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化、电气和流体传动工程技术教学、培训和学习的首选软件 

您的机电一体化的教
学和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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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关液压、气动、电气、PLC和控制技术的课程，本系统所展示的原理和特征一定是您最
需要的。

加拿大Famic Technologies Inc.，创建于1986年，开发了一个独特的仿真解决方案Automation 
Studio™广泛运用于成千上万的学校，成千上万的学校以易用的环境提供直观的设计、动画演
示、仿真和回路分析特征，它可以使教师在更短的时间内传授更多的知识容，增加学生对于原
理和诊断功能的理解，为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带来最理想的投资回报。

最具成本效益的教育及学习解决方案
Automation Studio™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它涵盖多方面科技工程
的应用设计，学校还可以特价购买，完全符合学校的教学预算。

最大的投资回报 适用于多个学科的解决方案
由于它涵盖多方面科技工程的应用设计，因为Automation Studio™ 是
十分适合不同的课程应用及教学，不同的科技工程学科都可以使用，因
此各学科可以共同承担成本，带来最大的成本效益。

为未来各个水平的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培训提供完整的软件解决方案

中专

职业培训

大专

大学 劳动培训

企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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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材料
针对各种技术学科，此项功能提供许多相关的课程材料。老师和培
训师可以借此工具编制课程内容。Automation Studio™为不同级别
的学科提供了使用指南、讲座、动画和实验案例。

不同于其他教学课程设计软件只利用多媒体制作序列，Automation 
Studio™提供的课程内容是互动式的，且由软件仿真现场动画。教师
可以迅速低使用Automation Studio™修改这些内容以满足自己的教学
需要。

工作流程图
工作流程图允许教师按照一定的教学顺序创建内容以评估学生的知识
学习效果。它并不要求任何特别的编程技巧，但可以迅速地用来创建
各种类型的交互式和自动习题。文语转换的功能也可以被集成进来，
以在每个习题中把语音指导部分包含进来。

远程在线访问许可
无论在哪里，给您提供一个方便的、可靠的、可访问的软件许可！

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在线远程许可访问功能。你可以在家里、学校
或其他工作场所，远程打开软件完成课程的准备和仿真。

互动式实验习题
在Automation Studio™中创建的互动式实验习题涵盖了不同技术以测
试学生的理解能力，这些习题包含简单的原理图，这些原理图可以以
动态仿真的方式，对进行原理图作进一步的分析。在每个习题中，学
生可以使用Automation Studio™中提供的互动格式表单回答相关问
题。教师也可以迅速更改这些习题与创建新的练习。

教学和培训的核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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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数据分析工具完整的元件库

拖放元件

物料清单

动态测量仪表

集所有技术于一体的机电一体化的教与学软件解决方案
从基本概念到多技术系统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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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故障功能

虚拟系统

故障排除与诊断动态实时的全彩仿真

控制面板

可配置的显示信息

集所有技术于一体的机电一体化的教与学软件解决方案
从基本概念到多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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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
符合ISO1219-1和1219-2的标准规定，液压库（工业和比例）提供了所有用于
创建行走机械和工业液压系统和功能所需要的元件符号，组件是预设定的，此
外仿真参数，例如性能曲线、外部负载、泄漏、粘度和热特性可 以根据需求进
行配置。

气动
气动元件库包含了所有用于创建气动、电控气动
和逻辑气动所需要的组件。与液压库相同，气
动元件的参数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配置。

可编辑逻辑控制器(PLC)
Automation Studio™ 提供了三种逻 
辑梯形图元件库: Allen Bradley™, 
Siemens™和IEC61131-3。用户可 以
方便的创建和仿真自动化系统的 控制
部分。

电气单线图
这个元件库中为各个电压等级
的发电、输电和配电提供了采用
单线的方式表示的设计组件。

数字电路
数字电子电路图库提供完备的标准元件，包含反相器、逻辑门、触发
器、计数器、移位寄存器、比较器、开关、LED、7条显示、解码器、
多路传输器等，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元件样样俱全。

重新创建和仿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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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
电气控制元件库可以与其他元件库之

间进行交互，从而建立起。电控系
统。提供了IEC和JIC标准。

方框图
通过方框图库，可以通过预定义的功能模块为组件和系统创建一个图
形环境。也可以被用来创建和测试完整的控制环。

顺序功能图  
(SFC/GRAFCET)

顺序功能图(SFC）模块是实现控制结构
设计的首选工 具。除了使用宏步骤以外， 

Automation Studio™也支 持使用等级封装步骤
来建立。

电工
电工元件库提供了建立直流和交流回路的全部的元件，可以涵盖从基础到 高级
的各级应用，支持IEC和NEMA标准。 电动机软起动器和变频驱动器，提供了
符合制造商标准的实际模型，比如 西门子、Allen Bradley等真实模型构建的组
件。 配电柜和接线盒可以快速设计相关功能模组，并支持安装导轨和管路设计 
组件。

人机界面和控制面板 
通过该模块，用户可以便捷地创建
带动画的机器图形，这些图形在仿
真中重现各种机器设备的行为，用
户也可以创建控制面板，并操作虚
拟系统或实际设备。

…通过结合不同技术



元件仿真参数可调
每个元件具备默认的参数设置，以方便用户调用。用户也可以根据需
求设定仿真参数。参数包含：负载、尺寸、角度、内部泄露、力和扭
矩等等。用户也可以选择显示一个被选定组件的最爱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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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选型
Automation Studio™ 提供了针对气动、液压和电气元件的计算表
单，包含了组件选型所必需的计算工具，可以用曲线自定义输入参
数，以计算能耗，用户可以方便的完成器件的选型。用户可以快速访
问适用的方程和参数定义。

配置工具       
Automation Studio™ 允许创建和配置阀、缸、马达等元件，以便用
户获得符合需求的元件符号和真实的技术参数。

创建用户自定义宏、元件库和模板
使用标准组件，灵活的绘图工具，以及分组功能，用户可以创建和自
定义自己的库和模板。

这可以让用户很方便的建立起应用到特定课程的元件库。

您可以使用您库里的组件来创建虚拟实验室，该实验室提供了液压、
气动、电气、PLC设备。仿真之后，学生将会更高效地进行实验。

自定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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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实时的可视化仿真 
Automation Studio™采用动态的、实时的可视化的仿真精确模 拟一
个系统性能。在仿真过程中，组件采用动画方式呈现，线和 管路根据
实时状态采用色标方式呈现。

仿真过程可以帮助解释系 统操作和对课堂中理论知识的探究，同时允
许监测系统参数的变 化，例如压力、流量、位移、任一点上的电流和
电压等。仿真可 被设定为“正常”、“慢速运动”、“逐步”和“暂停”以便控
制仿真速度。

剖面图动画
用户可以建立起剖面图动画并可以连接到仿真结果，以建立起同 步的
动画仿真。

虚拟系统
使用电气、PLC库和SFC/GRAFCET模块，学生只需要连接传感 器、
开关、灯、传送带等设备，可以按照老师的要求快速建立起 虚拟系
统。所有的操作都是在一个安全的软件环境下进行，允许 用户建立各
种虚拟的被控对象。

交通灯 分拣机

提取和放置

三维编辑和动画
Automation Studio™包括一个
三维编辑器，同时也可以导入
如STEP，STL和IGES格式的
3D零件。用户可以针对整个系
统作三维可视化，并仿真和观
察项目的实时动态视图。

机械链接
使用机构管理器，用户可以将机械结构链接到流 体动力系统的执行组
件上以动画的方式可视化仿 真效果。

创建完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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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模块
创建或激活预定义的组件故障，分析与之相关的系统行为，学生可以
在“假设”的场景中学习快速查找和解决系统潜在问题，故障可以预设
成自动条件启动或手动启动模式。

仿真过程中修改回路
Automation Studio™提供在动态仿真过程中对断开线路和管路进 行测
量、维修、或更换部件的工具来解决系统故障、实时更新整 个回路的
状态，并提供疑似故障组件删除的工具。

诊断工具
Automation Studio™ 提供了广泛的诊断工具，
可以检测到原理图中的不一致性和错误，例
如：无连接端口、冗余和重叠线、不符合ISO
标准等。

系统行为分析
您可以在仿真过程中监控和可视化仿真变量。结果可以在仿真后被分
析，并被导出到其他应用中，以做进一步分析。

提供一套完整的测量工具，包括示波器、万用表、液压测试仪、压力
表和温度计以供用户使用，可以动态的放置到系统中的任何节点处获
取即时数据。

仿真和分析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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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目录
Automation Studio™是唯一一个能向老师和学生提供数以万计呈现实
际功能组件的软件解决方案。为老师和学生的使用提供一个广泛的组
件选择。

与众多知名制造商合作的组件模型，可以显著地缩短用户的设计 时间
• 管理组件选项
• 用元件厂的参数创建原理图
• 即时访问最新版本的生产商目录

Automation Studio™的每个组件都经过仔细严格的测试，以确保仿真
的结果满足制造商的典型应用和性能规格。Automation Studio™提供
的虚拟测试平台更有助于了解组件的各项行为并验证用户的产品选
择。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s）和设备的接口  
可以使用I/O接口套件或OPC客户端服务器建立起Automation Studio™ 
和外部硬件的连接。

I/O 接口工具
此接口套件是一个硬件解决方案，它允许8个数字输入和8个数字 输
出直接连接到PLC或设备如继电器、接触器、阀门、传感器等。

完整的OPC客户端和服务器接口
Automation Studio™提供了OPC客户端和OPC服务器的模组。 OPC
客户端是一个标准的软件接口，允许Automation Studio™ 通过OPC服
务器与PLC和其他控制器之间进行数据交互。

Automation Studio™ PLC 导出功能
用户可以导出顺序功能图到XML格式或者西门子STEP7图，以进行西
门子S7－300系列PLC的编程。同样地，Allen－Bradley梯形逻辑图
也可以从顺序功能图模块中生成后，导入到PLC中作进一步修改。

使用现场总线（CAN 总线）连接虚拟设备
Automation Studio™可以与任何兼容OPC/CAN总线 的控制设备 进行
通讯。

达到工业界的期望



年度维护和技术支持计划
定制我们的年度服务计划，您将享受到以下优势服务，例如：
• 远程访问（WAN）
• 软件更新、服务发布、新版本
• 在线培训（2小时）
• 无限技术支持（电话、传真、邮件、技术支持网站）
• 教学课程设计
• 制造商产品目录

库和模块
• 电气工程（直流/交流）
• 液压/比例液压
• 气动/比例气动
• 电气控制
• PLC逻辑梯形图， Allen 

Bradley™ Siemens™ 和 IEC 
61131

• 顺序功能图(SFC/GRAFCET)
• 数字电子
• 电气单线图
• 二维、三维人机界面和控制面

板
• 数学方框图

• 流体组件选型 
• 电气组件选型
• 故障排除和诊断 
• 机构连接
• 目录管理器
• 料表及报表
• OPC客户端和OPC服务器 

（CAN 总线）
• SFC编译器和导出到西门

子、XML格式（Automation 
Studio™ PLC™）

• APIs/脚本语言

Automation Studio™的所有权在Famic Technologies Inc.。所有商标都为相应所有着所有。印于加拿大。 FT-BRO-1015-62

Automation Studio™是可以在没有任何训练情况下使用，但我们
所提供的培训课程，将使您深入了解更广泛的用途。无论是在网
上、现场或办公室，我们都能为您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

www.famictech.com  

加拿大（总部）
Famic Technologies Inc.
350-9999 Cavendish 
Montreal, QC, H4M 2X5, Canada 
+1 514 748-8050
+1 514 748-7169

德国
Famic Technologies GmbH
Agnes-Pockels-Bogen 1
80992 München, Deutschland
+49 89 189 453 90
+49 89 189 453 930

印度
Famic Technologies Pvt. Ltd. 
Office No. 301, Pentagon Tower–1
Magarpatta City, Pune–411013, India
+91 20 4003 1020

www.automationstudio.com  | 

代理商：代理商：

北京掌宇集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博望园10号工信智创大厦
电话: (86-10) 88410070 88410097
传真：(86-10) 88410070 88410097
www.kand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