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第二阶段国内航站楼
楼宇设备自控系统

关于项目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东部, 距市中心 27 公里,是中国重要的干线机场、
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对外开放的一类航空口岸和国际航班备降机场，是浙江省地理位
置最重要、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生产最繁忙的国际航空港。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于经国家发改委发改交运[2006]1745 号文批准建设，
并已列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以 2015 年为建设目标年，预测机场旅客吞吐量
为 2560 万次，货邮吞吐量 50 万吨，航班起降量 26 万架次。并按照 F 类飞机（A380）
使用要求，新建 3400 米×60 米的第二跑道和相应联道；站坪 56.7 万平方米,新增机位
67 个;新建 19.6 万平方米航站楼及配套设施等；工程直接用地为 7707 亩。二期工程分
成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国际航站楼工程；第二阶段为国内航站楼和第二跑道工
程，于 2011 年 5 月开工，2012 年 4 月竣工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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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特点
集成功能 强大的自控系统集成性，便于实现
系统的综合联动，易于与上位机管理系统及
其他相关系统的集成和数据共享。
开放性 系统中的很多第三方设备采用软件接
口连入本系统，如变配电系统等，自控系统
需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可提供丰富多样、符

统的点数（约 7000 点）纳入到 T3 楼宇自控
系统中，实现机场机电设备的集中管理。

解决方案
系统采用性能优越的基于Niagara体系架构的
美国Honeywell公司楼宇自动化系统——WEBs
系统，确保提供先进的设备，节能的方案以
及便于维护和操作的自动控制系统，既满足
高度智能化和系统集成化的技术要求，又能
满足系统今后升级换代及系统扩展的需要。

合行业标准的接口设备和软件。
能耗管理 建筑中的主要能耗集中于动力设
施、暖通空调、照明设备等方面，系统应在
满足建筑使用功能、舒适度要求的情况下对
空调和照明进行有效的节能管理。
集散型网络结构鉴于建筑中设备较分散的特
点，集散型网络结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
实现楼宇自控管理系统的实时集中监控管理
功能。控制分站的控制器通讯网络，应能实

系统特点
 集成各种设备
 基于Internet 的分布式网络管理，通过
Internet 实现实时监控
 与企业系统共享监控信息
 提供一个应用服务器
 支持多个开放标准及传统的系统
 基于Java 平台，使用JAVA 虚拟机，与
硬件平台无关
 使用预建的部件，其它部件可即插即用
 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和极好的稳定性

现各分站间、分站与中央站之间的数据通

WEBs 系统完全满足集成、开放性、可靠性及

讯，分站的运行可以独立于中央站，内部网

可扩展性等要求。

络的通讯不会因中央站的停止工作而受到影

Honeywell 的 Spyder 控制器，集合 WEBs 系统

响。

将完全实现集散型的监控系统。提供了一套
先进、可靠，设计功能完善的楼宇自控管理

系统建设目标
国内航站楼的 BA 系统统一由物业管理部
门管理，控制机房设在国内航站楼地下层的
安防、楼宇和机电设备控制室（TOC），分别
在 TOC、冷冻站、机电部、污水处理厂设置工
作站。在 BA 系统的设计中充分体现先进性、
实用性、开放性、可扩充性、可靠性、安全

系统。

系统网络架构描述
WEBs 服务器处于楼宇设备自控系统的最高监
视与管理层，通过 TCP/IP 连接网络控制器，
网络控制器通过双绞线通讯网络连接各楼层
的现场控制器，将各种楼宇机电设备的实时
运行状况集成到 WEBs 服务器统一的人机交
互界面，实现对各机电子系统的集中监视与
管理。

性、经济性和易维护性。
后期还将萧山机场一期国内航站楼
（T1）和二期国际航站楼（T2）楼宇自控系

WEBs 系统具有两层网络结构，即管理层网络
（以太网）、监控层网络。两层网络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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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覆盖建筑内各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及管
理。



三次泵控制系统



自动加药系统



真空喷射式排气系统及闭式定
压补水系统



空调新风系统



VRV 空调系统



送排风系统



给排水系统



电梯系统



智能照明系统



电动通风窗监控系统

与其他航站业务联接的子系统：
WEB 系统网络架构图

系统组成



登机桥、行李盘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CCTV 系统



时钟系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航站楼 BA 自控
系统，控制点数 6000 点，共配置 10 个

系统优势

WEB600 控制器，519 个现场控制器
PUL6438，152 台 DDC 控制柜。
每层的 DDC 控制柜，放在相应的机房

实现建筑各种机电设备的自动控制和
管理


送排风机的程序启停、照明回

中，DDC 控制柜中的现场控制器通过 Lonwork

路的自动控制，设备故障报警

协议通讯，并把采集的数据上传至对应的主

的自动接收，备用设备自动切

控器 WEB600。6 个主控器 WEB600 放在每层

换运行等。

相应的机房中，WEB600 控制器之间通过
TCP/IP 协议方式通讯，并上传到上位机中，

降低建筑的营运成本


低日常开支。

实现集中控制。
根据国内航站楼项目的机电设备配置情



冷热源系统



换热机组系统

提供多种有效的能源管理方
案，降低能耗及建筑的日常营

况，楼宇自控系统监控的内容有：


减少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降

运支出，提高建筑的效益。
延长机电设备的使用寿命以及提高建筑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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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有关机电设备的平均使用时





间，有效利用设备，提高大型机电

变化，自动改变新风机和空调机的送

设备使用寿命。

风或回风温度设定值，扩大空调对象

强大的系统联网功能，在特定触发

的温湿度控制范围。

条件下，联动其它智能化子系统，



在设置 PID 控制模块的各个参数时，

节能措施

采用积分压制方式，达到优化节能。

采用“主动节能”的控制策略：
冷负荷计算 根据实际冷负荷及主机



段。


舒适节能。


焓值控制 充分考虑空气潜热，最大

满足系统对各种非标准控制的要求。


动时间。

减少空调设备运行时的能耗。
零能量冷却 在凉爽季节，用夜间新
风充满建筑物，节约空调能耗。


间歇运行 在满足舒适度与卫生度的
前提下，使用设备合理间歇运行。

工作循环 按一定的原则交错设备的
工作与间歇时间状态，减少设备的启

限度地利用室外空气控制室内温度，



节假日时间控制 节假日及特殊日
期，提供全年的日期和时间调度表，

冷却塔控制 根据冷却水温度调节冷
却塔风机的开启数量。



最佳启停 根据建筑物人员使用情
况，提前开启和关闭空调设备，达到

运行负荷情况，控制冷水机组数及水
泵的运行台数，使其运行在高能效

提高控制精度 采用自适应控制与模
糊控制等控制方式，提高控制精度；

提供更为可靠的建筑安全性管理。



设定值再设定 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



分布电力需求控制 提供电力需求控
制，在峰值电力需求出现前，通过预
设定的原则切换或停止设备，实现峰
值电力负荷最大限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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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产品组成
Honeywell WEBs 楼宇管理系统由管理系统监
控软件、DDC 控制器、传感器、阀门及执行
机构四大部分组成。

主要软硬件
WEBSTION‐AX™管理软件
WEBPRO‐AX 编程工具
WEB600 系列控制器
扩展模块 SPYDER（PUL6438S）控制器

现场主要设备
传感器
风管温度传感器 C7080
风管温湿度传感器 H7080
水管温度传感器 VF20T
滤网压差开关
水流开关 WFS
室外温湿度传感器 H7508
室内温度传感器 T7412
风管型 CO2 传感器 IAQPoint
室内型 CO2 传感器 CDS2000
现场阀门和执行器
风阀执行器 CN7220A
风阀执行器 CN6120A
二通阀 V5088A
V4 蝶阀
电动执行器 ML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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