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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系统及方
法，
以承载主要生产任务的工作票和操作票为主
线，
从开票源头到执行结束的全过程管控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开工作票，
校验安全
措施项，
生成工器具要求包括数量、类型和人员
权限 ，
同时生成电子围栏要求包括部署位置、范
围、
时间和人员权限 ；
工器具管理装置监测安全
工器具状态，
读取工器具要求，
以及校验工器具
领取情况包括工器具数量、类型和人员权限 ；
根
据电子围栏要求，
部署电子围栏；
实时定位人员
位置，
判断穿越电子围栏的人员权限 ，
无授权人
员穿越电子围栏，
报警提示，
否则不报警；
工作结
束，
取消电子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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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01 .开工作票，
校验安全措施项，
生成工器具要求包括数量、
类型和人员权限，
同时生
成电子围栏要求包括部署位置、
范围、
时间和人员权限；
S102 .工器具管理装置监测安全工器具状态，
读取步骤S101所述的工器具要求，
以及校
验工器具领取情况包括工器具数量、类型和人员权限 ,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任务领取的工器
具由工器具管理装置进行管理和权限控制，
错拿无法取出工器具，
漏拿报警提示；
S103 .根据步骤S101所述的电子围栏要求，
部署电子围栏；
S104 .实时定位人员位置，
判断穿越电子围栏的人员权限 ；
无授权人员穿越电子围栏，
报警提示，
否则不报警；
S105 .工作结束，
取消电子围栏；
其中，
校验安全措施项，
生成工器具要求包括：
通过分析检修工作人员输入或者调取的工作票内容，
根据设备关联关系、控制逻辑关
系、
以及防误逻辑判断规则，
校验安全措施的完备性和准确性，
同时根据检修设备类型、工
作范围，
确定使用的工器具类型、
数量。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S101和S102还包括以下步骤：
S106 .开操作票，
校验操作票顺序，
生成工器具要求包括数量、
类型和人员权限；
S107 .工器具管理装置监测安全工器具状态，
读取步骤S106所述的工器具要求，
以及校
验工器具领取情况包括工器具数量、
类型和人员权限；
S108 .判断现场的操作对象与操作票的当前操作内容是否相同，
发现不同及时预警；
S109 .任务结束，
生成操作过程记录。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S103中电子围栏是通过红外感应部署
的实物电子围栏、视频智能分析形成的虚拟电子围栏、通过人员定位管理模块或3D模块的
虚拟电子围栏的任意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组合在现场部署应用。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S108中对操作对象、操作顺序进行判断
方法包括RFID定位、二维码定位、
GPS定位、基站定位的任意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定位组合
方式来判断工作人员是否按照操作票要求正确操作相应设备。
5 .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包括工作票模块、操作票模块，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定
位管理模块、
3D模块、
视频智能分析模块和工器具管理装置，
其中：
所述定位管理模块，
能实现人员或设备定位；
所述3D模块，用于图形化输出电力企业的设备工艺属性、系统整体结构和周边建筑环
境的立体虚拟模型；
所述视频智能分析模块，
除了可以进行常规视频监视外，
还可以通过智能化图像识别
处理技术，
对各种安全事件主动预警；
3D模块能接收定位管理模块输出的定位坐标数据，
并把定位结果的坐标位置展示在相
应的3D模块的图形上；
通过工作票管理模块和操作票管理模块的人员身份标识码或设备身
份标识码与的定位管理模块的人员和设备标识码关联，
实现工作票和操作票模块与定位管
理模块的关联；
通过工作票管理模块和操作票管理模块的设备标识码与3D模块的设备身份
标识码关联，
实现工作票管理模块和操作票管理模块与3D模块的关联；
通过在3D模块的模
型中构建摄像机位置信息，
实现3D模块与视频智能分析模块的关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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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工作票模块通过分析检修工作人员输入或者调取的工作票内容，
根据设备关联关
系、控制逻辑关系、
以及防误逻辑判断规则，
校验安全措施的完备性和准确性，
同时根据检
修设备类型、
工作范围，
确定使用的工器具类型、
数量；
所述工器具管理装置，用于读取工作票和操作票信息，
解锁相应工器具，
防止错拿，
漏
拿时则进行提示。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管理模块包
括通过手持移动终端扫描RFID标签或二维码实现定位、利用GPS定位、利用定位基站定位方
式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方式的组合。
7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根据现场作业范围通
过工作票模块确定虚拟电子围栏要求，
根据工作票和操作票的工作人员职责和作业时长，
给相应的定位标签授权，
3D模块在图形上等比例展现电子围栏以及人员位置，
所述运行和
检修安全管控装置根据人员定位标签的实时位置和电子围栏边界参数计算人员位置和电
子围栏的距离关系，
对于授权标签穿越电子围栏，
管控装置生成出入记录，
对于非授权标签
穿越电子围栏，
管控装置发出报警提示。
8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根据操作票
生成操作设备序列，
并判断当前操作对象，
定位管理模块实时定位操作票的执行人员位置，
该位置与当前操作对象的位置不符时，
无法执行当前操作，
且所述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
置进行提示。
9 .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至少一台计算机，
所述计算机与现
场的定位基站通讯连接，
且所述计算机中部署有权利要求5至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运行和检
修安全管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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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发电厂安全生产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运行和检修工作承担着发电企业内的安全生产重任，
系统性和全面性解决发电企
业的安全生产问题，
重点在于与运行和检修工作的管控。对于发电企业而言，
法律、制度和
规范已经相当完善，
而生产现场状况复杂：
易燃易爆或高温高压的危险源较多、
生产环境复
杂、
多班组多专业经常交叉执行任务，
想要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其重点在于生产
过程的技术管控。
[0003] 而现有技术不能满足发电企业安全生产过程管控的需要，
更不能自动实时分析安
全生产工作过程风险和提供有效管控措施，
从而难以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
有必要提供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系统及方法，
以承载主要生产
任务的工作票和操作票为主线，
从开票源头到执行结束的全过程管控方法。
[0005] 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系统及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01 .开工作票，
校验安全措施项，
生成工器具要求包括数量、
类型和人员权限，
同
时生成电子围栏要求包括电子围栏部署位置、
范围、
时间和人员权限；
[0007] S102 .工器具管理装置监测安全工器具状态，
读取步骤S101所述的工器具要求，
校
验工器具领取情况包括工器具数量、
类型和人员权限；
[0008] S103 .根据步骤S101所述的电子围栏要求，
部署电子围栏；
[0009] S104 .实时定位人员位置，
判断穿越电子围栏的人员权限，
无授权人员穿越电子围
栏，
报警提示，
否则不报警；
[0010] S105 .工作结束，
取消电子围栏。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方法在步骤S101与S102之间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106 .开操作票，
校验操作票顺序，
生成工器具要求；
[0013] S107 .工器具管理装置监测安全工器具状态，
读取步骤S106所述的工器具要求，
校
验工器具领取情况包括工器具数量、
类型和人员权限；
[0014] S108 .判断现场的操作对象与操作票的当前操作内容是否相同，
发现不同及时预
警。
[0015] S109 .任务结束，
生成操作过程记录。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方法还包括工作人员准备的工器具由安全工器具柜进
行管理和权限控制，
错拿无法取出工具，
漏拿报警提示。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方法还包括在步骤S108中电子围栏是通过红外感应部
署的实物电子围栏、视频智能分析形成的虚拟电子围栏、通过人员定位或3D模块实现的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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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电子围栏的任意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组合在现场部署应用。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方法还包括在步骤S108中对操作对象、操作顺序进行
判断方法包括RFID定位、
二维码定位、
GPSD定位、
基站定位的任意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定位
组合方式判断工作人员是否按照操作票要求正确操作相应设备。
[0019] 基于同一发明构思，
还提供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包括工作票模块、
操作
票模块，
所述装置还包括定位管理模块、
3D模块、
视频智能分析模块，
其中：
[0020] 所述定位管理模块，
能实现人员或设备定位；
[0021] 所述3D模块，
用于图形化输出电力企业的设备工艺属性、系统整体结构和周边建
筑环境的立体虚拟模型；
[0022] 所述视频智能分析模块，
除了可以进行常规视频监视外，
还可以通过智能化图像
识别处理技术，
对各种安全事件主动预警；
[0023] 3D模块能接收定位管理模块输出的定位坐标数据，
并把定位结果的坐标位置展示
在相应的3D模块的图形上；
通过工作票管理模块和操作票管理模块的人员身份标识码或设
备身份标识码与的定位管理模块的人员和设备标识码关联，
实现工作票和操作票模块与定
位管理模块的关联；
通过工作票管理模块和操作票管理模块的设备标识码与3D模块的设备
身份标识码关联，
实现工作票管理模块和操作票管理模块与3D模块的关联；
通过在3D模块
的模型中构建摄像机位置信息，
实现3D模块与视频智能分析模块的关联。
[002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模块
包括通过手持移动终端扫描RFID标签或二维码实现定位、
GPS定位、
定位基站定位方式的一
种或多种组合方式的定位。
[002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装置还包括工器具管理装置，
该装置读取工作票和操
作票信息，
解锁相应工器具，
防止错拿，
漏拿时则进行提示。
[002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装置根据现场作业范围通过工作票模块确定虚拟电子
围栏要求，
根据工作票和操作票的工作人员职责和作业时长，
给相应的定位标签授权，
3D模
块在图形上等比例展现电子围栏以及人员位置，
所述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
置根据人员定位标签的实时位置和电子围栏边界参数计算人员位置和电子围栏的距离关
系，
对于授权标签穿越电子围栏，
管控装置生成出入记录，
对于非授权标签穿越电子围栏，
管控装置发出报警提示。
[002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根据
操作票生成操作设备序列，
并判断当前操作对象，
定位管理模块实时定位操作票的执行人
员位置，
该位置与当前操作对象的位置不符时，
无法执行该步操作，
且所述发电厂运行和检
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进行提示。
[0028] 基于同一发明构思的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系统，
所述装置还包括一台以上计
算机，
所述计算机与现场的定位基站通讯连接，
且所述计算机中部署有前述任一实施例的
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系统和方
法，
帮助发电企业管理人员全面、系统落实安全措施，
实时掌握生产过程风险，
更加全面了
解现场工作人员的全面动态信息，
实时分析工作人员面临的环境风险、工作人员的行为和
轨迹是否异常等不安全生产因素，
从而帮助电力企业管理人员预知、
防范、
杜绝安全生产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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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方法示意图；
[0031] 图2为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示意图；
[0032] 图3为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
一种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装置、系统及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4] 如图1所示，
一个实施例中，
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S101，
工作票校验安全措施项，
形成工器具要求、
电子围栏要求。
[0036] 工作票模块通过分析检修工作人员输入或者调取的工作票内容，
根据设备关联关
系、控制逻辑关系、
以及防误逻辑判断规则，
校验安全措施的完备性和准确性，
同时根据检
修设备类型、
工作范围，
确定使用的工器具类型、
数量，
以及电子围栏要求，
包括电子围栏的
位置、
空间范围、
时间段要求以及人员权限。
[0037] 其中，
电力围栏可以选择为实物电子围栏或虚拟电子围栏，
或者其组合。
[0038] S102，
工器具管理装置读取工器具要求，
以及校验工器具领取情况包括工器具数
量、
类型和人员权限。
[0039] 工器具管理装置读取工作票模块数据，
检修人员根据工作权限和工作内容领取工
器具，
工器具管理装置实时盘点工器具类型和数量，
并与工作票的工器具要求比对，
提醒检
修人员漏拿或错拿工器具。
[0040] S103，
部署电子围栏。
[0041] 根据S101确定的电子围栏要求，
现场部署实物电子围栏或者虚拟电子围栏。
[0042] 对于实物电子围栏方式，
检修人员领取电子围栏后，
根据工作要求部署到现场，
实
时监测是否有人员越界；
[0043] 对于虚拟电子围栏方式，
则可采用定位基站部署虚拟电子围栏或者采用3D模块部
署虚拟电子围栏。虚拟电子围栏在现场不可见，
通过远程方式实现部署。
[0044] S104，
实时定位人员位置，
判断穿越电子围栏的人员权限
[0045] 对于实物电子围栏，
可通过红外对射、
微波方式实施监测是否有人员越界。
[0046] 采用定位基站部署虚拟电子围栏时，
是根据虚拟电子围栏要求，
利用定位基站的
相对位置以及人员与基站的相对距离，
测算人员是否越界；
采用3D模块部署虚拟电子围栏，
则把虚拟电子围栏位置和相应边界部署在3D模块的图形相对坐标上，
同时把人员定位管理
模块的定位结果标识在3D模块的图形相对坐标上，
通过实时比对人员相对位置和虚拟电子
围栏相对边界参数，
判断人员是否越界。
[0047]
判断人员是否越界时，
同时监测人员标签，
判断越界人员是否属于授权人员，
对于
非授权人员越界，
电子围栏装置进行预警，
预警方式包括声光报警、
定位标签的震动提示等
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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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员出入电子围栏以及触发电子围栏报警的过程，
进行记录，
记录时间、
人员

信息。
[0049]

S105，
工作结束，
取消电子围栏。
[0050] 当检修结束后，
取消电子围栏。实物电子围栏在现场撤回，
而虚拟电子围栏通过设
置取消。
[0051]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
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52] S106，
开操作票，
并校验操作票顺序，
生成工器具要求。
[0053] 运行人员新开操作票或者调取历史操作票或者标准票，
根据设备类型、设备之间
关联关系、控制逻辑设置、
以及安全管理要求分析，
校验安操作顺序是否合理，
对于不合理
的，
进行提示，
并且不能生成操作票。同时根据操作票内容，
形成工器具要求，
如需要的地
线、
隔离锁具、
标识牌等。
[0054] S107，
工器具管理装置读取工器具要求以及校验工器具领取情况包括工器具数量
和类型。
[0055] 工器具管理装置读取操作票模块数据，
运行人员根据工作权限和工作内容领取工
器具，
工器具管理装置实时盘点工器具类型和数量，
并与操作票的工器具要求比对，
提醒运
行人员漏拿或错拿工器具。
[0056] S108，
分析现场的操作对象是否与操作票的当前操作内容相同，
判断异常与否，
对
于异常及时预警。
[0057] 通过多种方式判断操作对象是否与操作票的当前操作内容相符相符。
对于安装防
误锁具的设备，
可通过判断解锁设备的标识码判断操作是否正确；
对于设备张贴二位码的，
可采用扫描设备二维码的方式辨别操作设备是否正确；
对于采用人员定位方式辨识操作设
备是否正确的，
可以判断人员位置和操作设备位置是否相符，
否则不可执行当前操作票步
骤。
[0058] S109，
任务结束，
生成操作过程记录。
[0059] 操作完成后，
生成操作过程记录，
包括操作人员、
操作时间和操作对象等。
[0060]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
根据工作票和操作票要求工作人员所需领取的工器具由安全
工器具装置进行管理和权限控制，
错拿无法取出工具，
漏拿报警提示。
[0061] 安全工器具装置读取工作任务及所使用的工器具要求后，
解锁相应的工器具，
当
任务执行人员凭权限开取安全工器具装置的门锁后，
可取走相应设备，
否则无法取出；
当安
全工器具门再次上锁后，
安全工器具装置再次盘点装置内的工具，
对于漏拿的，
进行语音报
警提示，
提醒工作人员漏拿工器具。
[0062]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
电子围栏是通过红外感应部署的实物电子围栏、视频智能
分析形成的虚拟电子围栏、
通过人员定位或3D模块实现的虚拟电子围栏的任意一种或者两
种以上的组合在现场部署应用。
[0063]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
运行和检修安全管控方法中对操作对象、操作顺序进行判
断方法包括RFID定位、二维码定位、基站定位的任意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定位组合方式判
断工作人员是否按照操作票要求正确操作相应设备。
[0064] RFID定位、
二维码定位方式，
需要运行或检修人员携带移动终端扫描RFID定位、
二
维码完成定位。具有全球唯一RFID码和二维码的标签事先需固定在场所或设备上，
并在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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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图形上进行相对坐标标识。移动终端可以通过网络回传扫描结果，
可以理解扫描位
置即为定位结果位置。通过基站实现的定位方式，
则无需人员扫描，
而是通过人员携带定位
标签的方式实现，
基站实时扫描人员携带的标签，
并计算人员位置。最终，
通过定位结果坐
标与操作票中操作设备位置坐标的比对判断是否符合操作票步骤。对于不符合操作步骤
的，
则不允许执行当前步骤，
防止误操作造成事故。
[0065] 基于同一发明构思，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
由于此装置解决问题的原理和前述一种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方法相似，
因此
实施该方法的装置可以按照前述方法实现，
重复之处不在赘述。
[0066] 参照图2，
一个实施例中，
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10，
包括工作票
管理模块100、操作票管理模块200，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定位管理模块400、3D模块500、视频
智能分析模块600，
其中：
[0067] 所述定位管理模块400，
包括通过感应器扫描RFID标签或二维码定位、
GPS定位、
定
位基站定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组合方式定位，
实现人员定位；
[0068] 所述3D模块500，
用于图形化输出电力企业的设备工艺属性、系统整体结构和周边
建筑环境的立体虚拟模型；
[0069] 所述视频智能分析模块600，
除了可以利用数字摄像机进行常规视频监视外，
还可
以通过智能化图像识别处理技术，
对各种现场的安全事件主动预警。通过将场景中背景和
目标分离进而分析并追踪在摄像机场景内出现的目标。根据视频的内容分析功能，
通过在
不同摄像机的场景中预设不同的报警规则，
一旦目标在场景中出现了违反预定义规则的行
为，
系统自动发出报警。
[0070] 3D模块500能接收人员定位管理模块400输出的定位坐标数据，
并把定位标签的位
置展示在相应的3D模块的图形上。通过标识定位基站在3D模块上的相对位置，
人员定位管
理模块定位；
[0071] 通过工作票管理模块100和操作票管理模块200的人员身份标识码与人员定位标
签的标识码关联，
实现工作票管理模块100和操作票模块200与人员定位管理模块的关联。
当工作票管理模块100或操作票管理模块200确定工作人员时，
即完成给工作人员的授权，
定位管理模块读取任务信息及授权人员标识码，
并给定位管理模块的人员信息授权。
[0072] 通过工作票管理模块100和操作票管理模块200的设备标识码与3D模块500的设备
身份标识码关联，
实现工作票管理模块100和操作票管理模块200与3D模块500的关联；
[0073] 通过在3D模块500的模型中构建摄像机位置信息，
实现3D模块500与视频智能分析
模块600的关联。根据视频摄像头的实际部署位置，
在3D模块上标识其相对坐标位置，
为满
足现场监视需求，
可通过3D模块直接调取相应现场区域的视频监视画面或历史录像；
同时，
当视频智能分析触发报警时，
亦可在3D模块上推送视频信息，
工作人员可通过3D模块的图
形上直观查看报警信息和现场画面。
[007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模块包括通过手持移动终端扫描RFID标签或二维码实现定位、
GPS定位、
定位基站
定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组合方式的定位。其中RFID标签或二维码具有全球唯一标识，
RFID
标签及二维码均与设备标识码、
设备位置进行关联，
当扫描RFID标签或二维码时，
即可确定
人员和设备位置。而在室外通过GPS确定人员位置，
在室内则通过定位基站和定位标签之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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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传递测算人员实时位置。
其中定位基站部署，
至少需要三个。
[0075]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的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
还包括工
器具管理装置300，
该装置可通过主动定时扫描工器具的唯一标签码，
判断工器具的类型和
数量，
并对主要的工具进行闭锁管理。当有工作票和操作票的工作任务需要领取工器具时，
工器具管理模块300读取工作票和操作票的人员信息、
所需工器具类型和数量的信息，
然后
解锁相应工器具，
授权人员通过权限打开工器具管理装置的门锁后可以取走相应的工器
具，
从而防止错拿。当工作人员取完工器具锁住工器具管理装置的门锁时，
该装置再次盘点
工器具，
并与工作票和操作票所需的工具类型和数量比对，
当有漏拿现象时则进行语音提
示。
[0076]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的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
根据现场
作业范围通过工作票模块确定虚拟电子围栏要求，
根据工作票和操作票的工作人员职责和
作业时长，
给相应的定位标签授权，
3D模块在图形上等比例展现电子围栏以及人员位置，
所
述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根据人员定位标签的实时位置和电子围栏边界
参数计算人员位置和电子围栏的距离关系，
对于授权标签穿越电子围栏，
管控装置生成出
入记录，
对于非授权标签穿越电子围栏，
管控装置发出报警提示。
[0077]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的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置根据操作票
生成操作设备序列，
并判断当前操作对象，
定位管理模块实时定位操作票的执行人员位置，
该位置与当前操作对象的位置不符时，
无法执行该步操作，
且所述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
的过程管控装置进行提示。
[0078] 基于同一发明构思，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系统，
如图3所示，
包括一台以上计算机，
所述计算机与现场的定位基站、
移动终端、
视频装置实现
有线或无线通讯连接，
且所述计算机中部署前述的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装
置。
[0079] 定位基站至少需要部署三个以上，
根据用户对精度、
实时性、经济性的要求，
可采
用多种定位方式或组合。
[0080] 移动终端可采用无线通讯方式与后台系统通讯连接，
优选的，
采用防爆、
防尘、
防
水的工业专用移动终端，
满足发电厂的使用环境要求，
可接收操作票及操作票、
可回传作业
结果，
同时可支持现场读RFID码或二维码，
并与工作票、
操作票指定的二维码进行比对。
[0081] 视频终端可实现实时监控、
录像存储，
同时根据现场要求，
预设电子围栏，
进行报
警分析。
[0082] 发电厂运行和检修安全的过程管控系统可在电厂指定的局域网内的任一台电脑
客户端浏览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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