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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控 ABOUT SUPCON

中控（SUPCON 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的业界领先者，业务覆盖工

业自动化与信息化、工程设计咨询、智慧城市、轨道交通、科教仪器、节能等领域。公司创建于

1993年，总部设在风景如画的中国杭州，全球员工超过3700人。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中控的核心成员企业，依托深厚的科研积淀，以及强大的自主

创新能力，构建了完整的产品体系及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包括现场仪表、控制阀、

控制系统（DCS、SIS、PLC、RTU、SCADA…… 进控制与优化（APC 执行系统

（MES 业信息系统（ERP 整体解决方案等。

凭借着在工业自动化信息化领域二十余年的积累，中控收获诸多业绩：连续七年蝉联DCS

场占有率第一位；承接诸多亚洲乃至全球最大项目，包括亚洲最大的油气开采自动化MAC项

目、全球最大甲醇生产装置生产线、全球顶级煤制烯烃MAV项目、亚洲顶级大型化肥项目；在

2015 实现百万吨级烯烃DCS 产化零的突破；在2016 并已取得

TÜV  SIL3证书的TCS-900 统，已在ESD、BMS、F&GS、CCS 场合广泛应用；在2017

发布智能制造推进战略，以多个行业首台套项目实施为积累，以国家级行业示范项目为

标杆，提出了涵盖企业“安全、提质、降本、增效、环保”五大战略性目标的“安全工厂、智能

优化工厂、绿色工厂”三大平台级解决方案，携手客户共同推进智能制造战略发展。

中控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坚持奋斗与创新、敬业诚信、追求卓越”的企业价值观真诚面

对每一位客户。在北京、沈阳、成都、广州等国内30 亚、东南亚、

中东地区设有区域事业部、分公司、办事处等机构，构建了完善的服务机制及网络。

目前，中控与全球著名的500强企业如英特尔、罗克韦尔、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建立

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品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产品远销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等地

区，深受全球用户的信赖！

中控以专业推助生产，以诚意温暖客户，以智慧引领未来！

）是中国自

）、先 ）、制造

）、企 ）及智能工厂建设

国

内市

年，中控 国 年，中控推出自主研发

系 等 年，

中控正式

个省、市、自治区及印度、南

为客户创造价值

坚持奋斗与创新

敬业诚信

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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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CADA平台软件可以实现常规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功能，且具备良好的扩展性，可以与中控的DCS系统、混合控制

系统（GCS）、大型数据库（VxHistorian）以及生产信息管理系统（PIMS）等产品无缝集成，同时支持与第三方智能设

备、异构系统或专业应用系统进行基于工业标准通讯接口的数据交互和信息互联。实现"纵向-横向"交叉通讯，支持人机交互的

同时，有效地支持机器与机器的交互，实现真正的分布式测控和智能互联应用。

1.3 VxSCADA软件平台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01
PART SUPCON SCADA SYSTEM

VxSCADA软件产品是中控全力推出的一款大规模分布式综合监控软件。作为一款战略性的工业软件应用平台，集高效、安全、通

用和易用性于一身。在常规的分布式生产信息采集、监视功能基础上，结合对行业用户需求深度分析，创造性地引入了对象模型概念，

使传统的以工程为单位的组态开发面向系统化、模块化发展。它易于应用，稳定可靠，能够提高操作效率并控制应用成本。

VxSCADA集成多种驱动接口，支持业界各种DCS、PLC和RTU产品，广泛应用于油气田、长输管道、公用工程等多个SCADA领域。

1.1 卓越的软件平台

1.2 技术优势

VxSCADA总体系统架构基于C/S架构，服务器负责数据采集、处理和分发，实时数据通过可组态策略实现分布式处理，轻型

HMI客户端订阅式查看数据，有效降低节点负荷。同时支持单机监控模式，适用于中小规模测控应用。

VxSCADA各子系统基于模块化设计理念，用户可根据需求选配所需功能模块，包括报表、报警、历史数据库等，最大程度上满

足用户各种定制方案以及OEM产品。

全中文、集成组态开发界面，符合国内用户操作习惯，并支持多国语言切换。组态检入检出功能，支持多人在不同计算机上同时

组态，极大提高工程组态进度。在线发布组态应用，无需停止生产线，组态分离合并\导入导出功能，实现工程组态轻松移植。

组态应用中，用户定义的对象可以包括过程信息，故障诊断信息，流程图模板及其它所有相关信息，并且可以被重复使用。对象

库默认大量对象元素提高了工程效率，同时支持用户创建自定义对象。

无缝支持中控GCS系统的监控应用。采用采用内部高速通信协议（UCP），实现组态一体化自动载入和更新。结合GCS的G5、

G3模块，为分布式测控项目提供极佳解决方案。

同时支持内置实时、历史数据库和集成工业级大型数据库VxHistorian应用。提供丰富的数据库数据应用工具，满足数据分析、

工艺优化等要求，为用户挖掘更多的生产价值。

在传统的PC显示基础上，针对生产工艺实时数据、画面以及报警信息，更多支持平板电脑、手机等多种智能终端的安全访问。

方便构建智能化工厂生产，让SCADA监控真正的触手可及。

高性能的分布式/单机架构

模块化系统结构

人性化组态开发

面向对象的设计和操作

与GCS系统无缝集成

高效数据库应用

多种终端显示

VxSCADA

GCS/ICS/DCS......

PIMS

VxCollector

MES

Tas

Tas

SimField

Batch

行业功能模块

02

其他硬件设备

其他管理系统

其他数据库

其他专项应用

其他监控系统

VxHist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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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库

数据采集ODBC服务数据库配置

实时数据库
二次计算报警和事件服务

实时数据OPC服务

数据组态接口

I/O采集

I/O组态接口

数据库组态 I/O配置

报警声音报警历史报警打印实时报警

报警历史查询

通信总线

自定义 60870-5 MODBUS GCS OPC

   SCADA服务器

支持分布式、客户端/服务器的网络部署模式。支持主从热备冗余，支持存储基础类型、对象模型、自定义类型数据。历

史数据服务采用专利压缩技术，高效数据压缩。

支持传统变量以及对象模型的组态

应用。支持基于统一的组态服务器进行工

程开发，实现多人组态，客户端所有数据

通过订阅模式来源于SCADA服务器，降

低服务器负荷。

实现VxSCADA采集驱动的远程部

署，实现数据的远端就地采集、转换和预

处理。支持公网、城域网的通讯网络拓扑

方式，支持组态远程维护、故障诊断。

SCADA客户端

SCADA远程I/O服务

1.3.1 VxSCADA

VxSCADA软件作为SCADA组态和运行平台的核心部件集，提供丰富的常用监控组态功能。软件平台包括五个层次，每个层次

的功能以模块集、应用接口的方式构建和集成。根据行业解决方案的要求，可对软件平台进行灵活配置和部署。

VxSCADA集成应用平台

MIS、GIS互连 Web 应用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监控 报警 趋势 行业应用软件

VxSCADA基础运行平台

数据库组态 图形组态 通信组态 报表组态 脚本组态 分布式系统组态

VxSCADA基础组态平台

各种操作系统 各种关系数据库

VxSCADA基础支撑平台

VxSCADA实时运行平台

实时数据库子系统 历史数据库子系统 模型数据库子系统 通讯集成软总线
提供分布式数据采集应用模块，实现数据的本地、远程采集和协议转换应用。与VxSCADA平台软件配合，广泛应用于各类

SCADA项目中。

支持双机主从热备冗余，支持公网、城域网的通讯网络拓扑方式，提供同时接入多种数据源数据、预处理以及数据转发服务功能，支

持OPC、Modbus、IEC104规约和其它工业通信标准。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即可独立应用，也可以配合VxSCADA实现分布式应用。

1.3.2 VxCollector

中控数据采集器

RTDB

RTDB

无限级联  

OPC Modbus 104 M

断
点

续
传

通
信

链
路

冗
余

服
务

器
热

备
冗

余

VxCollector

OPC S

104 M

VxCollector

10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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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ollector

OPC S/104 S

VxCollector

OPC S/104 S

OPC C

OP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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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产实时数据，提供强大的Excel模式和常规模式的在线统计报应用。通过自定义报表模板，自定义时间、事件，满足

SCADA监控中各种班报、日报的报表要求。

生产实时报表

1.3.3 VFRPT

通过对数字化油田井口采集、监控的需求，进行深度挖掘，结合多年的行业专家经验库，提供包含井口示功图相关功能的

行业扩展包。

1.3.4 OilFieldExt

支持井口示功图数据采集、绘制，批量对比等功能。支持专家库修订扩展。

油田示功图扩展包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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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品特性

逼真的图形画面

--丰富的控件支持，多图层技术，动画、三维立体图形、符号显示，画面模板轻松组态，适应多种分辨率、全屏、多屏

显示

可靠的通信

--支持串口、以太网、无线多种通信协议和方式，提供冗余保障

平台化驱动

--兼容多家智能设备，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支持协议转换品特性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先进的报警管理

--通用的实时、历史、事件、报警信息的访问接口，实时处理报警和事件信息

精确的趋势显示

--支持趋势组合显示，既提供实时趋势，也提供历史趋势的组合条件查询

脚本与二次开发

--基于VBS脚本，提供从数据到图形对象的灵活操作

灵活的报表

--兼容Excel格式报表模板，支持多种数据源和触法、显示方式

行业扩展应用

—针对油气田、长输管线、公用工程SCADA领域的行业要求，提供扩展功能包

视频集成

--支持工业级电视视频的集成和显示

WWW.SUPCONTECH.COM

时钟同步

--内置基于C/S网络的SNTP时钟同步机制，支持GPS的时钟同步和软件时钟同步两种方案

在线组态—工程配置信息的修改、增加，通过增量式发布，不需要关闭或重启服务器，最

大限度的保护正常生产过程

安全远程访问—提供基于PIMS、SimField扩展部件的远程、移动客户端访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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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集成和部署

您可以将服务器、客户端、通信服务器都部署在一台计算机上，也可以根据业务要求，灵活的部署在不同网络的

不同计算机中。无论是简单的单机人机界面，还是复杂的多节点、多现场的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VxSCADA都可以

方便的适用于各种应用类型和应用规模的需要，通过可扩展的网络结构来构建分布式系统。

基于分布式的C/S结构，当HMI/SCADA服务器直接进行信号采集，实现就地监控时，多用于水处理、生物制

药、智能楼宇、罐区自动化管理应用等场合。而针对网络复杂的分布式多服务器和多客户端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例

如：电力监控、油气田开采、长输管线、数字城市、轨道交通应用等场合，VxSCADA也可以保证优异的性能、功

能。不但可以满足当前系统应用的需要，还可以在将来需要的时候随时方便的进行系统规模的扩展。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1.6 工业物联网（IIoT 应用）

随着工业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中控SCADA系统平台通过设备互联技术以及中控工业云平台supOS 帮助用户实

现从提供产品向价值服务和高效运营转型升级，从而达到工业4.0时代数据互联互通的要求。

数据（信息）采集

全面覆盖可移动设备和固定资产的生产数据、实时图像、视频监控等多种信息的采集、传输、和可视化展示。

设备远程管理

通过设备数据智能分析，实现工厂所有设备的智能化管控，包括设备生产管理、故障预警、以及可预测性维护。

云平台扩展

无缝对接中控supOS互联网平台，提供连接、计算、创新、应用等一站式物联网端到端产品与服务，例如对数据

进行透视分析，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建立数据优化模型，从而提高工厂能见度，优化工厂运营效率。

* 提供可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

视频报警联动 设备地理位置分布图

中控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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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CADA移动监控

中控移动监控软件，通过通用接口从其他系统获得数据，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以配套DCS/PLC等工业控制系

统使用，实现现场生产数据在智能手机/平板上的轻松查看。中控移动监控软件平台具有以下产品功能：

流程图实时查看

报表即时浏览

报警即时通知

历史趋势浏览

通过中控移动监控解决方案，可以随时随地提供过程数据，展示关键画面，当重要报警发生时，更可以第一时间

直接通知到相关人员。中控移动监控软件可以为企业和用户带来更多收益：

在移动中查看和管理工厂，增强实时决策。

对于关键报警快速响应，减少损失。

支持Android/ iPhone多平台，兼容性高。

与中控DCS系统无缝集成，减少二次开发时间。

* 提供可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1.8 SCADA系统安全

随着两化融合、智能制造2025、工业4.0席卷全球，黑客已经从原来的攻击普通网络转向攻击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而对于其中的SCADA系统来说，一旦出现攻击，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无法估量的，与此同时刚刚落地执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更是在第三章明确指出了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建设、防护要求。

中控基于丰富的工控领域产品研发和工程实践经验，推出了具有自主支持产权的中控SCADA系统安全防护整体

解决方案，中控SCADA系统安全防护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自主可控

中控控制系统DCS/SIS/PLC/SCADA自主研发，控制内核自主可控,整个SCADA系统本质上安全可控；

白名单防护

中控主机安全卫士，支持白名单应用程序防护，有效抵御零日攻击；

网络检测

中控SCADA网络安全检测平台，及时检测发现工业攻击、非法入侵、设备异常等情况；

远程维护

中控SCADA系统远程安全维护平台，实现安全快速的远程故障诊断分析；

工业防火墙

中控网络防火墙，实现MODBUS/OPC深度防护，杜绝系统边界漏洞入侵的风险；

统一管理

中控网络安全统一管理平台，实现对安全设备统一管理，策略统一下发等；对安全日志进行关联分析，并通过图

形、报表方式对当前安全状态进行可视化展示；便于中央级维护人员进行维护管理，实现安全事件报警管理。

通过中控SCADA系统安全防护整体解决方案，可安全有效的抵抗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定向网络攻击，保证企业

安全平稳的生产运行，避免因网络攻击导致的停车宕机和人员财产损失，保障企业资产安全；通过最小化的安全投

资，获得最大化的过程生产（装置）安全防护。

* 提供可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主机安全卫士     网络安全检测平台 工业防火墙

中控SCADA移动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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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一体化结构布局

2.1.1 行业建设需求

针对油气田数字化的需求，中控提供了一系列专用产品，如井口无线仪表、变送器部件、井场控制器产品、场站混合控制系统

及调控中心SCADA监控软件到油田公司信息化管理软件包等，形成一套完善的解决方案。从而帮助油气田实现管控监视规范化、一

体化，提高油气田开采、集输以及生产管理的效率。

VxSCADA油田软件包是中控推出的一款面向分布式领域及大容量油气集输及管网自动化领域的综合监控软件，配套PIMS油田

生产数字化管理软件，帮助企业上层管理者及时了解生产现场的运行情况，填补管理层和控制层之间的空白，无缝实现管控一体化

目标。VxSCADA作为一款战略性的工业软件应用平台，集高效、安全、通用和易用性于一身。它易于应用，稳定可靠，能够提高

操作效率并控制应用成本，广泛应用于数字化油田、管道输送等各种SCADA领域。

02
PART SUPCON SCADA industry application

中控SCADA综合监控软件行业应用

2.1 VxSCADA在数字化油气田行业

2.1.2 一体化结构布局

2.1.1 行业建设需求

2.2 VxSCADA在长输管道行业 

2.3 VxSCADA在城市燃气行业

2.1.3 行业软硬件产品

2.2.3 长输管道SCADA典型应用案例

2.2.2 中控优势

2.3.3 城市燃气SCADA典型应用案例

2.3.2 中控优势

2.3.1 行业建设需求

2.2.1 行业建设需求

2.1 VxSCADA在数字化油气田行业

2.1.4 油气田SCADA典型应用案例

2.1.5 VxSCADA在数字化油气田行业典型业绩

PIMS信息化系统软件包

VxSCADA & OilFieldExt

传感器产品

2.1 VxSCADA in Digital Oil and Gas field 

油田控制器

GCS-G3 GCS-G5

调控信息中心

监控中心

计量间 联合站

气井 注水井抽油机井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2.2.4 VxSCADA在长输管道行业典型业绩

2.3.4 VxSCADA在城市燃气行业典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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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行业软硬件产品

2.1.4 油气田SCADA典型应用案例

某油田开采项目，为国内第一个年产百万吨级的油田，系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在社会快速发展推动着资源膨胀式需求

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大规模、安全高效开发油田成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保证。该企业要求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推进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实现油田的高效开采，实现全自动、高效率、安全的生产运行。

项目背景

项目SCADA系统建设内容
新建以联合站为中心的SCADA调控平台1座，联合站内新建老污水站及新回灌站混合控制系统2套，计量及配水站RTU控制系统

7套，各类型井口RTU控制系统共133套，其中包含抽油机井RTU控制系统46套、自喷井RTU控制系统2套、气举井RTU控制系统

27套、注水井RTU控制系统3套、电泵井RTU控制系统39套及回灌井RTU控制系统16套。

实施效果
基于中控VxSCADA综合监控平台，真正实现基于现场监控数据的分析和优化，提高了油气田开采、运输及生产的效率，展示了

企业的油田稳产、稳油控水和数字化油田建设能力。

整个作业区新建SCADA系统分三级结构，一级为SCADA控制中心；二级为联合站内站控系统；三级为现场就地控制单

元。同时预留生产数据上传油田生产指挥中心的接口，为油田实现数字化奠定基础。

新建的SCADA调控中心接收联合站站内站控系统上传的生产数据及站外计量站、油水井RTU上传的生产数据，实现联合

站及所辖计量站、油水井工艺生产过程的远程监控、调度和管理；同时预留上传生产数据到油田生产调度中心的接口。

联合站新建的混合控制系统一方面独立完成对所在站场的数据采集和控制，实现本工艺站场的监控及联锁保护等任务；同

时需要将有关信息传送给SCADA控制中心并接受其下达的指令。

RTU控制系统就地采集各类型井口、计量配水间数据，同时油水井RTU并通过无线网桥方式上传至计量站通信设备后再

以光纤方式传入联合站SCADA系统。计量站RTU以光纤方式直接传入联合站SCADA系统。

系统结构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2.1.5 中控VxSCADA在数字化油气田行业典型业绩

序号 用户 项目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轮南油田数字化改造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哈得油田7号、8号集气站、轮一联改造工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公司 采油三厂轻烃厂数据监控系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 格尔木RTU项目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西北气矿 川西北油气大深001井控集输工程

新疆新奥自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风城油田1号特稠油联合站

泉63区块抽油井数据采集；计量站数据、图像监控系统项目华北油田采油四厂

SAGD项目6#计量站、1#注气站辽河油田特种油开发公司

大庆六厂105队A11井口数字化油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油田监控系统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公司

延川南工区W9平台煤层气自动化井场建设试验中国石化华东分公司

海上平台过程控制系统国产化应用研究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3

中国石化海外S01项目（MAV）
SINOPEC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RPORATION
14

米桑油田项目（MAC）CNOOC Iraq Limited15

原油、污水、天然气及计量配水站联合系统

OilFieldext

PIMS

示功图数据采集、实时/历史示功图及特征功图显示、产量计量、井况分析

满足企业信息化生产、管理的需求

数字油田油井智能分析软件

油田生产数字化管理系统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功能描述

VxSCADA 对现场的运行设备进行综合监视和自动化控制VxSCADA综合监控平台

AM312

AM313

PD194E

实时检测抽油机游梁在运动过程中的角度差，辅助AM313完成更精确的

示功图测量，应用于长冲次

智能采集三相电参数数据，如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上

下行电流等电参数

无线角位移传感器

无线一体化示功仪

电量采集模块

对抽油机悬点载荷、位移量进行在线测量，实现功图采集。信号无线传

输，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井口信号采集和控制，支持Zigbee协议的无线通信设备接入和组网功

能，配合一体化示功仪和实现功图采集、工况诊断和功图量油功能

GCS-G5系列 大规模混合控制系统
面向联合站、处理厂的数采、远程\本地监控，实现不同岗位的分区块控制

及管理

仪表及传感器

井口控制产品

站库系统控制产品

油田井口控制器GCU341

面向注水井、计量间、集油阀组间等无人值守现场进行数采、控制及管理分布式RTU模块GCS-G3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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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VxSCADA在长输管道行业

2.2 VxSCADA in the Long-distance Pipeline field

图 天然气传输工艺流程

2.2.1 行业需求

针对油、气等商品介质长输管线工程，多为跨省、市，穿、跨越江河、道路特点，中间配备有加压泵站的长距离管道，整条管道

工况较为复杂。为保证全线管道的安全、平稳、经济的输油、输气，要求对管道生产过程进行自动检测、监视、控制和管理。目前趋

势是应用SCADA系统及数字化管道，实现计算机监测控制与数据采集功能，且已成为管道自控系统的常规模式。

管道SCADA 系统的实现，不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运行成本，减少能源损耗，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减轻

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管道生产安全可靠的运行。

首批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企业；

在油、气输送管线、LNG接收站等生产领域，可提供完善的自动化及信息化解决
方案，包括底层仪表、SCADA系统、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等：

2.2.2 中控优势

中控SCADA综合监控平台软件，是以工业计算机、先进控制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自动控制系统，具有

大规模数据库、全冗余技术、异构系统无缝接入等特点。VxSCADA平台通过成熟的PLC配置、全冗余三

重化TÜV SIL 3等级认证的ESD信号联锁保护、可靠网络部署等，完成数据采集分析、设备管理、智能化

辅助决策，为管道的正常运行、生产调度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确保管道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可

用性。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连通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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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长输管线SCADA系统需要的高级应用软件，包括压缩机组的故障诊断和分析系统、长输管道动态仿真软件、预测决策软

件、泄漏检测定位软件、负荷预测软件、油气商业运营管理系统软件、优化运行软件等；

具有SCADA产品应用的三驾马车(VxSCADA综合监控软件、GCS-G5综合集成控制系统、GCS-G3分布式控制系统），为

您的生产保驾护航；

1) 基础软硬件产品线

2) 数据库管理系统

支持大型实时/历史数据库解决方案，具有多层分布式系统架构、分布式数据库、数据分布采集、集中监控管理，且规模可随时扩

展，保证大规模系统应用；

3) 良好扩展性

软件平台可在线维护，支持应用程序的远程部署、数据和通信接口的二次开发，支持提供生产运营管理系统的标准接口；

4) 专业应用软件

历经20年发展，在产品性能、工程实施、服务保障及应用业绩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实
力，完全具备承担油气储运管线项目的能力。

2.2.3 长输管道SCADA应用方案

一套完整的长距离油气输送管道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需部署全

线调度中心控制级、站场控制级和就地控制级的三级控制方式：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系统网络结构

就地实现工艺单体或设备的手动/自动就地控制，方便设备检修或实施紧急切断。

建立管道沿线站场和阀室，对站内工艺变量及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分布式数据自动

采集、监视控制及联锁保护，并将数据传送到中心；

以调度控制中心负责监视全线管道和阀室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统一全线的调度及

优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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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说明

1) PLC系统部分

每个站场设置独立的系列站控PLC系统。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控制器的处理器、I/O网络、电源、

LAN等按冗余配置设计。站控系统用冗余的工业以太网网络与监控及调度系统相连，使用标准工业协议。

在系统配置中，控制器实现了最为完整的冗余热备系统，为双机架双CPU配置模式的双机热备系统。包

括CPU、电源、机架、以太网网络、和I/O网络全面冗余。

冗余系统的主从控制器实时同步控制状态及数据，在主控制器意外故障时系统自动切换，由原从控制

器，即当前的主控制器，使用最新数据内容执行程序并更新 I/O。热备冗余系统主从机架之间实现快至

50ms快速且平稳的无扰动切换，整个切换过程完全透明，对整个过程的监控不会中断。

每个站场设置独立的站控SIS系统。TCS-900控制站由控制器模块、安全输入模块及其端子板、安全输出

模块及其端子板、网络通信模块组成。其中控制器、I/O模块和端子板为安全部件。工程师站和安全控制站间

通过网络通信模块和以太网实现连接，通过网络实现同中控VxSCADA系统无缝连接。

2) SIS系统部分

防火墙设置在控制系统交换机与路由器之间，采用白名单的方式进行安全防护，防火墙自身无IP地址，支

持在线修改组态策略，具备深度包检测升级的能力；具备支持本工程多种协议的能力，可以根据需要加载模

块进行升级。

3) RTU系统部分

部署GCS产品，支持IEC61131-3国际标准规范的编程语言，支持多任务、多处理过程运行机制，支持跨

多个硬件平台的通讯。GCS平台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满足防腐蚀、宽环境温度、高海拔、防爆和户外使

用等RTU场合的应用需求，在-40ºC 至70ºC的环境中，系统能够长期可靠运行。

VxSCADA作为GCS平台监控软件，采用对象化技术，无缝衔接组态信息，提供逼真、准确的实时监控。

系统同时支持其他通用监控软件，为您提供通用、稳定、便捷、高效、开放的系统平台。

4) 工业防火墙部分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2.2.4 VxSCADA在长输管道行业典型业绩

贵州省燃气集团 省天然气调控中心SCADA系统

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天然气输送管道工程SCADA项目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0万吨/年浮式LNG接收站及外输管道SCADA项目

新疆美叶油气能源储运有限公司 大涝坝-克石化稠油输送管道工程SCADA项目

四川夹江新顺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眉-夹-乐天然气供气SCADA工程

2

3

4

5

6

序号 用户 项目

1 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中石化天津LNG国产化SCADA项目

新疆国泰鸿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北四县马兰基地输气管道SCADA项目

新疆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 柯亚—泽普输气管道SCADA项目

重质原油外输站控系统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

10万方/小时输气管道自控系统中国石油塔西南分公司

鄯善支线SCADA系统中国石油西部管道公司

7

8

9

10

11

2.3 VxSCADA在城市燃气行业

目前，城市燃气行业快速发展，燃气管网快速延伸。里程延长、站点增多，使燃气管网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对燃气公司的管理

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催生了燃气公司对燃气自动化系统的需求。

针对城市燃气行业，中控提供从SCADA系统到信息分析、智能决策、企业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数据分析、设备管理、辅

助决策构建行业智能化管理平台。中控自主开发的智能燃气VxSCADA系统基于最新物联网技术，包括调度监控系统、站控PLC系

统、数据远传RTU系统、通讯系统，并能够集成管网培训仿真、管网负荷预测、管道泄漏检测、GIS、燃气管网巡检等辅助应用系

统。通过VxSCADA系统对数据的集成、分流、共享、分析、预测、管理，实现对燃气管网、线路负荷的动态可视化监控，满足燃气

行业自动化、数字化、物联化的实时监控、实时分析、实时决策需求。

2.3.1 行业需求

2.3 VxSCADA in City Ga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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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行业实施经验，提供完善的城市燃气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雄厚的产品研发实力，从调度中心到现场仪表都有自主核心产品

完整的工程服务体系，在全国各省市都设有工程服务队伍

完善的质量保证措施，保证工程建设优质高效顺利进行

专业的用户使用培训，保证工程投运后能够平稳、安全、高效的运行

强大的售后服务能力，持续为用户提供及时高效、专业、优质的服务体验

2.3.2 中控优势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某市LNG应急气源站工程存储规模为4950立方米，含1台4500立方米LNG常压罐、3台150立方米LNG真空粉末

罐及相应的配套设施，设计日供气规模为80万立方米。项目包括LNG卸车系统、LNG储存系统、LNG气化系统、

LNG灌装系统、L-CNG加气系统等工艺系统。

此应急气源站主要解决该市城市天然气输配系统用气调峰，并作为上游供气中断时的应急气源。项目需要部署底

层监控设备包括过程控制系统DCS、火气系统FGS、工业电视CCTV系统，及周界报警系统，并通过SCADA平台将

各套系统集成，形成站控总调度监控系统。

2.3.3 城市燃气SCADA典型应用案例

项目背景

过程控制选用中控的GCS系列控制系统，配置工程师站一台、操作员站两台，且部署VxSCADA软件实现对整个

装置的集中监视、控制及紧急情况下现场设备的安全保护；通过建立全站实时数据库，为全站计算机信息管理和生产

调度提供数据基础；火气系统兼消防控制系统，用于火灾及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及联锁，消防设施的监控；工业

电视监控系统，采用视屏监控系统以及大屏拼接系统，用于重要部位图像监控。

项目SCADA系统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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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站内系统网络拓扑图

此城市应急气源站仪控系统以调度监控中心对全站生产运行进行调度管理，可以独立完成站内数据采集及处理、连锁保

护、顺序控制，能与其它系统进行通讯，并预留和调度中心的通讯接口；可以根据场站各工艺区运行工况及各环节的运行数

据等有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生产，编制合理、经济的供气方案，使整个LNG应急气源站在最经济、最合理的情况下

运行。

实施效果

2.3.4 VxSCADA在城市燃气行业典型业绩

序号 用户 项目

1 温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市区天然气输配二期工程市中LNG应急气源站项目

2

3

4

5

6

7

8

兰陵中石油昆仑众德燃气有限公司 苍山门站监控及数据采集系统（SCADA）项目

东能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如东天然气管网工程一期SCADA系统项目

金华市高亚天然气有限公司 金华天然气高压输配一期工程SCADA系统项目

山东鲁龙天然气有限公司 临朐龙山产业园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

山东鲁广天然气有限公司 广饶滨海新区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

桐庐杭燃燃气有限公司 桐庐江南LNG应急气源站建设工程控制系统项目

西部LNG应急气源站工程杭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9 燃气管网SCADA远传系统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0 浙能城市天然气工程SCADA系统项目浙江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中控SCADA综合监控软件应用
业绩清单
SUPCON SCADA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list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轮南油田数字化改造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哈得油田7号、8号集气站、轮一联改造工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公司 采油三厂轻烃厂数据监控系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公司 原油、污水、天然气及计量配水站联合系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 格尔木RTU项目

华北油田采油四厂 泉63区块抽油井数据采集；计量站数据、图像监控系统项目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公司 油田监控系统

米桑油田项目（MAC）CNOOC Iraq Limited

中石化天津LNG国产化SCADA项目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省天然气调控中心SCADA系统贵州省燃气集团

天然气输送管道工程SCADA项目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230万吨/年浮式LNG接收站及外输管道SCADA项目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涝坝-克石化稠油输送管道工程SCADA项目新疆美叶油气能源储运有限公司13

14

市区天然气输配二期工程市中LNG应急气源站项目温州市燃气有限公司15

眉-夹-乐天然气供气SCADA工程四川夹江新顺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苍山门站监控及数据采集系统（SCADA）项目兰陵中石油昆仑众德燃气有限公司16

如东天然气管网工程一期SCADA系统项目东能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17

金华天然气高压输配一期工程SCADA系统项目金华市高亚天然气有限公司18

西部LNG应急气源站工程杭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19

4 3200×10 Nm /d 液化天然气LNG项目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

4 35×10 Nm /d撬装LNG装置天津绿洲燃气有限公司21

4 33.3×10 Nm /h焦炉气制LNG装置河南利源燃气有限公司22

10万吨/年焦炉煤气制液化天然气项目陕西北强能源有限公司23

LNG加气站项目上海清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24

2015年度智能化粮库改造主要设备采购项目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25

2014年度智能化粮库改造主要设备采购项目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26

智能粮储系统工程中央储备粮衢州直属库27

序号 用户 项目

1

03
PART



中控 SCADA 综合监控软件

SUPCON SCADA SYSTEM

山西北方兴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国营第二四五厂智能配电监控及能源

管理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河南心连心能源管理系统

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18个化学品储罐 

浙江普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煤气锅炉数据监控项目

动态监测监视管理控制系统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自控系统

30

31

32

33

35

序号 用户 项目

29 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 钽电容生产线建设项目数据采集及SCADA平台

江西天新药业有限公司 盐酸罐区、中转罐区、溶媒灌区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 无菌粉针产品升级、新版GMP改造项目空调自控系统

3万吨/年白酒工程江西四特保健酒有限责任公司

4万千升/年黄酒项目自动化控制工程一期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万千升/年酱油发酵与调配控制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37

38

39

40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101车间精烘包改造项目

107车间AK项目
34

杭州市地下管道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紫金港西区高压架空线路“上改下”工程电力管廊综

合监控系统设备安装、软件及后续服务招标采购项目
41

杭州市电力局
湘湖二期220kV线路上改下等用户工程物资竞争性采购—高压

电缆隧道综合监控及系统项目
42

污水处理智能化杭州仁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43

环保废气数据采集项目上虞市金冠化工有限公司44

污水处理项目吉林油田扶余采油厂45

水井自动化采集项目坦洲自来水公司46

12套换热站+1个监控中心 张家口华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7

五一社区供暖信息综合应用系统（两套热水炉、一套蒸汽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48

换热站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华北石油一机厂49

集中供热项目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0

...............

中控价值观：为客户创造价值，坚持奋斗与创新，

                      

SUPCON’s Values:Creating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persevering through struggle and innovation, 

中控愿景：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留下深深的足迹。
 SUPCON’sVision:Leave a deep footprint upon China’s developmen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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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圆仓通风口密闭阀改造工程中央储备粮金华直属库28

promising dedication and integrity, and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敬业诚信，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