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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SETPOINT® CMS 状态监测软件是一种强大、灵活的

全方位解决方案，可用于采集、存储和可视化显示

VIBROCONTROL 8000（VC-8000）机械保护系统

（MPS）框架的振动和状态数据，以对被监测的机器

进行趋势监测、诊断分析和预测性维护。   

该状态监测软件具有以下三种不同的配置： 

 

1. CMSPI（PI System） 

这种配置会将所有 VC-8000 框架

的数据连续流向在基础架构中所

连接的 PI Server 上。  连接的每

个振动传感器平均会消耗 12-15 个 PI 标签

（请参阅手册 S1176125）。  客户可以利用

现有的 PI 生态系统，或者如果没有 PI，则可

将独立的 PI Server 作为标准的状态监测解决

方案进行配置。 

其可与过程数据的完全集成，具备集成航空/

热性能监测、集成式决策支持功能、嵌套的

机组图，通过 PI Vision 或 PI ProcessBook

提供丰富的可视化功能，并具有 OSIsoft PI 

System 及其互补技术生态系统的所有功能，

所以，它在三种配置中的功能（见表 1 和表

2）最多。 

2. CMXC（eXternal 计算机）  

此种配置，所有 VC-8000 框架的数据可连续

流出，但会传输到一个简单的文件服务器

上，而不是 PI System 服务器上。  它专为不

需要真正的数据库、不需要集成过程数据或

其他系统，而只想将 CMS 数据存储为文件以

供之后检索和查看的客户而

设计。 

 

 

 

3. CMSHD/SD（硬盘）  

当 VC-8000 框架和服务器之间

没有网络可用时，可使用此配

置，并会用每个 VC-8000 框架

中的嵌入式飞行记录器代替。飞

行记录器是每个 VC-8000 框架的本地固态硬

盘，其可存储 1 到 12 个月的数据*。  数据流

与传输到外部服务器的数据一样，但会保留

在 VC-8000 框架中，直到通过可移动 SDHC

存储卡手动检索，或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框

架的以太网 CMS 端口并传输数据。  

 
*存储时间由所选的硬盘容量和 VC-8000 框架中的通道数而定。一

个月的存储期限是基于最小的可用驱动器容量和全部占用的 56 通

道框架来确定的。  最大的可用驱动器容量为 256GB，如果再采用

占用程度类似的框架，数据最多可存储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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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功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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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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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线采集  ● ● 

离线采集 ●   

事件 ● ● ● 

需要网络  ● ● 

需要服务器硬件  ● ● 

需要 PI Server软件   ● 

需要 PI AF服务器软件   ● 

需要 PI可视化软件   ● 

I因子 ● ● ● 

商业网络接入  ● ● 

分析   ● 

缓冲   ● 

回填   ● 

缩放（支持 150多个通道）   ● 

400多个接口   ● 

网络服务器   ● 

单向协议   ● 

数据库复制   ● 

过程数据   ● 

通知   ● 

轴承数据库   ● 

决策支持   ● 

性能监测   ● 

决策支持   ● 

基于 VC-8000框架的（机器）状态 ● ● ● 

数据捕获/压缩 

SETPOINT® CMS 采用前沿的新技术设计而成，可连

续给所有通道的每个波形采样。  但是，它不会存储

每个波形，只会保存那些由获得专利的特殊算法确定

的“有趣”的波形。这种算法会返回量化波形“有趣度”的

数值测度（也称为 I 因子）。  当 I 因子足够大时，则

会存储波形；当它不够大时，则不会存储任何内容。

这样，始终会存储“有趣”的数据，而不会存储“无趣”的

数据，这也能节省硬盘的空间。 

动态（波形）数据采集 

在正常的动态采集模式下，波形轮询间隔在 16 槽

（16P）框架中为每 5 秒一次（在 8P 或 4P 中为每

2.5 秒一次），并会在瞬态模式下连续进行。由于使

用我们获得专利的 I 因子算法，所以，除非波形能充

分代表相较自适应基线而发生的变化，否则就不会保

存波形。  

该系统还采用超时时间间隔，确保即使没有任何变

化，也会定期存储波形。默认情况下，该间隔为 20

分钟，但也可以配置为 1 至 10,000 分钟（约 1 个星

期）之间的任何时间。同步和异步波形彼此独立采

样，采样率和每个波形记录的采样数的可配置，设置

互不干扰。 

I 因子计算 

波形的 I 因子要使用多个特征值来计算。如果是具有

相位触发的典型径向振动通道，这些特征值可以包括
1： 

• 通频振幅 

• 用户定义 2 个的带通区域的振幅 

• 偏置（间隙）电压 

• 机器转速（即相位触发周期） 

• 1X、2X 和 nX 滤波振幅 

• 转速 2 

当这些特征值中任何一个的变化超过用户可配置的阈

值 3时，就会触发波形存储。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

如果有多个波形的 I 因子高于此阈值，则将保存 I 因子

最大的波形。 

瞬态（波形）数据采集 

除了捕获 I 因子波形之外，框架还可以配置为在快速

启动和关闭期间返回每个波形样本 4。这样就可在此

关键事件期间获得完整的机器数据，其非常适合电动

机等启动可能仅持续几秒钟的机器。 

静态数据采集 

静态数据采集以固定 80 ms 的速率进行，不受波形采

集设置的影响。趋势图、波特图和轴中心线图都使用

静态数据，因此，也具有 80 ms 的数据分辨率。  PI 

System 采用复杂的压缩技术压缩这些数据，确保在

不损失分辨率的情况下优化硬盘使用率。 

 

注意： 

 可用特征值的数量会因通道类型和配置而异。请参阅 CMS

手册 S1176125。 

 可以配置增量转速，以确保以指定的转速间隔进行采集。 

 此阈值的默认设置为满量程的 6%（或危险设置点，如适

用）。用户可以将其调整为 1%至 110%之间的任何值，从而准

确地控制动态数据采集灵敏度。阈值会自动调整，以滤除信号噪声。 

 瞬态捕获仅限于一次大约 2分钟的连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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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选项 

PI Vision 只能与 CMSPI一起使用。  

它是全球数千个安装中使用的 OSIsoft®

推出的网络服务器。  

PI Vision 将数据源（PI Server）连接到

可视化客户端（网页浏览器）上，并提供一套丰富的

工具来将非波形数据可视化。与 SETPOINT® CMSPI

一起使用时，PI Vision 可用作提供基本系统导航、机

组图、机器健康监测器、设备层次结构图、报警列

表、状态和静态数据趋势的平台。如果用户需要查看

与一个或多个点关联的波形数据时，则可从 PI Vision

网页上启动 CMS Display 客户端，以显示所选点的适

当绘图。  

 

PI ProcessBook 可替代 PI Vision，只

能与 CMSPI一起使用。它的用途与 PI 

Vision 相同，但它是一个较早的可视化

客户端。虽然它不支持 PI Vision 的所有

功能，但对于许多用户来说已经足够，对于在企业中

有大型 PI ProcessBook 安装基地，但尚未准备好升

级到 PI Vision 的用户来说，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不是一款基于网页的产品，因此，每个用户桌面上

的客户端软件是获得许可的应用程序，而不仅仅是网

页浏览器。 

 

CMS Display 可与 CMS 的三种配置

（CMSPI、CMSXC和 CMSHD/SD）一起使

用。  它也可以在 www.bkvibro.com 上免

费下载。  与 CMSPI一起使用时，PI Vision

或 PI ProcessBook 充当用户经常构建带有趋势和状

态的“仪表板”的主要可视化环境。在这些情况下，

CMS Display 可用作次要的“下钻查询”实用程序，以

检查振动专家使用的详细波形数据和专业绘图类型。  

当与 CMSXC或 CMSHD一起使用时，CMS Display 是

唯一一个可用的可视化环境。它的主要用途是允许振

动诊断人员使用振动特有的专用绘图类型来可视化显

示数据并评估机械状态细节。

 

表 2：可视化功能对

比 

 P
I V

is
io

n
 

 P
I P

ro
c

e
s
s

B
o

o
k
 

 C
M

S
 D

is
p

la
y
 

支
持
的
绘
图
类
型

 

多变量趋势 ● ● ● 

报警状态/列表 ● ● ● 

表格数据 ● ● ● 

工厂/企业图  ● ●  

机组图 ● ●  

X-Y坐标图 ● ●  

极坐标图   ● 

波特图   ● 

频谱图   ● 

APHT 1 1 1 

轴心轨迹图   ● 

时基图   ● 

轴中心线图   ● 

瀑布图   ● 

级联图   ● 

压缩机特性曲线图   2 

活塞杆位置图   ● 

排量图   ● 

曲轴角度图   ● 

气隙图   ● 

绘图叠加支持 ● ● ● 

点选择/导航 ● ● ● 

通过网页浏览器查看 ●   

报告生成   ● 

导出至 Microsoft Excel3 
4 4 ● 

导出为.cms文件格式   5 

 

注意： 

 APHT = 振幅/相位与时间。  可通过标准趋势图功能获得。 

 需要 Compressor Controls Corporation TrainView™服务器作为数

据源；详情请咨询工厂。 

 导出格式是逗号分隔的变量（.csv）。 

 需要使用 OSIsoft 的补充 PI Dataink 软件，这是一种 Excel 工具栏

插件。 

 这种开放的数据文件格式便于用户使用免费的 CMS Display 客户端

导出数据、与他人共享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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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选项 

在用作保护系统时，VC-8000 系统还可集成状态监

测功能。或者，当与现有保护系统的缓冲输出相连

接时，它可用作独立的状态监测数据采集系统。  

保护 + 状态监测 

VC-8000 框架被用作机械保护系统时，附加的状态

监测功能则会在框架内完全独立工作。不需要进行

额外的连接。只需订购带有 CM-Enabled 选项的框

架监测模块。这是每个监测模块中的固件激活选

项，该监测模块可将采集的数据流传输到每个 VC-

8000 框架中的系统访问模块（SAM）。数据从这里

被写入 SAM 内的板载飞行记录器（固态硬盘），同

时通过 SAM 上的 CMS 以太网端口提供。当不存在

连接的服务器时，数据则会存档，直到飞行记录器

填满（1-12 个月或更长时间），届时，最早的数据

会被覆盖。当存在连接的服务器时，写入框架嵌入

式飞行记录器的相同数据流会同时传输到服务器

上。  如果服务器连接因任何原因而丢失，飞行记录

器上的数据则始终冗余可用，确保不会丢失任何数

据。如果没有连接任何服务器，系统则会以 CMSHD

的完全独立模式运行，用户可在需要时手动检索数

据，例如在启动、报警事件或装置出现故障之后。

如果有已连接的服务器（使用 CMSXC或 CMSPI）

时，数据流则会同时传输到文件存档并通过网络提

供给任何连接的客户端的服务器上。 

 

仅用于状态监测 

如果机械保护系统已经存在但没有状态监测功能

时，其缓冲输出可用作 VC-8000 系统的信号输入，

从而具备轻松地将状态监测系统改造为替换原有的

保护系统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三个状态监测选项都可使用：

CMSPI、CMSXC和 CMSHD。  通过这种方式使用

VC-8000 会将其变成数据采集“前端”，以此访问任何

现有保护系统上的数据并将数据流传输到 PI（连接

的外部计算机）上，或只是简单地将其传输到 VC-

8000 的嵌入式飞行记录器上。  如果通过访问保护

系统缓冲输出的数据实现状态监测，则表明状态监

测系统是非侵入性的，而且其不会损害底层保护系

统的完整性。例如，当客户有现行的保护系统 PI 

System 且没有状态监测时，则会经常使用仅 CM 方

案。VC-8000 在保护系统和客户的 PI System 之间

形成高度安全的“丰富数据网关”。  对于最终将被替

换但没有状态监测功能的机械保护系统来说，这种

方案也是一个理想的过渡步骤。  状态监测现在通过

VC-8000 添加，之后，VC-8000 可被激活用于机械

保护，完全取代底层保护系统，但不添加任何额外

的硬件。现有系统已退役，且其传感器被移至 VC-

8000 输入中。   

 

状态监测 机械保护 

传感器 

传感器 

缓冲输出 

状态监测 

机械保护 
现有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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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优势 

• 从不丢失重要的数据 

绝对没有比发生机器跳闸、产生故障、或其他

事件更糟糕的事情了——结果却发现系统在最

需要的时候无法采集到数据。使用

SETPOINT® CMS，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将采集波形快照的独特（并获得专利）方

法与静态数据的超快速（80 ms“快速趋势”）捕

获技术相结合。然后检查数据是否反映出在之

前的数据基础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丢弃反映“无

变化”的数据并保留反映“变化”的数据。  

结果得到的是一个完美的定制化数据配置文

件，保留的数据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SETPOINT®可以捕捉到其他系统错过的机器

行为中微小的但有意义的变化。 

• 永远不会丢失采集的数据 

其他系统完全依赖与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连接，

几乎不会在框架本身中保存任何数据。我们设

计了一个更强大的架构，不需要冗余的网络和

服务器。我们直接将数据存储在框架中的嵌入

式固态硬盘上，该硬盘可保存大量数据——至

少一整月的数据，确保在服务器或网络出现故

障时，数据不会“在存储时丢失”。它可以安全

地在框架内保存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直到网络

和/或服务器再次恢复可用，以便数据回填。这

种“双重保障”方法同时使用本地和基于服务器

的存储，属于业界首创，可减少防止数据丢失

所需的 IT 基础设施数量。 

• 轻松查看采集的波形的时间  

我们的趋势图具有直观的指标，便于准确地显

示波形的采集位置。指示波形采集的趋势的彩

色标识采用颜色编码，便于您区分同步采样和

异步采样，并且彩色标识的高度还能捕捉数据

的“有趣度”——换而言之，也就是它相对于周

围数据的变化程度。   

• 轻松共享数据 

我们借用便携式文档格式（.pdf）背后的概

念，首次将其扩展为振动数据。这个概念很简

单：客户应该为创建数据的基础设施付费，而

不是为查看数据的应用程序付费。  使用

SETPOINT® CMS 时，采集到数据后，就可以

以创新的.cms 格式保存所有目标数据：机械层

次结构、配置参数、波形、静态数据、报警等

等。只需简单选择目标数据点和数据区域，再

另存为.cms 文件，然后就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任

何人共享。要打开、查看数据并与之交互（包

括回放记录的数据），则只需从网页下载免费

的 CMS Display 应用程序——就像是在使用免

费的 PDF 阅读器。尝试与组织内部或外部的

人员共享数据时，也不再需要管理繁琐的许可

证。 

• 简单、直观的用户界面 

我们用户界面设计借鉴流行的股票交易和音频

编辑软件，借用时间线和时间滑块的概念来快

速导航到目标数据范围内。您可以在此轻松地

放大和缩小、放置光标，并以机械诊断专业人

员所需的所有绘图格式查看数据（请参阅第 2

页上的表格并和在 X-Y 页上的绘图缩略图）。 

• 适用于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诊断 

滚动元件轴承（REB）诊断主要依赖于频谱数

据和“功能强大的工具”，而滑动轴承诊断则依

赖于一组不同的工具，如轴心轨迹、轴中心线

和时间波形。我们不会将一种方法与另一种方

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知道您的设施

中会同时拥有这两种类型的机器。  

•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为您提供需要的所有工具，无

论是用于显示谐波、差异或其他属性的多个频

谱光标，还是增强的时间波形和轴心轨迹分析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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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图叠加 

有没有发生变化？  将两个图叠加在一起，轻

松进行比较——例如从两个不同的时间启动，

对已知良好的基线数据集与最近翻新的转子的

数据集进行比较。有共振区位移吗？  有放大

系数变化吗？同一轴承上相隔几个月的两个频

谱的频率内容有什么不同？  绘图叠加功能让

这种分析更为简单、直观。  

• 消除振动数据“孤岛” 

任何人都可以将缓慢移动的振动趋势数据放入

PI 中，但其他人不能将所有振动数据（包括波

形——真相就在波形中）放入 PI 中。这为什

么很重要？  因为它完全不需要单独的振动数

据存储库，可降低昂贵的独立基础设施要求，

并能为完全不同的软件平台提供的单独 IT 支

持。如果您更愿意将过程数据服务器与振动数

据服务器分开，则可以保留分开的灵活性——

但是，这些单独的服务器现在可基于相同的系

统：您的 OSIsoft PI System，这意味着不需

要再学习、许可、支持和保护更多的系统。 

• 真正的“无基础设施”选择 

我们是第一家提供状态监测的所有优点，且无

需单个服务器或网络的公司。我们创新款飞行

记录器选件可捕获通常会传输到单独的状态监

测服务器上的所有相同数据，但会将其保存在

VC-8000 框架中。如果出现目标数据，只需使

用可移动 SD 卡或连接笔记本电脑从框架中检

索数据。基本款飞行记录器可存储一整月的数

据；飞行记录器+则采用容量更大的固态硬盘

（SSD），能够记录 12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数

据。对于许多用户来说，与远程访问数据相

比，确保完全捕获数据，以根据数据作出决策

更为重要。在在线和/或远程访问数据并不是必

不可少的情况下，我们的无基础设施选项属于

行业首创，让您在部署状态监测的时间和方式

方面具有新的灵活性，无需等待网络、服务

器、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或您的 IT 部门，即可

开始。        

• PI System®的所有功能 

CMSPI利用 OSIsoft 的所有功能  

PI System 通过本地过程数据集成、世界一流

的网络安全、用于推送报警通知和决策支持的

内置工具，以及由 400 多个 OSIsoft 合作伙伴

组成的生态系统，提供性能监测、机器自学

习、模式识别等诸多高级功能。     

• 事件分辨率遥遥领先  

80 ms 数据意味着趋势可提供无与伦比的分辨

率；可看到变化的精确时间，并可轻松确定原

因/结果。 

• 网络安全性极高  

我们 VC-8000 硬件中的端口已通过严格的 IEC 

62443 防网络入侵标准认证。此外，CMSPI使

用的 PI System®基础设施还能为用户提供业内

数一数二的多层安全模型。其经过专门的设

计，可与防火墙、数据二极管和多层网络配合

使用，以满足行业最严格的数据安全要求——

甚至是核电行业的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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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 SETPOINT® CMS Display

 

 

  

 

  

导出数据存档并启用第三方诊断 

快速访问常用控件 

在波形未滤波和滤波设置  

（1X、2X、nX）之间切换  

在自动和手动缩放之间切换 

简单、直观的切换按钮方便打开/关

闭绘图类型 

标记要显示的图和要隐藏的图 

打开/关闭补偿；提供矢量和波形补偿 

明确标记所选数

据范围的开头和

结尾 

轻松识别和更改所选的点 

清晰显示光标位置；  

可以全局打开或关闭 

采用回放控件，增强可视化 

时间滑块直观，全方位数据一目了然；抓握手柄

即可隔离/扩展  

放大选定的数据范围，显示更多细节，以精确地进行光标定位 



 

第8页，共23页    © Brüel & Kjær Vibro ● S1157533.015 / V07  

  有权进行技术变更！ 

CN 
 

 

  

典型的 PI Vision Display 

 

 

 

 

 

 

 

 

使用 PI Vision 的丰富的工具集轻松构建/克隆额外的机组、装置、

工厂和企业图表及层次结构。 

切换显示，以显示相关的设备。 

点标记清晰、直观。 
一流的趋势图。  

每个用户都可以调整显示，以满

足其需求 

与其他用户共享显示 

可以从 PI Vision 广泛的库中轻松导入

或选择描绘机器、轴承、阀门、仪表和

任何其他设备的专业图形。  

 
双击 CMS“快速查看”图标，启动 CMS 

Display 并查看所选点的波形和测量图。 

事件列表带有确认，而原因代码便

于直接在显示屏上管理事件  使用时间控件快速导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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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绘图类型 

 

时基图 

该图沿 y轴显示信号振幅，沿 x轴显示时间。  也可显示同步

和异步波形，波形可以未经滤波或滤波为 1X、2X和用户可配

置的 nX值。  同步波形带有相位触发指示器。 

 

 

轴心轨迹图 

该图本质上是利萨育图形，其中结合了正交（X-Y）传感器的

时基信号，以显示轴或套管挠度的轴心轨迹形状。它会直观显

示振动的形状，对于识别多种类型的故障非常有用。  为同步

和异步数据提供轴心轨迹。未滤波和滤波（1X、2X、nX）轴

心轨迹仅适用于同步数据。 

 

 

轴心轨迹/时基图 

将轴心轨迹和时基显示集合成 X 和 Y传感器的集成图。  这种

绘图类型可用于同步和异步数据，对同步数据可为未滤波或滤

波（1X、2X、nX）。  X 和 Y时基图垂直排列，时间刻度和

光标移动与其相符。 

 

 

 

 

 
 

同步波形（118 mil pp） 

通频 

通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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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除了 CMS显示应用程序中的单变量和多变量趋势功能之外，

用户还可以利用 PI System的强大本地功能在 CMS和 PI 

Vision显示之间轻松地来回切换。  这对于在同一趋势图中并

排显示 CMS和非 CMS数据特别有用。趋势分辨率为 80 

ms，可显示出因果关系的显著相关性，并有强大的缩放功

能，可清晰地查看亚秒级活动。 

 

 

 

轴中心线位置图 

该图是一种专业的趋势图，其中显示轴平均位置随着时间的推

移的移动情况，并附有转速标签。  它在启动和停机条件下非

常有用，可确保在轴承中形成适当的油楔，允许轴呈现其预期

的姿态角。  轴中心线位置图可用于许多故障的分析，例如确

保不存在异常预载荷，及轴对中状态的分析等。 

 

 

 

频谱和全频谱图 

该图使用与时基显示相同的数据，但要使用傅立叶变换生成频

域视图。  它对于识别可能与机器物理特性（例如，叶片通

过、齿轮啮合或滚动轴承缺陷）相关的次同步和超同步组件特

别有用。  同步和异步频谱都可用，而且每个都具有强大的缩

放和光标功能。 

 

 

1X振幅 

通频 

1X振幅 

通频 

1X振幅 

通频 

1X振幅 

通频 

转速 

轴承透平排气端轴振动X-透平排气端轴振动Y 

（3200线汉宁窗） 
同步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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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和级联图 

瀑布图是频谱的 3D趋势，其中 x轴为频率，y轴为时间，z

轴为振幅。  它可以很容易地可视化频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生的变化。级联图类似，但 y轴是机器旋转速度，便于识别启

动或停机条件期间的频谱变化。  500个频谱可以显示在一个

图中，3D表面轮廓、振幅颜色编码、十字准线型光标移动和

显示以及 3D旋转等高级功能都能增强分离目标数据的能力。  

使用光标，可以选择单个频谱并在单独的窗口中显示，以获得

更强大的诊断功能。 

 

 

表格 

该图以行/列的格式排列数据数值，便于识别用于补偿或其他

目的的样本。  也会对数据进行颜色编码，以指示报警状态，

从而便于轻松识别通道进入或退出报警状态的准确转速或其他

条件。  只需单击列标题，即可按升序或降序对数据进行排

序，这类似于典型的电子表格功能。 

  

 

报警和事件 

可以使用 SETPOINT® CMS客户端或 PI Vision显示器中的事

件列表来确定一系列事件。  在 CMS中单击事件时间戳，即

可将该事件的数据居中。  在 PI Vision中，直接使用显示器上

事件列表，便可更轻松地管理事件。 

 

 

 

同步波形 

（3200线汉宁窗）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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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图 

振动振幅和相位与轴转速的趋势图，利用笛卡尔坐标，对于识

别临界转速（共振）、放大系数和阻尼非常有用。  提供 1X、

2X和 nX滤波波德图，并可使用以 80 ms的分辨率采集的数

据。  与趋势图一样，多个通道可以相互叠加，可用于识别水

平和垂直平面或机器不同端的转子系统响应差异。  此外，与

趋势图一样，颜色编码的标记可确定测量值进入或离开报警条

件的时间。 

 
 

 

极坐标图 

尽管极坐标图使用的基础数据与波德图相同，但它使用极坐标

而不是笛卡尔坐标来表示数据。  这两种绘图格式相互补充，

因为某些特征在极坐标图中比在笛卡尔坐标中更容易识别，反

之亦然。  例如，右侧的屏幕截图对相同数据的波德图表示

（左）与其对应的极坐标图表示（右）进行了对比。 

 

 

 

曲轴角度图 

这个专门的绘图显示与往复式机器相关的任何动态测量值，以

作为轴曲柄角度的函数。  

 

 

曲轴角度图 

气力 

惯性力 

行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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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量图 

该图是一张压容图，其中的动态数据与往复式机器相关。  绝

热曲线可以叠加，以比较理论曲线，帮助进行诊断。 

 

 

活塞杆位置图 

该图显示了往复式机器的活塞杆位置，以帮助识别导向环磨损

和其他缺陷。 

 

 

压缩机特性曲线图 

该图可用于监测初期喘振，并与 CSM中可用的其他数据进行

比较，以找出根本原因。 

 

 

压缩机特性曲线图 

Hp Red 

Q2折算x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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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隙图   

气隙图根据连接的气隙传感器的数据显示定子和转子的轮廓。  

测量值通过转子和定子之间的距离（间隙）进行评估。形状和

位置受操作力的影响。可以在故障发生之前识别气隙问题并采

取纠正措施。 

 

 

机组图和趋势图 

这些图为 PI ProcessBook或 PI Vision的内置图，可使用 PI 

System提供的全套工具自定义。  棒状图、数字显示、趋势、

状态和许多其他功能可以根据需要组合，这对开发及使用人员

而言是直观的界面，甚至可以模仿 DCS或操作员使用的其他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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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有关 VC-8000 机械保护系统硬件（包括 CM-

Enabled 监测模块）的其他信息和规格，请参阅以

下配套文档： 

 
组件 文档 

SAM数据表 S1077786 

UMM数据表 S1077787 

TMM数据表 S1077788 

RCM和外部电源数据表 S1078950 

防风雨外壳数据表 S1078951 

VC-8000系统概述数据表 S1077785 

SETPOINT® CMS手册 S1176125 

VC-8000 MPS手册 S1079330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规格均表示+25°C（+77°F）下的

特性。 

计算机要求 

CMS 服务器 • 推荐 8 个或更多内核 

• 16 GB 内存（推荐 32GB） 

• 推荐 1TB 的存储空间 

• 1000Base-T（千兆）以太网 

• 支持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64 位） 

 Windows Server 2016 

 Windows Server 2019 

•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Edition 2012 或更高版本）   

• 推荐 PI Server 2018 SP2*  

• 推荐 PI Asset Framework 2018 SP2* 
*兼容 PI Server 2012；频谱带功能的强

制性要求 

CMS 

Display 客户

端
/SETPOINT-
PI Adapter 

• 双核 CPU 或更好 

• 推荐 8 GB 内存 

• 300 MB 硬盘空间 

• 100Base-T 以太网或更佳 

• 显示分辨率：SXGA（1280x1024）

或更佳  

• PI AF Client 2012 或更高版本* 

• 支持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64 位） 

 Windows 10 Pro 

 Windows Server 2016  

 Windows Server 2019 

* SETPOINT® CMS 系统使用 PI AF（PI 

Asset Framework）。   

PI 
ProcessBoo
k 2015 R3 

• 处理器速度：1GHz 或更快 

• 2 GB 内存  

• 400 MB 硬盘空间 

• 100Base-T 以太网或更佳 

• 支持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32 或 64 位） 

• Windows 10 

• Windows Server 2019 

• Windows Server 2016 

PI Vision 
2019 

• 处理器速度：2GHz 或更快 

• 6 GB 内存或更大  

• 处理器核数：6 个或更多 

• 支持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6 或更新版本，

包括 Server Core 版本 

系统功能 

• 动态数据网络（CMnet）与控制网络分离 

• 状态监测内部路径不影响继电器表决 

• SETPOINT® CMS 软件不能用于更改机械保护系统配置 

服务器容量 UMM/TMM通道： 500，任意组合 

处理点（源自 VC-

8000框架之外）： 

10% PI标签的

内置许可证  

框架数： 无上限 

数据存储要

求（硬盘容

量） 

 
 

动态采集速

率 

需要的数据存储 

每 1 通

道，  

每年 

每 300 个通

道，每年 

1 min. 25.8 GB 7.7 TB 

20 min. 1.3 GB 390 GB 

2 hrs. 216 MB 65 GB 

1天 18 MB 5.4 GB 

网络带宽

（每个模

块） 

* 带瞬态模式

采集 

网络 典型 峰值 

VC-8000 + 
Adapter 

9 KB/s 14 KB/s 
(120 KB/s*) 

Adapter + 
PI 

1.5 KB/s 70 KB/s 
(980 K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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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防火墙端

口 

访问 

协议 端口 方向 

（单向） 

数据采集 8001 至框架 

HD 8003 至框架 

MPS远程访

问 

8004 至框架 

XC 8002 至 Adapter 

AF 5457 至 AF 

PI 5450 至 PI 

数据采集和采样率 

动态范围 ≥ 80 dB 

静态数据 通道返回的所有静态测量均为 80 ms。  

如果典型的径向振动通道，静态数据则

可包括以下内容： 

 通道通频（直接）值 

 偏置（间隙）电压 

 1X 滤波振幅 

 1X 滤波相位 

 2X 滤波振幅 

 2X 滤波相位 

 nX 滤波振幅 

 nX 滤波相位 

 多达 4 个离散带通滤波区域

的振幅 

注意： 

可用的静态数据测量因通道类型和配置而

异。请参阅 VC-8000MPS操作和维护手

册 1079330，以了解可用通道类型和每

个通道返回的静态数据的表格总结。 

同步波形 

（另见表 3） 
• 速率：通道可单独配置为每轴旋转

1024、512、128、64、32 或 16 个

同步样本 

• 持续时间：每个波形最多可配置

32768 个同步样本 

瞬态模式波形可以采集长达 2分钟的连

续样本 

 

异步波形 

（另见表 4） 
• 速率：可针对以下异步采样率

（样本/秒）单独配置通道： 

 64 

 128 

 256 

 512 

 1280 

 2560 

 5120 

 12800 

 25600 

 51200 

• 持续时间：每个异步波形最多

可配置 32768 个样本 

• 抗混叠滤波器：FIR 型；自动调

整配置的采样率。 

瞬态模式波形可以采集长达 2分钟

的连续样本 

通道对 • 同时采样的 X-Y 通道对（轴心

轨迹图需要） 

组别 • 波形采集可以选择性地跨通道同

步（通道组） 

波形存储间隔（存档

波形之间的时间） 
• 最大值：可在 15 秒至 10,000

分钟的范围内配置 

• 最小值：5 秒（8P 框架为 2.5

秒） 

绘图类型和绘图特征 

CMS Display • 滤波和未滤波时基 

• 滤波和未滤波轴心轨迹 

• 滤波和未滤波轴心轨迹/时基 

• 频谱图 

• 轴中心线位置图 

• 波德图 

• 极坐标图 

• 瀑布图 

• 级联图 

• 表格 

• 多变量趋势和状态 

• 压缩机特性曲线图 

• 曲轴角度图 

• 排量图 

• 活塞杆位置图 

• 气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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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ProcessBook/PI 
Vision 

• 单变量和多变量趋势 

• 设备层次结构 

• 报警列表（仅限 PI Vision） 

• 事件列表（仅限 PI Vision） 

• 机组图 

绘图上下文 • 显示的设备和点名称 

• 显示的探头方向 

• 显示的日期/时间 

• 显示的转速 

• 显示的旋转方向 

• 显示的峰峰（或 0-峰）值 

数据有效性 • 指示无效的数据 

• 指示不正常的传感器或点 

• 指示数据是否处于报警状态 

数据来源 • 支持显示实时和历史数据 

绘图缩放 • 单个绘图 

• 全部自动 

• 单个自动  

• 手动  

单位 • 支持英制和公制 

预定义绘图分组 • 是，使用标志绘图功能 

• 给绘图组添加书签，以供之后再

使用 

叠加 • 使用自定义事件在当前上下文顶

部叠加历史数据 

全屏 • 展开绘图，以在第二个界面上查

看 

光标 • 右箭头前进时间，左箭头后退时

间 

• 单击曲线，使光标前进到该位置 

• 如果尚未显示，单击曲线则会激

活光标 

• 光标位置的时间、转速、状态、

振幅和相位的数值读数 

• 差异光标允许对两个不同的特征

进行比较 

• 谐波光标 

• 边带光标 

• 轴承标记 

 

• 轴心轨迹/时基 • 采集并显示 X-Y 传感器对的同

步和异步轴心轨迹 

• 显示旋转方向 

• 通过空白/亮点键相触发点显示

轴进动 

• 支持缩放 

• 时基图会随着轴心轨迹图的缩放

进行缩放 

• 光标位置所示的时间和振幅 

• 轴心轨迹和时基图之间的链接光

标 

频谱图 半频谱或全频谱 

可选择 200、400、800、1600、

3200、6400或 12800线  

支持加窗 

 汉宁窗 

 海明窗 

 平顶窗 

 布兰克曼窗 

• 频率光标 

• 振幅光标 

• 差异光标 

• 谐波光标 

• 边带光标 

• 线性 Y 轴缩放 

• X 轴按频率或运行转速阶次缩放 

• 在瀑布图和级联图类型中可同时

显示 500 个频谱 

• 当有连续的波形数据时，则支持

频谱重叠 

轴中心线位置图 • 设置与参考之间的初始间隙 

• 以伏为单位并转换为密耳 

• 设置轴承间隙 

• 按时间选择数据 

• 显示转速或时间标记 

时间线 • 直观地导航数据以轻松缩小到数

月的数据或放大到几秒钟的数据 

• 目视查找过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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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功能 

事件通知 使用 PI Server，可通过界面、电

子邮件、手机、网页服务、文本

和其他媒体通知事件 

OPC 集成 可通过 PI Server进行 

CMMS 连接性 可通过 PI Server进行 

ERP 连接性 可通过 PI Server进行 

本地时间支持 是 

显示数据采集状态 是 

手动开始/停止数据

采集 

是 

支持使用 Excel 进行

数据交换 

是 

访问权限 • 基于用户 

• 基于角色 

• 只读 

• 管理员 

按用户、日期和更改记录访问权

限的变更 

硬件报警 叠加在趋势图和时间滑块上 

显示在报警列表中  

软件报警 • PI AF 支持 

• 多状态报警  

（需要在 PI AF Analytics 中  

定制） 

• 显示在报警列表中 

数据回放控件 支持实时和历史数据 

顾问/决策支持 • PI AF Analytics 支持 

• 用户可自定义机械规则 

便携式数据  将 CMS数据导出到文件，并与远

程专家共享 

Word 导出 将绘图发布到Word文档，以共

享分析结果 

导出存档数据 从 CMSXC或 CMSHD数据库导出

大量数据进行存档，以备将来使

用 

 

 

 

文档管理 可通过 PI Server进行 

（机器）状态 • 用户添加 

• 自动化（基于 VC-8000 框架）

状态显示 

 

表 3：同步采样 

（蓝色列可组态） 

速率 最大转速 

（rpm） 

样本数

量 

轴  

转数 

频谱范围， 

分辨率 

3600 rpm

的采集时间 

1024* 
spr 

3,125 rpm 32768 64 400X, 0.03125X 0.53 s 

512* 
spr 

6,250 rpm 32768 128 200X, 0.0156X 1.07 s 

128 
spr 

12,500 
rpm 

32768 256 50X, 0.0039X 4.26 s 

64 spr 
25,000 
rpm 

32768 512 25X, 0.002X 8.52 s 

32 spr 
50,000 
rpm 

32768 1024 12.5X, 0.001X 17.07 s 

16 spr 
100,000 
rpm 

32768 2048 6.25X, 0.0005X 34.13 s 

spr = 每轴转数的样本数 

X = 运行转速阶数 

* 仅适用于通道类型 Recip Impact、Recip   

  Cylinder Press和 Recip Rod Position 

表 4：异步采样 

（蓝色列可组态） 

速率  扫频宽度 样本数量 频谱线 分辨率 采集时间 

64 sps 25 Hz 32768 12800 
0.002 Hz, 
0.1172 cpm 

512 s 

128 sps 50 Hz 32768 12800 
0.0039 Hz 
0.2344 cpm 

256 s 

256 sps 100 Hz 32768 12800 
0.0078 Hz, 
0.4688 cpm 

128 s 

512 sps 200 Hz 32768 12800 
0.0156 Hz, 
0.9375 cpm 

64 s 

1280 sps 500 Hz 32768 12800 
0.0391 Hz, 
2.344 cpm 

25.6 s 

2560 sps 1 kHz 32768 12800 
0.0781 Hz, 
4.688 cpm 

12.8 s 

5120 sps 2 kHz 32768 12800 
0.1563 Hz, 
9.375 cpm 

6.4 s 

12800 
sps 

5  kHz 32768 12800 
0.3906 Hz, 
23.438 cpm 

2.56 s 

25600 
sps 

10 kHz 32768 12800 
0.7813 Hz, 
46.875 cpm 

1.28 s 

51200 
sps 

20 kHz 32768 12800 
1.5625 Hz, 
93.75 cpm 

640 ms 

sps = 每秒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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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步骤 1：确保您的 VC-8000 框架中有 CM-enabled

模块。  如果要订购新的机械保护系统框架，请在需

要状态监测数据的所有插槽中注明 UMM-CM 和

TMM-CM 模块，并确保框架插槽 2 中有 eSAM。框

架订购信息，请参阅数据表 S1077785。   

 

如果将 SETPOINT® CMS 与现有 VC-8000 框架一

起使用，请使用前面板显示器或 MPS 维护应用程序

中的硬件信息选项卡查找是否存在 CM-ENABLED。

如果“CMS”状态存在并启用，则说明您的硬件已支

持 CMS 通信。如果此状态不存在，您的模块则需要

升级到 CM-ENABLED 状态。这可以由工厂授权的

服务提供商在现场完成，并且可根据您的特定安装

和位置要求报价。 

 

步骤 2：  确保您已为 UMM-CM 和 TMM-CM 模块购

买了 PI 标签许可。 

确认 CM-Enabled 硬件后，您的框架就可以与 CMS

软件进行通讯。  但是，必须获得足够的 PI 标签许

可并可用于存储 SETPOINT®-PI Adapter 提供的数

据。可以使用两种标签：  特殊 SETPOINT® PI 标签

和标准 PI 标签。  SETPOINT® PI 标签可直接从

B&K Vibro 订购，且仅限用于源自 VC-8000 框架的

数据*。  SETPOINT® PI 标签的优势在于，它们包含

了将 SETPOINT® CMS 数据写入 PI 数据库并从其

中读取时必需的所有 PI System Access（PSA）许

可。   

 

或者，可以直接从 OSIsoft 购买标准 PI 标签，或者

其他标签可能已经作为现有 PI System 的一部分存

在。如要将此类标签与 VC-8000 数据一起使用，就

必须获得单独的 PI System Access（PSA）许可

证，以允许将标签与 SETPOINT® CMS 等第三方应

用程序一起使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直接联系

OSIsoft（www.osisoft.com）。  此外，您还必须确

认您有足够数量的标准 PI 标签来存储 VC-8000 通道

生成的数据。   

 

VC-8000 监测系统中的单个通道可以同时返回多种

数据类型，并且可能使用 2 到 29 个 PI 标签来存储

其数据，具体由通道类型和通道配置而定。进行估

算时，要假设每个 UMM 通道有 23 个标签，每个

TMM 通道有 2 个标签。  请参阅 SETPOINT® CMS

手册（文档 S1176125），获取 PI 标签使用与通道

类型和通道配置的表格总结。 

  

http://www.osi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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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订购 CMS 软件，其中包含需要的所有

OSIsoft（或 CMSXC）和 SETPOINT® CMS 应用

程序**。 该软件通过 U 盘提供，可在该安装需要的

任意数量的计算机上使用。 

  

U 盘中包含以下内容： 

• • SETPOINT®-to-PI Adapter 软件 

• • PI System®软件 

• PI AF 客户端 

• • SETPOINT® CMS Display 客户端 

 

*PI 标签总数的 10%可以来自 VC-8000 以外的来源。 

**还需要 Microsoft SQL Express 2012 版或更高版本。Express

版是免费的，可从 www.microsoft.com 上下载。 OSIsoft PI 

ProcessBook 和 PI Vision 是可选项，并可按照步骤 4 购买。 

 

如果从 B & K Vibro 购买完整的 PI 系统，请从这些

选项中进行选择。根据操作和保养手册中的说明选

择标签的数量。包括 PSA（PI 系统访问）许可证，

允许 SETPOINT 访问 PI 系统。 

 

C107666.001 

SETPOINT® CMS, PSA, 及 500 标签 PI系统 

 

C107666.002 

SETPOINT® CMS, PSA, 及 1000 标签 PI系统 

 

C107666.003 

SETPOINT® CMS, PSA, 及 2000 标签 PI系统 

 

如果需要超过 2000 个标签，则以 1000 个标签为增

量订购额外标签。 

 

C106807.001 

补充 PI标签，1000个 PI 标签 

 

如果已经购买了 PI 系统，则可以通过 PSA 包获得

SETPOINT 访问许可。 

 

C107666.004 

SETPOINT® CMS, PSA（PI系统访问）包 

SETPOINT®CMS Only 选项假定必要的标签和 PSA

（PI 系统访问）许可已直接从 OSIsoft 获得，或者

将使用 CMS-XC 或 CMS-SD 数据库。SETPOINT

软件也可以直接从我们的网站下载。只有在需要物

理介质时，才需要此选项。 

 

C106542.001 

SETPOINT® CMS Only, CMS-XC® CMS Only, CMS-XC 及

PI 企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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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根据需要订购附加软件。   

PI PI Vision 是一种选配组件，其在使用 CMS 时不

严格要求。  但是，强烈建议安装，因为 PI 

ProcessBook/PI Vision 会为大多数用户提供基本的

功能，例如，创建机组图、设备层次结构图、报警

列表快捷方式和事件列表快捷方式。它还为静态数

据类型提供强大的趋势预测和分析工具。  

PI ProcessBook/PI Vision 可以直接从 OSIsoft 订

购；拥有 PI ProcessBook/PI Vision 现有副本的客户

也可以使用这些功能。   

 

PI DataLink 提供了一种直接从 Microsoft Excel 中查

询 PI 数据的方法，并提供一种进行额外附加分析的

简单方法。 

 

订购的每个可视化产品对 5 个指定的用户有效。 

 

C106808.002 

PI DataLink （每个指定用户）-PI可视化软件 

 

C106808.003 

PI Vision（每个指定用户）-PI可视化软件 

 
 
 

 

OSIsoft PI接口软件 

 

PI-to-PI接口软件 C106809.001 

SP-2020/PII-01 PI接口软件Modbus 

Ethernet PLC 

(OSIsoft P/N PI-IN-MO-EPLC-NTI） 

C107206.001 

SP-2020/PII-02 PI接口软件Modbus

串行 PLC 

（OSIsoft P/N PI-IN-MO-EPLC-NTI） 

C107207.001 

SP-2020/PII-03 PI接口软件软件

Modbus Plus 

（OSIsoft P/N PI-IN-MO-MBP-NTI） 

C107208.001 

SP-2020/PII-04 PI接口软件 OPC

（DA-数据访问） 

（OSIsoft P/N PI-IN-OS-OPC-NTI 

C107209.001 

SP-2020/PII-05 PI接口软件 OPC

（HDA-历史数据访问） 

（OSIsoft P/N PI-IN-OS-OPCHDA-

NT） 

C107210.001 

SP-2020/PII-06 PI接口软件 OPC

（AE-警报和事件） 

（OSIsoft P/N PI-IN-OS-OPCAE-NT 

C107211.001 

SP-2020/PII-07 PI接口软件 OPC 

(XML) 

（OSIsoft P/N PI-IN-OS-XML-NTI 

C107212.001 

SP-2020/PII-08 PI接口软件 OPC

（HDA服务器 COM连接器）

（OSIsoft P/N PI-CTR-OS-OPCHDA 

C107213.001 

SP-2020/PII-99 PI接口软件其他 
C1072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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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确保您拥有托管软件和互连的所有组件所

需的适当计算机和外围设备。   

设施需要合适的服务器机器来托管 SETPOINT® 

CMS 核心载入软件；适合运行 SETPOINT® CMS 

Display 和 PI ProcessBook 软件的客户端机器；合

适的网络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和 CAT5/6 或光

纤电缆；以及您的 IT 和/或仪器与控制部门可能需要

的其他计算和网络基础设施。   

B&K Vibro 也可以根据要求提供这些组件。我们的许

多 SETPOINT® CMS 设施范围包括以下内容： 

• 中级服务器配备安装和配置需要的所有核心载

入软件。 

典型的中级服务器由一台具有 8 个处理器内

核、32 GB 内存、1 TB RAID 5 硬盘和用于安

装在 19 英寸框架中的导轨套件组成。  B&K 

Vibro 可以采购任何型号或从任何制造商处采

购，以满足 IT 部门的标准。我们还可以在现

场或我们的现场服务办公室在您提供的机器上

安装我们的软件。 

 

• 键盘/鼠标/显示器（KMM） 

KMM 通常安装在拉出式托盘上，以便在不使

用时收回。  在外观上类似于笔记本电脑，其

中包含一个大的折叠屏幕和一个带有轨迹球鼠

标或其他定点设备的附加键盘。  该托盘设计

可安装在 19 英寸框架中。 

 

• 网络交换机 

当多个 VC-8000 框架作为单个 CMS 安装的

一部分互连时，每个框架都会配备唯一的 IP

地址并通过交换机连接到公共网络主干上。

B&K Vibro 始终使用来自 Hirschmann®或其他

知名制造商的网络和交换机组件，因为它们坚

固耐用，可在高温和振动环境下用于工业用

途；但是，您可以指示我们采购任何所需的品

牌和型号，或者您可以提供您自己设备。 

 

• 步骤 6：  考虑选择适当的 B&K Vibro 服务以安

装和配置所有组件。  除了需要的所有硬件和

软件之外，B&K Vibro 还可以提供完整的安装

服务。这包括软件配置和 PI Vision 或 PI 

ProcessBook 屏幕设计服务。 

 

 

 



 

 

联系方式 

Brüel und Kjær Vibro GmbH 

Leydheckerstrasse 10 

64293 Darmstadt 

Germany 

 

电话： +49 6151 428 0 

传真： +49 6151 428 1000 
 

Brüel & Kjær Vibro A/S 

Lyngby Hovedgade 94, 5 sal 

2800 Lyngby 

Denmark 

 

电话： +45 69 89 03 00 

传真： +45 69 89 03 01 

 

BK Vibro America Inc 

1100 Mark Circle 

Gardnerville NV 89410 

USA 

 

电话： +1 (775) 552 3110 

 

企业邮箱： info@bkvibro.com 主页： www.bkvib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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