式。 

套 1 
20 种工艺单元，基本每个

仪表 2000-3000 

4 

污水处理单元的设计参考，

包括公式，常规设计方法，

设计参数。 

污水处理单元的设计参考，

包括公式，常规设计方法，

设计参数。提供公式自动计

算 

套 1 
20 种工艺单元，基本每个

仪表 8000 

5 
污水处理单元的运行与故障

仿真 

污水处理单元的仿真，使用

给定参数，开环控制，故障
套 1 

20 种工艺单元，基本每个

仪表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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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与故障仿真。要求所有

检测仪表、执行仪表都能设

定故障，泵、阀可以设定故

障。 

6 

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

污水处理单元自由组合仿真

平台。 

流程工业仿真与控制平台，

实现二十个污水处理单元

自由组合仿真。要求方便地

链接到原理介绍，设计协

助，在线仿真参数，故障设

定。 

要求单体带现场手动操作

与紧急关机等操作仿真。在

自动模式下，支持仿真控制

器的对接。 

套 1 

自由组合平台 20 万，30

种以内工艺授权。 

备注 1 

7 
典型的污水处理厂整体仿真

系统 

典型的污水处理厂的全部

工艺，使用控制器仿真，组

态软件监控，组网，形成一

个完整的控制工厂。控制器

仿真为大型 PLC S7-400，

使用WINCC或组态王组态

监控。网络版本，支持 IO

服务器，历史服务器，多个

操作员站。支持历史记录，

实时曲线，报表等。 

套 1 

基础 PLC 仿真平台，组态

接口平台 30 万，然后实

施 1 个工厂 10 万。包含

工厂全部 PLC 程序，组态

界面。 

备注 2 

8 任务向导教学课件 
提供任务向导教学课件。包

括工艺设备选型、污水工艺
套 1 

每个导向教学，动漫，原

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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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设计，系统故障排除

与运行维护。（具体单体列

表见表 4） 

9 硬件系统 

DELL R720 服务器 2 台 

24 口千兆网交换机 1 台 

路由器 1 台 

GPRS 短消息网络模块  1

个 

PC 机 8 台 

投影仪 1 台，带幕布 

套 1  

10 企业信息系统 
MIS 软件 1 套 

ERP 软件，教育版 
套 1 

基础系统 3 万，每实现一

个工厂增加 0.5 万 

11 半物理仿真平台 

半 物 理 接 口 模 块 ：

16DI/16DO/16AI/16AO 

西 门 子 PLC ， 312C 

CPU,256K FLASH, 

16DI/16DO/16AI/16AO 

套 1  

 

 

备注 1：如果不自由组合，而是按照一个工厂工艺实现由程序员写好，则这个费用修改为每个组合 2 万，6-8 种工艺组合。 

备注 2：没有此项内容也可以仿真对象，按照预定的参数，开环控制。 

8-11 项可以不要，学校自己提供硬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