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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主题演讲：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基石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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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主题演讲：美国红狮控制 工业 4.0 解决方案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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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50  主题演讲：东土工业互联网探索与实践 ···································· 43 

15:50-16:20  主题演讲：智能互联 助力工业互联网新世纪 ·························· 58 

16:20-16:50： 互动问答、奖品发放 

 

会场二：工业互联与智能工厂 

13:00-13:30  签到、资料发放 

13:30-14:10  主题演讲:现代工业网络 

14:10-14:50  主题演讲:智慧工业，智慧互联 

14:50-15:30  主题演讲:面向工业互联网现场层一体化智能系统 

15:30-15:50  茶歇、展台参观 

15:50-16:20  主题演讲:以全方位设备自动化方案推进智能装备创新发展 

16:20-16:50  互动问答、奖品发放 

会务联系方式： 

石先生：13910162891                    王小姐：15811073673 



 



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基石

西门子

工业识别产品经理

刘姝琦

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基石

Unrestricted / © Siemens A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siemens.com/ident

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基石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1



Who�am�I�?

刘姝琦
工业识别产品经理

从事工业识别产品推广工作两年

主要关注在OEM、物流行业

E-mail:�shuqi.liu@sie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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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com/ident

工业物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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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提高竞争力

提高客户的整体竞争力

工业通讯与识别构成数字化工厂的基
础和骨干

工业识别领域广泛的应用经验
支持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Industrie 4.0 工业识别工业通讯

提供全系列的工业网络产品
提供硬件、服务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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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识别构建了工业4.0与工业物联网的基石

支持大规模定制化 产
构建物联网的基础

提供硬件、服务及培训

工业通讯与识别构建企业智能制造的骨干和基石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日益成为制造业的主要趋势，开发新产品，提高生产效率

• 信息化与工业化由彼此孤立发展到深度融合，横向纵向的网络集成

• 加快提升产品质量，实施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质量自我声明和质量追溯制度

• 在工业以太网、工厂无线应用、标识解析、工业大数据等领域开展创新应用示范，完成工控安全防御平台等建设

企业智能制造
• 产品质量不是在产品中检验出来的，而是在生产中形成的。更好地了解和控制生产过程，建立数据的完全透明传输网络
• 工厂智能化生产、系统安全可靠、设备远程维护、降低运营成本
• 实现运营成本降低，产品研制周期缩短，生产效率提高，产品不良品率降低，能源利用率提高
• 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并存，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发展不平衡，发展智能制造面临智能制造标准、网络、信息安全基础

薄弱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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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通讯与识别
• 提供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工业网络系统：PROFINET�IO�是中国国家标准GB/T�25105.

• “一网到底，一码到底”全集成解决方案，管理层实时掌握生产运行情况和产品质量

• 丰富的工业识别产品，提供基于西门子的解决方案

• 纵深防御的SCALANCE网络系统保障系统稳定可靠运行

• 远程维护方案、及时便捷地维护设备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3



工业识别 - 实现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基石

信息，及时准确的信息获取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基础。
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非接触地检测并识别目标对象的属性；
CRS：条码识读系统，识读视场范围内的一维/二维码，并通过解码算法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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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识别能够为生产、物流过程实时提供准确的信息，助力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 对于整个企业而言是一大挑战

研发 销售 物流生产

• 模块化

• 配置选项

• 个别产品结构设计

• 可选择的通讯

• 配置器，交互目录

• 关系管理

• 单个的发货时间表

• 信息系统用于透明的物流
供应链

• 自适应的生产过程

• 能处理极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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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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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识别 – 连接整个生产和供应链

 直接打码标识

 识别码 +�附加信息

 耐用的标签 (高温,�化学物)

DMC
RFID

原料、零部件 生产制造 存储 组装 测试 交付预处理

 高速+�高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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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Siemens,�istockphoto.com

原料 生产制造 装配 配送 生产制造 装配 配送

工业识别 – 不同的任务采用不同的系统

无线射频识别 (RFID)

• 无需视线接触

可读亦可写 大量数据

条码 /二维码（OID）
• 需要视线接触

• 可读亦可写，大量数据

• 受环境影响，如金属、液体

• 自动和同时采集多个物品 (批量读取能力)

• 高速准确采集

Unrestricted / © Siemens A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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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识读，数据量有限

• 受环境影响，如污损、遮盖

• 低成本，应用广泛

• 直接标记在产品和零部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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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识别系统的广泛应用

生产控制：提高竞争力

• 完全透明的订单驱动式生产

柔性化的生产过程及原材料控制流程

智能仓储：供应链透明

• 通过精确的库存清单实现资源的可靠利用

需求驱动的资产维护

智能物流：提高效率

• 柔性化的生产过程及原材料控制流程

• 分布式的自动化控制架构

• 工件/材料按需供应

• 避免停工、生产延误

• 满足未来个性化产品与快速上市的需求

追踪追溯：持续改进

• 需求驱动的资产维护

• 减少损失与浪费

• 优化库存，预防资产缩水

• 优化服务及维护流程

• 满足未来与供应商体系整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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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供应瓶颈和停工

• 智能化管理复杂的供应商体系

• 降低生产时间及错误率

• 满足透明化的物流管理

• 生产过程中及早的发现产品质量不稳定情况

• 生产数据和质量的完整记录与分析改进

• 遵守法律法规

• 产品识别

• 满足未来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大程度的透明化

“一码到底”实现整车识别

l

RFID RFIDRFID

总装车间 配送

RFID

冲压车间 喷涂车间 缓存区

lll
l

过
程 焊装车间

RFID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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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IP68�������������������������+220°C������������������������������读写距离 2m
耐高温开环标签，从焊装车间开始直到整车生产完成，唯一的标签实现车身识别
全新“一码到底”的识别理念，全厂采用同一系列产品，降低编程调试难度
和不同的控制系统无缝集成
纸质的RF680L可耐高温+220°C�，成本低廉，在涂装车间可正常使用，降低整个项目的识别成本
快速安全的优化整个控制流程
连续不间断的识别可提高安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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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码到底”- 贯穿整个供应链

追踪&追溯
解决方案:
通过RFID标签标示原料、半成品及成品，在生产机械旁应用RFID读写
设备，做到从始至终的识别和校验。
- 记录生产过程

问题:
生产过程缺乏完整的追踪追溯。

一
码
到

追踪&追溯 问题:
解决方案:
RFID�标签替代原有的粘贴式条形码

追踪&追溯
解决方案:
RFID�标签作为数据存储介质
- 存储所盛物质的内容信息
- 存储罐内物质的状态信息，如温度
全程可追踪，透明化供应链管理

问题:
容器罐中所盛物质内容和状态的确切信
息不透明。

资产管理
解决方案:
每个容器罐上安装 RFID�标签，各生产位置和仓库安装读写器
- 可实现 优化的资产管理

问题:
缺乏透明性，生产中使用了多少容器？多
少托盘？分布在哪些生产位置？

到
底
：
工
业
R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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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追溯 问题
容器罐监控： 容器罐上的条形码标识被污
染或者被CIP清洗过程损坏。

标签替代原有的粘贴式条形码
- 降低出错概率
- 确保过程安全

I
D

RFID应用于设备管理

刀具库存管理---刀具组装、存储，刀具在车间内的运输及定位。

客户需求/项目挑战
 刀具使用前正确地从刀具柜取出，使用后送回正确的刀具柜
 大量刀具的情况下避免使用错误
 节约刀具入柜和出柜的时间
 刀具通过小车在车间内运输，需要实时获取小车上所装的刀具数据和小车的

位置信息
 刀具管理系统获取刀具数据并管理

 刀具存储：RF310M�/�MV340

用户收益解决方案

通过RFID，快速取用和放置刀具

Unrestricted / © Siemens A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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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存储 /
 小车上：
 RF250R�+�ANT�8
 MDS�D421�用于每个刀具
 小车位置识别：
 RF670R+660A
 小车上： RF640T

根据不同应用选取正确的工具，避免了错误

刀具在装到小车上时由读写器读取信息，同时
上传到刀具管理系统

小车在车间内运输时由UHF�RFID获取位置信息
并上传到刀具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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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识别的特点

工业设计

• 稳定的读取率，恶劣的环境下确保可靠读写

• 遵循工业环境的要求，高防护等级

工业设计 • 坚固耐用的零部件，确保长期使用

高度集成

• 丰富的通讯模块，支持多种通讯协议

• 简单的功能块方便编程

• 开放的底层语言，支持再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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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使用

• 丰富的诊断功能，缩短停机时间

• 无需安装调试软件

• 调试界面简单，缩短调试时间

智能制造---西门子，有答案

刘姝琦

西门子工业识别产品经理

Phone: (010)-64764558

Mobile: 18910893873

E-mail: shuqi.liu@sie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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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工业互联的开放式软件解决方案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行业发展与自动化软件客户经理

陈梓超

行业发展与自动化 软件客户经理 陈梓超 chenzichao@phoenixcontact.com.cn

构建工业互联的开放式软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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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SOFTWARE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重金投入
平台资源

全球销售网络
提升抗风险能力
为全球客户负责

Software is play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hina

咨询服务

经理：梁恩泉Gary

咨询服务
开发移植
扩展定制
技术支持

肖 斐Audrey 包 锐Henry

黄凯杰Jason

宋 辉Eric

陈梓超Kimi

董 锋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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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克斯电气的工业控制系统架构
操作层 监控站

以太环网

工程师站服务器 工程师站Internet

控制层

设备层 远程IO

冗余控制器
本地控制器

( ( (  ) ) )

) 
)
) )

网关

PROFINET

无线IO站现场控制器
现场IO分布式IO

现场层
现场传感器 执行机构现场仪表 急停按钮

SoftPLC

产品类型

 IEC61131： Programming	Tool+ SoftPLC runtime

 S f P i T l S f PLC i (C tifi d SIL3)

 IEC61131： Programming	Tool+ SoftPLC runtime																																		

 S f P i T l S f PLC i (C tifi d SIL3) Safety： Programming	Tool+	SoftPLC runtime (Certified, SIL3) 

 Profinet： Profinet IO	Controller/Device	stack	(RT/IRT)

 Safety： Programming	Tool+	SoftPLC runtime (Certified, SIL3) 

 Profinet： Profinet IO	Controller/Device	stack	(RT/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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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1131:Programming	Tool+	SoftPLC runtime

MULTIPROGProconOS eCLR

Engineering Runtime

MULTIPROG  C# eCLR
application

image

CIL / AOT
Compiler

.NET
application

CIL

MULTIPROG, C#
ProConOS eCLR

CLR
application

CIL / JIT
Compiler

.NET
application

Visual Studio
MS CLR

deterministic timing

no realtime

image
ppp

CILMS CLR

.NET assembly DLLs
(CIL code, meta data, …)

Managed code containing native 
CPU code and me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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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rog

 编程语言： IL LD FBD ST SFC；多 言 编程语言： IL、LD、FBD、ST、SFC；

 软件语言：中文、英语、德语、日语、法语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

 多任务： 支持多任务及事件中断；

 跨平台： x86,PPC 603e/e300/e500

ARM7/ ARM9/ARM11

多语言

多任务

ARM7/ ARM9/ARM11  
CORTEX-M3/M4/A5/A8/A9

多平台

Multiprog典型功能

不停机在线
修改下装

强制/覆盖
加密

断点/
单步调试

离线仿真
逻辑分析仪：软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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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Interface – Multiprog 扩展包

添加自定义 具栏添加自定义工具栏
添加自定义菜单
添加自定义图形界面

标准的win32界面编程
可使用C++或者C#设计界面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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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MATLAB/SIMULINK导入

PLCopen

OPC
MULTIPROG

PLCcoder

XML(ST)

ProconOS eCLR

跨平台： 支持多种CPU及OS
实时性高：完全的机器码执行
扩展性强：丰富的扩展接口，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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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发自己的控制器
eCLR

标准 OS

Overview of supported processor types and opera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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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M3/M4  单芯片 PLC解决方案
SoftPLC on Chip
片内可集成FreeRTOS

在片内Flash中运行,芯片支持实时多任务;

Resource Requirements
RAM�>�48�kB

 Flash�>�256�kB

Performance
22µs�for�1000�行IL代码，基于LPC1768（100�MHz）

Cortex-A8/A9  中型 PLC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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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Znyq-7000的开放式软件解决方案

X86高端控制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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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508 安全PLC 解决方案

安全PLC 架构 SIL2/SIL3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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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NET 整套 解决方案

软件协议栈
配置工具

芯片

PROFINET IO 协议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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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NET IO 协议栈-平台

TPS-1 (Tigher PROFINET Singlechip)
Serial Flash

Geräte
CPU

I/O

PROFINET
Port 1

Etc.

I/Os

Status LEDs

PROFINET
Port 2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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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NET 配置工具 27

网络结构

设备列表

过程数据设备信息

国际客户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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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PLC，PAC 领域的应用

MICREX-SX系列系列可编程控制器SPB�SPH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PLC，PAC 领域的应用

RTU560用于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与ABB中国中国研发中心合作，SoftPLC，Profinet主站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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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PLC，PAC 领域的应用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 DCS 领域的应用

SA80系列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主要是面向中高端应用的PLC产品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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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 DCS 领域的应用

发电厂电气控制系统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 DCS 领域的应用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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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煤矿领域的应用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煤矿领域的应用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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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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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运动控制领域的应用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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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运动控制领域的应用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运动控制领域的应用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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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运动控制领域的应用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安全控制器领域的应用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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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安全控制器领域的应用

Phoenix Contact Software 在变频器领域的应用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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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iability and trust are important for usReliability and trust are important for us.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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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解决方案

美国红狮控制

销售总监销售总监

姜传辉

美国红狮控制 工业 解决方案

姜传辉| 6. 2016

美国红狮控制 工业4.0解决方案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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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1972 – 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约克市成立
– 始制作面板仪表, 继成为全美 #1 品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英国S t i l 收购

红狮简介

–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英国Spectris plc 收购
– 产品线扩充至 HMIs, 数据采集, 以太网, 无线

美洲

 当今: 全球销售, 服务 & 支持
– 全球15+工作机构
– 400+ 员工
– 庞大的1,000+代理商销售网络

3© Red Lion Controls Inc.

美洲

欧洲

亚太区

庞大的 , 代理商销售网络
– 屡获殊荣的产品
– 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用户所信赖

2014销售额 ‐ US $2 1b

红狮的母公司

2014 销售额 ‐ US $2.1b 

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代码: SXS

 techMARK

4© Red Lion Controls Inc.

techMARK

属于科技类公司

 FTSE4Good 

属于对社会付责任的公司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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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狮产品演变历史

传感器 操作面板 以太网交换机传感器
第一款产品。磁感应测量轴转动的
速度。测量值被输入第三方设备来
显示。

1972 1976

操作面板
收购了Paradigm Controls。 增加了通过串
口和以太网连接多个设备的操作面板,以监
视和控制操作。

1996 2004 2010

以太网交换机
收购了N‐Tron。 添加以太网交换机提供
综合解决方案, 达到工厂级和企业级设备
间的连接、通讯。

2011

5© Red Lion Controls Inc.

计数器 & 仪表
生产计数器和面板仪表. 为客户提供完整的
解决方案, 在工厂车间或过程处理中监测和
显示数据。

协议转换
生产Data Station Plus (DSP)数据控制平台。利
用红狮协议库, 使不同的设备通过在线或无线
网络互联。

Layer 3 & 蜂窝自动化
收购了Sixnet . 扩大以太网交换机产品，增加了蜂窝无
线和遥测遥控装置, 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和偏远地区控制
和监视复杂的流程。

红狮产品线

工业自动化 & 控制
HMIs & 操作面板

面板仪表

工业以太网
以太网交换机
媒介转换器
串口设备

工业无线
蜂窝式自动化

无线射频
蜂窝路由器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 数据采集
RTUs & I/O 控制器

6© Red Lion Controls Inc.

串口设备蜂窝路由器

串行到蜂窝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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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狮的工业4.0相关产品

工业以太网 数据通信平台 数据采集设备

入门级交换机

环网管理级交换机

CRIMSON 平台

设备管理平台

Graphite HMI

7© Red Lion Controls Inc.

核心路由交换机 万能协议互通

DSP / PTV

标准通道实现

TCP/IP 和UDP/IP
 参数化和组态

1

应用

工业以太网概念

 诊断数据

 用户数据传输

实时通道 RT
 高速循环用户数

据传输

 事件触发的信息/
报警

同步实时通道 IRT
步 输

R
ea
l‐
ti
m
e

RT IRT
Ethernet

TCP/UDP

PROFINET 应用IT‐应用
e.g..

 HTTP

 SNMP

 DHCP...

标准数
据

过程数据

IP

2

3

1

2 3

物联通讯

8© Red Lion Controls Inc.

 同步数据传输

 抖动 <1u秒

Real‐time
Ethernet

来自西门子资料
IRT通讯

实时通讯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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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以太网交换的选择

硬件 软件 质量硬件

安装方式

环境要求

软件

工业协议

网管功能

质量

体系认证

成功案例

9© Red Lion Controls Inc.

性能 兼容互通 服务与支持

价格是所有因素的变现方式

红狮工业以太网产品家族

入门级 管理型 核心级 网管软件

‐40~80℃
UL Class A认证

快速冗余环网
IGMP自适应

三层路由功能
OAM QinQ ACL

 OPC Server接口
拓扑呈现

10© Red Lion Controls Inc.

UL Class A 认证
冗余供电
100/1000M 全
速交换

IGMP 自适应
模组化设计
100/1000M 全
速交换
7级优先的QoS
24口全千兆

OAM,QinQ,ACL
可达192G 端口
可达16*10G端口
128G 背板堆叠
IPSec 安全机制

拓扑呈现
在线监测
故障报警
故障诊断
设备管理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37



CRIMSON 3.0

CRIMSON灵活的数据通讯平台

 CRIMSON 可以使 PROFINET 设备之间
灵活的通讯。
 CRIMSON 可以使 PROFINET 设备与第
三方设备之间灵活的通讯三方设备之间灵活的通讯。
 CRIMSON 轻松使不同的种类的设备
实现互联互通整合。
 CRIMSON 轻松使不同通讯接口的设
备接入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云
CRIMSON 家族设备是实现工业4.0 方
案的理想选择

基于组件的自动化概念

11© Red Lion Controls Inc.

SIMATIC iMap:
图形化的方式连接组件
实现通讯组态

Function A
ExtemStop BOOL BOOL StartNext

ExtemStart BOOL BOOL Running

Cnt I4 I4 OCnt

UI1 Lifestate

Function A
ExtemStop BOOL BOOL StartNext

ExtemStart BOOL BOOL Running

Cnt I4 I4 OCnt

UI1 Lifestate

Function B
ExtemStop BOOL BOOL StartNext

ExtemStart BOOL BOOL Running

Cnt I4 I4 OCnt

UI1 Lifestate

Function B
ExtemStop BOOL BOOL StartNext

ExtemStart BOOL BOOL Running

Cnt I4 I4 OCnt

UI1 Lifestate

Function A_1
ExtemStop BOOL BOOL StartNext

ExtemStart BOOL BOOL Running

Cnt I4 I4 OCnt

UI1 Lifestate

Function A_1
ExtemStop BOOL BOOL StartNext

ExtemStart BOOL BOOL Running

Cnt I4 I4 OCnt

UI1 Lifestate

Machine 
1

Machine 
2

CBA 基于组件的自动化概念 2005

来自西门子资料

CRIMSON可通讯设备

PLC

DCSMODEM

是个万能的数据协议网关，包含
近300种类的设备驱动程序DCS

RTU
SQL 

Server

MODEM 近300种类的设备驱动程序
CRIMSON 可以使 PROFINET 设备
之间灵活的通讯。
 CRIMSON 可以使 PROFINET 设备
与第三方设备之间灵活的通讯。
 CRIMSON 轻松使不同的种类的
设备实现互联互通整合。
 CRIMSON 轻松使不同通讯接口
的设备接入互联网，物联网，工

12© Red Lion Controls Inc.

MV

HMI变频器

SCADA

OPC

的设备接入互联网 物联网
业云
CRIMSON 家族设备是实现工业
4.0 方案的理想选择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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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SON硬件通讯接口

RJ‐45 是个万能的数据协议网关，包含
不同种类的设备

接口

CAN

DPMPI

HDMI
不同种类的设备
CRIMSON 可以使 PROFINET 设备
之间灵活的通讯。
 CRIMSON 可以使 PROFINET 设备
与第三方设备之间灵活的通讯。
 CRIMSON 轻松使不同的种类的
设备实现互联互通整合。
 CRIMSON 轻松使不同通讯接口
的设备接入互联网，物联网，工

13© Red Lion Controls Inc.

RS‐485

GPRS

DEVICE 
NET

的设备接入互联网 物联网
业云
CRIMSON 家族设备是实现工业
4.0 方案的理想选择

CRIMSON 提供的功能

协议
互转

CRIMSON 集成了300 多种通讯协
议

接口

互转
远程
控制

程序
开发

SQL 
Server

数据
存储

议
CRIMSON 可以使 PROFINET 设备
之间灵活的通讯。
通过WEBSERVER方式实现远程控
制。
提供基于 C语言的程序开发的函
数库。
基于NTP的数据时间管理
集成SQL Server 数据库接口，直

14© Red Lion Controls Inc.

开发

时间
戳

人机
互动

Server 集成 Q 数据库接
接与数据库通讯
基于SD的数据日志存储功能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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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协议网关

DSPGT

DSPZR

‐万能协议转换
‐数据日志
‐大画面WEB远程管
理
SQL数据上传

‐万能协议转换
‐数据日志

15© Red Lion Controls Inc.

DSPLE

DSPSX ‐SQL 数据上传‐大画面WEB远程
管理‐万能协议转换

‐数据日志
‐WEB远程管理
‐OPC通讯

‐万能协议转换
‐OPC 通讯

PTV 精益生产，看板系统

16© Red Lion Controls Inc.

‐ MES 方案模块
‐工业4.0 概念方案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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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工厂自动化系统

按灯系统

生产管理

工艺安装

物料拉动 下线检测

订单管理

17© Red Lion Controls Inc.

制造执行供应链 产品校验

高效可视化工业4.0 方案

基于CRIMSON 平台的触摸屏

18© Red Lion Controls Inc.

‐万能协议转换
‐坚固结构设计
‐宽温操作
‐远程控制

‐OPC 通讯
‐室外高亮应用
‐I/O 模块扩展
‐WEB访问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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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现有自动化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免费的软件 + 少量硬件成本

红狮产品工业 4.0 方案的效益

 轻松上手的CRIMSON 系统降低学习与施工成本

 开放的CRIMSON 系统便于后续升级扩展改造

可节省的部分

现有软件80 %

更高
效

19© Red Lion Controls Inc.

工程

现有硬件

5 %
15 %

红狮硬件
更省
钱

更简
单

谢谢支持！

+86 18600053875 | www.redlion.net | david.jiang@redlion.net 

谢谢支持！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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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土工业互联网探索与实践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俭锋

Confidential

东土工业互联网探索与实践

Confidential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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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 成立于 2004
• 致力于工业互联网相关领域研

究实践，以建立互联网化的新
一代工业控制体系为发展使命

• IIC联盟会员
• 中德智能制造标准工作组成员

Power Utility

Renewable Energy

Video 
Surveillance

Coal MiningFactory Automation

智能制造背景 的 业 联智能制造背景 的 业 联

内容提要

• 智能制造背景下的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背景下的工业互联网1

• 东土工业互联网技术框架• 东土工业互联网技术框架2

东土实践项目东土实践项目3 • 东土实践项目• 东土实践项目3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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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背景下的工业互联网

Confidential

中国智能制造参考模型IMSA中的工业互联网

• GB/T 20171-2006 用于工GB/T 20171 2006 用于工
业测量与控制系统的EPA
系统结构与通信规范

• GB/T 26790.1-2011 工业
无线网络WIA规范第1部分
：用于过程自动化的WIA
系统结构与通信规范

• GB/T 25105-2014 工业通
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类型
10:PROFINET IO规范

• GB/T 19760-2008 CC-
Link控制与通信网络规范

• GB/T 31230-2014 工业以
太网现场总线 h太网现场总线EtherCAT

• GB/T 19582-2008 基于
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
网络规范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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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工业互联网架构模型

今年3月，工业4.0平台和工业互联网联盟的代表在瑞士苏黎世会面，共同探讨双方分别推出的架构的潜在一致性，即工业4.0参考架构模
型(RAMI4.0)和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IIRA)的一致性。会议取得如下成果：双方就这两种模型的互补性达成共识；以初稿对应图来反映两
种元素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构建清晰的路线图，以确保未来的互操作性。其他可能实现的议题包括在IIC测试平台和I4.0测试设备基础
设施，以及工业互联网标准化、架构和业务成果等领域开展合作

工业互联网利用先进的ICT技术打通制造业各环节数据藩篱，实现按需的数据流动与交互

工业互联网驱动企业从单一生产向协同创新的转变。通过搭建起企业和用户 增值服务方无缝对

从工业互联-网到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驱动企业从单 生产向协同创新的转变。通过搭建起企业和用户、增值服务方无缝对
接的平台，拉近制造端和服务端的距离，推动服务型制造快速发展。工业互联网为不同企业搭建
了信息共享集成的平台，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优势资源。

工业互联网正在从制造业向经济社会全领域渗透。从产品众创到规模化个性制造，将海量用户数
据变为制造业最宝贵的财富。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46



软件定义制造实现更灵活的规模化定制生产
全流程数据共享实现更弹性更高效的供应链

工业互联网为用户带来价值

全流程数据共享实现更弹性更高效的供应链
工业大数据为生产线的持续优化提供依据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概念是对
传统设备制造业的重新定义 关

进一步的增值和创新

传统设备制造业的重新定义。关
键是依照产业链所展开的增值服
务和创新服务。

工业互联网推动工业价值链的改
造 从交易环节简单的价值传递造，从交易环节简单的价值传递
到研发、设计、生产、服务环节
的价值创造和增值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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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数据采集/实时分析平台

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

工业大数据采集/实时分析平台

可视化软件定义制造平台

统一的工业数据模型与接口

工业安全架构

智能工业现场设施

东土工业互联网技术框架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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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土科技在工业互联网
愿景：
中国工业互联网技术的领导者中国工业互联网技术的领导者
国际工业互联网技术的推动者

收购中嵌科技进入嵌入式计算领域

发起中关村工业互联网联盟，
担任联盟理事长单位

智能制造标准专项多项标准制定

Confidential

成立以工业互联网为
主要方向的预研团队

IIC�首批中国会员
收购拓明科技作为大数据基础平台

东土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
• 实时数据分析和决策

 工业云计算云计算

 工业大数据

 工业数据分析及交互

• 智能传输网络
 SDN与虚拟化

 互联网安全

 工业互联网数据接口标准化

实时数据
分析及交

互

工业互联网
• 控制网络一体设备

 电力/交通/自控专用服务器

 现场数据采集处理传输一体化

 智能现场传感器

Confidential

工业智能
网络

网络服务
器及传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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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应用框架

石
油 新

能
汽
车

智
能

智
能 冶

食
品

电
子

1，增加业务支持中间件(工业互联网

业务支持中间件
（数据表示、存储、业务逻辑、二次接口）

业务应用

大数据

云计算与基础设施

系
统 安 安全传输网络

油
石
化

能
源

车
制
造

能
电
网

能
交
通

冶
金

品
加
工

子
制
造

…. 操作系统)，以数据为中心提供各种处
理接口，向上屏蔽底层物理差异，向
下屏蔽具体业务需求

2，统一工业数据接口，实现现场数据
与业务数据在全流程的统一，确保数
据全流程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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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智能现场设备

统
管
理

安
全

统一工业数据接口

安全传输网络

智能传感器/智能机器

3，提供一体化智能现场设备取代原有
繁多的各种数采、控制、网关、安全
等领域的设备，提高部署效率

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 分布式云系统工业APP 可视化工厂

软件定义工业流程控制器

网络控制安全

控制
信息
流

管理
信息
流

人工智能
辅助决策

现场控制软件应用

系统
APP

电力
APP

自动化
APP

高铁
APP

军工
APP

现场层

分布
式存
储

分布式
实时数
据库

计算
服务

大数据
分析服

务

供应
链信
息流
交互
融合 云计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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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协议库

设备驱动

APP APP APP APP APP

行业中间件

统一工业模型与操作接口

实时
微内核
实时

微内核

安全

通用功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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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造及应用平台

软件定义制造将会工业互联
网支撑未知业务的全新平台网支撑未知业务的全新平台

大数据采集，分析与交互，
资产性能及效率，能耗等功
能逐步平台化、API化；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现
场层设备软件也会逐步向这

Confidential

场层设备软件也会逐步向这
个结构演化，工业应用会演
变成为一个集数据采集，传
输，分析，交互，解决问题
的一个全新境界

东土实践项目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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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务器（双机冗余）

存储服务器

电警/卡口

视频监控

信号控制

GIS服务

新一代智能交通服务器架构

管理、控制、数
据平面分离设计

GIS服务

流媒体服务

数据库服务

管控方案评估服务

中心

上位控制

终端 务

通信管道

终端服务 全

支持多源异构
的传感网络

据平面分离设计

多级分布式冗余
控制

终端服务
器

本地控制

同级控制

基于IPV6

终端服务
器

终端服务
器

终端服务
器

终端服务
器

终端服务
器

xx路口 xx路口

全

IP

业

务

支持智能、自适应的
闭环控制以及7x24小
时不间断迭代和优化

电力系统通用服务器应用组网

实现通用的电力系统IEC61850 通用处理；
针对智能变电站的交换，协议，控制，同步时钟一体化产品；
实现变电站功能的虚拟化 模块化实现变电站功能的虚拟化，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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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可信一体化通信网络解决方案

Confidential

风电场综合管理平台

风电场管理客户端

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风电场系统

风电场运行数据库

智能风电场

智能风电场

智能风电场

智能风电场 智能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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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智能化

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风电场系统

对现有风机系统进行改造，实现风机的现场数据采
集与远程控制一体化

1，增加压力、振动、电量等传感器，在原有基础上
实现更完善的系统信息采集；

2，一体化RTU提供根据现场数据进行控制操作的可
编程逻辑，提高风机的运行效率

3 同时支持远程控制 并可实现远程控制与本地控3，同时支持远程控制，并可实现远程控制与本地控
制的优先级设置，构建多层次分布式的现场控制系
统，提高现场故障处理效率，保障风机可靠运行；

基于全局统一数据的风电场数据集中管理，实现全流程数据的集中处理与分析

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风电场系统
风电场数据集中管理/风电场综合管理

统 数据 风 场数据集中管 ，实现 流程数据 集中处 分析

1，统一现场数据格式，业务系统不再关心现场层系统所使用的具体数采协议；实现：

• 风机状态数据可见可分析

• 电场生产数据全程可见可分析

2，风机朝向、转速、刹车、发电等功能实时可调整，

• 既可现场根据环境变化快速调整风机运行参数

• 也可根据电网潮流远程调整风机运行参数，实现电网友好型风电场；

对全流程数据的深度分析提供更准确的业务与运营策略
1，通过对风机运行数据如振动、压力等内容进行风机健康性评估和预测，对存在故障隐患的风机进行排查，提前准备
备件、完成维护，降低故障检修时间，提高风电场维护效率;

2，通过对风场不同时期风况进行分析和预测，提前协调上网电量，降低对电网的冲击；

——2016（第二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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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油气储运监控系统

工业互联网技术对现有系统的改造在于：

1，更智能的现场层系统

区域调度
管道监控
节能减排
……

储运综合管理平台储运中心数据库

，更智能的现场层系统
2，安全、业务深度感知的传输网络
3，端到端储运业务管理
4，全流程数据深度分析

油气田数据采集系统

油气储库自动化系统

Confidential

油气储库自动化系统油气田生产调度指挥系统

普通阀室数据上传系统
站控SCADA系统

城市燃气调度控制中心

RTU阀室自动化系统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油气储运监控系统
支持现场与远程控制的监控一体化RTU提供更智能的现场层系统

1，传统的RTU主要提供现场数据采集功能，对于现场的控制需要额外的控制设备通过SCADA系统进行操作，

2 体化RTU提供根据现场数据进行控制操作的可编程逻辑 简化阀室设备 提高可靠性2，一体化RTU提供根据现场数据进行控制操作的可编程逻辑，简化阀室设备，提高可靠性

3，同时支持远程控制，并可实现远程控制与本地控制的优先级设置，构建多层次分布式的现场控制系统，提高
现场故障处理效率，保障储运系统可靠运行；

4，通过网络冗余技术实现相邻阀室控制功能的实时备份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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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业务深度感知的传输网络

现场控制功能的远程化要求现场层网络提供更高等级的安全机制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油气储运监控系统

• 现场控制功能的远程化要求现场层网络提供更高等级的安全机制

• 基于协议和数据的白名单、基于硬件的高速数据加解密、安全用户接入、安全设备管理等机制为现
场层系统开放远程控制功能提供安全可信的技术保障

• 基于SDN的传输层网络降低网络部署及维护的复杂度，降低系统维护成本，提高网络可靠性

全流程数据提供更深度的业务与运营分析：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深度分析

Confidential

• 油气回收信息监控为油气回收系统提供准确的效能评估与优化方案

• 管道加热与泵站信息监控与实时调整提供更高的油气运输效率

• 管道压力与流量数据快速发现管网故障隐患，提高维护效率，并能够及时发现打孔盗油等非法活动

• 建立全国管道运行效率与能耗数据库，为未来管线建设和维护提供决策参考

新能源云服务平台 - eOpenCloud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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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服务平台的光伏发电系统

Confidential

谢谢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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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互联 助力工业互联网新世纪

MOXA

市场开发经理市场开发经理

吴宗儒

智能互联智能互联智能互联智能互联
助力助力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新世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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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工业互联网的市场趋势及挑战
• Moxa ￭ 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 Moxa ￭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机密资料

工业互联网 (Industrial IoT, IIoT)

Accenture: 
“连接工业产品、流程、服务等各环连接工业产品、流程、服务等各环
节的全球化网络，使人、数据和机
器间自由沟通。”

GE:
“智能机器，加上分析和移动性，实
现设备与人的交互，也就是人机连接。
1%发电效率提升可节省600亿美元燃料；
1%石油勘探资产利用率提升可节省

Confidential

1%石油勘探资产利用率提升可节省
900亿美元支出…GE把它叫做
“1%的威力”

来源：埃森哲 (Accenture)https://www.accenture.com/us-en/blogs/blogs-industrial-internet-poised-to-drive-unconventional-growth
GEhttp://www.ge.com/digital/industrial-internet/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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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正在加速增长

IDC: GE: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全球互联网市场的开支将达

$1.7兆
(16.9%复合增长率)

46%
全球经济的百分比，将可从

互联网应用中受益

Gartner:

到2020年，互联网产品和
服务供应商的收益将超过

$36兆
行业的经营成本将受

互联网影响

IHS Technology:

2019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

Cisco & DHL:

到2020年将有

亿

Confidential

服务供应商的收益将超过

$3,000亿
将达到

4.66亿
500亿

互联网设备被连接

工业互联网 技术、设备、数据和连接的聚合

到2020年，透过互联网连接的事物数量，
将会是目前地球人口的7倍以上。 500亿

12.5

25

世界人口

千
亿
设
备

“智能物件”
数字基础设施的
快速建设：
比电力及电话建设高于
５倍以上的成长

Confidential

时间轴

6.8 7.2 7.6
世界人口

来源：Cisc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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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的商业潜力

Confidential

来源：麦肯锡报告，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工业互联网面临的挑战工业互联网面临的挑战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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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缺乏互操作性或

相关标准

网络安全网络安全

投资回报率不确定

固有设备Legacy Assets
(如无连接功能或无内置传感器)

技术不成熟 (如大数据分析)

隐私问题

Confidential

来源：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工业互联网调查

隐私问题

缺乏技能娴熟的工作人员 (如数据科学家)

社会问题 (如经济混乱)

工业互联网协会：IIC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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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家以上企业参与其中

Confidential

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
边界层 平台层 企业层

近距网络

服务平台接入网络

Confidential

边界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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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
Industrial Internet
Reference Architecture
(IIRA)
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

Confidential

Reference Architecture Model
Industrie 4.0 (RAMI 4.0)
工业4.0参考架构模型

网络安全及标准

纵深防御

安全标准

Confidential

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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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防御–强化关键设备防护力

关键控制器保护 安全远程联网

VPN网络

Confidential

工业级VPN路由器工业级防火墙

EDR‐G903 EDR‐G902 EDR‐810EDR‐G903 EDR‐G902 EDR‐810

工业自动化网络安全标准

General Industrial Automation:

ISA 99 / IEC 62443

Confidential

Smart Grid:

NERC CIP & IEC 6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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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安全 风险评估与
区域控制 系统安全

元器件安全
例如: Moxa

IEC 62443网络安全标准
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及系统安全性

制造商/集成商责任 使用者责任

62443-3-3

62443-4-1

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62443-3-2 62443-2-1

62443-2-4

用于维护
的安全服务

62443-4-2

Confidential

产品
服务产品

系统供应商
安全产品操作

资产所有者/经营者
例如：Shell, Exxon, BP

服务提供者

例如：Honeywell
/ Emerson / Siemens

例如：Rockwell, Honeywell,
Emerson, ABB, Siemens

连接所有未连网设备

ioLogik
智能I/O

NPort
串口设备
联网服务器

AWK
无线
AP

EDS
以太网
交换机

EDR
VPN
安全路由器

UC
LTE工业
计算机

Confidential

AP 交换机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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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Moxa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工厂、智能油田、智能电网、智能轨道

Confidential

减少故障停机、提高设备良率与利用率

实现实现智智能能工厂工厂设备连网基础建设设备连网基础建设

可靠耐用的设备
与数据

毫秒级网络
备援

Confidential

进阶网络
安全防护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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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最苛刻的石油和天然气环境所需求的解决方案

实现实现智能油田智能油田设备连网基础建设设备连网基础建设

网络可靠度

通过C1D2
防爆等级认证

Terra Ferma井口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

ConfidentialConfidential

高效的监控
和管理

让智能电网更智能

实现实现智能电网智能电网设备连网基础建设设备连网基础建设

灵活且完整
的通信

业界公认的
坚固设计

HV仪表

蜂窝网关

数据集中器
单元

PLC仪表

ConfidentialConfidential

高压工业用户

Zigbee
仪表

低电压用户住宅

集中式和
可视化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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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实现智能轨道智能轨道设备连网基础建设设备连网基础建设

提高轨道应用营运效率及可靠度

集中式监控与管理

营运风险极小化

ConfidentialConfidential

系统运作不间断

优先采用工业互联网的动机
优化资产利用率 降低运营成本

Confidential

来源：Accentur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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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开始应用于高阶预测性保养

$$失效成本 Proactive
主动保养

实时多变量数据采集

Reactive
被动保养

Preventive
预防保养

Predictive
预测保养

• 定期维护
• 失效机率随

• 实时监控数据
及趋势

• 单变量即可预测，
用于简单系统
1倍失效成本

• 实时多变量数据采集，
复杂系统分析以预测
失效点

• 计划外停机机率趋近0

Confidential

来源：ARC 2015

被动保养

• 坏了再修
• 非关键
• 10倍失效成本

• 失效机率随
使用年限及
用量升高

• 2倍失效成本

• 1倍失效成本

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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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a和您一同实现工业互联网互联互通

应用

连接
全方位工业通信连网解决方案，
协助建置边缘设备网络及接入网络

设备

Confidential

应用

实现工业互联网互联互通

智能
电力

智能
轨道交通

智能
石化

智能
工厂

智能
交通

智能
船舶

卓越性能 简易使用 强健安全性网管软件网管软件工业安全
路由器
工业安全
路由器

工业
以太网
工业
以太网 工业无线工业无线

网络基础建设网络基础建设
串口/现场
总线连网
串口/现场
总线连网 I/O连网I/O连网 视频连网视频连网

边缘连网边缘连网
工业计算机
(互联网关)
工业计算机
(互联网关)

工业计算工业计算

Confidential

设备

Confidential

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 优化操作效率优化操作效率 加强安全性加强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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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a解决方案无所不在：从海洋到太空

Confidential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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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鸿沟

早期市场 主流市场

Confidential

来源：LNS Research 2014

技术狂热 高瞻远嘱 实用主义 落后者

经营成就经营成就
Moxa是边缘连网、工业计算机及工业网络基础建设解决方案
的领导品牌，致力于工业互联网的共同推动与实践工业互联网的共同推动与实践。

年
自动化领域产业经验
25+

市场领先地位

工业设备

连接全球

40+Million

ConfidentialConfidential

2013
台湾卓越
最佳雇主奖

# 1
串口设备连网
服务器全球第一名
领导品牌

# 3
工业级以太网络
交换机全球第三名
领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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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支持工业互联网技术与平台

网管软件网管软件工业安全
路由器
工业安全
路由器

工业
以太网
工业
以太网 工业无线工业无线

网络基础建设网络基础建设
串口/现场
总线连网
串口/现场
总线连网 I/O连网I/O连网 视频连网视频连网

边缘连网边缘连网
工业计算机
(互联网关)
工业计算机
(互联网关)

工业计算工业计算

OPC UA MQTT RESTful

Confidential

设备

Confidential

在全球产业自动化领域中，成为世界级的世界级的
领导品牌领导品牌及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

愿景愿景│

Reliable Networks, Sincere Service
((可靠连网，真诚服务可靠连网，真诚服务))

承诺承诺│

ConfidentialConfidential

((可靠连网，真诚服务可靠连网，真诚服务))

实践工业设备连网实践工业设备连网，迎接工业互联网新世纪定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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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厂商能满足在世界上最严苛环境下对系统可靠度的要求。我们
很开心能与Moxa 经销伙伴INS及Moxa团队合作，并感谢Moxa所提供

美国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NASANASA使用使用MoxaMoxa产品产品

“ 的专业技术与服务。

— Thomas Basciano, 波音工程项目负责人

“

ConfidentialConfidential

工业自动化领域您所信赖的合作伙伴工业自动化领域您所信赖的合作伙伴
Moxa期待与您共同实践工业互联网，建立
信任友好的伙伴关系信任友好的伙伴关系。

Confidential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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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2016 Mox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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