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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风能更
具有竞争优势
风能产业的未来取决于使风能更具有竞争
优势，这也是我们将其作为自己使命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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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风能更
具有竞争优势
   我们使风能更具有竞争优势

   开展行业标准认证

米塔的目标是成为风机全寿命周期内领先的控制解决方案
供应商。凭借着我们在风机控制、改造和优化方面的能
力，我们可使您获得掌握控制的能力 – 无论是新风机机型
或者改造项目的兆瓦级或小型风机。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
都归结为收益、可利用率和可靠性。

国际知名的认证机构已证实米塔的系统、应用程序和解决
方案符合行业内最重要的标准。

   业绩记录

   质量管理体系
米塔的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TÜV Nord的ISO9001:2008标准
认证。这是我们对客户作出的承诺并且是我们长期致力于
只提供最优质产品的证明。

米塔自1969年开始从事自动控制领域业务，目前已有超过
47,000台风机配备了我们的控制系统，每日发挥最佳性能
并实现卓越可靠性，持续证明了我们的业绩记录。

   开放系统
我们开放平台产品的灵活性以及与任何现有机型完美融合
的能力使您能够对相应产品进行“组合与匹配”，并创建您
专有的个性化解决方案。您同时也可以选择采用完整解决
方案，由我们交付您所需的全部产品和服务 – 选择权在您
手中。

“我们希望成为风能产业的首选合作伙伴，
并且一直致力于优化使风能更具有竞争优
势的方式。”
Jesper Andersen, 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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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起：执行总裁Jesper Andersen先生和首席技术官Thomas Andersen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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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记录

   对风能的承诺证明
优秀的“业绩记录”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一种罕见且宝贵的商
品，尤其针对风能行业这样的年轻产业更是如此。许多公
司宣称拥有优秀业绩记录，但仅少数能够支持这种主张，
米塔就属于其中之一。
米塔拥有超过45年自动控制产业经验以及超过47,000套控
制系统在全球范围内运行，已经一再证明了我们的解决方
案是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方案之一。

洲、美国和亚洲，积累了全球经验使得我们能够提供智能
的定制解决方案并成为行业内自动控制解决方案的全球市
场领导者。
在预算内准时交付陆上和海上项目的40年成功经验使得米
塔确切了解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我们通过充分了解风
能产业的复杂性和挑战以及开发最佳可行技术，继续扩大
供应链中每一环节的价值。

我们从事风能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丹麦风
能产业开始向美国出口。其后我们的部门业务扩大到了欧

我们随着风能产业适应和发展，并不断地
努力保持在控制自动化的绝对前沿以满足
市场的需求 – 目前和将来。
Jesper Andersen, 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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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解决方案

米塔的目标始终是创建市场上最佳且最灵活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超过45年中，我们不断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目
前我们的全面经验和产品组合使我们能够为任何规模和复
杂性程度的风机制定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我们开展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实现使风能更具有竞争优势
的使命，同时我们产品组合中所有产品和服务设计的主要
目标是优化您的发电量、提高您的收益并增强您的竞争能
力。

我们提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所有产品，同时结合我们的广
泛客户合作服务，可保证您获得市场上的最佳解决方案。

   灵活性和开放性

   为您设计
当我们理解挑战时可首先创建解决方案 – 事实如此。开始
了解您并能够分享见解意味着我们对您的具体情况获得更
深入的理解，最终可为您创建最佳解决方案。

我们开放平台产品的灵活性以及与任何现有机型完美融合
的能力使您能够对相应产品进行“组合与匹配”，并创建您
专有的个性化解决方案。您同时也可以选择采用完整解决
方案，由我们交付您所需的全部产品和服务 – 选择权在您
手中。

我们重视灵活性并可交付从完整的交钥匙概
念和系统到单个组件的全部产品 – 可满足您
的所有机型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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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塔的主要关注点始终面向风能产业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现在依然如此。我们已成功地执行过几千瓦到大型兆瓦级
机型范围内的陆上和海上项目，除原始设备制造商产品
外，我们还提供具成本竞争力的改造解决方案可满足稳定
增长的售后市场需求。

   兆瓦级风机
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属于兆瓦级风机市场的原始设备制造
商。这些制造商拥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希望与米塔建
立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提高其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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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焦点

   改造
我们为改造旧风机机型提供全面且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
案。
我们的改造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将您风机中的控制和电气系
统升级成全新的改进系统，可满足最新的本地和市场需
求。借助于我们的丰富经验和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您可
进行安全轻松的升级以提高风机性能并增加收益。

我们向客户提供可实现快速便捷安装、最短学习曲线以及
突出性能和可靠性的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借此有效
地降低能源成本。
我们提供从设计到调试和优化的项目全阶段服务。

  小型风机
为小型风机创建解决方案是米塔多年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已处理过多种不同的要求和需求，并亲身经历了
小型风机市场的显著增长。

我们与客户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以确
保未来许多年的持续成功。我们拥有卓越
的经验并希望与您分享。

我们为几千瓦及以上的所有小型风机类型提供专业设置，
并拥有产品组合可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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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且始终是米塔注重的关键因素，同时质量意识是我
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为了证明我们对质量的执着追求，
目前我们已通过了由知名认证机构TÜV NORD根据ISO
9001:2008标准开展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米塔的质量方针是不断优化客户体验并根据所积累的专有
技术和经验建立解决方案，同时秉承最大诚信原则满足客
户的期望和要求。

   质量目标
为了符合米塔的质量方针，我们为质量方针三个要素的
每项要素都设定了三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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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意识

   工程质量
我们利用拥有高水平技术的自动化测试系统, 可确保所有软
件和硬件的质量。我们的硬件需满足硬件验证、EMC、
振动、气候以及高加速寿命试验标准，同时软件需通过三
个步骤的测试：

›
›
›

功能测试 – 我们的开发人员对所有软件的功能性、兼
容性和性能进行测试
集成测试 – 通过功能测试后，软件被视作候选发布版
本并将进行集成测试以确保所有部件（硬件/软件）在
集成时可实现功能性
系统测试 – 在我们认为必要时执行系统测试对产品在
系统角度能否实现功能性进行测试和验证

优化客户体验 –  我们定期开展客户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
客户的最紧迫需求，并对满足这些需求的执行情况进行
评估。这些客户调查是内部的改进执行方案以及客户改
进建议的重要依据。
我们满足客户的期望和要求 – 同时也对自身的供应可靠
性进行评估以确保98%的订单保质保量按时交付，而且
我们也是市场上提供最短交货期的厂家之一。

优秀的人员和突出的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这是米塔成功和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
因素之一。

我们秉承诚信原则 – 在全球范围内秉承最大诚信原则对
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我们不断改进并同时听
取从客户以及员工处获得的反馈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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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
解决方案
我们交付从完整控制方案和系统到单个组
件的全部产品和服务 – 所作努力都旨在实
现您风机的优化。

®

精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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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控制

   使风能更具有竞争优势

   运行监测

控制系统是风机的中枢，具有两个主要功能：1. 确保安全
可靠的自动运行并根据天气状况通过偏航和变桨调节优化
发电量；2. 处理所有通讯接口，提供采集和存储的运行数
据用于进一步分析和优化。

MiConnect移动诊断应用程序使您能够通过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实现对风机运行过程的监测和可视化。MiConnect
使服务变得轻松并提供您所需的概览以确保实现您风机的
最佳运行和性能。

我们的广泛产品组合使我们能够为小型风机到大型陆上和
海上风机范围内的所有机型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的全部解
决方案都是定制的可适合客户的实际机型。

MiConnect可使您实现：

   平台

›
›
›
›

管理快速访问预配置风机的配置文件
数据间的直观导航
查看整体系统状态以及主要的机械和电气特性
实时监测数据变化

WP4200平台 - WP4200控制系统平台具备优越的性能，
非常适合在所有陆上和海上兆瓦级别的风机中使用。该控
制器具有增强的功能如集成式状态监测、集成式并网测量
和强大的1.2 GHz处理器，可确保实现高性能和最大的灵
活性。
WP100平台 – WP100控制系统平台为控制发电能力低于
1.5MW的中小型风机而设计，是您改造旧风机机型的最佳
选择。与WP4200一样，WP100的设计关注兼容性和灵活
性。

我们的广泛产品组合使我们能够为小型风
机到大型陆上和海上风机范围内的所有机
型提供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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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4200控制系统平台具备优越的性能，非常适合在所有
大型陆上和海上兆瓦级别的风机中使用。
WP4200控制系统平台获益于超过47,000套已安装系统的
丰富经验，整合了大量增强的功能，如：

›		集成式状态监测系统
› 集成式I/O扩展
›		向后兼容
› HMI图形用户界面
›		电网质量分析器
› 以太网端口（10/100/1000 Mbit/s）
›		集成式电网测量可能性
› 多种编程选择
这些增强的功能使WP4200控制系统平台成为我们迄今为
止最强大和先进的控制系统。该系统允许我们采用全新的
风机优化技术如先进控制算法，可实现风机的最佳发电量
以及载荷的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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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4200
风机控制平台
WP4200控制器记录了全部数据以供用户进行现场监测或
者通过首选的SCADA系统远程访问时使用。所有相关数
据和信息都会进行记录和存储，以供风机的日常优化使用
或者方便用户回顾历史执行情况。

   优势

›		高速多核处理器（CPU & DSP）
›		非常适合独立变桨控制（IPC）
›		故障保护闪存文件系统
›		千兆以太网通信
›		可运行先进算法的快速浮点计算
›		硬件/软件的高度灵活性
›		为风机量身定制
›		免维护 – 无需替换电池或风扇

因先进控制算法可通过对天气状况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继
而降低风机结构组件的载荷，WP4200与我们先进控制平
台的结合应用可确保具有成本效益的风机设计。同时，风
机的发电量可通过风轮转速和叶片变桨角根据给定天气状
况持续以最佳状态运行进行优化。

在所有天气状况下全面控制风机对于提供
可靠和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至关重要。

WP4200控制系统平台以交钥匙解决方案的形式交付，拥
有大量标准和定制的操作程序可满足您的特定需求并确保
优化、有效的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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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100控制系统平台为控制发电能力低于1.5MW的中小
型风机而设计，是您改造旧风机机型的最佳选择。具体功
能有：

›
›
›
›
›
›
›
›
›

先进控制
集成式电网接口
双端口千兆以太网
HMI图形用户界面
集成式I/O
集成式CAN/CANopen
移动APP接口
向后兼容
多种编程选择

WP100控制器的设计关注兼容性和灵活性并拥有多个集
成式I/O通道，这种设计使用户能够独立使用控制器（不
采用附加的I/O模块）来控制复杂程度有限的系统，同时
可以在需获得更多I/O通道时连接最多3个WP-Line I/O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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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100
风机控制平台
WP100控制器 - 30还配备了集成式电网接口，可根据IEC
61400-21标准通过精确可靠的DSP算法计算主要电网参
数。

优势

›
›
›
›
›
›
›

强大的处理器
具有成本效益
故障保护闪存文件系统
千兆以太网通信
1个电网接口（3个电流和3个电压输入）
1个CAN/CANOpen接口
免维护 – 无需替换电池或风扇

使用WP100后用户可以访问2个网络功能分离的千兆以太
网接口，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这些接口。此外，
控制器还配置了1个串行接口（RS232/RS422/RS485）
和1个CAN接口，可用于与变桨或变流器系统通讯等功
能。

我们广泛的专有技术源自风能产业超过30
年的丰富经验以及超过47,000套已安装的
系统。

OS1xx操作系统API能够与OS4x00操作系统系列完全向
后兼容  – 可确保WP4x00平台上运行的现有程序在硬件设
置兼容时不做任何修改或重新编译直接与WP100平台一
起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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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载荷与控制优化

   优化的价值

   适当的专有技术

风机优化是米塔业务设置的一项重要组成，并且是实现我
们使风能更具竞争优势这一总体任务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的优化团队拥有超过60年的风能产业结合经验，并将
这些经验运用到每个项目中。

我们不断地努力提高客户产品的竞争力，并采用先进的控
制和集成专有技术和服务以实现载荷降低和/或发电量提
高并借此降低能源成本（CoE）。

我们将风机优化作为一个单独的业务领域优先考虑，并提
供多种不同的服务以适应特定客户的项目需求。
我们的服务包括：

采用先进控制获得的成本和发电量优势：

›
›
›
›
›
›
›

载荷计算和优化
控制算法设计和优化
可行性研究
项目管理
能源成本分析
风机概念研究
风机能源成本优化

我们载荷和控制优化方面的专家与客户开展密切对话并参
与互动过程以便充分考虑所有因素和可能性。这种方式可
让我们确定最佳的风机层级解决方案 – 根据您的特定需求
和市场定制。

   
我们通过关注高效率、低成本、世界级的产品创新以及稳
健战略实施的质量工程解决方案提供突出的价值。

我们向客户提供风机优化所必要的专有技
术，力求提高其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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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对电网中灵活控制功率的需求增加，风机和风场
也不断扩大。为了对这些风场进行控制并确保风场间取得
平衡并满足全球电网规范的要求，米塔公司可提供开放、
可靠、灵活和智能的风场控制概念，使客户在向风场销售
风机时具备充分优势。

   您将获得什么 ?
我们的风场控制概念包括经过现场验证、专为陆上和海上
恶劣环境而开发的硬件以及专为您的地点优化的多个软件
包。所有单元通过运行可靠的M-Link协议的以太网相互连
接。

   如何运作 ?

25-26

38-39

风场控制概念

   概念方案或定制方案
我们编译的风场控制概念可满足大多数电网规范及其他相
关需求，如：

›
›
›
›
›
›
›

风场/群控制器
并网/气象监测
全面测试的软件以控制单个风场组件
安装和调试服务
集成服务
培训服务
附件

但是，若您需获得特殊用途的解决方案，我们可随时准备
编译满足您特殊需求的定制方案。

风场由风场控制器进行控制，风场控制器可直接或通过大
型风场采用的群控制器向风机装置发送输电系统运营商
(TSO)要求的有功和无功功率设定点。
并网监测用于准确测量电网以实现精确控制和监测。也可
以安装气象监测以便向系统提供气象数据。

在美国棕榈泉的一家风场，400台风机配备
了我们的CS系统。风机运行超过了25年但
仍在发电。

®

精通控制

   风场控制概念组成

27-28
22-23

风场控制概念

优势

输电系统运营商(TSO)通过Modbus TCP、 数字量输入和
输出、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接入风场。
风场控制器可处理多达50台风机或50台群控制器（每台
群控制器可处理多达50台风机）。并网监测可用作组合的
风场控制器和测量单元或者远程的并网监测子站。

›
›
›
›

使用寿命长 – 无活动部件确保较高可靠性
开放和灵活 – 支持控制和监测的开放式可配置标准
控制0至50个风机群中的2至2500台风机
我们的SCADA系统Gateway使您能够在同一间办公
室控制和监测所有本地、区域及全球风场

群控制器可处理多达50台风机。并网监测可用作组合的群
控制器和测量单元或者远程的并网监测子站。
气象监测可添加到风场或风机群等级以便向系统提供气象
数据。

风机群
（多达50台风机）

输电系统运营商(TSO)

群控制器

气象监测

风场控制器
风机群
（多达50台风机）

米塔风场控制概念可使您控制和监测作为
单一机组的多达2500台风机。

并网监测

群控制器

气象监测

®

精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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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网络

   可靠的通讯
将风机和风场连接到网络具备安全风险，而我们的
ER1000可确保安全连接风机和风场到网络。我们的
SCADA系统Gateway与ER1000和ES1000相组合可确保
风场监测安全、便利和可靠。
ER1000 VPN可保护您的风机和风场以避免未经授权的访
问。ES1000专为在风场的风机间创建通讯网络而设计，
冗余概念和备用电池选项可确保在进行后续服务或安装时
风场的可靠通讯。
以太网目前已成为行业内设备间的通讯标准，尤其是光纤
以太网交换机的使用。越来越多的交换机用于风机内部和
风机间的通讯（风场通讯），并用作与互联网的接入点。
米塔公司的ES1000（以太网交换机）和ER1000（以太网
路由器）交换机非常稳健，并为适应目前风能产业的恶劣
环境挑战进行了高度优化。
ES/ER1000有12个10/100/1000 MBit以太网端口，其中4
个为光纤端口。光纤端口可连接SC多模接头或者带LC接
头的SFP模块。SFP模块默认使用多模光纤，但也可以轻
松地交换使用单模光纤。

多模光纤长度最多为2000m – 然而单模光纤长度可达到
80km。

ER1000 和 ES1000可使您连接风场
中的风机并可通过网络从全球任意地
点访问风机。
   优势

›		可以处理过去、当前和未来的所有控制器需求
› 将您的风机安全连接网络
› 确保可靠的风场通讯
› 访问控制列表（ACL）可提高安全性
› R3环网保护实现超快速网络恢复
› 直通式交换/无阻塞
› 远程状态管理、软件升级和快速维护的网络配置
› 带宽管理
› 备用电池 – 确保可靠运行

将风机和风场连接到网络具备安全风险，
而我们的ER1000可确保安全连接风机和风
场到网络。

®

精通控制

31-32

通讯网络

   连接稳定性
ER1000/ES1000设置可确保最佳运行、高度安全性和先
进的数据采集。

ER1000/ES1000设置支持远程状态、软件更新和快速服
务的远程管理。

网络连接
设置支持多个冗余网络连接，在主要网络连接丢失情况
下，冗余网络连接将激活。这可确保更加可靠的风场连
接。

串行COM端口
ER1000和ES1000都配备了2个串行COM端口，可确保与
米塔控制器、计量器和传感器如MiCMS之间的通讯。
米塔R3环网保护
R3环网保护协议专为满足风能产业的要求而设计，可实
现极速网络恢复（速度大于10ms）而同时对风场的规模
没有限制。

ER1000可检测到网络连接丢失并会在该情况下利用调制
解调器恢复网络连接。
无线接入
设置支持IEEE 802.11 b/g/n标准并允许您通过Wi-Fi安全
访问风场LAN。

MiCMS
调制解调器

ER1000/ES1000设置支持远程状态、软件
更新和快速服务的远程管理。

网络

ES1000

MiCMS
ES1000

串行COM端口

米塔R3环网保护

ER1000
光纤

PC 同
SCADA
PC/
服务的笔记本电脑

ES1000

®

精通控制

与传统发电站不同，风机是远程的发电装置并极大程度地
暴露在多变且天气状况恶劣的陆上和海上环境下。此外，
风机无人操作并通常安装在偏远地区；因此，及时检测和
维护故障设备至关重要。破损的齿轮轮齿或已呈现金属疲
劳的轴承在未及时维修的情况下会导致不可修复的损坏。

   您将获得什么？
我们的状态监测系统MiCMS由远程操作的控制器和我们
的SCADA系统Gateway组成。借助于传动链上适当安装
的最多16个IEPE型加速度传感器，MiCMS可对传动链组
件如齿轮箱、发电机、主轴承和塔筒进行监测。
采用振动监测的一项优势在于您可以准确定位齿轮箱等
装置中的故障组件。MiCMS提供风机当前状态的直观指
示，可作为风机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或独立系统进行安装。

   SCADA集成

33-34

MiCMS
状态监测
升级后的预见性维护策略利用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测试将风
机非计划停运减至最小并实现风机发电量和收益的最大
化。

MiCMS可消除设备的运行故障情况并
使您能够执行预见性维护 – 对风机的
总发电量进行有效优化。
   优势

›
›
›
›
›
›
›

远程访问监测和报表
远程配置
减少风机停机时间
降低维护成本
避免损坏
优化风机效率
实现收益最大化

MiCMS是米塔SCADA系统Gateway的集成部分，可用于
风机和风场的完整监测和运行。
结合天气预测，MiCMS使您能够对现场维护服务进行最
佳计划使得预见性维护比以往更加容易。

先进的风机状态数据分析是优化发电量和
降低服务维护成本的最佳方式。

®

精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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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MS
状态监测
   预装功能

实时数据存储和可视化
MiCMS被用于振动分析，并检测预定的关键振动等级。
其频率范围为0.1 -10000 Hz，振动范围为0.001 - 25G。
振动测量由最多16个外部加速度传感器执行。实时振动测
量受到灵活的测量任务调度程序的控制，可采用时域和频
域计算进行单独配置。

›
›
›

MiCMS使用最多16个外部加速度传感器执行振动测量
振动信号的实时采样、计算和存储，包括风机运行参数
时域特性计算：

		
- 宽频带特性
		
- 振动速度计算

›

频域特性计算：
- FFT振幅谱

MiCMS连接控制器时可以接收风机的实时数据。

- FFT包络谱
- 频率选择特性

›		先进的告警和报警处理
› 每日设置数据和原始数据的自动保存

测量主轴承、齿轮箱、轴
和发电机的加速度并向
MiCMS提供原始振动信
号。

WP4088 Accelerometers
IEPE
型加速度传感器

Gateway和算法工具箱分
析系统能够进行趋势分析
和数据浏览。
Gateway软件将通过互联
网或调制解调器连接访问
CMS控制器。



下载的数据保存在监控中
心的中央数据库中。

预见性维护策略利用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测试
将风机非计划停运减至最小并实现风机发电
量和收益的最大化。

MiCMS控制器是关键组
件。MiCMS生成1个原始
时域信号和1个频域信号
（原始FFT），FFT上的预
报警可传输到风机控制器
或SCADA系统。

数据库可以共享。

WP4086 CMS Controller

®

精通控制

米塔驱动系统（MDS）属于为10MW以下的陆上和海上风
机设计的完整电动变桨系统范围。
为优化风机功率曲线及采用最小结构载荷，必须调节气动
功率，这可通过整体（CPC）或独立（IPC）地对风轮叶
片进行变桨实现，以维持最佳风轮速度并同时保持风轮速
度低于最大值。叶片也可以以风机完全停机的角度变桨，
这种方式通常是大型风机停机的唯一方式。实现该功能需
要变桨系统成为风机安全系统的一部分。

   安全性
风机的最大安全性可通过3个分离和独立、并作为风机安
全系统集成部分的MDS实现。这使得独立的MDS能够在
变桨系统故障的情况下激活安全系统并可对叶片进行顺桨
以避免安全系统被激活。

37-38

MDS
变桨控制
在电网电压跌落过程中，MDS将持续正常运行但仅由备
用电源供电，使风机控制器只能在顺桨方向控制变桨速
度。

   优势

› 具有成本竞争力，经过充分验证和认证的系统
› 电池或电容备用电源
› 独立变桨控制（IPC）和/或整体变桨控制（CPC）
›		通过公共现场总线与主控系统通讯
› 与米塔或第三方风机控制系统集成
›		根据要求的第三方风机控制系统通讯支持库

MDS持续监测风机控制器的通讯以及所有变桨系统组件
的状态包括变桨电机和备用电源，并确保风机在控制系统
故障时停机。

   低电压穿越和电网电压跌落
如果出现电网故障或电网电压跌落，MDS将通过电池或
电容备用电源供电。

对独立风轮叶片变桨角的精确控制可确保
实现最佳发电量和最小载荷。

在低电压穿越过程中，MDS将持续正常运行但仅由备用
电源供电，使风机控制器能够在两个方向对叶片进行变
桨。

®

精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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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变桨控制
可定制、坚固且耐用

先进功能

MDS可进行定制以适合任何类型的风机，且设计可实现
快速便捷的安装。MDS的极坚固设计使其能够抵抗等速
旋转和急停期间引起的剧烈振动和冲击力并承受服务人员
的重量。
结合最佳叶片定位和独立叶片控制，MDS已成为现代风
机的理想选择。

›
›
›
›
›
›
›
›

适用于所有类型和规模的风机
易于安装和配置
可定制的控制柜设计
内置的自检流程
最佳闭合环路电机控制
最佳叶片定位
参数设置方便
通过日志功能实现事件和故障追踪

   合规性平台
MDS V3符合GL2003规范和NB/T 31018-2011标准
MDS V4符合GL2010规范和NB/T 31018-2011标准

滑环

风机的最大安全性可通过作为风机安全系
统集成部分的3个分离且独立的MDS实现。

浪涌保护

›
›

MDS驱动

编码器

电机

齿轮箱

传感器

备用

®

精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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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SCADA系统
Gateway可远程访问单台风机、多个风机群或者一个或多
个风场的控制器。它可提供当前状态、发电量和可利用率
的直观概览而不受实际位置的限制。Gateway系统直接连
接每台风机的CMS系统，持续监测风机的状态并在出现
故障时立即向服务工程师发送通知。这可实现节省成本的
预见性维护计划 – 尤其针对海上设备以及安装在偏远地
区、差旅成本昂贵的风机。

数据会持续积累并通过直观图形进行演示，令风机群间
历史发电量输出的分析变 得 非 常 容 易 。 客 户 可 以 使 用
Gateway系统包含的报表设计器工具扩展或创建报表，同
时Gateway可安排定期以报表形式自动生成并发送相应数
据至任何数量的指定接收人。当您获得Gateway系统后，
我们将定制每套系统的功能以满足您的设置、需求和预
期。

   控制

   优势

Gateway可通过开放通信协议OPC DA和MODBUS集成到
您所希望的任何系统中。结合以用户友好格式提供数据的
可定制屏幕，Gateway突出显示了其管理和监控风机和风
场的强大工具特性。

›
›
›
›
›
›
›
›
›

Gateway能够启动和停止风机，并将一台风机的特定参数
应用于另一台风机而不受这两台风机间实际距离的限制。
这可令新算法测试变得容易并可快速地在大量风机间实
现。此外，Gateway系统可与本地电力公司完全集成，使
其能够更好地控制您风场到电网的发电量流向。

完整的信息访问
所有层级的定制
报警管理
性能监测
可利用率监测
用户友好操作
数据导出/导入
小型和大型机型中简单快捷的安装
独立组和最终用户的功能包

最新版本的Gateway提供扩展的报表功能，使您能够获得
每台独立风机性能的完整概览。



Gateway系统可借助于直观的图形和文本采
集、处理、分析并说明来自任何数量的风
场和风机的数据。

®

精通控制

MiScout Web使您能够7×24小时连接风机或风场并通过标
准的网页浏览器监测发电量、可利用率、报警、天气状况
以及更多信息。该程序使您能够对报警和天气状况的变化
作出即时反应 – 确保提高可利用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最终
实现更高利润。

   云解决方案
MiScout Web是我们SCADA系统Gateway的一种云解决
方案，您可以选择MiScout Web托管方案或者自行管理解
决方案。
客户托管方案对于拥有大型机型，需实现完整控制，因此
需在其本地服务器上安装完整的Gateway SCADA系统的
用户来说是理想的选择，该方案可实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以及用户定制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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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out Web
SCADA系统
MiScout Web方案的设计旨在向风机业主、风机运营商和
工程人员提供有用的信息。

   优势

›
›
›
›
›
›
›
›
›
›
›

功率曲线和风力分配视图
当前风场状态视图
发电量和可利用率视图
风玫瑰视图
实时风机状态
即时报警处理
实时数据趋势和机组间趋势比较
5分钟日志/24小时日志和36小时日志
用户友好界面
用户定制化解决方案
用户风机的远程启停和复位

由米塔管理解决方案意味着米塔通过云提供对Gateway
SCADA系统的访问。该方案非常适合机型较小，比起深
入监控更重视成本效益的用户。
我们希望确保用户在投资我们的解决方案时获得最大可能
的投资回报率，而MiScout Web是我们向用户提供的非常
强大的工具可帮助其实现这一目标。

TM

我们的SCADA方案可提供您所需的功能、
灵活性和服务以实现您风场的更有力控制。

SCADA - Web

®

精通控制

MiScout App使您能够通过智能手机连接风机或风场并监
测发电量、可利用率、报警、天气状况以及更多信息。该
程序使您能够对报警和天气状况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 – 可
确保提高可利用率并并最终实现更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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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out App
SCADA系统
因您或您的服务工程师可始终获得相关数据以及及时的报
警通知以避免昂贵和耗时的潜在故障，因此MiScout App
将有效地帮助您对服务维护费用进行成本优化。换句话
说 - MiScout App可让您领先一步。

MiScout App是MiScout Web，我们SCADA系统云解决方
案的附加应用程序，可下载至您的安卓或iOS 系统智能手
机。该程序可提供所需的信息使您在7×24小时运行中处于
主动地位，并提供即时报警通知以及选定的重要发电数据
视图，如详细地图视图、发电日志和包含易读性图表的直
观用户界面可快速纵览风场和单元层级信息 。

   优势

›
›
›
›

7×24小时访问风机/风场
即时报警通知
用户友好界面
查看选定风机/风场数据
TM

SCADA - App

因您或您的服务工程师可始终获得相关数
据，因此MiScout App将有效地帮助您对服
务维护费用进行成本优化。

®

精通控制

   先进的并网连接

   优势

我们已获专利的并网连接模块WP4060，为软连接异步风
力发电机到电网而开发。WP4060确保同步点之前，之中
及之后有效的电流控制。软连接原则显著减少电网干扰及
风机损耗，受控连接在强弱电网条件下都可以进行配置。

›
›
›
›
›

连接电流选择作为控制单元的一个参数，晶闸管可以在电
能产出低时连接。打开晶闸管的参数在控制单元上设置，
WP4060测量发电机消耗电能或者生产电能。此外，此模
块含有一个内置相位检测电路，可阻止相序不正确时的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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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连接系统

发电机软连接到电网
WP4060测量发电机消耗或生产电能
确保同步点之前、之中及之后有效的电流控制
延长齿轮箱寿命
减少传动链载荷

我们的WP4060连接模块专为软连接风力发
电机到电网而研发。

®

精通控制

为风能产业定制
凭借着我们在风能产业的丰富经验，我们清楚了解您设备
所面临的潜在挑战并为解决这些挑战定制了解决方案。我
们专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供应链人员都致力于确保控
制柜拥有高质量且具成本效益。
供货范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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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柜

   优势

›
›
›
›
›
›

减少成本和降低风险
全球物流和服务
为风能产业定制
所有产品自动测试
运用现代化工具设计和记录
生产中只选用高质量组件

风机控制柜
风场控制柜
定制的风机变桨柜
安装SCADA设备的PC环境
LVDP – 风机低压配电柜

制造 & 供应链服务
米塔的供应链服务可帮助您减少成本和降低风险并同时确
保高制造质量和突出的交付性能。
我们的高度专业化供应链可提供从战略采购到组装和交付
的所有服务。我们设计和制造符合国际标准（CE和UL）
的所有控制柜，并在所有产品出厂前对其执行自动测试流
程。

我们了解您的设备将面临的潜在挑战并研
发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

我们的供应链规模大、经验丰富且具有高度灵活性，在欧
洲和亚洲都设有生产场所可确保本地供应和服务，使客户
能够从中受益。

®

精通控制

51-52

米塔附件

高品质、可靠的附件
米塔提供专为风能产业设计的一系列附件，并根据您的具
体要求和经验提供必要的附件以确保您风机的稳定有效运
行。米塔所提供的附件都为风能产业开发、测试和认证，
可与所有米塔控制系统完全集成。
接近传感器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通常用来测量风机转子和发电机的速
度，也用于测量其他运动部件如偏航和变桨。
温度传感器
我们的PT100温度传感器拥有多种机械设计，易于安装到
发电机、轴承、齿轮箱等上。传感器能够补偿电缆长度以
实现准确的温度测量。
天气测量
我们的天气测量附件由风向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温度测
量、雨量传感器、湿度测量及风压组成。这些传感器都拥
有用于寒冷气候、陆上和海上条件的型号。
振动传感器
我们拥有范围广泛的振动传感器可检测风机及其他应用程
序中振动的幅度和频率。

所有相应功能可确保全球风机的安全可靠运行。
安全装置
为确保风机的安全可靠运行，我们提供范围广泛的安全
装置。

采用米塔附件，我们可向您确保最高
的可靠性以及与我们控制方案的完美
匹配。
光纤通讯
我们交付风机内及风场网络光纤通讯所采用的必要设备，
如光纤电缆、转换器、交换机等。

   专业附件
我们定制产品以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并根据要求交付满
足您特定应用的专业附件。

我们根据您的具体要求提供必要的附件以
确保您风机的稳定有效运行。

®

精通控制

掌握控制
我们主张灵活性并交付从完整方案和系统
到单个组件的所有产品及服务 – 我们可提
供您的机型所需的任何产品。

®

精通控制

WP4200平台

WP100平台

WP4200控制器 - 00, - 08, - 09

›
›
›
›
›
›
›
›
›

WP100控制器 - 00, - 30, - 31, - 32

WP4200平台
WP4200平台提供优越的性能，非常适合高要求的控制和
调节应用。该平台配备了两个高速千兆接口，具有安全链
继电器逻辑的特性，可与安全系统集成以满足ISO 13849-1
标准的要求。
内部免维护备用电源可确保系统电源故障（UPS停机/故
障）情况下所有数据的保存和程序更新。
USB 2.0端口可以使用符合USB海量存储类规范的USB设
备，如USB闪存驱动器和硬盘驱动器，实现最多2 TB数
据的存储。
WP4200平台使用先进的OS42xx操作系统软件，拥有故
障保护闪存文件系统、TCP/IP协议栈、网页服务器、所有
WP-Line模块的即插即用识别/配置、状态码系统、30年总
计结构、菜单系统和日志系统等相关功能。OS42xx操作系
统API能够与OS4000和OS4100操作系统完全向后兼容。
集成的状态监测
WP4200控制器平台可为ICP传感器提供最多16个集成的
SMA加速度传感器输入，可用于先进的状态监测。
WP4200控制器 - 08 = 8个加速度传感器输入
WP4200控制器 - 09 = 16个加速度传感器输入

›		中小型风机的CPU模块

为大型风机设计的高性能CPU
恶劣环境中安全运行
基于事件的先进数据记录和存储
与安全系统直接集成
集成式故障闪存保护文件系统
高速多核处理器（CPU和DSP）
内置浮点运算单元（FPU）可执行快速先进的数学运算
千兆以太网，串行RS232/RS422/RS485和USB 2.0端口
免维护 – 无需替换风扇或电池

› 恶劣环境中安全运行
›		基于事件的先进数据记录和存储
›		千兆以太网，串行RS232/RS422/RS485和USB 2.0端口
›		16个数字量输入/输出，4个高速数位计数器
›		4个PT100输入、4个模拟量输入和1个模拟量输出
› 1个CAN/CANopen接口
›		与安全系统直接集成
›		1个并网测量（3个电流和3个电压输入）
›		内置多端口以太网交换机
›		内置GPS接收器（WP100控制器 - 32）
›		免维护 – 无需替换风扇或电池
WP100平台

处理器

CPU                    
DSP                  

内存

集成式DRAM
集成式闪存
可选USB

1.2 GHz ARM A8
   1GHz ~ 12,000 MMACS
            256 MB
                                        512 MB

外接电源电压
额定
允许范围

                  

             24 VDC
   19 to 30 VDC

RS232通讯端口（调制解调器）
端口数
通讯速度

                         1
                  300 BAUD to 230.4 kBAUD

与RTS/CTS通讯的RS232端口
端口数
通讯速度

以太网通讯端口
通讯速度

                         1
             300 BAUD to 230.4 kBAUD
10/100/1000 Mbit/s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30 至 +60 °C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95 % RH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电磁兼容性、振动、气候与高加速寿命试验

编程标准

             
WP4200 CPU支持IEC61131-3 PLC编程标准以及ANSI C和C++
编程。

WP100拥有一组各种集成式I/O通道，使该平台能够独立
使用控制器（不采用附加的I/O模块）来控制复杂程度较
低的系统，同时可以在需获得更多I/O通道时连接最多3个
WP-Line I/O模块。
内部免维护备用电源可确保系统电源故障（UPS停机/故
障）情况下所有数据的保存和程序更新。
集成式电网接口使该平台能够根据IEC 61400-21标准通过
精确可靠的DSP算法计算主要电网参数。控制器配备了2
个高速千兆接口作为单独网络接口，并具有安全链继电器
逻辑特性。 WP100控制器 – 31拥有内置多端口以太网交
换机（并包含光纤100BASE-FX端口），可通过主干网接
口使用更多I/O组进行扩展。WP100控制器 – 32拥有内置
GPS接收器，可为系统提供地理坐标和准确时间。
WP100平台采用先进的OS1xx操作系统软件，拥有故障保
护闪存文件系统、TCP/IP协议栈、网页服务器、所有WPLine模块的即插即用识别/配置、状态码系统、30年总计结
构、菜单系统和日志系统等相关功能。OS1xx操作系统API
能够与OS4x00操作系统系列完全向后兼容。

处理器

CPU                    

720 MHz ARM A8

内存

集成式DRAM
集成式闪存                   
可选USB

             128 MB
                                 512 MB

外接电源电压
额定
允许范围  

                  

             24 VDC
   19 to 30 VDC

RS232通讯端口（调制解调器）
端口数
通讯速度

                         1
                  300 BAUD to 230.4 kBAUD

与RTS/CTS通讯的RS232端口
端口数
通讯速度

以太网通讯端口
通讯速度

                         1
                  300 BAUD to 230.4 kBAUD
10/100/1000 Mbit/s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30 至 +60 °C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95 % RH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电磁兼容性、振动、气候与高加速寿命试验

编程标准

             
WP1xx CPU支持IEC61131-3 PLC编程标准以及ANSI C和C++编
程。

WP3x00 MK ll平台

WP-Line 111

WP3000 MK ll, WP3100 MK ll

›
›
›
›
›
›
›

供电/主干网模块

WP3x00 MK II平台
WP3x00 MK II控制器专为替换市场上现有的WP3x00控
制器而设计，并向客户提供最先进通讯接口和协议的优
势。WP3x00 MK ll控制器可确保实现优化运行、动态安全
以及先进的数据采集。
集成式电网接口使该平台能够根据IEC 61400-21标准通过
精确可靠的DSP算法计算主要电网参数。控制器配备了2
个高速千兆接口作为单独网络接口，并具有安全链继电器
逻辑特性。
控制器配备了内部免维护备用电源，可确保系统电源故障
（UPS停机/故障）情况下所有数据的保存和程序更新。
控制器采用先进的OS1xx操作系统软件，拥有故障保护闪
存文件系统、TCP/IP协议栈、网页服务器、所有WP-Line
模块的即插即用识别/配置、状态码系统、30年总计结构、
菜单系统和日志系统等相关功能。
控制器可处理最多10个并行运行的不同同步/异步应用程序
的执行。例如包含：风机控制程序、标准通讯协议、客户
特定通讯协议、CoDeSys RTS等。控制器支持IEC 61131-3
(CoDeSys) PLC编程语言以及先进的C和C++编程，并根据
您的选择使用PEPTOOL或其它编程工具。

›
›
›
›
›
›
›
›

集成了所有控制功能
集成的实时并网测量
千兆以太网，串行RS232/RS422/RS485端口
与安全系统直接集成
先进的数据采集和存储
与WP3x00机械上兼容
免维护 – 无需替换风扇或电池

WP4x00控制概念的高效供电电源
冗余光纤以太主干网
用于显示和服务的2个RJ45以太网插头
工作状态LED显示运行状态
支持可移动LED矩阵显示器
灵活的新串行COM端口
智能温度控制
快速便利的DIN导轨安装

WP-Line 111供电/主干网模块
处理器

CPU                    

720 MHz ARM A8

内存

集成式DRAM
集成式闪存                   
可选USB

             128 MB
                                 512 MB

外接电源电压
额定
允许范围  

                  

             24 VDC
   19 to 30 VDC

WP-Line 111供电/主干网模块是经过充分验证的WP-Line
110的升级模块，为WP4x00控制概念中的单个模块进行
供电，同时WP4x00控制概念的模块区块间通讯（主干
网）由WP-Line 111通过光纤以太网完成。以太主干网通
讯可使用光纤连接成双环网，光纤型号为62.5/125µm。

供电电压

此外，WP-Line 111配备了2 x 100Mbit以太网RJ45插头，
可连接图形显示器/键盘或PC。此功能可允许在全部可用
的模块区块运行完整的WP4x00控制系统。

以太网RJ45通讯端口

额定值
      
允许范围  

                  

WP-Line总线电源
通讯速度
允许范围

        
     

通讯速度
范围，最大推荐值

光纤以太网通讯端口

与RTS/CTS通讯的RS232端口

RS232/RS422/RS485通讯端口

端口数
通讯速度

以太网通讯端口
通讯速度

                         1
                  300 BAUD to 230.4 kBAUD
                         1
                  300 BAUD to 230.4 kBAUD
10/100/1000 Mbit/s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30 至 +60 °C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95 % RH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电磁兼容性、振动、气候与高加速寿命试验

编程标准
             
WP3x00 MK ll CPU支持IEC61131-3 PLC编程标准以及ANSI C
和C++编程。

通讯速度
范围，最大推荐值
端口数量
绝缘
通讯速度          

        12 VDC
       11.5 至 12.75 VDC
               10/100 Mbit/s
                            50 m

RS232通讯端口（调制解调器）
端口数
通讯速度

                        24 VDC
               18 至 30 VDC

     
                            

    100 Mbit/s
         2000 m

                        
  1
                 数字化绝缘 （4000-峰值绝缘，560-V）
         300 BAUD 至 230.4 kBAUD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30 至 +60 °C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95 % RH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EMC、振动、气候和高加速寿命测试

WP-Line 151

WP-Line 351

并网测量模块

›
›
›
›
›
›
›
›
›
›

Combi I/O 模块

   WP-Line 151并网测量模块
WP-Line 151模块分别有3个电压和电流模拟量输入，模
块通过WP-Line总线供电。WP4x00控制器可以自动通过
网络更新程序，与WP4x00控制器的通讯是基于事件的，
即仅会通过网络发送修改值。模拟信号基于16位精度模数
转换器。
WP-Line 151模块执行3项基本功能：

›
›
›

计算主要电网参数
计算电网质量参数
将这些数据提供给WP4x00控制器

主要电网参数如电压、电流、有功和无功功率等被
WP4x00控制程序用于风机的全面控制。使用精确可靠的
DSP算法计算主要并网参数具有下列特性：

›
›
›

频率计算算法确保测量精度为0.01 Hz以上
电压和电流使用FFT算法计算
功率和能量根据IEC 61400-21标准进行测量

›
›
›
›

实时DSP电网测量模块
监测3个电流和3个电压
新的改进算法，可进行更准确、快速和可靠的
电网测量
计算全部电网数据
测量电网质量数据
支持FRT/LVRT
提供机器控制数据
提供发电量统计数据
智能温度控制
可配置的测量模式，显示功率、能量和功率因子

›
›
›
›
›

成本优化的I/O Combi模块
灵活且易于更换
2个串行COM端口
16个数字量输出/26个数字量输入/4个高速计
数器输入
4个模拟量输出/8个模拟量输入/8个PT100输入/
2个热敏电阻输入
紧凑设计
改进的PT100温度范围
改进的PT100精确度
精确智能的温度控制

   WP-Line 351 Combi I/O模块
供电电压

额定值
   
允许范围

                        12 VDC
                         10.5 至 13.5 VDC

电流消耗（WP-Line总线）
典型值
  
最大值
标准模块载荷

模块功耗
典型值

继电器输出

最大切换电流
最大切换电压
最大响应时间

        

                          0.40 A
                          0.45 A
                   2
                           4.6 W

                                 1A
                                125 VDC/AC
                           20 ms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30 至 +60 °C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95 % RH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CE)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EMC、振动、气候和高加速寿命测试

WP-Line 351 Combi I/O模块开发的目的是优化控制系统
的竞争力和信号处理。WP-Line 351 Combi I/O模块配备
2个灵活的COM端口，可通过软件配置成RS232/422/485
或SSI接口 – 根据具体需求。模块也包含多个I/O。
数字量I/O的电压为24V并包含下列内容：

›
›
›

16个高电流数字量固态输出
26个数字量输入      
4个高速计数器输入10 kHz

模拟量部分为12位模拟转换并包括：

›
›
›
›
›

4个灵活的模拟量输出，可根据具体需求配置成
-/+ 10 V 或 0-20  mA
4个模拟量输入，-/+10 V        
4个模拟量输入，0-20 mA
8个PT100输入，- 60° 至 +230 °C
2个热敏电阻输入，可以串联连接多个热敏电阻     

全部I/O都经过电流隔离，同时所有输出都具有短路保
护。

外部供电电压
典型值
最大值  

                        24 VDC
                               18 至 30 VDC

数字量输入
点数
绝缘  
额定电压
信号“1
信号“0”
频率

                 26
      光耦合器
                        24 VDC
         15 至 30 VDC
                   0 至 5 VDC
                    0 至 50 Hz

高速输入

点数
绝缘
额定电压
信号“1”
信号“0”
输入电流/信号“1”
输入阻抗
输入频率

          

COM端口

                   4
      光耦合器
                                        24 VDC
               15 至 30 VDC
                   0 至 5 VDC
         
     -/+ 16mA(@ 24 Vin)
                          1.5 kΩ
      
  0 至 10 kHz

RS232/RS422/RS485通讯端口
RS422/RS485通讯端口

                                   1
                                   1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30 至 +60 °C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95 % RH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EMC、振动、气候和高加速寿命测试

WP-Line 4xx

WP-Line 511

Combi I/O 模块

›
›
›
›
›
›

CANopen 接口模块

WP-Line 412
WP-Line 412 PT100/PT1000输入模块有32个PT1000/
PT100输入，扩展的温度测量范围为-60 至 +230
°C。PT1000 或 PT100传感器模式可使用软件进行配置。
WP-Line 413
WP-Line 413模拟量电流输出模块可以处理16个0-20 mA
软件校准输出。
WP-Line 414
WP-Line 414数字量输入/输出，PT100/PT1000输入模块
同时配备数字量输入/输出和PT100/PT1000输入。数字量
I/O的电压为24V并包含以下内容：

›
›
›
›

32个数字量输入
16个数字量输出
数字量输出：24 VDC/0.5 Amp
数字量输入：24 VDC

模拟量部分包括：

›
›
›
›

8个PT100/PT1000输入
温度测量范围为-60 至 +230 °C
PT100 或 PT1000传感器模式可使用软件配置
模块上数据处理

›
›
›
›
›

独立以太网CANopen主机接口，为WP4x00概念设计
多达1Mbit/s CANopen
2 x以太网100 Base-FX（具有冗余选项的SC光纤
主干网）接口
用于显示和服务的2 x RJ45以太网10/100接口
灵活的串行COM端口 (RS232/RS422/RS485)
支持可移动LED矩阵显示器
智能温度控制
+24 VDC 供电电压

WP-Line 511 CANopen接口

WP-Line 4xx模块范围
WP-Line 411
WP-Line 411 PT100/PT1000输入模块有16个PT1000/
PT100输入，扩展的温度测量范围为-60 至 +230
°C。PT1000 或 PT100传感器模式可使用软件进行配置。

›
›
›

成本优化的I/O Combi模块
灵活且易于服务
状态监测集成
用户化定制的配置
清晰的LED状态显示
模块上数据处理

WP-Line 415
WP-Line 415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处理16个0-20 mA和
16x 0 - 10V软件校准输入。
WP-Line 416
WP-Line 416数字量输入模块配备64个数字量输入。数字
量输入的电压为24V。
WP-Line 417
WP-Line 417数字量输出模块配备64个数字量输出。数字
量输出的电压为24V。
WP-Line 418
WP-Line 418模块配备了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
量电流输入和PT100/PT1000输入。数字量I/O包含以下
内容：

›
›
›
›

16个数字量输入
数字量输入：24 VDC
16个数字量输出
数字量输出：24 VDC/0.5 A

模拟量部分包括：

›
›
›
›
›

16个模拟量电流输入
0–20 mA，精度超过全刻度的±0.15%
8个PT100/PT1000输入
温度测量范围为-60 至 +230 °C
PT100 或 PT1000传感器模式可使用软件进行配置

WP-Line 511专为独立运行而设计并且是WP4x00控制概
念的一部分。
内部10/100以太网交换机用于路由和连接。以太主干网
通讯可通过光纤连接成双环网，同时有一根备用电缆。
该设置可确保较高的通讯安全性，因为即使光纤出现故
障，此配置也可以允许运行。光纤型号为62.5/125μm或
50/125μm，模块上还有另外2 x 10/100以太网(RJ45)接
口。
连接其它基于CANopen设备的多达1MBit/s CANopen主
机通讯。电流绝缘的CANbus接口。
内部状态监测，7段显示器显示组号以及3个LED状态显示
可便于快速服务。
模块可易于设定为CANopen主机，将WP4x00控制器连接
到所有CANopen设备（变频器、变桨控制器等）。通过
通用CANopen应用程序（按照CiA301和CiA DSP 302规
范标准）以及米塔“CANopen配置工具”的用户友好界面，
可易于对全部CANopen网络参数进行配置和调节以满足
预设要求。

供电电压
典型值
最大值  
功率消耗

                        24 VDC
                               18 至 30 VDC
     
    最大7.2 W

总线端口接头
CANopen
以太网
以太网
串行COM端口

                   1
      2 x RJ45
                          2 x SC
  
             1

以太网RJ45通讯端口
通讯速度
最大电缆长度

                   
               10/100 mbit/s
  
                                             50 m

RS232/RS422/RS485通讯端口
绝缘
通讯速度                    

                   数字化绝缘
        9.6 kBAUD 至 115.2 kBAUD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30 至 +60 °C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95 % RH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EMC、振动、气候和高加速寿命测试

WP4052

ES1000 & ER1000

触摸显示屏

千兆网管型以太网交换机和路由器
›
›
›
›
›
›
›
›

WP4052图形彩色触摸显示屏可配合WP4x00控制概念一
起使用，并可访问风机。

外部供电电压

WP4052是拥有屏幕键盘和分辨率为1024 x 768，16位彩
色显示屏的触摸屏。它的带网页浏览器的操作系统可以
进行快速和人性化操作，显示面板主要针对面板安装程
序而设计。同时WP4052也可以连接每台控制器的多个显
示屏。

电流消耗（外部24V）  

›
›
›
›
›
›
›
›

以太网系统连接
前端的USB端口
睡眠模式/屏幕保护程序
防止凝结并耐盐
防护等级IP55
人性化的3个LED状态  
免维护（无风扇或电池）
快速响应时间

WP4052也有寒冷气候版本，可内置加热器用于寒冷环境
的运行。

›
›
›
›
›

   ES1000千兆网管型以太网交换机

WP4052触摸屏

此外，WP4052显示屏可提供：

›

WP4x00控制概念的触摸屏图形显示器
15” TFT材质，1024 x 768分辨率，16位彩色
前端的USB端口
快速可靠的风机功能和数据检测
通过HMI原理实现最大用户满意度
人性化菜单结构
易于安装的设计
压力感应触摸屏；手指、戴手套或笔触响应

额定值
最大值

     

  

典型值
最大值

                        24 VDC
               19 至 30 VDC
                            1.0 A
            19 VDC时1.3 A

模块功耗
典型值

显示屏

规格
分辨率
颜色分辨率

            24 W
   

                               15”
   1024 x 768
                            16 bit

ES1000是理想的风机控制器通讯工具，它可以结合所有
采用串行或以太网标准通讯的控制器类型。

电源电压

主干网冗余光纤以太网交换机专为独立操作而设计，其结
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冗余的双绞光纤连接成双环网以便
进行远距离通讯，同时配有一根光纤作为备用。这种设置
允许在光纤故障的情况下保持运行，因此可保持较高的通
讯安全性。

电流消耗

ES1000支持远程状态和快速维护的远程管理。

允许的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 基本版本
                     
前部（控制柜外部）
                               -30 至 +60 °C
后部（控制柜内部）
                  0 至 +60 °C
运行温度 – 寒冷气候版本
运输温度
                     
               -40 至 +85 °C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最大95 % RH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2000 m

标准

EN61000-6-2 (CE)
EN61000-6-4 (CE)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EMC、振动、气候和高加速寿命测试

›
›
›
›
›

12个端口的千兆网管型工业交换机和路由器，
带Wi-Fi（可选）
12 x 10/100/1000 Mbps端口（4个光口）
直通式交换/无阻塞（ES1000）
米塔R3环网保护
2 x RS232/485串行COM端口（ER1000也包含
RS422端口）
支持：RSTP, LACP, VLAN (IEEE 802.1Q), LLDP,
ICMP, DHCP, DNS, SNMP, HTTP, FTP, SNTP,
IGMP, FC2217, RMON
3 x 数字输入/输出
网络配置
支持ACL（访问控制列表）
带宽管理
备用电池直接连接

   ER1000千兆网管型以太网路由器
ER1000允许用户将风场连接至网络并与风机进行安全通
讯。
用户可以在ER1000上建立防火墙，以保护本地网络防止
未授权的网络访问。
主干网冗余光纤以太网路由器专为独立操作而设计，其结
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ER1000可检测到网络连接丢失并
在此情况下重新使用调制解调器来恢复网络连接。
ER1000支持远程状态和快速维护的远程管理。

额定
允许范围
典型值
最大值

功率消耗

典型值
最大值

RS232通讯端口

端口数
通讯速度
最大电缆长度
推荐电缆类型
连接器

Wi-Fi通讯端口

通讯速度
频率范围
支持模式                 
输出功率
输入灵敏度

允许的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运输温度
最大相对湿度（40 °C时无冷凝）

             24 VDC
   19 to 30 VDC
           850 mA
        1900 mA
               20 W
               25 W
   2
    1200 - 115200 BAUD
               30 m
       2 x 2 x 0.25 w/shield
         9-pin sub D 连接器
      108 Mbit/s
         2400 - 2483.5 MHz
             IEEE 802.11b/g/n
           18 dBm
                        -80 dBm
  -30 to 60 °C
  -40 to 85 °C
                 Max. 95 % RH

标准

EN61000-6-2 (CE 通用抗干扰)
EN61000-6-4 (CE 通用排放)
EN61000-4-5 (浪涌)

测试标准

硬件验证、电磁兼容、振动、气候与高加速寿命试验。
            
            

获取控制
决定权在您手中。掌控您的投资，我们保
证您将精通控制。

®

精通控制

米塔提供开放平台控制系统，并向客户提供应用程序源代
码的访问。这使您能够实现对系统的完整控制以及相应功
能的定制以适合任何产品结构，不论您的设备是由米塔或
者其他制造商生产。
源代码是软件对象的编译，其中每个对象代表了应用程序
中的特定功能：

›
›
›
›
›
›

操作对象
变桨控制对象
扭矩控制对象
偏航控制对象
功率曲线对象
风玫瑰图对象

67-68

透明化的开放软件

编程选择
我们提供为您特定需求定制的5种不同选项，根据客户的
参与程度包括从无源代码到完整源代码访问的范围。这可
实现最大的灵活性以及确保客户获得最佳投资价值：

›
›
›
›
›

无编程
修改
开发新对象
用户获得源代码
用户编写所有应用程序

这些对象可进行部分或完全修改、编译并链接至应用程序
中，并且上传至控制器。WP4200和WP100产品系列可实
现与长期行业标准仿真和开发工具的兼容，包括：

›
›
›
›
›
›
›

源代码权限使您对系统拥有完整控制，并且
您可以定制其功能以适应任何产品组合。

PEPTOOL
Eclipse
CoDeSys® (IEC61131-3)
Bladed
Simulink®
SIMPACK
Gen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可从头构建或者基于符合IEC61131-3标
准的原有PLC构建，使控制系统能够适合任何当前或未来
的风机机型。

®

精通控制

69-70

编程选项

     选项1 – 无编程

   选项4 – 用户获得源代码

选项1要求我们与您合作以确定您的具体需求。之后米塔
将对软件进行编程和测试，并连同所有软件文档和手册一
起交付给您。应用程序将以二进制格式（.crc）交付, 您可
以自由安装到任意数量的WP4x00系统上。

选项4可使您获得米塔所开发的一个或多个对象的源代
码，这意味着您将能够：

   选项2 – 修改
选项2通过向您提供PEPTOOL软件对选项1进行扩
展。PEPTOOL是我们针对不同WP4x00系统的专有编译
器，米塔将向您提供PEPTOOL的使用培训以确保您获得
最佳投资收益。此外，您将可以获得PEPTOOL的所有可
用对象，用于修改应用程序的默认值和用户访问级别。选
项2使您能够获得构建、测试和发布更新的应用程序所需
的全部方面以及手册的自动生成和其他语言的翻译。

   选项3 – 开发新对象
选项3可向您提供PEPTOOL使用的更多深入培训课程，
广泛涵盖了创建您自己特定应用程序方面。您可以挑选开
发过程中希望内部管理的部分以及希望由米塔控制的部
分 – 完全取决于您的选择。

›
›
›
›
›

更改所有与对象有关内容
创建对象的新版本
增加新特征和功能到对象
直接向应用程序导入仿真工具创建的源代码
从其他对象复制源代码来创建新对象

选项4受米塔发布的许可协议约束，详细规定了具体协议
的内容。

   选项5 - 用户编写所有应用程序
选项5令您能够基于全新或现有源代码创建您的专属
WP4x00系统软件。您将获得PEPTOOL软件和使用培
训，以及一个基本样本对象和一个基本样本项目。
无论您认为哪种选项最适合您公司，您可始终保留必要时
将开发和维护控制移交给米塔的选择。您项目启动后也可
以获得额外对象和其他对象的源代码。如果您选择自行编
写对象和应用程序的程序，您的源代码可向米塔保密但与
我们的维护协议不变。

无论您认为哪种选项更适合，您可始终保
留必要时将开发和维护控制移交给米塔的
选择。

®

精通控制

我们的解决方案通常作为交钥匙包交付，因此您风机或
风场的未来更改或扩大可能需要在应用软件中进行修改
或强化。为满足这一目的我们提供独特且开放的开发环
境，PEPTOOL软件套件。
借助于PEPTOOL可让您实现对风机和风场的完整控制，
并获得快速修改掌控控制系统行为的应用程序源代码的能
力。这使您能够对变化和新需求作出迅速反应，并且不断
扩大设施以扩展您投资的潜能和使用寿命。

开发
PEPTOOL使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能够对控制应用程序
行为的软件进行定制 – 在围绕标准微软视窗系统平台构建
的直观环境下。
此外，PEPTOOL使您能够为控制器创建新附加应用程序
包括生成详细文档。
PEPTOOL支持ANSI C/C++编程语言和结构化文本，并
编译米塔控制器的现场应用程序以及仿真器和仿真工具的
DLL。PEPTOOL支持根据先进的文档准备系统LaTeX生
成PDF格式的应用手册。

PEPTOOL确保您公司保留关键信息，并可
实现与外部合作者合作开发和优化您的应
用程序。

71-72

PEPTOOL
开发工具
PEPTOOL使您能够将所有控制程序翻译成多种不同的语
言 – 包括中文、韩语和日语 – 使触摸屏用户能够使用自己
的本国语言操作。

从普通任务中释放运行时间，减少编
程错误，用PEPTOOL控制开发。
优势

›
›
›
›
›
›
›
›
›

源代码自动生成
文档自动生成
结构良好的储存库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
在运行微软视窗系统的计算机上仿真控制系统的能力
集成的测试模块
应用程序和手册翻译成多种语言
缩短开发时间
增加投资价值

测试和翻译
PEPTOOL使您能够自行设计供您执行测试且不影响开发
过程的测试模块。借助于PEPTOOL可令测试变得更有效
率并为您的总体投资增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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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Sys
开发工具
   CoDeSys工具箱
米塔WP4200和WP100控制平台结合独特的技术和经济优
势，不同于在单独控制柜中包含所有功能的一些控制器，
米塔控制系统被划分为多个模块，使您能够根据特定任务
选择不同模块。
控制系统提供了先进的操作系统软件，包括先进的数据采
集存储、网页服务器以及处理最多10个同步 – 独立或从属
同步 – 应用程序的可能性。
它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编程系统CoDeSys和运行时系
统CoDeSys RTS。运行时系统将控制器变为可使用
CoDeSys编程的IEC61131-3控制器。CoDeSys中的集成
编译器可确保程序代码采用最佳速度进行处理。

   高度用户友好性
CoDeSys工具箱与米塔系统特定硬件文件同时交付以便
为控制系统构建完整的CoDeSys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可
以从头构建或者基于其他IEC61131-3控制系统构建并应
用到控制系统中。
CoDeSys应用程序可以在发布至最终目标控制系统前
以简单方式打包到Gateway固件上传数据包中并经过
CoDeSys开发工具包测试。

借助于CoDeSys，我们可向您提供开放的开发环境并让
您能够自由开发您专属的专有技术。利用所有通用标准
的接口使CoDeSys能向您提供高水平的用户友好性。  

CoDeSys是工业自动化技术的一个综
合软件开发工具。
   优势

›
›
›
›
›
›
›
›
›
›
›

完全支持IEC61131-3标准
(IL, ST, LD, SPC, FBD & CPC)
简单的接口
控制系统的目标特定文件
完整的开发文档
易于编程
高兼容性
强大的IEC61161-3编程工具
平台（硬件）独立
CPU平台的集成编译器
未来安全编程
使用CoDeSys开发工具包测试的可能性

借助于CoDeSys，我们可向您提供开放的
开发环境并让您能够自由开发您专属的专
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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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合作
与客户合作令我们保持领先地位，并激励
我们以确保我们在所有解决方案中兼顾客
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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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合作

   与客户开展合作

   服务&支持

当我们与您携手设计和定制完全满足您特定需求的解决方
案时，最佳解决方案已创建。作为我们客户合作概念的一
部分，我们提供的多种不同服务可实现对客户的专业支
持，并且我们会考虑客户的各阶段需求。

全球现场服务
我们拥有一支高技能工程师团队，可为各种项目提供现场
服务。例如，应用程序开发、工厂测试、调试、性能分
析、低电压穿越测试、升级、支持和故障排除。

   项目启动
基于专有技术的需求评估
选择正确的系统设计是风机安全可靠运行的基础。通过开
放式沟通我们可向客户提供硬件和软件领域的建议。
设计&工程
我们提供硬件和软件领域的咨询服务。我们基于模块、即
插即用系统的灵活性令我们能够根据您的特定需求定制解
决方案。通过密切沟通，我们向您提供风机安全可靠运行
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的全部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我们先
进测试系统的完全内部测试。

   项目执行

客户可依靠米塔提供风机全寿命周期的
备件。如果无法获得完全相同的备件，
我们将致力于提供保证风机继续运行的
替代解决方案。
维修&维护
快速专业的维修和维护对于优化运行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可确保您获得最大投资收益。我们在丹麦、中国和印度的
内部服务设施可执行所有维修。
客户支持
我们专属的客户支持团队可支持您解决硬件和软件方面的
所有问题，您可通过电话、Skype或电子邮件联系我们的
客户支持团队。

并行开发
我们提供完整的软件支持。您可以选择不同方式：由我们
为您创建完整软件或双方合作创建 – 或者您自行开发。无
论您选择哪种方式，我们都将提供全面支持。

“我们的所有解决方案结合客户的需求与要
求 – 从开发到现场安装到售后支持阶段。公
司构架的每一层级都致力于始终交付一流的
产品和服务。”

41-42

Jesper Andersen，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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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塔培训

了解更多
我们提供特别设计的一系列广泛培训课程以确保您获得风
机的优化性能和最佳投资回报。
我们的客户合作概念包括向客户和供应商提供一系列产品
使用培训课程。
我们富有经验的培训人员将通过实用工具，最佳实践案例
和最常见问题使您的员工最终实现精通控制。这样做可确
保您获得风机的最大发电量以及对米塔投资的最大回报。
我们提供以下定制课程：

›
›
›
›
›
›
›
›

WP4x00控制系统
电动变桨系统(MDS)
状态监测系统(CMS)
风场控制概念
控制柜系统
调试培训
SCADA系统Gateway
通过PEPTOOL实现应用程序开发

我们可以深入特定的技术细节并展示如何操作我们先进的
控制系统，或安排现场行程去访问真实的、运营中的风机
以获得第一手经验。完全取决于您。

我们富有经验的培训人员将通过实用
工具，最佳实践案例和最常见问题使
您的员工最终实现精通控制。
  培训 – 全球
我们的培训设施位于丹麦罗德卡斯博的米塔总部，可以培
训最多8人的团队。我们富有经验的培训人员也可以在您
选择的地点开展培训。
不论您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的培训课程都将令您的机型
和公司直接受益。请咨询您的米塔销售代表以获得更多
信息。

我们提供风机总体控制的深入培训和概括性介绍。无论您
拥有何种需求，我们都能够根据您的需求准确交付。我们
可以研究具体的技术细节并向您演示如何操作和运行我们
的先进控制系统，或者通过现场考察实际风机以获取第一
手经验。决定权在您手中。

我们提供特别设计的一系列广泛培训课程
以确保您获得风机的优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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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米塔

丹麦 (总部)

中国宁波

米塔科技有限公司
丹麦勒兹凯斯布罗翰德瓦克街 1 号 - 邮编 8840
电话: +45 8665 8600 - 传真: +45 8665 9290
mail@mita-teknik.com - www.mita-teknik.com

米塔工业控制系统 (宁波) 有限公司
中国宁波市镇海区北欧工业园区金河路87号
电话: +86 (574) 8630 6728 - 传真: +86 (574) 8630 6726
info@mita-teknik.com.cn

乌克兰利沃夫

中国上海

米塔有限公司
乌克兰利沃夫 Kulparkivska 大街 222A - 邮编 79071
电话: +380 322 420 432 - 传真: +380 322 420 436
office_ua@mita-teknik.com

米塔上海办公室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01 号远东大厦 527 室 邮编 200120
info@mita-teknik.com

印度钦奈

米塔北京

米塔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印度钦奈圣托马斯山保罗威尔斯路 Ravi Colony 1 号大街
1/62-15 号 - 邮编 600 016
电话: +91 44 2231 2278/4351 9770
india@mita-teknik.com

白孔雀艺术世界 A411室
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3    号  11  号楼
中国北京市

美国芝加哥
米塔销售办公室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北密歇根大街 875 号约翰汉考
克中心 3950 室 - 邮编 60611
电话: +1 312 261 6009 - 传真: +1 3121 787 8744
usoffice@mita-teknik.com

我们使风能更具有竞争优势

®

精通控制

®

精通控制

Version R4_0, 2017

© 2017米塔。保留所有权利。未经米塔丹麦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文档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