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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MES 系统应用与集成实训平台

1.产品功能

工 业 MES 系统应用与集成实训平台以工业 4.0 为背景，结合当前最前沿的工业技

术，以设备数据采集为主题，依托于工业真实应用搭建一个工业 MES 应用与集成一体

化实训场景。

工 业 MES 系统应用与集成实训平台采用一体化教学理念，为了更好的让学生学习

相关知识点，为了更好的让学生理解相关技能。结合一体化教学理念，实现教、学、做一

体化，使枯燥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爱动手的实践环节紧密结合，交叉进行，相互支持，相

互促进，为一体化教学组织过程最优化提供了保障。使培训效果达到最优效果。

工 业 MES 系统应用与集成实训平台具备对制造执行系统认知、制造执行系统(MES)

网络搭建与配置、制造执行系统数据采集、制造执行系统操作、制造执行系统应用与

维护等相关实训内容。

2.产品组成

序号 产品名称 组成单元 数量 备注

1

工业MES系统应

用与集成实训

平台

输送线 1

2 上料工位 1

3 预装工位 1

4 装配工位 1

5 检测工位 1

6 称重工位 1

7 废料处理工位 1

8 成品库 1

9 控制系统 1

10 MES 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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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布局

工 业 MES 系统应用与集成实训平台是开放式、拆装式的设计，主要是通过一条灌装

自动化模拟生产线的运行来产生真实的生产数据。

工业 MES 系统应用与集成实训平台包括：

 输送线：用来输送产品，并生成数据，由变频驱动；

 产品物料库：用来存储半成品，并生成数据，由伺服驱动；

 瓶盖料库：用来储存产品瓶盖，并生成数据，由气缸模块驱动；

 拧盖机构：用来进行产品拧盖操作，产品由步进电机驱动， 并生成数

据；

 视觉系统：用来对产品进行检测，与称重数据结合判断产品是否合格；

 称重系统：用来采集产品重量，与视觉数据结合判断产品是否合格；

 废料系统：通过视觉数据和称重数据判断产品是否合格，如果产品不合

格，则由气缸推送到废料系统，并生成数据；

 包装供货系统：用来储存包装盒上部分，并生成数据，由输送带模块驱

动；

 包装系统：将生产的产品通过物料抓取系统进行码垛，并完成包装工序。

并生成数据，由输送带模块驱动；

 料抓取系统：进行搬运、码垛、装箱等功能，并生成数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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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模组模块驱动；

 成品库：通过视觉数据和称重数据判断产品是否合格，如果产品合格，

则由手爪推送到成品库，并生成数据；

 MES 系统：用来实时数据监控，数据采集，任务分配，信息汇总等。

软件平台对生产线产生的数据进行实时数据监控、数据采集、任务分配、信息汇

总等等。学生通过利用自动化生产线数据采集实训平台装置，可以培养自身硬件组装、

编程开发等实际操作能力，最终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

图一 工业 MES 系统应用与集成实训平台

4、技术参数

1)实训平台

平台带有水平调节脚轮，平台使用工业铝型材搭建。 设备尺寸：

1600mm（长）*1200mm（宽）*1600mm（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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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功耗：1.5KW；

交流电源：单相 AC 220 V±10% 50Hz，经漏电断路器后供电， 并有带灯保

险丝保护。；

环境温度：-10～50℃；环境湿度：≤90％无水珠凝结；

安全保护措施：具有接地保护、漏电保护、断电保护功能，安全性符合相关的国

家标准。

2)控制系统要求

控制系统对实训平台进行电气控制及管理；实现对实训平台系统的数据整

合和管理。含有上位机、PLC、触摸屏、电机驱动模块、继电器驱动模块、无线

智能网关模块、和变频驱动模块；

PLC 包含 14 路输入 10 路输出，两路模拟量输入、晶体管输出、四轴高

速脉冲输出；远程 IO 扩展模块 34 路输入 32 路输出。

(1) 触摸屏：

① 对控制系统系统、电气参数显示和管理；

② 人机界面 HMI 为10 寸真彩触摸屏，LED 背光，通讯接口：D-Sub（VGA）、以太

网LAN接口

(2)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① 主要技术指标(CPU)：75 KB 工作存储器，4MB 装载储存器； 24VDC 电

源，板载 DI14×24VDC 漏型/源型，DQ10×24VDC；多达 3 个通讯模块、1 个信

号板、8 个信号模块用于硬件扩展；0.04ms/1000 条指令；1 个 PROFINET 端口

用于编程，RJ45 物理接口，支持 PROFINET IO 支持的协议、PROFIBUS、MODBUS、

AS 接口等通讯协议；开放式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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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TCP/IP、ISO-on-TCP（RFC1006）、UDP。

(3) 电气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配备电源开关、急停按钮、工作站各工作状态控制开关和信号显示灯等；

(4) 电气控制系统用于教学实训工作站的自动化控制和安全监控；配置的

电气系统能够满足制造商提供的配套一体化教材的内容要求。

3)产线模块

(1) 输送线

采用 U 型柔性输送线，整体尺寸尺寸：1200（长）mm*385（宽）mm。输送

线宽度为 65mm。主体材为铝型材搭建。

电机：调速器控制，额定功率 0.55KW，转速 1400rpm，配有 1： 30 的减

速器；输送线最大负载为 50KG，输送线线速度范围：0-30M/min

(2) 产品上料工位

上料工位配有位置定位传感器与物料检测计数传感器。主体材质：铝件 表面氧化；

电机：伺服控制，额定功率 0.6KW，转速 3000rpm；额定力矩 1.91N.M，最

大力矩 5.73N.M，编码器线数（PPR）2500，

气缸：缸径 10mm，行程 3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作温度-20~70℃，

使用速度反围 30-500mm/s，行程贡茶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15.7-110N

（0.1-0.7MPA）拉侧：10.1-70.4（0.1-0.7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3) 产品预装工位

预装配有位置定位传感器与物料检测传感器。主体材质：铝件 表面氧化；

气缸：缸径 10mm，行程 2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作温度-20~70℃，

使用速度范围 30-5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15.7-110N

（0.1-0.7MPA）拉侧：10.1-70.4（0.1- 0.7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10mm，行程 6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作温度-20~70℃，

使用速度范围 30-5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15.7-110N

（0.1-0.7MPA）拉侧：10.1-70.4（0.1- 0.7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10mm，行程 6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作温度-20~70℃，

使用速度速度 30-8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7.9-55N（0.1-0.7MPA）

拉侧：6.6-46.1（0.1-0.7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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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装配工位

装配工位有位置定位传感器。主体

材质：铝件 表面氧化；

气缸：缸径 20mm，行程 2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作温度-10~60℃，

使用速度速度 50-5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5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63-314N（0.1-1MPA）

拉侧：47-236（0.1-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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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25mm，行程30mm，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工作温度-10~60℃，

使用速度速度 50-5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147-344N

（0.3-0.7MPA）拉侧：113-264（0.3-0.7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10mm，行程 15mm，使用压力范围：0.06-0.7MPA；工作温度-10~60℃，

使用速度速度 50-75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允许动能 0.035J。配磁性检测开关。

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角 1.8°，步进角精度±5%（整步），保持转矩 3N.M，

转动惯量 720g.cm²。电阻精度±10%（20℃），电感精度±20%（1KHZ），环境温

度-20~50℃，径向最大负载 75N,轴向最大负载 15N，编码器线数（PPR）1000。

(5) 检测工位

检测工位有位置定位传感器和对射激光传感器。主体材质：

铝件 表面氧化；

激光开关:对射式,尺寸 M18*1*60MM,材质铜镀镍，光斑大小 2- 3mm，光源可

见红光（660nm），检测距离2-300mm可调，响应时间5MS，开关迟滞<15%（SR)，重复精

度<5-10%（SR)。

(6) 称重工位

称重工位有位置定位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主体材

质：铝件 表面氧化；

气缸：缸径 20mm，行程 2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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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温度-10~60℃，使用速度速度 50-5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5mm 输出力范围：

伸侧63-314N（0.1-1MPA）拉侧：47-236（0.1-1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10mm，行程 6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作温度-20~70℃，

使用速度速度 30-8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7.9-55N

（0.1-0.7MPA）拉侧：6.6-46.1（0.1-0.7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20mm，行程 10mm，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工作温度-10~60℃，

重复定位精度：±0.01mm，最高使用频率180c.p.m.，加持力，外径加持力 42N，内径加持

力 66N 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20mm，行程 1500mm，使用压力范围：0.15-0.7MPA； 工作温度

-20~70℃，使用速度速度 50-4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7.9-55N（0.1-0.7MPA）拉侧：6.6-46.1（0.1-0.7MPA）。配磁性检测开关。

压力传感器：量程 10kg，精度 0.1%，稳定性 0.05%，环境温度-20~70℃，频率相

应 1KHZ。

(7) 废料处理工位

废料处理工位有位置定位传感器主体

材质：铝件 表面氧化；

气缸：缸径 10mm，行程 60mm，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工作温度-20~70℃，

使用速度速度 30-8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 输出力范围：伸侧 7.9-55N

（0.1-0.7MPA）拉侧：6.6-46.1（0.1-0.7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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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磁性检测开关。

(8) 成品库

成品库有位置定位传感器

主体材质：铝件 表面氧化；

气缸：双活塞齿轮齿条式，缸径 20mm，回转角度 1-190°，使用压力范围：

0.15-0.7MPA；工作温度-20~70℃，理论扭矩 2.2NM(0.5MPA），重复精度：0.2°，

最大允许径向负载 150N，最大允许轴向负载 150N，最大允许弯矩负载 4NM。配

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32mm，行程 35mm，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工作温度-20~70℃，

使用速度速度 30-500mm/s，行程公差范围：0-1mm。配磁性检测开关。

气缸：缸径 20mm，行程 10mm，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工作温度-10~60℃，

重复定位精度：±0.01mm，最高使用频率180c.p.m.，加持力，外径加持力 42N，内径加持

力 66N 配磁性检测开关。

直线模组：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传动，最大负载 5KG，最大速度：单程 1s(1KG)。

4)制造执行系统（MES 系统）

制造执行系统（MES 系统）是一套面向制造企业车间执行层的生产信息化管理系

统，主要负责生产现场的信息化控制与管理工作，结 合 MES 中的订单系统，生产调度

管理，库存数量管理，生产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及显示系统，过程防错系统，人员管理系

统等主要应用 模块，通过生产制造现场最标准的看板管理模式直观实时地显示出来。



11 / 15

 基础数据管理模块

该模块的内容包括生产资源管理及产品定义管理等。

 生产管理模块

图二 员工管理界面

该模块的内容包括制定生产计划和排产、任务分派与生产执行、生产跟踪控

制与绩效分析等。

 物料管理模块

图三 订单排程管理

该模块的内容包括管理生产物料、分派和跟踪生产物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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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模块

图四 物料管理

该模块的内容包括管理质量数据、管理质检计划、管理质检作业、巡检及数据分析等。

 设备管理模块

图五 首检管理

该模块的内容包括生产设备管理、设备维护管理等。



13 / 15

图六 设备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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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保证：

负责将用户所订购的设备免费安装、调试直至正常运行；在安装现场免费为用户

提供基本操作、日常保养的培训服务；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按原厂家标准保修条例对

本项目的设备提供保修服务；

售后服务方案：

对用户方所购货物和服务整体质保期为一年，提供质保期后运行维护服务，其内

容包含免费的上门维护服务，但对于硬件故障产生的更换零件费用由买方支付。保修期

内如物品非因使用方的人为原因出现的质量问题负责包修、包换，并承担修理、调试的实

际费用。在质保期满后，买方因在质保期内发现设备有缺陷而出具的索赔证明仍然有效。

设备保修期过后，终身提供广泛优惠的技术支持。

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上门免费保修，即派维修人员到使用单位设备使用现场维修。承

担非人为损坏的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为使用单位提供终身维护服务，保修期外设

备出现故障（非人为损坏）需更换配件，提供更换配件，只收取配件的成本费。

维修服务收费标准（保质期内、保质期外）：

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生的质量问题，负责免费解决；在质量保质期外发生的质量问

题，不收取维修费，仅收取材料成本费。

安装调试及现场技术培训：

所有设备和货物送货上门，且负责货物安装、调试、启动、试运行；设备定位

后，即刻进入调试阶段（如有），技术人员会对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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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清单进行再次清点，与合同条款技术文件进行校对，以防遗漏。邀请用户

方需要培训人员到场，进行最基础的操作开始培训，直至设备顺利开动，试件顺利

加工，达到买方的全部要求。培训主要设备的产品部件的认识、结构介绍、运行性能

介绍、具体操作程序演习、维护修理程序演习、经过现场培训使用户操作人员具有独

立操作，处理简单故障的能力。设备安装试调试培训完毕后，将组织专人与用户方共

同进行质量验收签字，由买方出具项目验收文件作为终验收合格的证明安装调试验收。

其它服务承诺：

免费提供系统及硬件设备升级的技术咨询，配套软件产品的升级等服务。定

期向用户赠送产品技术相关资料；不定期上门或电话访问用户，了解设备的使用情

况，现场解决用户的问题；为用户方机修人员每年免费进行一至两次的维修技术培

训。为了向您提供更周到、更令您满意的服务，欢迎您的监督和批评。主动回访以

及时了解您的意见，迅速改变服务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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