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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7月12日，中国纺织机械协会织造机械

分会2017年年会在陕西咸阳召开，中国纺机协会会

长王树田、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王克莉、中

国 纺 机 协 会 秘 书 长 徐 林 以 及 来 自 织 造 机 械 行 业 的

80余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中自机电公司总经理邹绍洪应邀出席会议，这

也是我司连续三年出席该会议。邹总作为织机电控

系统供应商代表，积极投身于织机电控系统事业，

亲历了国产织机这十几年突飞猛进式的发展过程。

同时中自公司也紧跟国际技术发展趋势，立志做出

中国最优的电控系统，为国产织机的先进性、可靠性、节能性、一致性做出自身的贡献！

        会上，邹总和协会领导还进行了密切沟通，协会领导同意由中自机电公司牵头，联合其他

电控系统公司，共同起草制定“剑杆织机电控系统行业标准”，这将对行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中自机电将继续在装备自动化、信息化的进程中加快、

加大研发投入，使国产织机插上信息化的翅膀，为广大终端用户带来便利！

锦旗再报到！

中自机电连续三年出席“织机圈盛会”  共议发展大计

        近日，正泰中自获德清环中制水有限公司赠送锦旗，

对中自在该公司6万吨/日制水二期扩建工程上的突出贡献

给予充分肯定。

        该制水项目工期紧、政府监督严，对出水水质和设备

运行要求严苛。经过两周的日夜奋斗，正泰中自圆满完成

了设计目标，项目投运后，某些指标甚至超乎业主的预

期。其中滤池的恒液位控制，经过技术整定之后控制效果

达到了±0.005m，让客户倍感惊奇，一度以为是超声波

液位计出现了故障。同时，正泰中自根据10余年的水行业

应用经验，对客户一期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排查摸底、

整改优化，也得到了可喜的控制效果。

        正泰中自秉承着客户至上的原则，以精湛的技术、优

质的服务和规范的施工，赢得了客户一次又一次的好评，

也必将促进正泰中自在水行业迈上新台阶。

情定仪表展，中自亮风采

        9月29日，第28届中国国际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

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 本次展会，

正泰中自展位亮点满满，吸引了众多行业内客户莅临

交流，并成功签订PCS1800分布式控制系统一套。 

        展会期间，正泰中自团队以热情饱满的姿态迎接

来自自动化届的专家、各行各业的专业观众和客户，

向大家展示正泰中自在智慧水务、智慧供热、智慧能

源、流程工业及装备自动化五大业务板块的最新技术

和解决方案，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

讨。值得一提的是，正泰中自“智慧水务”、“智慧

供热”原创主题动画在展会上首次正式亮相，以生动

形象、浅显易懂的方式展示公司在水务及供热行业的

产品、技术及应用，前来观看的嘉宾兴趣盎然，好评

连连，成为展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自1983年起，MICONEX已成功举办了27届。

MICONEX 2017以“智能制造”为名云集了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5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出近万种仪器

仪表新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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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正泰中自获河南孟州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赠送锦旗一面，

对公司调试工程师李靖在该公司1*1800kW余热发电项目上不畏艰难、勇

于奉献、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及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

       该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对汽轮机转速、位移保护控制和设备运行

要求甚是严苛。李靖在现场调试过程中，针对业主需求，积极配合、全

面分析并给出专业控制方案，经过一周的日夜奋斗，如期完成开机保

运。同时，依据正泰中自在余热发电行业10余年的应用积累，对客户在

该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建议指导、整改优化，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

可。项目投运后，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实现了安全、高效的控制目

标。

       正泰中自多年来秉承“为客户多做一点点”的增值服务理

念，认真负责、周到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尊重，同

时推动正泰中自在自控行业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中自式服务又双叒叕获好评！

中自式服务再获好评！

        8月14日，正泰中自工程中心的荣誉墙上再添一面锦旗！

        八月初，工程中心调试工程师王恒前往巨化集团清泰污

水厂现场，帮助客户排查及解决现场问题，通过各方位调试

保证污水厂所有仪表数据及设备运行参数正常稳定。且免费

协助指导污水厂安装蒸汽流量计、压力表、温度计等仪表，

以及提供该数据上传方案。清泰污水厂对正泰中自高效率、

优服务的工作作风赞赏有加，并特赠一面锦旗予以感谢。

        巨化集团清泰污水处理厂自2007年首次采用了正泰中自

的第一套产品后，近年来，随着污水处理规模的扩大，先后

3次采用中自污水处理控制系统。一直以来，正泰中自稳定的

产品、优质的服务赢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每当客户有技术

需求之时，正泰中自始终相伴左右，给予全力支持，以良好的口碑赢得用户长期信任。

正泰中自党总支部召开座谈会

         8月22日下午，正泰中自党支部在四楼会议室组织召开工程中心党员座谈会。活动旨在围

绕工程中心工作，深入了解基层人员需求，切实关心员工实际困难，共同协商提出相应解决方

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会上，各位党员畅所欲言，针对党建工作、企业文化、公司管理、流程规范等，结合工作

实际，提出多项合理化建议。针对员工提出的问题，作为基层党组织，应该发挥其职能作用，

一是会同督促相关部门，着力为员工提供合理的发展空间；二是形式多样地加强对出差员工的

人文关怀；三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加员工归属感和幸福感。

        最后，党支部书记何安平向大家转达管理层的慰问：工程中心是公司较为忙碌辛苦的部

门，尤其是现场调试工程师们，工作紧任务重，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牢记安全第一，关注

身心健康。同时号召党员要树立榜样，互帮互助，提高工作效率；凡事先人一步，努力学习，

提高自身素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称号。



06

文化天地

05

第二季度生日会！

告别了温柔的春

风，迎来了火热的夏

天，在这个美丽多情的

季节，在充满色彩的六月

份的尾巴，正泰中自二季度集体

生日会款款而至。这一刻，公司四楼会议室

内外格外温馨、笑声不断。

   下午两点半，会议室早已被缤纷的彩色气球及粉色纱缦点缀

得格外温馨显得喜气洋洋，随后寿星们陆续进场，三点生日会正

式开始，活动分为4个环节，“突发奇想的自我简介”，“中自

文人有奖竞猜”，“寓意极高的长寿爱点”，“自私的蛋

糕”。此次集体生日party，增进了同事间的情谊，普及了企

业文化内容，宣贯了行政日常管理的条理，传输是公司是创

业平台，员工是兄弟姐妹。

     正泰中自每季度举办的生日会就是体现公司人文

关怀的一种举措，可以让每一个“中自人”都能

感受到公司的深情关怀，

感受到这个集体的温

暖和幸福。

“工会活动暖人心”-员工宿舍的温情瞬间

        自2011年中自联合工会成立以来，

在公司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联

合工会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通过各种

形式激励、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和组织全体职工

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主力军力

量。并积极为员工送温暖、办实事，真

心实意地为他们解决了各类实际问题，

赢得广大员工的一致好评。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党组织与工

会作用，今年，正泰中自特设立专职党

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制定未来四年党

总支、工会的方针目标，切实加强组织

建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关怀员工身

心健康，切实保障职工福利，弘扬爱岗

敬业精神，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协同推

进文化建设，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一个良好的集体宿舍环境，有助于

员工更好地生活及工作。作为工会活动

之一，近日，正泰中自联合工会组织了

“慰问宿舍员工”活动，为入住单身宿舍的同事们带去问候。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沈学明、联合工会主席何安平及工会委员等一一为员工送上精美洗护套

装，并借此机会检查宿舍环境，就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做了细致妥善安排。活动结束后，联合工

会发布了《中自系集体宿舍管理条例及评选办法》，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加强对集体宿舍的

管理，确保员工身心健康发展。

        历年来，公司为新入职应届毕业生提供单身集体宿舍，减轻员工租房压力，助其快速融入

中自大家庭，感受家庭温暖。

        作为中自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爱员工的活动一直在不断创新，以期在提升员

工凝聚力的同时，更好地为公司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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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中自基于十几年自动化产品设计、开发和应用经

验，认真分析主流PLC性能和特点，扬长避短，融合先

进、实用的信号处理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

控制技术，全新推出PCS1200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该产品在性能、质量、可靠性、稳定性、开放性和易

用性等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

和民用领域，是设备配套和小型自动化工程的首选控制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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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动态

高效MQTT协议在中自华内户用光伏电站云平台的应用

        杭州中自华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光伏电站智能化应用服务，为电站投资商、设备提

供商、EPC总包方提供光伏电站数据托管服务，云平台建设，致力于成为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优

秀供应商。

        MQTT是IBM公司开发的一个即时通讯协议，是面向M2M和物联网的连接协议，采用轻量

级发布和订阅消息传输机制，其主要优点包括：

        1、可靠、轻巧、简单，MQTT的传输格式非常精小，最小的数据包只有2个比特，且无应

用消息头。

        2、MQTT可以保证消息的可靠性，如果客户端意外掉线，可以使用“遗愿”发布一条消

息，同时支持持久订阅。

         3、支持消息实时通知、丰富的推送内容、灵活的Pub-Sub以及消息存储和过滤。

         4、低带宽、低耗能、低成本。

        MQTT协议开源，通过建立MQTT代理服务器，一台普通台式机支撑轻松实现上万并发连

接，在云端弹性扩展的支持下，可实现亿级设备的并发连接。

        中自华内为户用光伏电站用户倾力打造的“户用光伏电站云平台”，通过应用MQTT通讯

机制，在数据采集器/设备端、Web端、APP端集成MQTT，快速实现多平台远程监控、移动端

报警实时推送、设备端OTA固件升级等功能，为户用光伏用户提供了一套简便、可靠的智能远

程管理平台，有效提升电站效率。

        近日，又一项创新技术—“一种分布式控制系统I/O模块断线检测电路及检测方法”成功

运用于正泰中自PCS1800分布式控制系统并申请国家专利。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是流程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的核心装置，I/O模块则相当于其手

足，所有信号的输入及输出均通过I/O模块实现。如果现场输入信号电缆出现开路故障，其输

入信号将会异常，导致整个控制逻辑出现错误，此时若未将采样信号置于安全状态，可能导致

严重的生产事故。

        与常规的检测相比，该项技术除了通过独立的检测处理单元，确保通道开路时在一个周期

内被检测到并产生故障报警之外，为了防止进一步严重事故的发生，还提供了安全状态预设功

能，能够在产生开路报警时自动切换到预设的安全状态，确保装置的可靠性。

        除了具备安全保护功能，该项技术还支持断线位置判断，指导维护人员快速排除故障，为

恢复正常生产赢得时间 。

        经实践运用，该项技术对控制站的线路故障检测及时可靠，故障定位准确，有效促进正泰

中自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整体可靠性迈上新台阶。

，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

正泰中自控制系统又添安全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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