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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Timoney
现场总线基金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首先感谢您阅读本期的《现场总线

报道》，它是现场总线基金会的官方刊

物。总而言之，这份出版物的目标是像

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会员传递基金会现场

总线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新进展情况。

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基金会

技术正在全世界流程行业的很多新设施

中安装，这些设施既包括新建项目，也

越来越多地覆盖技术改造项目。各种规

模的工业组织都在从这一项目中受益，

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流程，有

效地管理信息为运营做出最佳决策，优

化整个工厂的绩效，与此同时保护有价

值的投资。

在今天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中，可

以适应、创造和利用全球资源的企业

才能实现快速的成长和成功。出于这

个原因，我相信基金会远程运营管理

（ROM）是企业在正确时间的一个正确

选择。

基金会ROM建立了一个集成化的工

程平台（开放、遵从标准同时中立于供

应商），取代了那些复杂、专利型和高

度定制化的远程运营应用。它提供了一

个开放式的渠道，使得多种无线和有线

网络能够集成，包括传统的远程I/O到ISA 
100.11a和WirelessHART®，实现了设备信息

和诊断的直接交互。

通过这款创新型解决方案，自动

化最终用户可以将其各种工厂网络全部

无缝集合在基金会技术当中，使用一个

专为远程应用设计的统一化架构管理设

备数据和信息。这些远程应用包括油气

田、水处理设施、近海平台甚至是OEM

通过我们的社
交媒体了解基
金会技术的最

新进展

您现在可以通过全世界

的社交媒体了解基金会

技术的最新进展。不断

刷新Twitter、Youtube

和Linkedin。同样，您

也可以阅读现场总线基

金会的官方博客，了解

现场总线相关产品的各

种进展。

访问www.fieldbus.

org，轻松连接基金会

社交媒体渠道。

来自总裁的信

基金会技术：正确时间的正确选择

撬装设备。

基金会ROM在未来的一年中将会接

受很多领先流程行业公司的测试。这些

公司包括信实工业、巴西石油和沙特阿

美石油等等，它们将会进行现场演示，

展示基金会ROM是如何进行实时远程运

营管理的（包括有效预测性和预防性维

护策略的实施）。

现场总线基金会担负着持续推动技

术进步以及增强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的

公司的用户体验的使命。这就是我们为

什么正在努力制定智能设备管理和标准

和最佳实践的原因。ISA108项目将会提

供优化与智能设备相关的生命周期经济

收益的有效蓝本。

最终，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又有一家

现场总线培训基地完成了基金会认证培

训项目（FCTP）的严格认证过程。这个

项目监理了一个全球现场总线教育课程

的统一标准，定义了学生学习这项技术

可以接受的水平。

总而言之，现在就是采用基金会

现场总线，开始为公司创造利润的最

佳时机。

顺祝商祺

Richard J. Timony
现场总线基金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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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ROM计划在全球进行演示

最终用户将会评价这款远程应用的统一数字架构

实施现场总线：比您想象的更简单

合理的知识、工具和培训帮助消除新手错误

全球研讨会项目—为最终用户传递价值

互动活动覆盖现场总线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现场总线基金会未来的活动规划

了解研讨会、路演和技术展览都在哪里进行

新的系统功能指南（AG-181）现已发布

文件包括领先基金会现场总线专家的观点

现场总线诊断的最新进展

NAMUR推荐支持对资产管理的结构化方法

基金会主站系统注册升级

新加入的注册主站加入了61b集成主站特征

首批现场总线设备耦合器注册

MTL和R. STAHL产品完成注册程序

现场总线报道
您 的 全 球 基 金 会 技 术 新 闻 资 源

2012年秋季刊

AG-181系统工程

指南现已发布 

现场总线基金会发布了《AG181基金会现场总线系统工程指

南》，帮助最终用户“快速了解现场总线”。这份全面的文件描

述了现场总线应该如何选择、安装、配置、试车和维护。

要下载AG181，请访问

www.fieldbus.org/About/FoundationTech/Resources

《现场总线报告》由工业市场营销公司Industrysource撰写并制

作 (www.indsource.com)。
《现场总线报告》由现场总线基金会发布，地址位于：9005 
Mountain Ridge Drive, Bowie Bldg. – Suite 200, Austin, TX 
78759 (电话：5127948890，传真：5127948893)。
编辑地址同上，刊物于美国印刷。

全部版权归现场总线基金会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2012年秋      现场总线报道                      5



 

 
 

 

基金会ROM计划在全球进行演示
最终用户将会评价这款远程应用的统一数字架构

现场总线基金会的基金会TM远程运营管理（ROM）计划，增强了安装在一些

全世界最艰苦和最偏远地区的基金会技术对于数不清的有线和无线设备的

技术能力。这一解决方案提供了资产管理的统一数字架构，应用的领域包括储油

站、油气管道终端、近海平台、甚至是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托盘。

了解这项技术

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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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正在计划进行一系列的基

金会ROM开发现场展示活动。一些主要

的最终用户已经同意主办这些活动，包

括信实工业公司（印度）、巴西石油公

司（巴西）和阿美石油公司（沙特阿拉

伯）。此外，还有一些在欧洲和日本的

活动也在计划当中。

现场展示将会介绍基金会ROM的全

部功能，包括无线设备集成、远程I/O集
成和无线主干网功能。

巴西石油公司对于ROM技术尤其感

兴趣，因为它与公司向石化行业上游和

下游雄心计划息息相关。公司打算2015
年之前在这个计划上投入创纪录的2240
亿美金，绝大部分投资都是集中在桑托

斯盆地已经被广泛报道过的PreSalt地区上

游部门。

Miguel Borges在巴西石油公司位于里

约热内卢的研发中心工作，他相信基金

会ROM会成为公司近海平台远程应用的

驱动技术。“现场总线基金会的ROM解

决方案非常吸引我们，因为我们希望从

那些部署在偏远区域的设备上获取诊断

信息”，他说道：“巴西石油正在这类

技术上面进行大笔投资，并且正在寻找

市场上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根据Borges所说，巴西石油将会在

其研发中心安装一套基金会ROM展示机

组，并在一家蒸馏示范工厂中进行一系

列测试。这个项目将从2012年的12月一

步，”Borges说道。

项目的起源

在油气、石化、配电、水及污水处

理以及更多的行业当中，运营公司可能

会在相隔很远的地方有多个生产基地。

实现整体的生产和产能最优，即便是在

单一的工厂当中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

务，更何况是远程流程和设施还让上述

的工作更加复杂了。

然而，由于独特的属性，今天很多

远程运营管理解决方案都是高度定制化

难以进行配置的。除此之外，一些组织

还在使用“不损坏就不用修理”的方法

进行资产管理。

在2007年的时候，基金会启动了一

个项目，希望能够通过远程I/O和有线

HART增强基金会现场总线架构面向远

程应用的功能。这项工作后来拓展到

包括无线主干网功能，并且集成了像

ISA 100.11a和无线HART这些主流的工业无

线网络。这项技术为这些无线技术提

供了一个接口，使用电子设备描述语

言（EDDL）和功能模块，保证了基金会

ROM设备之间的互操作功能。

基金会ROM运行工业组织为远程资

产进行预测性和预防性的维护策略，而

这在此之前都是无法支持的。不管是使

用有线或者无线用户，用户都可以将数

据放到基金会现场总线架构当中。这个

架构提供了数据管理、诊断报警和警

报、数据质量控制、现场控制功能以及

面向对象的模块架构的单一平台。根据

这种方法，基金会ROM帮助用户解决上

游油气生产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对工业的重要性

基金会ROM非常重要，因为它首次

将ISA 100.11a、无线HART、有线HAT和有线

H1协议成功集成当一个单一标准的环境

当中，同时又没有牺牲现有无线设备的

诊断能力。相反，这些功能还映射到基

金会模块结构当中，为数据管理和质量

控制提供了标准的环境，不再需要那些

高度定制化、在工厂生命周期中维护成

本高昂的技术。

作为这款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基金

会ROM提供一种使用高速以太网（HSE）
通讯能够将离散和模拟现场I/O反馈到控

制室的方式。这是提升关键功能区域集

成性的关键。这些关键的功能包括机器

健康监控、安全互锁、火焰及气体检测

系统以及视频监控。

基金会ROM规范可以应用到各种产

品当中，包括远程终端（RTU）、控制

器和远程I/O模块。一旦在设备中使用这

个规范，它的功能就可以扩展到无线

网关、流程控制器和RTU的传统功能当

中。这些设备提供了网关的协议转换功

能，但是还可以在基金会现场总线架构

中使用传感器模块表示设备，进行数据

管理、报警及事件警示、数据质量控

制、功能模块结构等工作。

巴西石油公司

研发总心的

Miguel Borges

巴西石油公司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

的研发中心

直进行到2013年的2月，巴西石油来自不

同地区的经理们将会观看展示，这样做

的目的是评价使用无线协议的远程应用

ROM设备基于现场总线的工作情况。

“这一展示是在具体的商业项

目之前显示基金会R O M功能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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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电机

横河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基金会ROM项目，支

持可以将无线以及其他现场设备融入到基金会

架构中的技术。这家公司将基金会ROM视为流程

自动化的关键性概念，对于ISA 100.11a网关和无线

HSE主干网的规范认证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领先供应商

为ROM所做的贡献

倍加福

将所有的自动化任务集成到单一系统当

中，使各个流程都透明。因此，这样可以让工

作的运营更加出色，生产率更高。倍加福为架

构元件和现场总线解决方案提供专业经验，包

括基金会H1和无线网络等方面。

STAHL
R. STAHL远程I/O系统IS1是最早的基金会ROM原

型设备之一，也是仅有的一款面向危险区域的

解决方案。除了在巴西现场总线基金会会员大

会和德国ACHEMA展会上使用的系统之外，公司

还为日本的JEMIMA展会制造了第二台展示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融合第三方连接设备以及面向H1设
备的分离型设备耦合器。

索夫廷

FF-911.作为现场总线基金会的活跃成员，索

夫廷在6月的时候组织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面向基

金会ROM的无线I/O验证团队会议。因为公司在基

金会现场总线领域的超然地位以及在流程行业

中成功应用的无线产品，索夫廷为HSE针对ISA-
100无线I/O规范FF-911中的测试案例贡献颇多。

观看工业视频

接触高质量的流程和设备健康数据，可以减少

停机时间，增加产量。

技术的价值

任何技术只有具有价值的

时候才可以认为是一项成功

的技术。基金会ROM的关键价

值就在于可以帮助用户实现

实时远程运营管理。通过基

金会ROM，用户可以在本地或

者远程进行自动化资产状态

诊断。因为用户在不断减少

运营和维护人员以及部署在

偏远地区的资产，所以远程

运营管理正成为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

具体来说，ROM具有以下

功能：

• 为工厂资产管理提升

价值

• 优化数据结构、数据

质量和EDDL
• 减少远程工作人员

• 降低工程和运营成本

• 提高可靠性和可用性

• 提升流程安全性

与其他远程运营管理方案

不同，基金会ROM是高度可配

置的，减少了客户化的需要，

因此也就显著地降低了实施费

用。在现场设备层，利用模拟

技术会导致很多无谓的工作，

这是因为缺乏设备试车和诊断

之间直接双向的交流。即便是

使用数字设备，应用中的专利

技术和网络层级也意味着，从

智能设备当中收集大量的数据

很难得到有效的利用。仪表工

程一项就要占据用户自动化项

目成本的20%。

基金会现场总线中的诊

断和功能模块功能，已经帮助

了很多用户避免计划之外的停

机。利用基金会ROM技术中的

预测性诊断功能，用户可以开

发预防性和预测性维护策略，

帮助避免不必要的去现场进行

维护。

经验显示，全面的远程运

营管理解决方案可以让工业

组织对市场情况更快地做出

响应，提升效率、减少停机

时间，或者更高的产能。它

还可以降低与前往远程地点

相关的成本和风险，仅需要

更少的核心人员，在一个安

全地点，就可以满足很多设

施的运营需要。

使用高质量的流程和设备

健康数据，最终会帮助企业做

出更好的运营、维护和管理决

策，减少停机时间、增加产能

从而提升用户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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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现场总线：比您想象的更简单
合理的知识、工具和培训帮助消除新手错误

过去，一些自动化最终用户对于接受基金会TM现场总线总是有些勉强，因为感觉它过于复

杂、安装成本较高。一些系统集成商和工程公司也对现场总线持谨慎的态度，畏惧这项技

术的陡峭学习曲线。

今天，流程行业已经认识到全数字基金会现场总线可以切实减少改造和新建项目中的工程工作量

和成本。实施现场总线要比您想象的更简单，通过合理的知识、工具和培训帮助消除新手错误。

接下一页

2012年秋      现场总线报道                       32012年秋      现场总线报道                       9



   

先做好自己的功课

基金会TM现场总线对于工业运营有

很多好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它与传

统流程控制技术之间的差别。现场总线

项目的成功计划和执行，首先需要理解

这些差别，并且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

阶段都需要加以注意。

绝大部分现在正在实施的工厂自

动化系统都仍然在使用大量传统的信号

技术，即便现场总线早就已经存在。使

用现场总线的项目的计划和执行，与基

于传统技术的项目有很多类似之处。然

而，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多差别，最终用

户必须要加以计划。

无论基金会现场总线安装的规模和

程度如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在

项目开始的时候做好自己的功课。这项

技术的需要注意的一些具体方面包括布

线拓扑结构、输电、和诸如接地和屏蔽

之类的基本布线工作。还有另外一些独

特的特征，比如功能模块摆放、网络带

宽和规划、设备地址限制以及整个系统

的容量。所有这些领域对于项目实施都

有影响，而且绝大部分都会影响到计划

自身。

除此之外，对于像数据传输速度或

者数据规模和结构这些通讯需求，根据

工厂内部位置以及使用层级的不同，现

场总线与传统方法也存在一些区别。环

境因素，包括爆炸风险、温度变化和电

子干扰，也会影响到通讯。

基金会现场总线的系统集成方面

让一些设计活动需要在项目的早期就完

成，并且决定更多的细节。系统、现场

设备和网段元件测试的过程也要比简单

的模拟连接更为提前。

在基金会现场总线控制架构当中，

现场设备和网段成为了分布式控制系统

（DCS）的一个部分。这需要面向现场

网络设计集成化的配置、数据管理和系

统构建方法。用户不再需要对设备和流

程自动化系统分别进行处理。

除此之外，相比传统技术，您可以

通过基金会现场总线设计获取更多的高

级功能。这些高级的功能可以显著地节

约运行成本，改进试车和启动。

使用注册设备

可能很显然，人们更加倾向使用已

经通过现场总线基金会严格测试和注册

程序的主站系统或者设备。测试和注册

保证可以让客户得到最大的投资回报。

现场总线基金会是少数几家对其技

术关键元件要求强制性测试注册程序的

自动化行业组织之一。基金会的测试和

注册工作涵盖基金会现场总线主站系统

和现场设备，以及物理层元件，比如电

源、线缆和设备耦合器。

现场总线基金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

则，就是支持互操作性—即在同一个系统内

部在不损失功能性的前提下，操作来自多个

制造商的设备。基金会的测试和注册程序是

这项互操作性的关键。通过基金会现场总

线，互操作性能够得以实现，设备和软件都

必须遵循同一个标准。

产品要想获得基金会产品注册标

识，必须要经历现场总线基金会管理的

一系列标准化测试。最终用户可以根据

具体的测试或者控制任务来选择最佳设

备，而不用考虑设备来自哪一家制造

商。他们知道，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主站

系统或者其他设备，设备都可以提供一

致的功能和互操作能力。

通过最新版现场总线基金会互操作性

测试工具集（ITK）6.0版测试的设备，具有更

加高级的诊断功能，包括NAMUR NE 107针对现

有诊断数据的推荐。此外，最新版基金会主

站脚本注册还让很多之前的可选要求成为了

强制要求，比如支持强化功能模块和DD V5.1
设备级连接。

不要忽视物理层

对于现场总线安装最为重要的顾虑

可能就是布线本身了。事实上，现场总

线实施的挑战主要都是来自物理层，现

有可能最好的布线方法可能也是使用最

多的方法。人们可以接受多个双绞线布

线，但是却对减少总体长度限制有些担

心。人们也总是比较关心接地和屏蔽，

对于衡量布线电阻也有所怀疑。

现场总线基金会开发了H1线缆测

试规范，在制造商开发基金会现场总

线H1（31.25 kbit/s）设备的时候使用。这

些规范测试集在阻尼、电容失衡、连

接引出线、以及衰减距离方面基于IEC 
61158-2:2003中A型线缆标准（或者要求更

高）。线缆制造商需要向基金会提交测

试报告，进行官方的线缆注册。

无论基金会现场总线安装的规模和程度

如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在项目

开始的时候做好自己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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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注册线缆有很多选择，您可

以测试现已安装的仪表线缆，了解它是

否与基金会现场总线应用相匹配。

现场总线网段的元件可以与各种拓

扑结构进行连接。一般选用的拓扑都是

要取决于物理层设备的位置，这样可以

减少安装成本。确定合适的拓扑结构，

需要对应用计划率先进行决策。总的来

说，现场总线网段在树形、触点型或者

二者结合的结构中工作效果最好。如果

能够在不中断网络通讯的情况下，就能

够添加或者删除设备，这种结构就可以

很好的连接产品。这不仅可以简化扩展

和设备更换，还有助于查找故障。

调整您的工作流程

应该检查工艺与衍生工作之间联

系，确定它们是否“符合”基金会现场

总线。换句话说，还需要一些与以往不

同的工作流程。如果您需要进行预测性

和预防性维护，您就更应该这么做，这

样可以节约大量的运营成本。

在项目设计的早期阶段，您应该定

义因为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出现的新的

或者需要修改的工作流程。如果没有做

到这一点，那些需要现场总线数据的人

可能就无法获得相应的结果，或者您就

要继续依赖那些已经被现场总线转变的

传统维护流程。

现场总线提供更大量的数据，它们

可以被转化为有用的信息。出于这个原

因，我们很有必要问一问：维护人员需

要哪些类信息？像食品饮料这些行业，

公司在从事合规工作的时候，对于数据

存储和验证有哪些考虑？

在最佳的实践当中，项目启动之

前，信息会从设备层流向相关的应用当

中，对运营进行优化。智能现场设备是

真正的数据服务者，因此它们会保护很

大一部分不太适合工厂操作员使用的信

息。和供应商合作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因为它们拥有设计完好的现场总线配

置工具，可以与有效的工厂资产管理

（PAM）应用集成。这样可以减少工作

量，保证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信息传

递给正确的人。

国际自动化协会（ISA）现在正在开

发推荐工作流程，管理来自智能设备的

数据。ISA 108标准将会识别出组织中不

同角色的工作流程，提供项目生命周期

的最佳实践。

确定要进行培训

现场总线基金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提

供大量的培训机会，帮助用户更加容易

地实施现场总线。基金会认证培训项目

（FCTP）为现场总线的教育课程和培训

人员建立了统一的标准，并且定义了学

生学习这项技术之后应该达到的水平。

认证培训保证教学人员都拥有丰富

的基金会准则方面的知识，对于现场总

线的原理充分了解，并且被证实有能力

可以实施基于现场总线的控制系统。所

有的FCTP基地都提供认证，显示学生具

有相关级别的能力。

FCTP认证培训基地与现场总线基金

会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得到有

关基金会现场总线的最新动态，因此也

就不断地提升和发展。这些基地通常会

站在技术的最前沿。

根据FCTP的要求，培训基地、课程

和教师都要经过考核，保证他们能够满

足项目的要求。注册基地需要拥有多台

基金会现场总线主站和设备，可以展示

现场总线技术的优势。他们还必须向检

察人员展示他们的授课资料能够达到教

学标准。

FCTP当前提供三类认证：基金会认

证专家、基金会认证支持专才和基金会

认证技术真彩。完成了认证培训项目的

学生，会被列在基金会网站的注册学员

名录当中。

同时，基金会还在全世界各个主要

地区提供免费的基金会技术研讨会，横

跨北美洲、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

洲和大亚洲。

这些为期一天的研讨会面向流程

行业最终用户和工程公司，话题覆盖

基金会技术商业价值、项目执行和系

统设计等多个方面。领先的最终用

户、系统集成商、培训师将会讨论成

功安装和试车案例、控制策略以及运

营和维护案例。

认证培训保证教学人员

都拥有丰富的基金会准

则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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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供应商帮助实施

Endress+Hauser

中立于供应商、动手实践以及设备集成过程中的

专家指导，这些都是基金会技术培训成功的元素。在

最近的十几年当中，Endress+Hauser 一直都在全世界范

围内提高高质量的培训。Endress+Hauser 在瑞士设有装

备完善的现场总线培训基地，也可以到客户所在地进

行培训。

MooreHawke 

MooreHawke的终点感应自动终止技术已经排除了

造成现场总线项目启动时候延迟的大部分因素，比如

提前或者延后终止。项目经理不再需要逐一检查网段

才能确保两个并且只有两个端子存在。启动工程师也

不用亲自跑到网段那里查看或者使用高级诊断模块检

查关键元件。MooreHawke 的技术保证网段都可以适当

地停止。

罗克韦尔自动化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PlantPAx 基金会现场总线解决

方案已经融入了大量功能，可以减少各种规模项目中

试车和维护的工作量。在使用H1连接设备连接EtherNet/
IP 或者ControlNet 的时候，H1上的现场仪表可以自动识

别，并且根据工程工具中的默认配置进行设置。不需

要阅读工程单元中的传感器数值就可以进行用户配

置，对于集中化控制或者现场控制的支持工作量也可

以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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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来自横河电机的工程师

加入了SIM团队，同其他成员

一起帮助开发FF-569主站行

规测试程序，实现主站系统

的互操作。

现场总线基金会严格的主站

注册程序保证工厂可以充分

利用现场总线。艾默生的

DeltaV数字自动化系统是第

一款遵循行规61b的系统。

行规61b使系统可以连接设备

层，使用方便使用、任务为

导向的设备页面显示信息。

接下一页

 

利用现有资源

通过正确的专业资源和支

持，工业企业可以采用基金会

技术降低自动化项目工程和运

营阶段的风险，进而提高资产

投资的净值。实施基金会技术

需要不同的思考和培训，它们

仅仅是不同并不是很难。

在现场总线基金会的网站

上（www.fieldbus.org）有一份可

以免费下载的指南，它涵盖了

管理基金会现场总线工程项目

累计的知识。这份《AG181系
统工程指南》是一个完整的资

源，包括基金会现场总线系统

工程、设计和安装的最佳实践

案例。

除了这份全面的文件之

外，基金会还发布了有关布线

和安装、本安系统以及在混合

和批处理系统中功能模块的补

充指南文件。

现场总线基金会还提供

一个免费的自动网段设计工具

DesignMate™。
DesignMate可以自动检查网

段布局是否遵从基金会物理层

规范（基于国际电工协会IEC 
611158-2第一类标准）。这可

以帮助最终用户的现场总线架

构可以使用理想的参数，比如

线缆长度、安装设备的类型和

数量以及可选择的电源。这款

工具可以在现场总线基金会网

站的技术参考栏目中下载。

查看DesignMate

工具视频

横河电机

横河电机具有丰富的项目执行经验，并通过其

已经接受过现场考验的专业知识在整个工厂生命周期

内对客户进行支持。在运营阶段，基金会技术可以通

过公司用户友好并且多样的工具有效地实施基金会技

术，比如工资产管理PRM和设备管理向导FieldMate以及

创新型InsightSuiteAE咨询服务。横河承诺创造一个可以

轻松引入基金会现场总线的环境。

STAHL

在现场总线启动的过程中，用户必须要考虑网段

上的涌入电流，这通常需要在现场总线中设计大量冗

余、限制设备数量或者降低线缆长度来实现。通过在

所有设备耦合器中进行R. STAHL电源管理，就不再需要

上述的工作。软启动功能逐个激活设备，这样避免了

高涌入电流，让启动过程更加可靠，同时也没有设备

数量和线缆长度方面的限制。

索夫廷

作为一家现场总线基金会的基金会开发服务提供

者（DSP）项目的合格参与者，索夫廷的领域覆盖了产

品和服务，目标是让现场总线实施尽可能的简单。其

产品线包括基金会现场总线启动套装、通讯模块、评

估工具箱、配置工具和H1/HSE通讯栈。除了硬件开发

（参考设计）和产品规范之外，索夫廷还提供成功设

备开发的合规测试和认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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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讨会项目—
为最终用户传递价值
互动活动覆盖现场总线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得益于现场总线基金会的全球技术

研讨会项目，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最终用

户、系统集成商和工程公司正在得出一

致的结论：基金会现场总线要比想象更

加简单！

研讨会在全世界各个主要的流程工

业所在地举办，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基金

会现场总线，帮助参会人员认识到使用

这项技术在生命周期内的收益。

无论是第一次启动现场总线项目

的新用户，还是希望从现有安装中收获

最大价值的富有经验的工程师，亦或是

希望成功实施现场总线的集成商，研讨

会都可以为他们提供实际的、手把手的

指导。这些指导强调基于现场总线的控

制系统的实际使用和应用。最棒的部分

是：因为有项目赞助商的支持，这些活

动都是免费的。

互动研讨会项目包括整个工厂生

命周期基金会现场总线的演示，包括工

程、设计、运营、维护等环节。演讲嘉

宾有来自现场总线基金会的代表，也有

最终用户和现场总线培训师/教育者以及

领先自动化设备供应商的专家。

一般来说，研讨会开始是基金会现

场总线项目工程、设计、安装和试车阶

段的重要问题概述，这也包括使用现场

总线基金会强大的DesignMATE工具进行的

现场总线网段设计演示。

演讲还会介绍技术的现场控制能

力，以及基于NAMUR NE107指南的预测性

诊断功能。这些话题还会在会上使用真

实的主站系统展示单元加以解释。

实际的研讨会展示让人们了解基金会现场总

线的秘密，帮助参会嘉宾认识到使用这项技

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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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领先的最终用户还会亲自讲述基金会现

场的运营收益，包括实现单环安全性和避免计划之外的

停机。

其他的技术话题还包括基金会远程运营管理

（ROM）和基金会安全仪表功能（SIF）解决方案的发

展，以及合格的培训对于成功项目实施的重要性。

参会人员会得到基金会认证培训项目（FCTP）培

训中心常规课程10%的优惠，还可以得到专家开发学术

（PDH）认证。

未来最终用户研讨会的时间和地点公布在现场总线

基金会的网站上，有兴趣请访问www.fieldbus.org。

横河电机

横河决定要参加大量的活动，推动基金会技

术普及。公司参加了全球范围内的现场总线研讨

会和展览，进行演讲和新发展的桌面演示，其中

就包括基金会ROM。公司作为EMEA（欧洲、中东

及非洲）地区和亚太地区执行官顾问委员会的成

员，参与了现场总线基金会全球研讨会项目的设

计和运营，并且提供了资金支持。

会员参加活动的情况

MooreHawke

MooreHawke经常参加现场总线基金会研讨会的

开发环节。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在北美地区以及

很多国际研讨会上进行展示，保证最终用户能够

看到并且体验到公司的技术，让工作更加简单。

倍加福

让最终用户理解如何实施现场总线技术，就

是一项主要的价值。在价值链上所有各方，包括

概念设计、建设到运营，都需要很多知识才能确

保成功。倍加福提供培训和研讨会，积极主动地

分享自己有关现场总线安装和架构的知识，尤其

是防爆和网络计划方面的经验，实现每一个项目

的成功。

罗克韦尔自动化

罗克韦尔自动化是基金会技术全球研讨会长

久以来的坚定支持者，公司的现场总线专家会在

各个地区活动上根据活动内容分享应用知识。几

年，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了新的连接设备，使得

现场总线安装的配置步骤最少。罗克韦尔一直都

对很多研讨会参会人员充满着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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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基金会未来的活动规划
了解研讨会、路演和技术展览都在哪里进行

无论您身处何处，都可以轻易找到相关的基金会现场总线活动。现场总线基金会已经扩大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现场总

线教育研讨会、路演、技术展示和其他活动的范围。这些活动服务于流程自动化最终用户、设备开发人员、工程公司和

其他相关人员。现在就做好准备参加您所在地区的活动。

基金会现场总线全球活动

地点      日期        活动信息
美洲地区活动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2012年11月28日 基金会现场总线最终用户研讨会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2012年11月29日 销售人员培训

加拿大艾尔贝塔省埃德蒙顿 2013年5月 基金会现场总线最终用户研讨会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2013年9月 基金会现场总线最终用户研讨会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2013年11月 基金会现场总线最终用户研讨会

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活动

德国法兰克福 2012年11月6日 现场总线介绍

德国法兰克福 2012年11月7日-9日 现场总线高级规则

捷克共和国布尔诺 2012年11月14日 面向工程承包商的FFCEEMC报告

意大利米兰 2012年11月29日 mcT石化技术贸易展

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 2012年12月11日 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进展路演

阿曼马斯喀特 2012年12月12日 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进展路演

南非开普敦 2013年1月31日 控制路演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2013年5月7日 控制路演

纳米比亚鲸湾港 2013年5月9日 控制路演

克罗地亚里耶卡 2013年5月29日 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现场路演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2013年10月7日-11日 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现场路演

匈牙利米什科尔茨 2013年10月 DCS19会议

希腊雅典 2013年11月18日-22日 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现场路演

亚太地区活动

中国大连 2012年11月2日 基金会现场总线最终用户研讨会

韩国首尔 2012年11月 基金会现场总线最终用户研讨会

新加坡 2012年11月27日-30日 油气（OSEA）展

日本东京 2013年2月 基金会现场总线最终用户研讨会

了解最新活动信息，请访问现场总线基金会网站www.�eldbus.org。
访问“全球”栏目，查看每个地区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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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系统功能指南（AG-181）现已发布
文件包括领先基金会现场总线专家的观点

现场总线基金会已经发布了《AG-
181系统工程指南》的重大修改稿。AG-
181是一份完整的文件，包括完成基金会

现场总线安装（从工程到设计、试车、

启动、运营和维护）的最佳实践案例和

推荐。这份文件的内容包括如何选择线

缆、安装布线、接地、实施工厂资产管

理系统以及项目管理的最佳实践。

新的版本经过了重新排版和组织，

更加容易阅读和查找信息。有一些内容

还经过了重新编写和更新，比如现场总

线本安概念（FISCO）现场总线设计规

则、线缆长度、浪涌保护和网段规划等

等。此外，还补充了使

用现有线缆的一根据现

场总线基金会全球市场

经理Larry O’Brien所说，

基金会现场总线的《系

统工程指南》文件是

“自动化行业最大的秘

密之一”，每一名流

程控制工程师都应该

珍藏。它对于越来越

多参与基金会现场总

线实施的最终用户、

系统集成商和工程公

司都是非常具有价值

的资源。

“我们在现场总线基金会努力做

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全世界需要的人

提供信息，”O'Brien说：“我们希望

人们熟悉我们的技术使用方式，包括

工程、设计、安装、维护和运营。在

《系统工程指南》文件当中，包含了

很多世界级领先现场总线技术专家的

智慧，他们分别来自最终用户、系统

集成商、教育机构和供应商的工程和

建筑第一线。它告诉我们如何在现场

总线项目当中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决

定，是任何基金会现场总线专家的必

备读物。如果你已经有了老的版本，

那么最新版看起来条理更加清楚，同

时还包括了几个新的章节，此外几个

现有的章节也已经重新编写过了。”

《系统工程指南》包括11章，覆盖

现场总线项目周期的方方面面。具体的

主题包括：

• 基本的想法

• 现场总线定义

• 现场总线项目需求

• 主站系统需求

• 软件配置

• 现场设备需求

• 网段元件

• 网络/网段设计指南

• 现场安装指南

• 接受度测试

• 建档要求

O’Brien指出，这份文件按照中立于

供应商的方式提供了精确的现场总线信

息，它会按期进行修正，以反映基金会

技术的最新进展。“现在，没有什么更

好的基金会现场总线实施指南了，”他

说道。

可以在现场总线基金会网站最终

用户资源栏目的技术参考页面（www.
fieldbus.org/about/foundationtech/
resources）下载基金会现场总线《系

统工程指南》的pdf版本（文件编号：

AG-181）。该文件也有PDF格式的版本

供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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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诊断的最新进展
新技术支持使用结构化方法进行资产管理

在2006年5月，现场总线基金会开始与

总部位于德国的国际流程行业最终用户协

会NAMUR展开合作，旨在提升现场总线的

性能，其中就包括设备诊断，双方都认为

用户需要更加清楚的指南性文件。

这次合作的一个关键性目标，就

是实现现场总线自监控数据的集成，保

证有价值的设备诊断信息可以为流程工

厂工作人员所用。现场诊断的进步显著

可以支持一个结构化的方法进行资产管

理，简化操作员的任何，增加他们使用

设备诊断和资产软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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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现场诊断脚本可以让自动化

的各方受益，包括流程工程师、维护

技师和操作人员。这项技术优化了工

厂资产管理程序，提升了流程绩效、

可靠度，增加了工作时间，同时降低

了运营成本。

理解用户需求

无论是通过数字或者4-20 mA技术，

一些网络协议会提供诊断信息。数字网

络可以比模拟网络处理更多的诊断数

据，但是这些数据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

诊断。通过这些数据，您可以获得更多

的有用信息，从而帮助到企业。

因为可以提升自我检测设备监控和

安全性，能够收集的信息都具有重要的

不可忽略的价值。举例来说，提供热备

冗余的标准温度测量，现在扩展到包含

探测传感器，可以预测温度传感器何时

会损坏。压力变送器现在可以检测插入

脉冲，在一个明显良好的测量值实际上

并不合理的时候通知操作人员。

控制阀诊断以及针对在线诊断产

生阀门信号的能力，让很多阀门问题都

可以轻易隔离，在不需要将阀门移出服

务位置进行不必要重修的情况下进行修

正，从而节约了成本。

所有这些设备诊断上的进步，都

可以帮助流程企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维

护，并减少修复性维护。在大多数组织

当多，大约50%的工作属于预防性维护

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水平，由于利用设备

诊断而带来的潜在成本节约的金额是非

常巨大的。

作为流程行业最终用户的代表，

NAMUR发布了推荐指南，描述了现代

资产管理系统应该具备的功能和特

征（NE91,《在线工厂资产管理系统要

求》），以及他们应该提供的诊断功能

的类型和状态报告（NE107，《现场设备

的自监控和诊断》）。

在已安装的现场设备网络中寻求一

致性的自动化最终用户，驱动着NE107推
荐指南的开发。很多工厂都是针对不同

的应用使用多种技术，包括基金会TM现

场总线、PROFIBUS和HART，但是诊断信

息通常在这些网络当中以不同的形式出

现。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数据结构、不

同的参数名称等等。即便是在同一个协

议内部，供应商也可能会加入以不同格

式出现的附加诊断信息。

作为NE107指南的一部分，NAMUR的
成员表示需要一个通用的资产管理工

具，保证与设备状态和运营条件相关的

重要信息可以传递给工厂内部合适的人

员。这也就是说，企业应该提供一个通

用的结构显示所有的仪表诊断信息。

根据NE107文件的要求，现场总线

诊断结构应该是可靠的，可以在给定

应用的格式下浏览。工厂操作人员应

该只能看到状态信号，而设备专家则

可以查看细节信息。NAMUR指南进一步

建议应该将内部诊断分为四类标准状

态信号，可以随意进行配置，根据用

户需求的不同对于设备中故障的相应

也可以不尽相同。

供应商具体的状态分类  NAMUR的标准状态分类

腐蚀

传感器污染

传感器破损

电子失效

仿真

局部过载

超过温度限制

超出量程   

维护

失效

功能检查

不符规定

因为可以提升自我检测设备监控和安全性，

能够收集的信息都具有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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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显示智能诊断可以显著降低维护成本

强化诊断功能

基于NAMUR NE107的推荐指

南，现场总线基金会开发了一

份脚本规范，强化基金会现场

总线系统内部设备诊断的组织

和集成。诊断脚本包括一个标

准化开放式的接口，可以报告

所有设备报警状况，并提供了

一个根据严重度设定的报警状

况分类。这项技术可以根据用

户选择严重度分类，将警报划

分到合适的路径。除此之外，

它还提供了推荐修正措施和具

体的帮助，以及设备总体健康

状况的指示。

基金会现场总线诊断脚本

规范（FF-912）运行任何基于电

子设备描述（EDD）的系统接入

并配置现场总线设备中的诊断

情况。现场诊断脚本对于现有

基金会现场总线栈规范没有任

何修改。然而，它确实引入了

一个新的现场诊断报警类别。

系统升级将会提供更加深入的

集成能力（比如配置向导），

可以强化诊断性能。

基金会现场总线通常使

用的都是“推式”诊断，允许

用户更加快速地接收报警。而

传统的“拉式”诊断则是需要

来自设备的诊断信息。此外，

这项技术还具有点对点通讯能

力，允许设备彼此之间进行通

讯，这样就显著提升了整个系

统的诊断能力。

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

每一个现场总线功能模块都具

有标准的模块警报参数，提供

16个标准化的诊断条件。当前

的控制系统会扫描现场设备，

然后可能会每天收到一次诊断

事件信息。这个流程需要大量

的时间才能扫描大量的安装仪

表。如果使用基金会的推式方

法，诊断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收集完成了。

基金会现场总线诊断脚

本规范提供了通用的、网络可

见的参数名称，可以输入到现

场总线设备模块当中。这些参

数名称可能拥有同样的数据类

型和相同的行为。按照这种方

式，设备供应商可以将他们当

前的设备诊断信息按照相同的

结构，通过主站系统和工厂资

产管理工具加以展示。

作为现场诊断解决方案的一

部分，每一个设备供应商都可以

定义在其仪表中进行哪些诊断，

而最终用户则可以根据他们具体

的流程要求修改这些诊断。每一

台设备都拥有一个由供应商开发

的默认现场诊断模式，并且推荐

使用主动诊断的方法。

行业中的诊断创新

MooreHawke

MooreHawke明白即便是简单的设备也拥有

超过300个参数，主站供应商具有丰富的系统级

诊断功能，公司认为信息有些过载了。因此，

MooreHawke力求让自己的元件进行简单有效的诊

断，比如基于LED的噪音、电压。开/闭电路、

终止和触点状态报警，工人可以很容易地识别

问题并进行维修。同时，公司的产品还包括基

于现场的测试点，在偶尔需要额外测试设备的

时候使用。

罗克韦尔自动化

罗克韦尔自动化正在采用一种全面的方法

进行诊断，除了建立基础架构阅读越来越多的

基于NE107推荐的基金会现场总线诊断信息之

外，罗克韦尔还可以使用定性（实时规模追溯

功能）和定量（诊断值）方法通过网络诊断查

看现场总线安装的健康状态。

横河电机

横河电机的EJX和EJA-E系列强化版压力变送

器，通过了互操作测试工具集6.0版注册。它们

支持NAMUR NE107推荐中的现场诊断的最新技术

进步，可以按照更加一致的方式进行诊断。除

此之外，EJX脉冲线阻断检测还通过预测性维

护提高了工厂的可用率。它们可以持续检测多

个传感器之间差分/静态压力以及内部/周边温

度信号的波动，还可以确定脉冲阻断出现在高

频、低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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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的诊断

流程控制工程站

资产管理维护站

工厂操作员

工厂维护工程

HSE控制网络

H1流程网络

根据NE107推荐指南，现场诊断技术可

以提供稳定的基于角色的诊断。

如何实现收益

根据NE107推荐指南，现场诊断技术

可以提供稳定的基于角色的诊断，这也

就意味着，正确的信息在他们需要的时

候发送给合适的人，而不会向其他人发

出警报。

现场设备要比老师的模拟4-20mA设
备更具有价值，因为它们能够显示数据

质量（即信号通讯设定点、PV等等有质

量好、坏、不确定之分）。这可以改进

设备问题的检测，通过现场仪表帮助验

证测量结果或者控制行为。

就像检查汽车上的发动机灯一样，

考虑现场诊断警报是很有必要的。基金

会现场总线的诊断特征可以告诉我们某

一台设备上出现了某些问题，还可以用

标准化的方法解释并将这些信息用于维

护和维修。

一旦发现了警报，第一步就是要确

定异常条件的属性。接下来，现场诊断

会有明确的推荐行动。第三部是要细节

的EDD描述，它会帮助反馈到操作员的

工作当中。经过像图表这样的强化EDDL
特征来显示诊断信息，帮助查找故障。

现场诊断可以强化控制以及现场

设备与主站/资产管理系统之间的信

息分配。这样做可以加快信息反馈，

每一条信息都会按照其重要度进行分

类，看它是一条流程警报还是一条维

护警报。用户可以根据具体的设备状

态以及设备对整个流程的重要程度处

理报警信息（按照上面所说的四个类

别）。这样反过来可以建立一个横跨

各种设备的标准化诊断系统，创造一

个可以将诊断信息结构化、过滤并且

传递到控制器的方式。

使用这项技术，工业企业可以分辨

出对于某一个运营或者流程领域最为重

要的诊断。他们还可以决定诊断信息的

优先级，识别具体数据所有的合适接收

对象。

举例来说，根据NE107的推荐，像对

热电偶老化、温度跟踪、统计过程监控

这样的设备诊断就应该是优先进行。

过去，操作人员经常会受困于各种

警报和报警噪音的干扰，这会把他们的

注意力从流程上分散出去。这个情况会

导致不必要的停机，或者引起操作人员

忽视在线资产管理工具，进而导致漏掉

重要的警报。现在，得益于现场诊断，

工厂可以避免把钱浪费在无关的诊断上

面，也就可以在确实需要的时候才去合

适的控制或者维护措施。工厂人员能够

在更短的时间内制定更好的决策，还可

能会节约或者扩展资产的生命周期。

最终的思考

现场总线基金会与NAMUR之间的合

作让全球的流程自动化行业对于最终用

户采用现场总线技术的需求有了一个更

加深刻的了解。这同样也推动了流程工

厂实施新的设备诊断，进而采用更好更

有效的资产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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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主站系统注册升级
新加入的注册主站加入了61b集成主站特征

在2011年4月，现场总线基金会宣布它已经注册头两台现场总线主站系统，加入了新的强制

性主站脚本“61b”。由艾默生过程管理提供的现场总线主站（DeltaV数字自动化系统带

有AMS组件：智能设备管理器）和GE能源（GE ControlST）通过了测试，证实它们可以支持

NAMUR NE107现场诊断。后者现在已经成为基金会主站测试和注册程序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最近，又有两个供应商实施的61b集成主站特征通过了严格的测试。它们分别是浙江中控

技术有限公司（ECS-700 V3和SAMS V2.60 WebField系列控制系统）和霍尼韦尔流程解决方案

（Experion○RPKS控制系统）。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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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会现场总线系统当中，主站可以是配置工具、各种

记录设备也可以是集成化DCS。

现场总线主站脚本注册过

程需要测试中的主站脚本能够

具有需要的特征。成功完成测

试的主站将会贴上基金会产品

注册的官方标志。

什么是主站？

主站一般是指能够支持

基金会现场总线信息的某种设

备。在一个基金会现场总线系

统当中，主站可能包括配置工

具、记录设备、警报显示面

板、人机界面（HMI）或者具

有上述功能的集成系统，最终

可以是一个集成化的分布式控

制系统（DCS）。主站不一定

要有功能模块，它可能拥有H1
接口、告诉以太网接口或者二

者兼而有之。它可以支持安全

设备、控制和监控设备，又可

以全部支持。

在现场总线基金会自动化

架构当中，可以实现互操作功

能，这是因为其设备和软件都必

须遵循相同的标准，并且根据这

个标准进行测试和注册。带有基

金会产品注册标识的产品必须经

历过由现场总线基金会管理的一

系列测试程序。最终用户可以针

对具体的测试或者控制任务选择

最佳的设备，而不需要它是来自

哪家制造商。

主站注册增加了一个新的

信心指标，即现场总线系统融

入了基金会技术的稳定功能，

能够成为开放式、可互操作控

制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是系

统级上的一个关键元件，可以

决定现场总线项目的成败，所

以主站尤其值得人们关注。如

果主站没有经过注册和测试，

最终用户可能就无法知道它是

否能够与来自多家不同供应商

的H1和HSE设备一同工作。

什么是不同的主站脚本？

在基金会现场总线自动

化架构下，主站脚本对于现场

总线系统的互操作功能非常关

键，它定义了不同类别测试和

注册主站所需要的功能。脚本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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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61 – 集成型主站

• 类别62 – 访客型主站

• 类别63 – 备用主站未试车设备

• 类别64 – 备用主站已试车离线设

备，以及

• 类别71 – SIF集成化主站

每一个主站类别都有着自己的一套

特征、优先用户和使用案例。对于集成

化主站，首要的特征是它一般都与DCS
协同。它们是流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

分，属于在线或者叫“在流程”主站。

集成化主站设置并管理所有设备的物理

设备标签和网络配置。这些主站会管理

分布式应用配置，包括连接规划、备份

连接规划、模块实例化、连接目标、宏

观循环、VCR以及警报。集成化主站可

以连接所有的资源模块、变送器模块以

及功能模块参数，它还可以包含备份/离
线数据库。

类别61集成化主站在工厂当中广泛

使用，流程控制工程师使用这种主站系

统用于配置和分析。操作员可以通过操

作员工作站连接集成化主站，而维护技

师则可以在工厂资产管理应用使用它。

甚至管理层也可以在其他的运营管理和

应用工作站中利用集成化主站。

类别62访客型主站是基本款的在线

主站，可以阅读和输入资源与变送器模

块。但是，对于功能模块可能只提供只

读连接。访客主站不能管理物理设备标

签、网络配置或者分布式应用配置。它

们一般都在手持设备或者是PDA设备当

中，用于维护以及和网络的暂时连接。

访客型主站还可以位于特殊的设备应用

但中，比如在线控制阀诊断应用。

类别63备用主站可以针对离线测试

进行网络配置，但是无论是类别63还是

64都属于离线型主站。它们还可以对分

布式应用进行配置，包括连接规划、备

份连接规划、模块实例化、连接目标、

宏观循环、VCR以及警报。除此之外，

类别63备用主站一般还可以连接资源模

块、变送器模块和功能模块参数。这

些主站的主要用户包括维护和仪表人

员。类别63备用主站可以在多种应用在

采用，包括跳转操作测试以及新服务设

备的启动。它们也可以用于从流程中移

出的预先已经配置正在运行的设备的维

护，或者是新更换的设备的安装。

类别64备用主站主要是连接已经完

成试车设备的离线主站。除了设备地址

配置之外，它们与类别62标准访客型主

站的要求几乎完全相同。类别64备用主

站的主要用户是仪表和维护人员，它们

通常位于手持或者PDA类型设备当中，

与离线网段或者专门的设备应用（比如

离线阀门诊断）连接。

类别71 SIF集成型主站是针对安全

应用的首选在线安全仪表功能（SIF）
主站。与集成型主站相似，类别71型SIF

主站是拥有固定H1地址的在线主站。它

可以为所有设备设置和管理物理设备标

签，设定和管理网络配置，管理分布式

应用配置，并提供类别61集成型主站的

所有其他功能。差别是额外的SIF功能，

包括可以连接所有与SIF相关的资源模块

和功能模块参数。这种主站支持SIF协
议，可以保持SIF配置签名，并且可以锁

定以及解锁所有的SIF设备。

最新的主站特征有哪些？

下列的主站特征在现场总线基金

会主站脚本61b中从“可选”变成了

“强制”：

模块实例化 – 允许充分利用现场总

线设备，支持实例化功能模块，主要用

于现场控制（CIF）。

多功能级别 – 对于可选（许可）特

定模块/特征的设备而言，在系统配置

的时候可以设定标准或者更高的功能级

别，避免在控制策略中使用不受支持的

模块。这避免了试车期间发生意外状

况，也使得设备更换更加容易。

强化功能模块 – 允许充分利用强化

的模块（带有更多参数的标准模块）。

脚本定制功能模块 – 允许充分利用

非标准模块。

规划控制功能模块的配置 – 允许开

发人员设定CIF控制策略。

设备描述（DD）V5.1设备级接入

（带有交叉模块的强化电子设备描述语

言） -  通过在同一页面表示所有诊断信

息和安装信息的数据板（无论这些模

块的位置），让现场总线设备更加容

易使用。

类别64备用主站一般位于手持或者PDA类
型设备当中，连接离线网段或者特殊设

备应用。

2012年秋      现场总线报道                       25





 

对于设备级菜单的支持，其中一个附加特征

都由主站脚本61b授权，使得用户配置和维

护现场总线设备更加方便。

根据现场总线基金会现场总线产品

总监Stephen Mitschke所说，主站支持主站

脚本61b可以采用基金会现场总线控制

系统改进用户体验。“对于设备级菜单

的支持，其中一个附加特征都由主站脚

本61b授权，使得用户配置和维护现场总

线设备更加方便，”Mitschke说：“除此

之外，注册主站必须要展示出配置设备

中的现场诊断信息的能力。根据NE107的
推荐，一个强化的结构化的诊断信息显

示，对于有效的资产管理很有帮助。”

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的强大功能，考

虑NE107对于现场诊断的推荐，现场总线基金

会开发了一个脚本规范，强化在现场总线系

统内部设备诊断信息的组织、集成和战士。

基金会现场总线诊断脚本包括一个可以报告

所有设备报警条件的标准化开放式界面，可

以按照严重程度对报警条件进行分类。这项

技术根据用户选择的严重度分类将警报传递

给合适的人。换句话说，它会在正确的时间

把正确的信息发送给正确的人，而不会向操

作员发送无关信息干扰他们。并且，它还会

提供推荐的修复方法、细节帮助信息以及设

备整体健康情况的指示。

注册为什么重要？

现场总线基金会推行产品测试和注

册程序，这样可以帮助互操作性，帮助

最终用户获得现场总线技术投资收益的

最大化。它是自动化行业少数几家提供

注册程序、要求对技术的关键元素进行

强制性测试的机构。基金会的测试和注

册工作覆盖基金会现场总线主站系统和

现场设备，以及像电源、线缆和设备耦

合器这些物理层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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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基金会现场总线注

册标识的产品都经过了现场总

线基金会人员的一系列标准测

试。最终用户可以根据具体的

测试和控制任务选择最佳设

备，而不管它们来自哪家制造

商。用户可以相信这些设备能

够提供一致的功能性和互操作

性，不用考虑使用的主站或者

其他设备。测试和注册帮助用

户可以从现场总线技术的投资

中取得最大的回报。

在主站脚本注册程序当

中，现场总线基金会采用测试

设备和专门的测试设备描述

（DD）和功能文件（CF）进

行功能测试。在测试期间可以

使用不同供应商的注册设备。

在测试中的主站脚本必须支持

所需要的特征。主站需要遵循

主站特征清单中列出的一些、

或者几乎所有的特征。然而，

因为主站拥有多个定义，并不

是所有的特征都适用于一个主

站，所以也不能期待主站能够

支持每一项特征。

每一个特征都包含一系列

测试程序，与主站或者使用主

站的现场总线系统相对应。为

了让主站能够遵循特征，主站

必须能够通过由该特征定义测

试步骤。这些特征本身可能具

有一般性，因此制造商将会开

发测试案例，或者必要的实际

应用步骤，满足测试的要求。

了解更多

现场总线基金会在其网站

上维护着一个注册产品页面：

www.fieldbus.org/registered，

上面有经过测试和注册的产品

的完全名单。它还提供设备和

主站开发人员需要的资源，包

括各种培训和工具。开发工具

包括合规测试工具、互操作测

试工具、DD开发工具。想要了

解更多的信息，请发送邮件给

marketing@fieldbus.org。

最新主站开发项目

倍加福

倍加福与DCS供应商紧密合作，希望将带有主站接口

卡的电源与基金会现场总线H1集成。这样，紧凑的机箱设

计可以帮助用户节约控制，同时这也是能够进行客户化连

接的创新型方案，减少了布线和试车方面的工作。有效和

经济的解决方案帮助工程承包商、自动化供应商和最终用

户实现他们的目标。

罗克韦尔自动化

罗克韦尔自动化很注意在面向PlantPAx流程自动化系统

开发新的现场总线连接设备的时候满足基金会现场总线主

站注册脚本61b的需要。罗克韦尔于2012年6月发布了网关

设备，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让现场总线人员测试其

解决方案，尽量在今年年底之前宣布完成所有的主站注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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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现场总线设备耦合器注册
MTL和R. STAHL产品完成注册程序

首批基于基金会H1（31.25 kbit/s）设备耦合器测试规范的隔离设

备耦合器已经在现场总线基金会注册。这些设备来自MTL（9370-FB
系列现场总线安全栅）和R. Stahl（9411/21和9411/24系列隔离型设备

耦合器），已经成功完成了基金会严格的注册程序。

作为基金会现场总线架构的一部分，隔离的设备耦合安装在

现场总线主干上（比如家用线缆），与不同的设备触点连接。隔

离设备耦合器设计允许自动化最终用户为每个耦合器连接更多的

设备，同时允许网段在危险区域工作。耦合器可以向多台现场总

线设备提供隔离的经过调解的电流，保护由于触点中电流过大引

起的短路。通过在每个网段上增加更多的设备，它们还可帮助减

少控制器的输入/输出（I/O）点以及相关的安装成本。

基金会现场总线设备耦合测试规范包括IEC 61158标准的原则和

附加功能测试，比如输入阻尼、短路反应时间和总线电压消耗。

这个规范专为耦合器制造商设计，能够针对它们的应用执行标准

化测试。志愿者团队的成员来自提供耦合器产品的基金会会员，

以及采用注册耦合器、开发测试案例的最终用户。

在现场总线注册产品名录（www.fieldbus.org/registered. For more 

information）中，有包括隔离型设备耦合器在内完整的注册基金会

现场总线产品名录，。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现场总线基金会

（512.794.8890），或者发送邮件到member.services@fieldbus.org。

倍加福

第一款注册的设备耦合器来自倍加福。该公司在设计
设备耦合器规范方面富有经验，这种设备可以携带合规和
互操作特征，从而降低风险。在危险区域，能量限制是现
场总线成功的最后一道壁垒。倍加福公司率先开发出了高
能主干网的概念，引领了现场总线的成功。

现在，本安爆破防护已经使用DART技术达到了新的阶
段，允许网段的各个部分都在危险地区实现本安功能。相
同的简单布线方法可以应用于整个网段，并且在任何时间
都可以高温作业，减少了安装和维护成本。

新的现场总线物理层解决方案

MooreHawke

MooreHawke计划注册ROUTE-MASTER系列设备耦合器，可以驱
动350毫安本安电源，可以连接位于1类1区（A、B、 C、D（IIC）
组）的本安型设备。耦合器的特征还包括端点自动化终止，
以及使用4到5毫安的触点短路保护。该系列产品包括4、8、
10和12通道的版本，拥有SS或者铝制外壳，可选透明机盖。
作为基金会现场总线架构的一部分，隔离型设备耦合器可
以安装在现场总线主干网与不同设备触点连接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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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产品亮点

需要通过控制阀延长生产时间同时降低成本吗？请询问阀门专家。

控制阀门失效与生产中的质量、成本和交货

问题息息相关。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导

致流程损坏和工厂停产。为了保证安全、增

加工作时间、提高工厂运行绩效并且削减维

护成本，Azbil发布了Plug-In Valstaff这是一

种现在最先进的控制阀维护支持系统。Plug-

In Valstaff的一项独特功能就是在线诊断，

可以检测控制阀健康状况，在异常情况发展

成工厂运营的问题之前将其指示出来，经过

培训的技术人员就会提前采取维护措施。在

维护停机期间，Plug-In Valstaff的自动冲程

检测功能可以自动记录现场多个控制阀对应

的测试步骤，使维护工作更加高效，降低

时间和工作量，甚至现场可以不再需要阀

门专家。了解更多有关Plug-In Valstaff的信

息，请访问公司网站询问世界级控制阀专家

Azbil。

AZBIL • www.azbil.com

基金会现场总线的无线手持设备
Field Xpert SFX100最新版为基金会现场总线和HART设备提供Device Xpert软件，可以通过

蓝牙或者WLAN接入点连接各个设备。除了设备配置和诊断之外，Field Xpert还提供参数比较

功能、设备报告/建档。最新的设备EDDL数据库可以从互联网上下载。Field Xpert现在有标

准和扩展两个版本。

ENDRESS+HAUSER • www.products.endress.com/SFX100

每一项资产都可以从FVX受益
FVX110网段指示器是横河电机基金会现场总线设备家族新的成员。它拥有紧凑型设计，却相

比传统指示器更加智能、功能更强。FVX不仅可以利用清晰LCS背光源显示最多16个流程变

量，还具有其他强大的功能，比如额外的基金会现场总线功能模块、连接管理器和在线软件

下载。

横河电机 • www.yokogawa.com/fld/indicator/fld-fvx110-

真正的集成化控制和仪表…只有ABB
只有ABB 能够提供更多的自动化功能，让您拥有可视功能和控制能力，这些高效运行工厂所需要的，

能够优化时间、资源和资金。现在您就可以找到真正的集成化控制和仪表，节约资金…获取我们的资产

优化免费白皮书：www.abb.com/systrumentation。

ABB • www.abb.com/systrumentation

艾默生推出新的基金会现场总线设备USB接口
艾默生新的USB现场总线接口提供了一种方便、价格低廉的方式，将桌面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与基金会现场总线设备

连接起来。搭配公司的AMS设备管理器软件，USB现场总线接口可以帮助用户进行备用和现场设备的试车、配置和故

障检测。USB现场总线接口拥有两种供电模式，可以使用公司提供的配置软件进行设置。在第一种模式下，接口与已

经供电的网段连接，而在第二种模式下，它可以为现场总线设备或者网段提供电能（最多85毫安）和端子，不再需要

外部电源和端子。公司提供的驱动支持Windows XP和Windows 7（32位和64位系统）。这款产品遵循IEC 61626-1

排放和免疫标准，IEC/UL/CSA 60950系列安装标准和IEC 61158-2基金会现场总线物理层标准。

艾默生过程管理 • www2.emersonprocess.com/en-US/brands/amssuite/USBFieldbusInterface_old/Pages/USBFieldbusInterfa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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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产品亮点

FCI的全新ST100系列产品将热质量气流测

量技术扩展到基金会现场总线。如果您有气

流应用，还在使用现场总线，那么要记得

FCI。

•各种气体

在总线上进行气流测量
•管径从1英寸到100英寸（25毫米到2500

毫米）

•流速、全流速、温度和压力

•直接质量流

•H1、基金会认证高级诊断功能

FCI-流量元件国际公司• www.fluidcomponents.com

霍尼韦尔的基金会现场总线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的基金会现场总线解决方案将每台现场总线设备中的海量信息与Experion○RPKS Orion的强大特征和功能以一种高性价比的方式

连接了起来。现场设备管理器与Experion流程知识系统（PKS）紧密集成，为客户提供项目各个阶段从试车到整个工厂生命周期的各种收

益。用户仅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加入新的设备描述，让Experion○RPKS Orion和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一同工作，优化运营，最小化流程停顿

时间支持更好的商业决策。该解决方案关注行业中易用性和性能不匹配的问题。现场总线设备可以提供很多信息，而Experion保证每一条

信息都可以被正确的人接收，这样就能够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高效安全地运营工厂。可以联系您当地的咨询顾问了解更多信息。

霍尼韦尔 • www.honeywellprocess.com

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现场总线项目选择FOXBORO I/A系列系统
这是有原因的。

稳定的I/A系列系统在工作时间、系统速度、规模和持久性方面已经超越了需求。我们的现场总线解决方案启动更快，更加容易进行设备试

车，并且真正支持来自任何供应商的设备。这是一款具有高可用性的解

决方案，拥有卓越的设备管理功能，简化了工程师在启动工厂时候的工

作量。

英维思 • www.iom.invensys.com/EN/Pages/Foxboro_DCSIASeries_FieldbusTechnologies.aspx

作为一家领先的高级工业通讯产品（基

金会现场总线、Prof ibus PA、HART和

Modbus）供应商，中科博微开发了带有基

金会现场总线和Profibus PA的NCS-TT108

温度传感器。它可以支持8通道温度传感器输

NCS-TT108温度传感器专为你准备！
入，是一款高性能的现场总线温度传感器。

•支持多种类型的热阻和热电偶传感器

•热阻支持2/3的布线连接模式

•热电偶可以使用冷端补偿功能

中科博微 • www.microcyber.cn/en/index.asp

冗余型基金会现场总线物理层
现场总线技术仍旧存在的一个困难之处是：所有的网段通讯和供电安全都可能会因为一条破损的双

绞线损坏而损坏。MooreHawke的TRUNKSAFE容错现场总线系统性价比很高，而且非常可靠，

可以在基金会现场总线物理层出现单点失效的时候保证现场设备和主站系统之间的连续通讯。

MOOREHAWKE • www.miinet.com/moorehawke

MTL新的冗余型现场总线安全栅
现场总线安全栅广泛应用于现场总线网络之中，连接第一级危险区域中的本安仪表。MTL公司的全新冗余型现

场总线安全栅保证关键的现场总线回路都会免于受到硬件失效的伤害，最大化工厂运营时间，避免的了生产损

失。因此，您可以基于物理层冗余的安全性和即刻故障通知，从高负载网段和长主干线缆的环境中获得收益。

MTL • www.mtl-field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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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产品亮点

倍加福推出最新FieldConnex○R诊断和附件
倍加福推出的最新FieldConnex○R诊断产品和附件，包括诊断网段保护器、湿度检测传感器、浪涌保护器、以及带有

FF-H1节点连接和控制I/O的以太网网关用于机柜监控。这些改进意味着产品具有更强的容错能力，现场总线网络的可用

性也更高。这还意味着您还可以通过倍加福的I/O控制机柜的温度和湿度。通过倍加福FieldConnex○R诊断产品和附件，

您可以利用倍加福的最新技术，简化从计划、安装到试车和运营以及工厂维护的所有事情。

倍加福 • www.fieldconnex.info

菲尼克斯电气发布新的基金会现场总线解决方案
菲尼克斯电气在其日益壮大的流程架构产品族中添加了两位新成员。新的预配置集线箱让连接和保护流程仪表更加简

便，而冗余型现场总线电源可以避免关键应用中的停机。在现场，FB-…-SS不锈钢和FB-…-AL铝制外壳中包含了用

于主干网连接、终止和浪涌保护的内部元件，可以采用灵活的评比方式方便连接。用户可以根据危险区域和隔离的要

求，选择必要的类型和模块化设备耦合器（FB-2SP或者FB-ISO）的数量。这样做可以避免不用的容量，最小化箱体

体积，从而降低了安装成本。与此同时，耦合器与仪表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增强了运营的安全性。

菲尼克斯电气 • www.phoenixcontact.net/processfieldbus

实现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与PlantPAx流程自动化系统的集成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PlantPAx允许使用来自很多供应商的设备，这种灵活性包括通过连接设备1788-EN2FFR 和1788-CN2FFR实

现基金会现场总线与任何ControlLogix○R平台的集成。这些模块可以提供Ethernet/IP或者ControlNet与基金会现场总线H1设备

级网络的直接连接，允许无缝数据配送并执行对来自多家供应商的设备的流程控制。

罗克韦尔自动化 •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

基金会现场总线H1的离散I/O信号
R. STAHL面向ISbus系统的防爆型数字I/O耦合器，可以有效地连接基金会现场总线环境中的Ex i离散信号，保证

简单传感器和执行器之间的直接和连续集成。这款耦合器可以用来连接接近开关、触点和指示灯以及大量的电磁

阀。耦合器最多可以支持四台本安电磁阀，每一个包括两个位置反馈信号，因此可以与基金会现场总线H1网络直

接集成。丰富的功能模块有很多高级功能，比如AI频率信号、CI计数器以及逻辑输入/输出结合的逻辑变送模块。

R. STAHL • www.r-stahl.com

SITRANS LR560是第一款用于固体连续液位测量的78G赫兹雷达液位
传感器
Sitrans LR560是西门子最新型用于固体液位测量的雷达传感器，现在已经面向全球发布。作为第一款在78G赫兹频段上运行的雷达液位传感

器，Sitrans LR560在市场上没有敌手。这款产品得到了很多荣誉，包括入选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CME）2011年度新技术奖最终名

单，以及流程杂志的2011年度图片产品奖。78G赫兹传感器会发送超级短波，拥有狭窄的四度扫描角度，对带有锐角的

固体可以得到特别的反馈信号。Sitrans LR560降低了安装难度和成本，同时它的紧凑的尺寸也可以在不经任何修改的情

况下适用于几乎所有的竖仓。Sitrans LR560可以通过基金会现场总线、HART、或者Profibus PA与您的系统直接连接。

西门子 • www.siemens.com/sitranslr560

SOFTING的基金会现场总线启动工具箱
Softing的基金会现场总线启动工具箱设计可以简化使用，可以安装、配置、运行和监控全功能的基金会现场

总线H1网络，不需要个别开发或者其他耗时的准备工作。启动工具箱包括连接设备、带有互动仿真功能的简

单基金会现场总线H1现场设备、基于视窗系统的配置工具、电源整流器以及必要的文档。

SOFTING • www.sof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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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

    运营

模拟和数字设备网络都具有通讯功能，但是仅限于此。基金

会技术的功能远不仅仅是通讯，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自动化

架构，可以实现卓越运营，覆盖工程、运行和维护。

•全数字技术可以传输多个流程变量，融合了NAMUR 107推

荐指南，可以管理诊断数据。

•面向对象的模块结构运行现场控制，改善数据管理，支持

报警和警报。

•基金会远程运营管理（ROM）集成了ISA 100.11a和无线

HART、远程I/O和其他为高速以太网无线主干网络远程应用

设计的技术。

•基金会安全仪表功能（SIF）提供了流程安全系统和设备数

字诊断。

了解更多有关今天工业自动化领域世界级解决方案的信息，

请访问：

www.fieldbu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