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走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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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道通用型监测模块（UMM）— 40种可组
态的通道类型，包括：转速、相位、振动、
位置、水力、声学、压力、往复机、透平设
备、过程量、二进制输入等测量类型。
6通道温度监测模块（TMM）— 可通过组态
测量通道，完全兼容热电阻、热电偶及过程
量等多种测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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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通讯组态模块（SAM）— 用于系统的
所有通讯。可在槽2和槽3安装冗余的 SAM
模块，用于连接到 DCS、PLC、SCADA、
透平机控制 及其它的自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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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连接模块（RCM）— 可接受来自两个
互相独立的外部24VDC供电电源。外部供电
设计可以有效地减少框架发热，同时可以提
供更灵活的供电选择。

嵌入式的“飞行记录仪”特征数据存储 — 可
支持使用32GB SD卡存储一个月内所有的
静态与动态数据（时域波形）， 或使用256 GB
嵌入式固态硬盘存储8个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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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监测模块提供四个全功能可组态
的继电器输出。监测框架内无需分离的继电
器卡件。所有继电器可在框架内任意逻辑组
态，可用于所有监测通道。在单个19” 框架
内，最多可以支持56个继电器输出。

支持 Modbus TCP（以太网）和 RTU（串口）
与 DCS、PLC、SCADA 及其它自动控制平
台通讯。全功能的 Modbus 寄存器地址使
得在替换原来老监测系统时方便地使用原
来系统使用的 Modbus 寄存器地址，无需
使用外部的其它网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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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可为连接的所有传感器提供供电电源。
可直接接入电涡流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
速度传感器、磁电传感器、4-20mA过程量、
压力变送器及更多传感器类型。

世界上首套可以输出所有类型数据的系统 –
静态与动态数据 – 进入一个 OSIsoft® PI 系
统服务器。
同样的数据也可以输出到框架内的 SD 卡
或可选择的嵌入式硬盘，用于冗余的数据备
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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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监测通道提供 4-20 mA 模拟输出，用
于连接到老式的不支持数字化通讯 (Modbus) 的 DCS、PLC 及其它的自动化系统。

USB 接口可用于组态所有监测模块。组态
软件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软件
支持在Excel、Word及其他程序下使用复制
及粘贴功能。

11

12

显示接口支持在框架的前部集成 8.4” 触摸
屏，或者使用 DVI 口连接到外部的显示，
并且支持使用 USB 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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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地使用 RJ45 连接口提供四个通道的
缓冲输出信号，可再通过我们专用的 RJ45
- BNC 转接电缆输出信号，便于使用标准
的 CAT5 网线扩展线缆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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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冗余的电源连接，确保单个电源的失效不
影响整个框架的正常工作。第二个电源连接
模块可以安装在槽2~16任一卡槽内，用以允
许RCM为整个框架提供冗余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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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个通道的缓冲输出连接口用于提供原始
信号给永久安装的集成控制板或第三方的
数据采集设备。

16

16个槽位的框架支持最多56个振动通道或
84个温度通道，或多通道类型任意组合。
框架亦可提供8个槽位或4个槽位的小型框
架。框架支持盘式安装、19” EIA 导轨安装
或墙壁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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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服务满足您的要求
全面的批准机构
无论贵公司在何处运行我们的产品，
SETPOINTTM 具有您需要的安全批准机构
认证。在我们网站，您可以方便地获得此产
品的安全认证,以及我们其他产品的相关文
件及信息。

全球性的支持服务
借助 Brüel & Kjær Vibro 长期以来建立的
服务网络与丰富的服务经验， SETPOINTTM
服务团队可以提供全球性的服务与技术支持。
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人员，在您的地方，您
的时区，使用您熟悉的语言，以保证提供最
专业的服务与技术支持。

全球的服务
无论您是在安装SETPOINTTM 系统用于替代
现有的监测系统 或者您正在安装全新的监
测保护系统，机器上没有安装任何传感器及
保护仪表，又或者安装一套全新的符合绿色
环保开发的产品，我们都可完全胜任为您提
供专业的服务。
我们的现场服务专家已经完成过上千个项
目，包括很多交钥匙工程，机器监测系统的
重新设计、传感器的安装、电缆的敷设与
其它机器控制系统的对接，如 DCS 或过程
量历史数据记录。
现今越来越多的项目包含复杂的 IT 相关
问题，我们都能够为您提供帮助，在网络专
业人员的帮助下，解决计算机安全、防火墙、
数据备份及其它很多问题。
我们有能力在设备运行时，使用仪器来监
测，并且我们也能提供设备的故障诊断，我
们有专业的诊断专家团队，可以采集并分析
设备的振动数据，来解决现场设备存在的问
题，评估设备的运行状态，针对关键的设备，
我们也可以提供现场动平衡服务与设备对
中服务。

丰富的全球性的服务经验
在工业领域，有经验的人员越来越难找，因
此，越来越多的用户希望使用最少的资源做
更多的事。这样使他们较之以前更加需要依
托专业公司提供的服务，而不仅仅是技术，
用以确保他们的设备保护与状态监测系统
安装正确及运行正常，最终实现价值的最大
化。我们都知道系统初次安装的重要性，不
仅需要全球性的服务，而且需要有经验的专
业性服务，这样才可以确保系统初次安装的
正确性。

提供全球性的专业的监测仪表与故障诊断服务

您所期望的状态监测
一体化的监测系统，正是您期望的
您现在不再需要复杂的振动监测数据采集系
统，
——现在，您可以选择您所需要的，无需再
受限于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器，软件与协议。
SETPOINTTM 利用 OSIsoft® PI SystemTM
系统平台，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数据。
OSIsoft® PI SystemTM是一种最高技术水
平的软件包，运行快、安全 并且在全球已
经有超过19000 多个用户在使用它。 通过
使用 PI SystemTM 平台，您可以方便地集成
振动数据与过程量数据。 该 PI SystemTM
可以提供 400 多个不同的接口，支持现有
的或通用的过程控制系统、历史数据系统或
自动控制系统平台。由于该 PI SystemTM 提
供了21世纪计算机安全性，保证其可非常方
便地远程查看数据。
形象化的数据显示方式
浏览复杂的振动数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当您拥有了SETPOINTTM，一切就变得
简单了。在显示面板上，我们提供
“timeline” 按钮，可简单地将您的窗口设置
到期望的时间段：分钟、小时、天、周 或
者任意时

间间隔，提供在连续的数据间滑动选择的
功能窗口。
所有的专业性的振动图形，只需要您指
尖点动，包括：
滤波和非滤波的时域波形图
滤波和非滤波的轴心轨迹图
全频谱和半频谱
轴中心线图
极座标图
伯德图
频谱瀑布图
频谱串极图
单趋势和多变量趋势图
变量值列表
机组图 (使用 PI 工具)
用户定制的显示图 (使用 PI 工具)
杆沉降 / 活塞杆位置图 (往复压缩机)
汽缸压容图 (往复压缩机)
杆负荷 / 杆反向过程图 (往复压缩机)
压缩机功能图 (使用第三方服务器的数据)
重叠功能-任何数据图形提供的两个时间范围
的数据,可通过此功能进行比较。

使用PI ProcessBook，PI Coresight 和其它
的 OSIsoft® 实用工具，可以建立用户定制
的显示方式，这样，在 CMS 显示上会提供
不间断的数据显示与刷新。
先进的诊断分析功能
CMS 数据，无论存储在您的 PI SystemTM
内，或者使用 .cms 文件格式，它是 “开放”
式的数据 – 允许您输出它到电子表格或其
它的软件。 该 OSIsoft® 生态系统，提供
多于 400 个接口，可用于专业的分析：燃
气透平效率计算、压缩机防喘振计算、工况
AI（人工智能）识别、日常维护与可靠性跟
踪和运行工况的优化等。
灵活的数据存储与共享方式

SETPOINT™ CMS 软件设计功能像 Adobe

Reader®，这样您能随时,随地,与任何人浏
览，保存与打开您的数据。 通过 SETPOINTTM
CMS 显示软件，您可以浏览所有的数据，
无论数据存储在哪儿-您的 PI 服务器上, 或
在框架的SD卡上, 或者在框架内的嵌入式硬
盘上。该 OSIsoft® PI SystemTM 能方便
地穿透防火墙，“data diode” 安全应用，
和限定带宽的远程连接访问，进行备份数据。
数据备份在 SETPOINTTM框架内，

这样您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连接到 PI 服务
器进行数据存储，不存在数据丢失问题。 或
者您可以使用 SETPOINTTM 框架做为自包
含的 “飞行数据记录器” 。 当没有 PI
SystemTM – 要观察24/7/365的数据，并且
永远不丢失特征数据，这就要使用我们专利
的 i-factor technology 技术。它观察个个
通道的每个波形数据，但只有当数据变化时，
数据才会被存储，节省了存储空间。
甚至您可以使用 SETPOINTTM 用于您现有
的机器保护系统，用于振动数据的采集或存
储到一个 PI SystemTM服务器内。

数据资源

PI 外部服务器到框架

在框架内的可替换的

32GB SD 卡

在框架内的256GB 嵌入式固态硬盘

通过SETPOINT™ CMS，无论数据存储在哪儿
，您都可以随时，随地，与任何人浏览，保存
与打开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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