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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杰科技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工业互联
网的先行者和行业标准的起草成员，18
年来一直专注于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

目前拥有800多家客户，遍布电力、石
油、化工、冶金、环保、钢铁、装备制
造、工程建筑等行业。麦杰的物联网系
统已经为超过4000万台设备提供链接和
数据分析服务。每秒钟处理着来自工业
现场超过1亿测点的数据！

麦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超过3000套，海外超过100套

*数据统计2019年12月



因为专注，所以卓越

2004 2005 2007 2008 2009

作为主要起草成员参

与制定并正式发布行

业标准《DRZ/T 02-

2004》

“珠海发电厂生产

数字化管理系统”

通过广东省科学技

术厅科技成果鉴定

获得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

资助

openPlant实时数据库系

统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获得工信部《实时

数据库研发及产业

化》电子产业发展

基金支持

openPlant实时数

据库系统成功应用

于大亚湾核电站

TPMS系统

2012 2013 2015 2016 2017

获得国家发改委“物
联网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专项”
实时数据库系统应用
于环保大数据分析

麦杰实时数据库系统
集成的IOT技术平台，
提供完整的工业物联
网基础架构，并在多
个项目中应用。

承担环保部示范研究
项目“在线监测与主
要污染物减排和排污
收费管理平台应用开
发标准化研究”

参与编制“固定污染
源烟气排放过程（工
况）监控系统安装及
验收技术指南”标准
编制

  4

被评为“上海市规划布

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完成“龙芯+国产操作

系统” 适配



麦杰工业互联网平台 – 公司荣誉
/MAGUS Technology/

10+  国家级荣誉

• 获国家科技部的创新基金资助

•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 获国家发改委“物联网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专项”

• 上海市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9+   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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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项目背景

我国长期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煤炭生产和消费引起了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
环境承载力下降问题，已严重地制约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能源法》、《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发布，清洁能源发展得到了政
策层面的鼓励和支持，清洁能源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光伏发电总装机
容量达1.74亿千瓦，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89亿千瓦，占据着重要市场份额。

2.1.1概述

2008~2017年新增和累计风电装机



2.1 项目背景

2.1.2存在的问题

管理信息化程度低

人员分散

机型种类多，检修复杂

管理手段传统，导致效率低

每个电站都需要设置一套运行
人员，不利集约化发展要求。

运行趋于稳定时，检修工作量大
幅下降，人员工作饱和度变低；
在批量维修时，人员又不足。

风电场遍布全国各地，较分
散

各电站采用的监控运行系统各
不相同，不利于培训和维护，
增加运行人员对系统熟悉难度。

监控系统不统一

场地分布范围广

• 新能源发电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如下问题：



2.1 项目背景

2.1.3解决思路

为了解决新能源行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麦杰采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通

信技术、大数据分析挖掘技术等技术手段，结合公司管理需要，建设一套新能

源电站远程生产监控、综合数据分析和统一运维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管理平台，

为区域规模化检修维护、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管理效率提供高效、有

力支持，逐步将当前分散式、扁平化的生产管理模式转变为区域化、集约化的

精益生产管理模式，解决管理主体过多、资源配置不合理、管理效率偏低、经

济效益增长受限的问题。



2.2 业务需求分析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需要
•通过建设远程集中控制系统，各电
站的运行逐步向无人或少人值班发展，
减少了运维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统一集中了各个风场的生产数据，
对于后续的数据挖掘和拓展提供基础
数据，符合信息化发展方向，有助于
提升管理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发电
厂生产的安全系数和经济效益。

改善生产运行环境的需要

•由于风场均建在偏远、环境相对恶劣
的地方，员工的工作环境条件不足，影
响工作效率与积极性和队伍的稳定。建
设远程集中控制系统，可以大大改善这
种情况。

提升管理水平的需要

•使各级管理部门都能及时的、方便了解下属不同
地点的、不同类型的发电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发
电状况，提高管控能力；同时，实现生产数据的大
集中，为发电公司的管理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
海量数据支持，提升了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发
电厂生产的安全系数和经济效益。实现“无人值班
（少人值守）”的目标。



2.3 建设目标

统一数据采集

完成各子站内系统
主要数据采集工作，完
成子站数据转发集控中
心的数据传输工作。

集控中心智能
管控平台建设

在集团总部建设新能
源集控中心，实现对所辖
多个新能源电站的集中监
视与控制，数据统一采集
和存储，数据分析与指标
管理，智能化的运维管理
，同时在各新能源电站子
站端也能增加站端的故障
诊断、智能运维管理相关
功能。

远程访问和交
互功能建设

具备各子站对中心
智能管控系统的远程访
问和交互功能。



整体架构依托麦杰工业物联网系统平台建
设

接入中心
环境质量、污染源的各项数据、环保
局业务数据智能采集，即插即用。

数据中心
性能卓越，一骑绝尘。

支撑中心
丰富的业务组件，开箱即用。

应用中心
业务支撑，理念先进。

一体化平台，四大中心

2.4 总体架构设计



2.5.1 网络拓扑图

2.5 建设方案

远程集中监控系统的典型网络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现场采集网络，区域远程生产控制网络，非生产控
制网络。



指挥中心

机房及相关硬件设备

2.5.2 集团基础硬件及网络

2.5 建设方案

*采用云部署方案时不需要机房及相关硬件设备



01
中央控制系统

02
大屏显示系统

03
办公配套系统

2.5.2 集团基础硬件及网络

2.5 建设方案



2.5.3 平台软件功能

2.5 建设方案

功能结构图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运行监视界面

报表管理功能

系统打印

画面制作和参
数设置

操作控制功能

实时告警及历
史查询

事故追忆和相
关量记录功能

电气五防功能

远程连锁

能量管理功能

风功率预测展
示数据接口服务

功能

WEB访问功能

时钟同步

PC端 移动端

子站运营实时
数据

告警推送

数据展示

子站发电量查
询

监控大屏



远程监控中心前置通讯服务器对下与风电场子站内的数据通信网关机进行通信，支持多源数据的
采集和处理的功能，采集的数据源可以包括各风电场升压站、风机、箱变、风功率预测、功率控
制、电度量、光伏发电逆变装置等数据。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数据采集



对采集的数据源进行模拟量处理、状态量处理、电量数据处理、事件告警处理、数据质量标志。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数据处理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运行监视界面
运行人员可通过鼠标或键盘选择和召唤画面显示，可同时显示多幅画面，主要包括:风场整体状态监控、系
统设备运行状态图、实时报警显示、历史报警查询等。



报表系统提供电量统计报表、生产统计报表、发电损失统计报表、效率统计报表、关键指标考核报表
、光伏电站运行考核评估报表、设备运行报表。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报表管理功能



实时告警事件按其产生的来源和特征分为以下几类：运行事项、操作记录事件、系统事件。
历史查询可以按照告警时间、事件类型、事件子类型、厂站、子阵、设备、对象名称等条件从历史库中检
索告警事件，分页显示告警事件。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实时告警及历史查询



系统将控制权限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各风机、逆变器、断路器、主变等生产设备就地控制，第二级为各子站综合控
制室监控系统工作站控制，第三级为集控中心主站控制。级别依次为第一级优先，第二级次之，第三级再次之。

为保证设备只接收一个控制指令源，系统将第二级与第三级设备系统连锁，当网络中断或传输进程中断时，系统将
控制权限自动切换至第二级，也可以采用手动切换方式。系统将以显著方式标明“就地”或“远程”。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远程连锁



系统安全管理模块包括：系统自检、系统日志、用户管理。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系统安全管理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移动端
移动终端作为生产运营最常用的辅助手段，主要具有如下功能：拥有告警推送功能，并且能够根据用户的不同
权限订阅告警类别；能够展示子站设备运行实时数据（通讯状态、电量、功率等）；能够支持曲线、棒图等多
种展现形式；能够查询子站发电量数据。



2.5.3 平台软件功能

u 大屏
大屏显示的内容分为：生产监视界面与视频图像。
显示方式：整屏展示、分屏展示、组合展示。

系统示意图 展示图



2.6 亮点

1、产品支持毫秒数据采集，支持450多种采集驱动，可以完全覆盖现场风机系统的数据

采集需求；

2、产品对外可以提供标准OPC UA Server服务，满足对外接口标准化要求；

3、产品内置边缘实时数据库，可就地对风机运行数据进行永久存储；可充当风机数据历

史站存储风机所有运行数据，并与中心端进行实时同步数据，同时支持边缘端-中心端存

储的动态调配，大大降低中心端负荷；

4、通过边缘端模型的实时分析，快速得出结果数据，并实时反馈、实时报警；

5、产品支持工业环型网络技术、内置工控级网络防火墙，整机高度集成化，提高整个系

统可靠性和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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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麦杰边缘智能终端Mgaus Box

       麦杰物联网边缘智能终端（Magus Box）是工

业级的边缘数据集成平台。采用高性能ARM系统、

优化的Web OS以及丰富的驱动接口，实现高速、

准确和稳定的数据采集、存储、传输，边缘处理，

方便实现与工业现场各种设备或系统的数据通信。

通过移动终端APP，用户可方便配置和访问。采集

数据可实时通过无线传输到麦杰工业互联网基础平

台（Magus IoT），简化现场实施和后期维护工

作。

       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环保、石油、化工、

冶金、船舶、市政、水泥、线缆等行业，全面助力

企业“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建设。

IA-1000 IA-2000

IA-4000 IA-6000

3.1 核心产品



/MAGUS Technology/

   工业级产品设计

Ø 精选工业级元器件，满足多种工业现场各种应用环境需求；

Ø -20~60℃宽温运行；

Ø 12-48VDC（3针接线端子）超宽电压范围输入；

Ø 以太网口1.5KV、串口15KV全信号ESD保护；

Ø 1mmSECC金属板外壳，抗冲击；

   工业级产品认证

Ø 防震：2grms@IEC60068-2-34,随机波,5-500Hz,1小时每轴  

Ø 抗冲击：20g@IEC60068-2-27,半正弦波,11ms  

Ø EMC：

GB17626.2ClassA,GB17626.3,GB17626.4,GB17626.5,EN55022ClassB,EN610

00-3-2ClassB,EN61000-3-3,EN55024  

Ø 认证：CE、CCC 、RoHS 、ISO9001

Ø 内置公安部认证工业级防火墙

3.1.1 麦杰边缘智能终端Mgaus Box

3.1 核心产品



/MAGUS Technology/

海量的I/O驱动

多达450多种协议驱动

网络安全

安全授信并加密传输

可视化分析能力

APP、云管理

全生命周期
数据存储

毫秒数据永不丢失

边缘计算能力

具备边缘计算能力智慧终
端消除延时、安全及成本

等不利影响

内置DASS软件具有五大功能

3.1.1 麦杰边缘智能终端Mgaus Box

3.1 核心产品



海量的I/O驱动

31

/MAGUS Technology/

Magus Box具备丰富的采集方式，支持AI、DI、串口、网口、PLC总线等信号

采集方式，拥有超过450大类主流DCS、CNC、PLC、智能仪表以及传感器的采

集驱动，确保采集信息的准确性与全面性。降低工程的开发、调试人工成本，缩

短项目实施周期，为企业大幅节约设备数据接入成本。

支持多种数据上传方式，对接主流实时数据库、关系数据库以及IoT平台，全面

支持OPC UA 。

海量高效的数据采集协议
Ø 支持毫秒级数据采集；  
Ø 超过450大类主流DCS、CNC、PLC、智能仪表等数据采集驱动
Ø 多种数据上传方式，全面支持OPC UA；  
Ø 快速创建设备、变量和变量导入、导出；  
Ø 就地与远程在线修改采集参数；  
Ø 软件远程升级功能。

数据采集的特性

部分常
用

I/O驱动



全生命周期数据存储

32

内嵌麦杰高性能
边缘版实时库

超高压缩、永久储存
断点续传

保障数据安全和完整性

单台设备支持
最高100000 I/O

海量数据接入

边缘+中心动态存储机制
降低中心端数据存储压力

A B

C D

　　Magus BOX内嵌高性能工业实时数据库，提供强大的数据存储、处理能力；可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的实时数据
存储。具备断点续传、历史数据召回等功能。

全生命周期数据存储

数据储存特性



边缘计算能力

33

　　Magus BOX具备高性能边缘计算能力，提供边缘数据预处理，降低中心负荷；在对数据时效性要求极高的场景
下，实现实时数据就地分析处理、实时报警反馈。

边缘计算



系统安全防护

34

　　Magus BOX内置系统具备高级别的安全防护标准，从采集安全、传输安全、存储安全、访问安全、网络安全多
维度的安全防护，同时产品还内置了工业级工控防火墙，并通过公安部防火墙产品“工控基本级”认证。

系统安全防护

无需加装任何软件，即可多层

单向隔离器数据传输。阻断冲

击破坏、防故障扩散、防数据

篡改

多层安全隔离支持

SSL安全连接，短周期认证，秘

钥动态变化，数据加密传输，

防网络窃听，防暴力破解

数据传输安全

数据归档文件硬件绑定，恶意窃

取归档文档，无法使用

储存安全存放

系统内所有服务程序均支持硬件

设备绑定，并对其授信。非授信

设备不可拒绝使用。

硬件授信设计

支持常用的用户权限分配、网络

范围限定、操控权限分配等多种

模式组合。

用户权限系统

系统采用X.509 数字证书认证方式，防止应用的伪造和篡改。

设备硬件检查、数据驱动证书检查、访问者身份检查、应

用程序本体一体化审查，确保授信过程牢不可破。

访问安全设计



可视化

35

　　Magus BOX内置高效的事故数据恢复机制，可通过图表、组态回放等工具快速查看，尤其是移动APP功能简化了传统系统配置，
解决了现场恶劣环境下的设备使用需求。

可视化工具

可视化工具的特点：

支持WEB浏览

可视化分析

移动端APP

智能诊断、故障和性能
在线可视化监测；



极速性能，一骑绝
尘

每秒1000万条的数据读写速度，
1.4亿条的数据查询速度；

高压缩比，大幅减少存储硬件投入

超强稳定，高枕无
忧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世界No.5   87000小时无故障运行
托克托发电有限公司    亚洲No.1   131000小时无故障运行
长庆油田                     中国No.1   61000小时无故障运行 

openPlant®实时数据库系统集成了麦杰十多年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研发和工程成果，进一步为用户带来

超凡体验的海量动态数据管理系统。系统集成了从数据采集、存储到分析、展示等一系列成熟可靠的软件。

支持各主流服务器，并可单机、双机、镜像和分布式部署。

安全机制贯穿采集，传输，存储，
访问全过程，环环相扣，让数据

保护无懈可击

本质安全，自主可控

3.1.2 实时数据库

3.1  核心产品



每秒检索1.4亿条数据

国家软件测评中心
《软件测试报告》

数据库检测报告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完成历史数据写入时的响应时间(秒) 92.423 92.376 92.393

完成历史数据检索时的响应时间(秒) 5.641 5.969 5.516

CPU平均占有率(%) 23

内存占用情况(KB) 24,953,360

网络使用率(%) 59

历史数据写入处理能力(万事件/秒)=(单点数据量
×历史写入点数×历史时间/完成历史数据写入时

的响应时间)
934.832 935.308 935.136

历史数据检索处理能力(万事件/秒)=(单点数据量
×历史检索点数×历史时间/完成历史数据写入时

的响应时间)
15,316.433 14474.786 15663.524

测试结果(次)
测试项

3.1.2 实时数据库

3.1 建设方案



麦杰工业物联网数据平台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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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存管理技术
Memory management techn
ology

4、存储结构优化
Storag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2、数据压缩技术
Data compression technology

5、数据文件优化
Data file optimization

3、数据结构优化
Data structure optimization

6、网络压缩优化
Network compression optimization

六大中国硬科技铸就世界最强劲的物联网数据引擎



高效数据压缩技术，为企业降成本 

数据存储最大化：
麦杰独有的数据存储压
缩专利技术，帮企业将
现有的存储空间扩容
100倍

传输流量最小化：

麦杰的网络传输压缩
专利技术，帮企业降
低90%以上的流量给用

14.64KB*3600*24*365/1024/1024=430GB

30GB

19.3GB

原始数据量

普通压缩

麦杰无损压缩

麦杰智能压缩

传输优化+数据压缩算法

过滤压缩算法

注：以1000个测点的秒级数据采集和传输为例

存储压缩技术

传输压缩技术

点位数
（万点）

采样频率
（s）

1年存储量 到第5年总共需扩容

麦杰产品 传统数据库 麦杰产品 传统数据库

5 1 200GB 20.1TB 1TB 100.4TB

15 1 600GB 60.2TB 3TB 301.2TB

50 1 2TB 200.8TB 10TB 1003.9TB

200 1 8TB 803.1TB 40.2TB 4015.5TB



3.2 部分业绩——实时数据库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规模 DCS控制系统

一 电力行业 　 　
1 大亚湾核电站TPMS 2×1000MW 　
2 大亚湾核电站KNS 2×1000MW 　
3 中广核阳江核电站核应急系统 6×1000MW 　
4 中广核宁德核电站核应急系统 4×1000MW 　
5 中广核红沿河核电站核应急系统 6×1000MW 　

6 大唐托克托发电厂 8×600MW2×33
0MW Ovation

7 大唐吉林珲春电厂 2×100MW+2×3
30MW I/A

8 中电投吉林白山电厂 2×300MW Ovation
9 中电投吉林浑江电厂 2×200MW CENTUM

10 大唐长春第三热电厂 2×300MW EDPF+
11 华能辽宁丹东发电厂 2×350MW WDPF-II
12 大唐国际锦州电厂 2×300MW Ovation
13 大唐长山电厂 1×600MW siemens
14 大唐辽源电厂 2×300MW MACS Pro
15 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 2×300MW EDPF
16 中电投抚顺发电厂 2×300MW I/A
17 大唐调兵山煤矸石电厂 2×300MW MACS Pro
18 白音华金山坑口电厂 2×600MW Ovation
19 内蒙古赤峰煤矸石电厂 2×135MW XDPS
20 中电投山西永济电厂 2×300MW Symphony
21 中电投南阳热电厂 2×200MW EDPF
22 大唐国际潮州电厂二期 2×1000MW 日立
23 大唐国际宁德电厂二期 2×600MW Ovation
24 大唐国际南通吕泗电厂 4×660MW Ovation

25 大唐国际大坝发电厂 2×600MW I/A

26 河北西柏坡发电厂一期 4×300MW WDPF-II/ 
Ovation

27 粤电集团珠海发电厂 2×700MW DIASYS
28 河北西柏坡发电厂二期 2×600MW Symphony
29 大唐国际乌沙山电厂 4×600MW I/A
30 广东金湾发电厂 2×600MW I/A
31 大唐国际潮州电厂一期 2×600MW 日立
32 大唐国际宁德电厂一期 2×600MW Ovation
33 上海华能石洞口电厂 1×300MW infi-90
34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3×390MW siemens
35 华能天津杨柳清电厂 2×300MW TelepermXP
36 华能海口东方电厂 2×350MW XDPS
37 华能海门电厂 2×1036MW Ovation
38 大唐国际王滩电厂 2×600MW 日立
39 大唐国际红河电厂 2×300MW 日立

40 粤电集团韶关发电厂 2×200MW 
+2×330MW

WDPF/Ovation/S
ymphony

41 山西武乡和信电厂 2×600MW Symphony
42 大唐国际运城发电厂 2×600MW Ovation
43 华电广西贵港电厂 2×600MW Ovation

44 秦皇岛发电厂 2×200+4×300
MW

/MAX1000/XDP
S/日立

45 大唐河北迁安发电厂 2×200MW 日立
46 大唐河北保定热电厂 2×200MW EDPF＋
47 湖北武汉钢电股份公司 2×200MW XDPS
48 内蒙古上湾热电厂 2×50MW XDPS
49 陕西大柳塔热电厂 2×50MW WDPF-II



3.2 部分业绩——软件产品

行业 产品类别 客户案例（项目名称）

火电

厂级信息化监控系统
大唐（38家）、粤电（25家）、中电投（18家）、华能（11家）、神华（9
家）、京能（8家）、国电投（2家）、华电（4家）、蒙能（6家）、国电
（2家）、河北建投（4家）厂级信息化监控系统

设备故障预警系统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5机组设备故障预警系统项目

智慧安全系统 中国长江电力智慧安全系统
水电 生产实时监测系统 粤电集团（10家）生产实时监测系统

风电
风电综合信息化管理系统 申能风电信息化管理系统
风电远程集控平台 华能风电远程集控平台

核电 DCS远程监视和支持系统 中广核DCS远程诊断和支持系统

钢铁 企业环保管理平台
唐山钢铁环保综合管理平台
河北鑫达钢铁环保综合管理平台

石油石化 环境安全应急监控与预警管理系统 中石油辽阳石化环境安全应急监控与预警管理系统

电力 MagusBox/openPlant 江苏海澜新能源管控云平台项目

环保
远程集控平台 北京清新环境环保设施远程集控信息系统
环保生产数据采集系统 远达环保生产数据采集系统

冷链物流
MagusBox 雪链冷库智能监控云平台
MagusBox 新疆三果冷数平台

基建 物联网平台 中电建大型设备物联网平台
喷涂 生产监视及展示系统 江苏中矿大正喷涂工厂监视及大屏展示系统



用户 产品类别 客户案例
经信委 工业大数据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工业企业大数据平台

环保

生态环保大数据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保大数据平台

环保信息化综合业务管理平台
江西环保综合业务应用平台
新疆兵团十三师环保信息化管理平台
伊金霍洛旗环保信息化管理平台

网格化管理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网格化管理平台示范项目（包头、鄂尔多斯）

三位一体监控系统 通辽市环保三位一体监控系统
鄂尔多斯环境管理平台

工况过程监控系统

内蒙古、河南、山东、黑龙江、甘肃、江西、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西、湖
北、江苏等11个省级环保部门工况过程监控系统
唐山、邯郸、深圳、大连等4个地市级环保部门工况过程监控系统
珠海金湾区、无锡新吴区等2个区县级环保部门工况过程监控系统

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

新疆自治区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及决策支持系统
甘肃省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及决策支持系统
吐鲁番市高昌区源解析及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平台
昌吉市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平台及源解析项目
信阳市智慧监测预警管理平台

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项目 临沂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项目
哈密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项目

住建 建设信息化平台 新疆兵团十三师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
临沂兰山区建设局信息化平台项目

安监

安监信息化平台 临沂市兰山区安监局信息化平台

安监数据采集
海门三厂重大危险源实时数据采集项目
启东滨江化工园安全生产数据采集项目
海门临江安监信息化数据采集项目

3.2 部分业绩——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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