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佛斯系统管理控制器是食品零售行业的全
局控制和监测解决方案。系统管理器采用最
新技术为终端用户提供最大效益，包括节能优
化、多种可选控制方案和全网络用户访问。
系统管理器专为食品零售和食品加工/处理市
场而设计 , 提供齐全的功能和支持工具 , 可满
足大小型商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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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器
AK-SM 800A 系列
食品零售行业的全局控制和监测解决方案。



特性
为食品零售业设计和打造
• 内置 HVAC、照明和压缩机机组控制功能 , 系统设计非常灵活。
4 个版本
• AK-SM 820A（小型商店）
• AK-SM 850A（制冷）
• AK-SM 880A（全商店功能）
• AK-SM 880A TP78（改造）
连接
• x3 USB 接线端口
• 内置实用程序的移动设备支持
多个现场总线接口
• 专为食品零售商定制的现场总线（LON 、 Modbus 、以太网）
IT 安全最佳实践
• 安全 Web 连接 (HTTPS)、安全电子邮件、加密数据和安全软件更新包
增强用户界面
• 彩色触摸屏
• 基于 HTML5 的全新 Web 浏览器支持
• 与上文“连接”中所述内容一致
• 更新后的用户界面和快速链接菜单有助于在系统中更快地导航
安全 Wi-Fi 接入点
• 通过内置的 Wi-Fi 接入点可从用户的设备直连 , 实现扩展连接。
处理能力更快
• 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和新型处理器设备，系统反应非常灵敏。
扩展了数据收集
• 扩展了日志收集 , 用于未来的可视化、导出或与云端同步。
完整的 Web 浏览器界面
• 全部基于浏览器 (HTML5)，可通过 StoreView Browser 5 在线访问。
云集成
• 通过 Alsense 食品零售云平台和互联服务，提高运营效率。
• 为企业系统开放数据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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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事实
产品亮点
• 支持新操作系统的所有新电子平台（基于 Linux）
• 实施了 IT 行业标准安全协议（HTTPS、SSL/TSL 1.2、WPA2 加密）
• 完整 HTML5 Web 浏览器，称为 StoreView Browser 5 (SvB5)
• 新实用程序 App（集成在 SvB5 中）
• 支持移动设备（仅限实用程序 App）
• 改装就绪 - 包括支持顺利升级路径的 EoL 和传统控制功能
• 扩展了历史日志容量
• 安全 Wi-Fi 接入点 - 用于站点连接，而不会中断 WAN 网络
设计特点
• 增强了用户界面 - 全新但熟悉的触摸屏
• 支持闪存盘的附加 USB 接口。
• 内置 Wi-Fi 接入点
硬件功能特点
• 四核处理器
• 现场总线支持 Lon RS485、Lon TP78、Modbus、SNMP
• 未来加入第 2 个以太网、第 2 个 Modbus、CANbus
• 接口（以太网、USB、Wi-Fi 接入点、报警继电器）
技术参数
Table 1: 技术参数
AK-SM 800A 版本比较 AK-SM 820A

小商店
AK-SM 850A

制冷
AK-SM 880A

已满
制冷控制
所有 AK-SM 800A 型号均配有集中式 I/O 和机组/冷柜控制器选
件。
EKC
AK2
SLV
FC102

最多支持 32 件通用设备 最多支持 120 件通用设备 最多支持 120 件通用设备

照明控制
所有 AK-SM 800A 型号均通过 I/O 模块内置照明控制。
区域数量各有不同。 10 30 30

HVAC：
只有 AK-SM 820A 和 AK-SM 880A 支持通过 I/O 内置 HVAC 控制 10 不适用 45

警报
容量 500 500 500

杂项点（通过 IO 模块）
继电器 (R) 、传感器 (S) 、开/关 (O / F)、变量 (V) R=20，S=20，O/

F=20，V=20
R=70，S=80，O/

F=70，V=70
R=70，S=80，O/

F=70，V=70

主控制器
Po 优化、主计划时间表、 AKC ON 备注： 目前不支持自适应除
霜 是 是 是
逻辑计算
布尔逻辑状态 96 96 96

历史
AK-SM 800A 能够记录数据点，以便进行历史记录和查看。 共 3000 个点 共 3000 个点 共 3000 个点
泄漏探测器
制冷剂气体探测器（通过 AK I/O 连接） 10 50 50

能量计
脉冲输入（通过 I/O 模块）、Carlo Garvazi、Wattnode、Wattnode
Plus MODBUS、Vis MODBUS 32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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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Table 2: 规格
数据通讯
以太网（WAN/ 主机网络） 1

USB 2（主机）+1 (800 mA)

Wi-Fi（点对点接入） 1

报警继电器 2 触点电压： 最高 240 V，额定电流： AC-1（电阻负载）最大 5A，AC-15（电感性负载）最大 3A

现场总线支持
RS485 Modbus 2（未来有第 2 个 Modbus）
RS485 LON 1

TP78 4（可选代码 #）
CANbus 1（未来）
以太网 1（未来）
硬件规格
防护等级 IP20

尺寸（宽 x 深 x 高） 295 mm (11.6”) x 65 mm (2.5”) x 235 mm (9.3”)

重量（毛重） 2,408 kg

WiFi 变送器
WIFI 类型 WiFi 接入点
变送器类型 Wi-Fi 2.4 GHz / 5 GHz (IEEE 802.11a/b/g/n/ac)

传输频率 2412 - 2472 MHz，4900 - 5925 MHz（频率受软件限制）
接收频率 2412 – 2472 MHz，4900 – 5925 MHz

天线增益 2.4 GHz 增益： 1.8 dBi，5 GHz 增益： 4.9 dBi

通信标准 • Modbus
• Lonworks
• Danbus（通过 PI-200）
• SNMP

端口打开 用途 端口号 用户配置
HTTPS Web 通信 443 是
服务工具 (AK-ST500) 服务工具通信 1041，254 否
SNMP SNMP 通信 5136 否
PI200 PI200 通信 1041 是
本地主机 本地过程监控 2812 否
主网络 主网络通信 5003, 5004,5005, 5006 否

安全性
远程加密通信
• HTTPS Web 浏览器支持 (Chrome / Safari / Edge (Chromium))
• HTTPS XML

通信端口
• 443 HTTPS（用户可配置）
• WiFi 接入点
系统密码/用户访问
• 所有密码均以加密格式存储
• 设备访问需要用户身份验证（无视图模式）
• 密码至少包含 8 个字符（1 个大写字母、1 个特殊字符、1 个数字）
• 用户帐户和密码不会存储在系统应用程序数据库中
• 通过经过验证的设备检查和发出临时代码，并用于重置密码
• 丹佛斯无法访问或查看密码
软件更新
• 通过丹佛斯软件服务器存储和分发系统软件（应用程序/设备文件/OS）
• 软件有效负载具有数字签名，确保来源的真实性
电子邮件报警通知
• SSL/TS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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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用户无线接入点（点对点连接设备）
• WPA2 加密
• 默认状态为关，仅通过授权用户启用 120 分钟
• 与 WAN/主网络隔离
• 受密码保护的 SSID 与设备主机 #、密码关联
概述
• USB 应用功能（U 盘）访问权限，基于用户身份验证级别/权限
• 出厂设置 Linux OS 防火墙已启用 - 所有非必需端口已关闭
• 通过丹佛斯安全更新服务器提供 Linux OS 更新
• FTP - 在系统中不可用或未使用
• 无线接入点和主机网络之间的 Linux 防火墙
• 以太网 0 和以太网 1 之间的 Linux 防火墙
订货

Table 3: 订货
型号 说明 选件 编号
AK-SM 820A C-Store（制冷/HVAC/照明） 便利店版本，可容纳 32 个设备 080Z4024

AK-SM 850A 制冷（包括照明） 制冷版本，可容纳 120 个设备 080Z4021

AK-SM 880A 全商店服务（制冷/HVAC/照明） 可容纳 120 个设备的智能商店控制器版本 080Z4028

AK-SM 880A TP78 可容纳 120 个设备的智能店铺版本 080Z4029

证书、声明和认证
证书、声明和认证的完整列表可在我们的产品商店中统一找到。单个采购代码可能具有部分或全部认证，有些
当地认证可能还未放出。
由于其中的某些文档可能会随时变更，用户随时可以通过 danfoss.com、产品商店或联系当地丹佛斯代表了解最
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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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inform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formation on selection of product, its application or use, product design, weight, dimensions, capacity or any other
technical data in product manuals, catalogues descriptions, advertisements, etc. and whether made available in writing, orally, electronically, online or via download,
shall be considered informative, and is only binding if and to the extent, explicit reference is made in a quotation or order confirmation. Danfoss can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possible errors in catalogues, brochures, videos and other material. Danfos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its products without notice. This also applies to
products ordered but not delivered provided that such alterations can be made without changes to form, fit or function of the product. All trademarks in this material
are property of Danfoss A/S or Danfoss group companies. Danfoss and the Danfoss logo are trademarks of Danfoss A/S. All rights reserved.

在线支持
丹佛斯提供广泛的支持以及产品，包括数字产品信息、软件、移动 app 和专家指导。请参见下面的可选产品介
绍。
丹佛斯产品商店

丹佛斯产品在线商店是您的一站式商店，无论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或制冷行业的哪个领域，都可
以在此处购买所有相关产品。快速访问产品规格、代码、技术文档、认证、配件等基本信息。
开始浏览 store.danfoss.com。

查找技术文档
查找启动和运行项目所需的技术文档。直接访问我们的官方数据表、证书和声明、手册和指南、
3D 模型和图纸、案例故事、手册等。
立即访问 www.danfoss.com/en/service-and-support/documentation，在其中开始搜索。

丹佛斯课堂
丹佛斯课堂是一个免费的在线学习平台。它提供了专门设计的课程和材料，可帮助工程师、安装
人员、服务技术人员和批发商更好地了解产品、应用、行业主题和趋势，帮助您更好地开展工作。
在 www.danfoss.com/en/service-and-support/learning 免费创建您的丹佛斯课堂帐户。

获取本地信息和支持
当地丹佛斯网站是获取帮助和我们公司和产品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查找产品可用性，获取最新
的地区新闻，或使用您自己的语言与附近专家联系。
在此处查找您当地的丹佛斯网站： www.danfoss.com/en/choose-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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