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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装置 

WZ-IOT-ATP1 

外形尺寸 长 480mm，宽 200mm，高 620mm 

电压功率 交流 220v 

设备组成 网关模块: ARM® 32-bit Cortex®-M4 内核，自带 FPU

（Floating Point Unit）单元，支持高效浮运算处理。 

组网模块：含有 CC2530 ZigBee 系统模块，CC2540 蓝牙

系统模块，SI4432 无线系统收发模块，红外系统收发模块

等。 

传感控制模块 ：分为采集类传感器，控制类传感器、显示

类传感器，识别类传感器，语音播放类传感器等。 

射频记忆模块：射频遥控学习控制。 

网络节点模块：双 CPU 控制传输。 

节点底板模块：各种模块安装和扩展。 

实训规模 每台设备可满足 2-4 人同时实训 

实训项目 物联网基础技术实训 

传感器应用技术实训 

物联网嵌入式开发实训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与应用实训 

物联网移动应用开发实训 

STC15 实训 



STM32F4 实训 

CC2530 实训 

物联网智慧交通系统实训 

物联网智慧农业系统实训 

物联网智能楼宇系统实训 

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实训 

 

产品特点： 

1) 物联网实训工位：方便学生在课桌上对设备的安装、部署物联网实训设备，桌面式操作

台 1 个，尺寸：长 505mm* 高 505mm*底宽 100mm ；操作台底座 1 个，尺寸：长 

505mm* 高 63mm*底宽 300mm；网孔操作板 2 个，尺寸：长 446mm* 高 446mm。 

2) 物联网实训连接件：公对公电源线 1 根、5V 网关电源适配器、电源线 1 根、三芯电源

线 1 根、220-5/12V 开关电源 1 个、风扇 1 个、3 孔电源连接器 2 个、红黑线 10 组、

标准 86 面板 1 套，标准 86 底盒 1 套、14mm 黑色塑料螺柱 26 个、螺丝（黑色）26

根、垫圈螺母 26 个、磁吸螺母 2 个、白色垫片 2 个、螺丝 2 个、黑色垫片 2 个。 

3) 物联网执行器：节点底板 8 个、RFID 读写器 1 个、可燃气体传感器 1 个、光照传感器

1 个、LED 点阵模块 1 个、雨滴模块 1 个、温湿度模块 1 个、声光模块 1 个、继电器

模块 1 个。 

4) 万纳无线模组：Slink 模块 6 个、Zlink 模块 2 个、Wlink 模块 1 个，Slink、Zlink、

Wlink 无线节点模块支持 Zigbee、400M、wifi 等多种通信方式，采用 IO 通信和串口

通信两种方式，可以直接同 MCU 或嵌入式系统对接，将 MCU 或嵌入式系统的 IO 状

态或传感器数据直接传输到物联系统中。无线节点可以直接通过“可视化界面生成器编



辑器”和“可视化控制器”进行功能配置，支持动态改变无线节点模块 IO 口的功能，功能

包括按键接入、数字量接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PWM 输出，应做到切换这些

功能时，只需重新配置，而无需重新烧写无线节点无线模组固件。 

5) 物联网关：基于 ARM Cortex-M4 核心的通信网关，支持无线节点模块的双向连接及

组网，与配套“可视化编辑器”和“可视化控制器”进行配置和控制。物联网关可以管理不

同协议的无线节点模块，并能将多个无线节点模块视作不同设备，将无线节点模块的数

据转换为 TCP 网络通信进行传输，网关同无线节点模块可以互通互联，轻松构建物联

网络，共同构成物联应用开发平台。通过本物联网平台，可以迅速降低物联网应用的开

发成本和开发时间，开发者即便不会编程，也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迅速使用本平台开

发搭建出自己的物联网应用。 

6) 可视化编辑器：通过电脑 PC 端可直接以“可见即可得”的方式在此工具上生成不同的设

备操作界面，支持指示灯、按键、图片集合、变量视窗、图文链接等五种可视化控件。

所有控件的动作都可以直接反应到实际的物联设备（即无线节点模块）上。界面生成后，

可以直接导入 App 使用，而不需要重新编译或安装 App。 

7) 可视化控制器（提供产品截图）：支持 Android 及 iOS 系统，App 可实现对无线节点

的数据查看、状态查看、动作控制等功能。App 可实现不同无线节点间的动作联动。联

动操作可直接通过 App 进行配置，而不需要重新编写嵌入式或 App 代码。App 可以

实现动作列表的编辑，可以将执行器的动作按顺序打包为动作列表，并为其配备触发源

信号，从而实现联动。 

8) 教学资源：物联网关、万纳模组、执行器原理图、PCB 图、BOM 表；物联网关、万纳

模组的执行器显示、控制、联动功能；安卓、C#各 4 套开发源码；11 套嵌入式开发例

程，以及与之对应安装教程、开发教程、软件应用教程等等。 



9) 零编程：通过物联网关、可视化控制器、可视化界面生成器编辑器、万纳模组、物联网

传感器/执行器以及配套物联网连件连接件，师生不仅可以完成出基于物联网、远程访

问、设备联动等功能的物联网实训项目，还可以迅速开发物联网商业产品\项目，如空

气监测仪、电气设备在线监测器等等，并随时实现不同设备间的联动，而这些开发过程，

基于本系统的可视化开发工具，可以做到零编程实现物联网应用系统。 

10) 兼容性强：支持家庭常用的各种无线协议（红外、射频），兼容市面绝大多数品牌的空

调、电视机、灯光、安防、窗帘等等家电设备，因此可以直接当做一套完备的智能家居

系统进行使用，并集成了摄像头功能，可以直接在 App 中使用摄像头。 

11) 平台所有设备采用模块化、集散化、工业化的设计模式，每个模块都为独立工作单元；

模块均接近实际应用系统，能够容纳 2-3 个学生同时实训，可完成工程项目应用开发

系统中硬件设备的安装、布线与调试，完成设备间的无线组网，既具有展示型又具有实

操性。能够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物联网智能家居实训项目，确保学生可利用设备搭建真

实工程项目。 

物联网实训装置主要硬件功能如下： 

网关模块: ARM® 32-bit Cortex®-M4 内核，自带 FPU（Floating Point Unit）单元，支

持高效浮运算处理。 

组网模块：含有 CC2530 ZigBee 系统模块，CC2540 蓝牙系统模块，SI4432 无线系统收

发模块，红外系统收发模块等 

传感控制模块 ：分为采集类传感器，控制类传感器、显示类传感器，识别类传感器，语音

播放类传感器等 

射频记忆模块：射频遥控学习控制。 

网络节点模块：双 CPU 控制传输。 



节点底板模块：各种模块安装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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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实训装置主要特性： 

物联网实训装置对物联网基础实验设备做了全新定义，更多的考虑实验的易安装、易使

用和维护、易扩展。 

易安装：为了达到易安装的目的，专门设计了桌面式操作台和节点底板，首先将各个网

络节点和各种传感器或执行器通过连接器直接插接在节点底板上，然后将各节点底板按顺序

固定到桌面式操作台上，通上电就完成了安装。 

易使用和维护：所有的实验都提供实训教程、原理图和 PCB、程序源码等资料，采用的

是模块化设计，各模块在出现故障时都能快速更换。 

易扩展：将单片机的常用的外设接口都设计在 2.54mm 排座上，方便作进一步扩展开

发。 

典型案例 

技能大赛案例 

本设备承担《2020 促进金砖工业创新合作大赛总决赛“未来技能” 赛道物联网赛项》硬件环

境搭建 

 

2020 促进金砖工业创新合作大赛总决赛“未来技能” 赛道物联网赛项 



 

2020 促进金砖工业创新合作大赛总决赛“未来技能” 赛道物联网赛项 

本设备承担《2020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物联网技术及其在智慧城

市中的应用赛项》硬件环境搭建 

 

2020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物联网技术及其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赛项 



2020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物联网技术及其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赛项 

本设备承担《2020 年黑龙江省物联网技术职业技能大赛》硬件环境搭建 

2020 年黑龙江省物联网技术职业技能大赛 



2020 年黑龙江省物联网技术职业技能大赛 

本设备承担《2019 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物联网技术应用赛项》硬件环

境搭建 

 



2019 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物联网技术应用赛项 

2019 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物联网技术应用赛项 

实训室案例 

2020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嵌入式实训室 

2020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嵌入式实训室 



2020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嵌入式实训室 

 

 

 

 

 

 

 

 

 

武汉唯众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欲了解更多信息，欢迎登录 www.whwkzc.com,咨询电话 13037102709 

*本资料产品图片及技术数据仅供参考，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具体内容解释权归

唯众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