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掌握設備狀態
SIMATIC S7-1200 即時狀態監控系統
整合TIA Portal工程規劃

siemens.com/siplus-cms

SIPLUS CMS1200 –
緊湊型整合系統，並可靈活擴充
SIPLUS CMS1200 是 SIMATIC S7-1200 狀態監控系
統，可連續監控關鍵機械組件（如馬達、風扇和
泵浦）的狀態。每組 CPU 可連接多達 28 個振動
感測器且無需附加軟體。 所記錄的資料會透過
CMS1200 的內部軟體進行分析，並儲存在 SM
1281 狀態監控模組。製程變數（如溫度、扭矩和
壓力）可使用 S7-1200 擴充模組進行記錄。因
此，配備全方位整合自動化技術平台 (TIA Portal)
的狀態監控解決方案，即可完全整合至自動化系
統中。
SM 1281 狀態監控模組
• 內建參數式與選頻分析的軟體（分析演算法）
• 輕鬆的資料歸檔於內建記憶體
• 可對原始資料深入分析
• 可擴充性
– SM 1281 支援 4 個 IEPE 加速感測器
– SM 1281 支援 1 個轉速感測器
– CPU 最多可連接 7 組 SM 1281 模組

CMS X-Tools 可進行
更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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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
• 使用 TIA Portal V13 SP1 以上的版本，規劃
SIMATIC S7-1200 狀態監控
• 監控特徵值、多組數值比對
• 藉助 FFT、H-FFT 進行選頻分析
• 頻段、製程變數、溫度的限值監控
• 附有時間戳記的紀錄資料包含：趨勢值、
原始資料、頻譜、訊息歸檔
• 線上資料串流可上傳到 CMS X-Tools 分析軟體
• 可匯出系統設定和狀態訊息、原始資料
• 可匯出原始資料執行進階診斷
• 可在 SM 1281 中長期儲存原始資料 趨勢
• 網頁瀏覽器監控

乙太網路
配備 SM 1281 的
SIMATIC S7-1200
多達 28個 IEPE 振動感測器
可透過最多 7 組 SM 1281 進行模組化連接

傳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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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浦

• 使用 SIMATIC S7-1200 將機械組件
的狀態監控簡單整合至自動化中
• 無需附加軟體即可參數化和視覺化
• 透過早期損壞定位進行主動維護
• 一目瞭然的快速整體診斷
• 透過 CMS X-Tools 分析軟體，進行專
家分析
• 製程變數（如溫度、扭矩、壓力和
能量）可透過對應的 S7-1200 模組
進行記錄

技術規格

基於 S7-1200 的狀態監測系統
型號

6AT8007

應用

適用於馬達、發電機、風扇、幫浦等不平衡、軸錯位…

儲存記憶體

800MB：特徵值歷史曲線、原始數據、頻譜圖

數據匯出格式

WAV 檔或線上資料串流

可連接感測器數量

4 組 IEPE 震動感測器
1 組速度感測器
網頁伺服器Web services(HTTP)
X – tool 軟體收集線上資料串流
S7-1200 背板通訊

資料通訊路徑

系統
操作模式

網頁瀏覽

硬體配置

S7-1200 最多可搭載 7 個 SM 1281 模組

所需電源

DC 24V

電力消耗

4.8W

自我監視

感測器輸入、韌體

量測輸入模組

SM 1281：SIMATIC S7-1200 模組

應用

震動加速度

模組量測通道數

4 組 IEPE 震動感測器

輸入訊號

IEPE 標準

頻率範圍

0.1Hz…10KHz

最大取樣頻率

46KHz

速度輸入

1 組 DC 24V 脈衝

速度範圍

3rpm…16000rpm

類比輸入

–

數位輸入

–

TIA Portal

WinCC

1 組速度感測器

硬體規格

SM1281

VIB-SENSOR S01 加速度感測器

外殼材質

塑膠

不鏽鋼

尺寸（高×寬×深）

112x70x75

長52、直徑21

安裝方式

標準鋁軌

安裝於 UNF1/4-28 M8 磁性座

重量

近 260 g

近 90 g

操作時周遭溫度

攝氏 -20…+60 度

攝氏 -50…+120 度

相對濕度

5…95% 無結露下

5…95%

防護等級

IP20

IP20

環境標準

高性價比的狀態監控系統
此為監控單一旋轉馬達的基本架構。PLC 控制單元搭配震動監控模組，俱備雙軸震動感測器與
一個溫度感測器。可經由網頁瀏覽器或者人機介面讀取分析數據俱備選配 X-Tool 軟體可實現專
家分析功能。
網頁瀏覽與分析
▪ Profinet

人機介面

網路分享器

S7-1200 + SM1281

SM 1231 TC

兩軸震動感測器

選配軟體
• X-Tools Sever/Client
• TIA

溫度感測器

馬達/軸承/齒輪

採購內容請參考基本套件與配件選項

訂購資訊
基本套件
說明

產品

數量

型號

PM1207

電源供應器 120/230V AC

1

6EP1332-1SH71

SIMATIC S7-1200 註1

CPU 1214C DC/DC/DC
狀態監測模組

1

6ES7214-1AG40-0XB0

SIPLUS SM1281

1

6AT8007-1AA10-0AA0

SIPLUS CMS2000 VIB-SENSOR

加速度感測器

2

6AT8002-4AB00

SIPLUS CMS2000, CABLE-MIL-1000 註2

加速度感測器訊號線，10 公尺

2

6AT8002-4AC10

SM 1281 Shield clamp set

訊號線保護配件

1

6AT8007-1AA20-0AA0

12 吋人機介面
連接於待測物

1

6AV2124-0MC01-0AX0

溫度輸入模組，4 通道，16 位元

1

SIMATIC HMI TP1200 Comfort

註3

1/4" 28 感測器底座 註4
SM1231 TC

註5

2

–
6ES7231-5QD32-0XB0

選配項目
說明

產品

數量

型號

CMS X-Tools Professional Edition

專家分析軟體

1

9AE4160-1AD00

CMS X-Tools Analysis Library

分析資料庫

1

9AE4160-2AD00

1

6ES7822-0AA04-0YA5

1

6AV2101-0AA04-0AA5

1

6ES7231-5PD32-0XB0

SIATIC STEP 7 Basic V15
SIMATIC WinCC Comfort V15
SM1231 RTD

–
–
通道類比溫度輸入模組
4

註1：PLC 選擇 1212C 以上即可
註2：亦提供 3 公尺訊號線
註3：可依據需求選擇尺寸：7"、9"、12"、15"、22"
註4：使用者另行採購
註5：溫度模組 TC 或 RTD 系列擇一即可，溫度感測器請另行採購

狀態監控的三種方式
簡易分析到專家系統皆能滿足
簡易分析 - 基於特徵值的分析

進階分析 - 頻率選擇性分析

專家分析 - 搭配 X Tool 軟體
例如：CMS X 工具

原始資料匯出

基於特徵值對機器振動進行監控
• 簡單示意，例如：塔燈警示
• 即時監視速度 vRMS，加速度值 aRMS
• 趨勢分析
TIA Portal 的工程組態 + 通過整合式
軟體進行分析

機器振動和軸承的
頻率選擇性診斷
• 通過流覽器查看
頻譜視圖
• 集成式資訊系統
TIA Portal 中的工程組態 SM 1281
Web 介面 + 通過整合式軟體進行分析

可自由組態的分析模型，例如用於
• 詳細分析
• 變速箱診斷
• 專業技術保護
針對專家，提供獨立分析軟體

離線診斷

即時線上診斷

專家分析
選頻式分析
參數式分析
採用參數式分析，使用塔燈能指
出是否有即將發生的損壞。系統
會基於 DIN ISO 10816-3 規範，
分析振動速度 vRMS 的有效值，
並針對軸承依據 VDI 3832 監控
振動加速度 aRMS 的有效值或診
斷特性值 DKW；可記錄十年的
趨勢歷史記錄。
表示法
• 例如透過塔燈簡易表示
• vRMS 和 aRMS 的趨勢歷史
記錄

選頻式分析可為您提供預期性
損壞的資訊。頻段會指出損壞
是否與共振、不平衡、軸錯位
相關，或所涉及的滾動軸承損
壞的類型。
表示法
• 透過網頁瀏覽器呈現速度、
加速度或包絡曲線頻譜
• 透過整合式報告系統

若選頻式分析的資訊不足或需
要齒輪組診斷，則您可匯出
CMS1200 或 CMS2000 所記錄
的原始資料，並使用不同的分
析軟體（如 CMS X-Tools）進行
專家評估。
表示法
• 例如透過 CMS X-Tool 表示：
頻譜、柱狀圖、向量和瀑布
圖、軌跡、時間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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