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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灵活可扩展的控制平台

统一的软件环境

经测试、验证及归档的即用型架构

嵌入式的伺服系统和安全类产品

专业的应用开发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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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AgAin编辑寄语

物联网语境下的小企业创新

通
常，中小企

业非常具有

创 新 的 活

力。正所谓船小好调

头，越是小企业，就

越能非常快地接受新

技术、新鲜事物，将

其转化成新的商业价

值。在全球著名 PLM 软件提供商 PTC 近期于美

国波士顿举办的全球用户年会上，我了解到一

家小企业的创新，就非常具有时代的特征。

Brian Walsh 是个年轻人，早年在投资公司

工作，为别人创业进行投资服务。他说当他意

识到自己更乐于扮演创业者的角色，而不是资

助者时，他开启了自己的 Vital Herd 公司不同

寻常的创业历程。这个创业项目始于一个军方

的研究项目，虽然现在已经停止，但技术在军

转民应用的转换上无疑是成功的。此项技术学

名为“加强 M2M 非入侵式动物监测技术”，产

品称为电子药片，实际就是一个多参数传感器，

可被牛吞服并长期停留在牛胃里，从而远程监

测到牛的各种体征参数，如体温、心率等。年

轻人的合伙人是此项技术的核心开发人员。公

司现在选择了一志愿者农场中的五头牛做实验

验证，效果相当不错，一切进展得似乎很顺利。

Brian 计划未来向用户按服务收费，即农场主

按月为每头牛的健康数据付费。至于这个数据

的相关产品与工程实施，并不是农场主所要关

注的。而农场主们确实对每头牛的健康数据拥

有足够的兴趣，据 Brian 说，农场主可实时监

控牛的健康状态，根据牛的不同身体状态，划

分饲料的种类与供给量，这样可以做到量化管

理，区别对待，从而提高牛群的喂养效率。Vital 

Herd 做了一个全美的农场主问卷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他的业务将非常受欢迎，对此他充满

信心。另外我们还能给 Brian 的新项目找到需求

依据 ：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的最新报告，

美国每年有将近四百万的动物在乳肉生产过程

中死亡，同时有更多数量的动物患病。这意味

着美国乳肉制品生产商每年遭受数十亿美元的

经济损失，包括收入损失、极高的治疗成本和

喂养成本。即使 Brian 的技术目前只能针对牛（因

为电子药片只能在牛反刍的瘤胃中停留，不反

刍的动物将把药片消化排出，无法长期停留在

体内），那能减少的损失也将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分析这个创新项目。

首先，它显然是一个物联网的项目，更准确的说，

是一个智能农业（畜牧业）的项目。创新者通

过新技术，将无线传感器植入到牛体内，通过

无线网络，将采集数据实时传输到公司，公司

通过互联网发布这些数据，而农场主只需要上

网登录网络账户，就可以查到自己的牛的实时

状态，决定当日区别化的分栏喂养计划，并对

潜在的病牛及早检查、治疗。Vital Herd 公司的

核心技术就是可吞服的微型无线传感器，而要

形成这一套物联网系统的方案，他采用了来自

ThingWorx, 一家PTC旗下的物联网公司的方案，

快速开发出一套传感互联与检测显示应用程序，

应用可以帮助用户直观的看到相关实时数据，

并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行动来防止潜在的疾病及

营养问题发展成为严重的临床难题。

据称，ThingWorx 的物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平台是专门为快速部署 M2M, 物联网应用的低

成本、快速实施方案。而如何应对传感器连接、

组网等硬件通信问题，也是通过 ThingWorx 生

态圈的工程技术企业帮助Vital Herd公司实现的。

对此，Brian 非常感激 ThingWorx 公司。他坦言

自己公司很小，如果没有来自 ThingWorx 快速

的应用开发手段及在设备组网工程实施上的帮

助，仅凭他自己组建整套系统，并形成商业模式，

这仍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 2013 年 5 月发布的

报告《颠覆性技术 ：即将改变生活、商业和全

球经济的技术进步》中表示 ：截至 2025 年，物

联网将有潜力创造每年 2.7 万亿美元至 6.2 万亿

美元的经济影响，届时预计 80% 以上的制造业

企业将采用物联网应用程序，所带来的经济影

响约为 0.9 万亿美元至 2.3 万亿美元，其中大

部分来自生产力创造的价值。我们从 Brian 这个

小公司创业中可得到的启示包括 ：拥抱物联网

时代，我们需要类似 ThingWorx 这种应用开发

集成环境大幅降低传统行业接入物联网的门槛。

其次，在物联网时代，个体的创新不应求全责备，

而是更加专业化的创新，他的创新成果的价值

将通过互联互通的物联网迅速得到有效的传播

与放大。对此，在我此前采访 GE 智能平台全球

控制与通讯系统总经理 Bernie Anger 先生时也

收获了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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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过程工厂安全的解决之道并不是用钱能买来的。工厂安全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改变工厂人员工作和思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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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控制系统迁移中优化 HMI 图形的五个关键因素
 当进行 DCS 迁移项目时，制定一个完善的策略来处理人机界面（HMI）的图形是很重要的。掌握一些基本的准则，可避免让操作人员感

到困惑，从而把握好改进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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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ID 整定提高过程效率
 正确整定 PID 控制器，可以将设定值调整至限值附近，从而降低波动范围。仔细地评估工厂并进行控制回路的整定，可以提高控制系统

的稳定性，进一步优化过程工厂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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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多协议

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

同时支持并自动识别PROFI-
NET-IO、 Ethernet/IP 和 Mod-
bus TCP 三种通讯协议。

支持Ethernet/IP快速连接
(<90ms) 和 PROFINET-IO 快速
启动功能 (<150ms)。

可以通过集成的以太网交换
机实现线型拓扑网络。

同时提供BLOCK IO模块及
BL20和BL67通讯网关。









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天津西青区兴华四支路18号（300381） 
电话：022-83988188 / 83988199 
传真：022-83988150
网址：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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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华作为当前全球最大的 IPC 供

应商，其在 IPC 领域的任何动

作不可能被忽视。而研华总裁

刘克振先生曾经一度对业界郑重宣布，研

华更希望用物联网公司而不是 IPC 供应商

来定位自身的市场地位与价值，因为对比

IPC 这个工具型产品而言，物联网的愿景

无疑具有更高层面的目标，相关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体系也更加复杂。研华几年前将

自己的未来 20 年公司战略定位为物联网

的推手，彰显了其结合自身优势，站在工

业发展大趋势上对于公司成长路径的战略

判断。最近，研华中国区总经理罗焕城先

生提出了 IPC+N 的新战略定位，这是否

意味着路线的回归，或是修正？引起了媒

体的关注。

既然大家理解当时的研华急于“摘

掉 IPC（工控机）的帽子”， 那现在重提

IPC 又是基于何种考虑呢？对此罗焕城介

绍说 ：“众所周知，IPC 是研华的拳头产

品，然而研华的产品系列不只是工控机，

还有工业以太网产品，PAC、I/O、计量

模块、 板卡、HMI 等众多自动化及嵌入式

产品线及服务，我们完全有能力为用户提

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并保证高质量与

高附加值。而这就是所谓的 IPC+N。”对

此，我们既可以理解为研华突出强调打造

以 IPC 为中心的自动化，乃至物联网解

决方案的策略，也可以理解为研华借助自

身 IPC 市场的领导优势，带动其他各产品

线实现销售的商业推广模式。而罗焕城还

补充说 ：“所谓 IPC 并不见得就是指传统

的工控机（Industrial PC），它也是智能电

研华中国区总经理罗焕城先生

CE insighTcE视点

脑 (Intelligent PC ) 的缩写，智能电脑的产

品表现形式将是多元化的，它还会包括各

式各样的嵌入式产品。所以 IPC+N 不会

矮化研华打造物联网远期目标的实力与恒

心。”如此看来，IPC+N 的提法与研华强

化物联网战略愿景的策略不同之处在于角

度。IPC+N 自下而上，借助自身核心优势

向前迈一步。而物联网愿景自上而下，更

着重于强调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价值。

如何推进新的 IPC+N 战略？研华首

先抓住打造产业生态圈这一关键环节纲举

目张。据罗焕城介绍，今年上半年，研华

在国内一口气办了 11 场“专注产业伙伴

论坛”，下半年也将继续密集筹办这一系

列的论坛。所谓专注产业，就是垂直行业，

每个垂直行业领域的论坛上，都有相关的

经销商、集成商、学者、用户和合作伙伴

共同参加。

借助专注产业，研华开始有效地梳

理相关行业的上下链条。而这种对于产业

的专注，研华务实层面的操作可谓三老带

三新。三老是轨道交通（智能交通）、电

力能源与智能制造。尤其在智能制造方面，

研华因收购了台湾企业宝元实力大增，加

上研华旗下既有子品牌研拓自动化，研

华将为客户提供智能制造的 SRP(Service 

Ready Package/Platform ) 一站式服务。

而所谓三新是指新的智能医疗（数字医

疗）、数字物流和智能零售业务。在这三

个新领域，研华也通过全球收购，丰富了

自身的产品线及解决方案。另外，对于智

能楼宇、数字化农业等潜在市场，研华同

时保持了相当的关注。

研华新提 IPC+N 战略 
挖掘产品线间内在联系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1.aspx。

发展 IPC+N 战略，从研华现有的

IPC 产品线发展上看，主力 IPC 产品线不

会仅限于传统 x86 架构的 PC，而 RISC

架构，DSP/GPU/NPU 的产品都将是硬

件上的可选产品形式。国内的龙芯也已

在 ARM 之后，加入研华嵌入式电脑的芯

片组的选择阵容。这些都明显丰富了研华

IPC 产品的市场竞争手段。而且，研华在

IPC 产品上练好内功，还包括行业定制化

的 IPC 产品的推出，如列车信号处理的专

用机、监控系统专用机等等。另外，研华

还在非工厂用的设备自动化市场找到了新

的机会，比如今年上半年研华在相关的设

备自动化市场业绩比同期有三成的增长。

在罗焕城的设想中，IPC+N 战略还

需继续提升研华在华的服务品质，这包括

上门服务、电话支持、360 度客户体验等。

研华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办事处的广泛布局

已经成功，现在是通过渠道联网把节点形

成网络的时候了。研华将借助呼叫中心与

电子商务、关键客户服务，以及全国各地

的服务网点和渠道商资源，全面提升对客

户服务的质量。

罗焕城认为，研华下一步的成功关

键在于专注。而媒体从外部观察认为 ：如

果研华用 IPC 产品线为纲整合公司内部外

部资源，通过管理增效，其全球 IPC 市场

份额第一的掌控力将势必为其下一步在延

伸市场上的成功提供相对雄厚的底蕴与势

能。（CEC 朱旭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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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过程管理流量测量部总裁 Neal Ingram 先生

CE insighTcE视点

助用户扩展过程控制视野

今
年 6 月 4 日，艾默生过程管理

位于南京的亚洲流量技术中心

的新研发大楼正式开业，标志

着艾默生自 2009 年起布局在南京的这一

重要运营基点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借此

机会，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专

门与艾默生过程管理流量测量部总裁 Neal 

Ingram 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请他

畅谈了对流量测量技术趋势和市场前景的

诸多观点。

中国市场 ：得其智，予其求
可以说，近几年来南京亚洲流量中心

从投资、建立到不断扩大规模的过程，本

身就是艾默生流量测量部在中国发展轨迹

的一个缩影。谈到这一令人欣喜的变化历

程，Neal Ingram 充满肯定地谈到 ：中国

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早在

几年前，南京流量技术中心和工厂的设立

就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流量测量产品的需求

增长。如今，这一需求不仅在规模上还在

继续保持增长，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

中国用户所要求的一些独特性。

用 Neal Ingram 的话说 ：“在我看来，

中国用户对产品的需求有时候非常苛刻，

他们对技术趋势也有着自己的分析和理

解，我们必须有能力更好地满足他们。”

如何满足这些独特的需求，就成为

了此次启用的新研发中心的使命。对此，

Neal Ingram 提出的思路是将通用平台与

定制研发相结合。依托罗斯蒙特和高准这

样全球化的技术产品平台，确保向中国用

户提供的产品具有高技术和高质量标准 ；

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借助经验丰富的本土

市场、研发团队，积极收集中国客户的独

特需求，并有的放矢地开发针对本地需求

的产品。

加速布局 ：走向西部，深入行业
谈到艾默生流量测量部在中国的布

局，Neal Ingram 向记者指出了两个显著

的动向。其中第一个动向，就是艾默生近

年来向中西部地区市场的加速布局。

Neal Ingram 指出，在最近几年内，

艾默生包括测量业务、控制系统业务等各

个部门都非常注重在中西部地区加强销

售、服务、技术支持等力量，对于中西部

市场的投资也在不断增长。据他介绍，由

于中西部地区事实上是很多特定行业用户

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这样的战略在最近

几年当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艾默生的

业务增长也提供了很大的动力。

而第二个动向，则是进一步深入行

业，为各个纵向行业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据 Neal Ingram 介绍，在艾默生流量测量

部，无论是技术工程师还是服务工程师，

都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目标行业，甚至

直接来源于艾默生的客户。

而在 Neal Ingram 看来，他的目标还

要更进一步，也就是要把旗下所有的技术、

服务和销售工程师都打造成流量专家。他

谈到 ：“流量专家并不是简单地去销售产

品，而应该是帮助客户切实解决问题。他

们要能够分析用户的实际状况，深入认识

到他们的需求和困境，并提供最适合的产

品和应用方案，保证用户能够以最优的方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2.aspx。

式使用艾默生的流量测量产品。”

从过程控制到运营决策
当前，从制造业的宏观视角来看，

智能制造、智能工厂等趋势正在越来越受

到中国用户的关注。智能化的趋势，使得

越来越多的过程用户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

野。Neal Ingram 谈到，对于这样的一种

智能化趋势，艾默生过程控制旗下的各个

业务部门都在齐头并进地共同为客户构筑

可行的解决方案。从流量测量部门的角度

来看，则主要是着眼于如何通过流量测量

的结果，让用户对过程形成一个更好的理

解，进而帮助用户判断整体运营水平。

Neal Ingram 认为，这种综合化、智

能化方案的应用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显著

的趋势，这使用户得以将注意力从过程控

制本身扩展到运营决策的范畴。他谈到 ：

“除了过程控制的关键数据外，一些运营

数据对客户同样至关重要，比如工厂的安

全性、是否会关停机等信息。我们要做的

就是利用解决方案，把过程控制和运营这

两类重要数据结合起来，帮助用户做出更

明智的决策。”

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生命周期

服务在艾默生流量测量业务架构内的重要性

也在逐渐上升。据 Neal Ingram 介绍，在传

统的架构中，产品和生命周期服务的人员还

属于同一个部门；而在一年半之前，他们决

定将生命周期的人员独立出来，成为一支专

门的队伍，以便让他们更专注地支持和推广

生命周期服务。”( CEC  乔灿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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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托三大支点构建未来工厂

“‘工业 4.0’正当其时，未来的工厂应该是真实世界

和虚拟的网络世界的进一步融合。迈向未来工厂不仅在于

技术创新，还在于人机合作以及相关的人员教育培训。”这

是 4 月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

(NEPCON China 2014) 上，CEC 记者有幸与费斯托大中华

区总经理陈志忠先生交流时，他的阐述。陈志忠先生对“未

来工厂”的观点令记者印象深刻。

在自动化技术领域，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

一，工业产值巨大。对费斯托而言，中国市场亦是举足轻重。

近些年，费斯托在中国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陈志

忠先生表示说 ；“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先进自动化技术供应商，

费斯托长期致力于和中国客户建立伙伴关系。在自身不断实

现技术创新的时候，公司希望能为中国市场提供工厂自动化

和过程自动化的技术，包括气动控制和电动控制技术的全面

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提升客户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技术创新
名为“工业 4.0”的德国下一代工业整体发展愿景的提出，

是以先进的生产制造自动化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而费斯托作

为德国著名的自动化公司，在自动化技术方面的领先实力毋

庸置疑，这也是其在中国市场业务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

原因之一。举个例子，费斯托在高端的技术研发上不仅限于

基本的生产自动化研发，还拥有大量面向未来的科学自动化

研发积累，如仿生自动化。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其在仿生

学领域就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工作，并于 2006 年发起了仿生

学习网络项目，一直致力于开发和支持各种项目，对基础技

术原理源自自然界中各种原理的原型进行测试。费斯托洞察

到了自然生物令人惊异的特征和机制，并大量应用于仿生学

项目中。2008 年面世的水母机器人 (Aqua Jelly)，2012 年的

智能飞鸟，2013 年的仿生蜻蜓，多年以来，费斯托以大自然

为导师，不断创新，并从中受益匪浅——各种仿生学项目现

已成为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节能应用的基础，并为直观人机

接口开启了新途径。利用仿生技术平台，费斯托还展示并检

验了控制和调节自我管理系统的创新方式。其成果是为传统

工业客户提供基于生物模型的全新智能化自动化解决方案。

人机和谐
在费斯托对未来工厂的描绘中，人并非将被机器取代

而排除在外 ；而人机交互将达到新的高度。人类操作员将

毫无顾忌地与机器人互

动协作，而且绝对安

全。人机交互将更为流

畅，人机共同工作将成

为顺理成章的事。例如，

在生产装配过程中，人

类可以将危险任务或自

身无法实现的工作交给

机器人，费斯托的电动

控制和气动控制自动化

设备可有效执行各种过

程。以象鼻为原形的“仿

生抓取助手”就是典型

的例证。如果发生碰撞时，抓手会由于柔性结构立即弯曲。

仿生助手还能够对所执行的任务和相关动态过程进行全称

监控。费斯托的 ExoHand——戴在人手上的外骨骼——甚

至实现了机器人、医疗和抽象虚拟世界之间的跨界连接。

这个机械手可用作工业行业所需要的增力器、医疗复健中

的人工矫正器，或真是与虚拟世界之间的接口。

教育先行
费斯托是世界领先的自动化技术供应商，也是工业培

训和教育项目的领先者。自从 1985 年开始在中国运作以

来，费斯托培训部（Festo Didactic ）为大中华区 600 多家

教育合作伙伴、大学、职业研究所和工业培训中心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工程支持——从基础课程到机电一体化学习中

心的“交钥匙”设备等，无所不包。“通过费斯托培训部业务，

我们能够帮助本地客户和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培训

他们的员工，”陈志忠先生说，“作为工业职业教育和培训

的全球市场领先者，费斯托在中国的市场需求量很大。”

“工业 4.0”或类似愿景的提法意味着当今工业制造领

域正处于深刻变革的先导期。在竞争全球化的今天，这同

样是中国工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CEC 记者总结费

斯托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志忠先生传递出的信息，那就是 ：

在这一重要转型时期，费斯托将秉持一贯的理念，在技术

创新、人机交互、培训教育三大方面为中国迈进未来工厂

贡献自己的能力。（CEC 张曼利 采写）

费斯托大中华区总经理

陈志忠先生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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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德电气让 ABB 完成全集成驱动拼图

葆德电气（Baldor）作

为世界电机及机械传动领域

重量级的制造商，在历经

ABB 收购三年后，其业务

与 ABB 集团业务的整合形

成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也包

括中国。葆德电气此前在华

相对有限的业务，通过整合

ABB 平台资源的阶段性成

果，显露出自己的内功实力。

作为一家美国背景的著名电

机及机械传动制造商，葆德

电气在华的业务拓展又将在

ABB“舰队”的未来战略体系中，如何确立自身的位置

呢？在今年 ABB（中国）传统年度盛会——“自动化

世界”上，CEC 记者通过和葆德中国市场经理林婷女

士的交流，了解到葆德中国当前最新的状态。

为了梳理业务流程，葆德的在华团队已将业务和

市场正式拆分为相互独立的团队。对此，林婷女士告诉

记者 ：“拆分有利于部门工作的明确，一是说明葆德电

气在华品牌推广的市场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

面，组织架构的必要调整也是公司内部，与 ABB 既有

团队形成准确对接的必要举措。”

虽然葆德电气在北美市场品牌力足够强势，但在

中国市场，其软实力还远不如 ABB 自身电机品牌的影

响力。因此，葆德电气在现在乃至未来，都将尽量运用

ABB 在此领域的继承性资源。“葆德在中国市场要做的

更多是在 ABB 品牌下提供富有竞争力的电机和机械动

力传输产品，葆德电机自身品牌的推广将不是重点，相

较之下，葆德既有产品线在华的品牌推广显得更有实际

意义。”林婷如是说。

当然，ABB 收购葆德，并在华推进葆德的业务并

非只是要给客户提供“另一个选择”，而葆德对于 ABB

的核心价值体现在 ABB 真正收获了一个全集成的驱动

方案上。这是因为葆德电气有此前 ABB 没有的齿轮箱、

减速机、联轴器等全系列机械动力传输产品线。 而今

年 ABB 自动化世界活动上的驱动业务展台上，葆德旗

下“道奇”品牌的动力传输产品与 ABB 的电机，加上

ABB 的变频、PLC 控制产品，形成了整体的解决方案。

ABB 用事实说话，它已经具备了靠一己之力，就能为

工业用户提供交钥匙的全集成驱动解决方案的实力。林

婷说 ：“全集成方案不仅是供应商一种产品技术实力的

体现，对于客户而言，也是提高效率、降低采购、维护

成本的一件好事。”她分析认为 ：原来需要企业自行配

套或让系统集成商完成的工作，现在设备供应商就能一

步到位了，维护、检修等工作也大可不会出现不同设备

供应商相互扯皮的现象。

然而，打造完成全集成驱动解决方案只是葆德对集

团的重要贡献之一。对于 ABB 而言，葆德全身都是宝。

除了其丰富、完整的动力传输产品线给 ABB 完成了拼图。

它自己的电机业务也是非常富有竞争力的。作为美国企

业，美标的 NEMA 电机是葆德的擅长，而这在一些有挑

战性要求的工业领域，如矿山，葆德电机具有实质性的

技术竞争优势。这将为 ABB 在华赢得更多的特定市场的

高端业务。对于 NEMA 电机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上无法和

IEC 电机一较高下的现实情况，林婷显得并不在意，她说：

“葆德电机要满足的更多是特定行业的高端需求、特种需

求。我们的高速电机可以到达每分钟 12000 转，我们的

矿山电机可以满足多种远超通用电机极限指标的功能需

求与工况需求。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解决传统 ABB 品牌电

机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从而提升用户对于 ABB 品牌的

整体满意度。”林婷还透露，国内某著名石油设备提供商

顶驱产品上的电机都是葆德的产品。而她认为，这是葆

德电机靠技术与品质取胜的范例。

ABB 纳入葆德，对于 ABB 离散自动化另一既有业

务——机器人同样是一个持续的利好。据林女士透露，

葆德已经开始用自身富有优势的伺服电机给 ABB 机器

人开发做配套的研发工作了。

无论是市场、销售、研发、还是客户服务。葆德

与 ABB 在华现有资源的对接整合都显然如此融洽。这

体现出重视技术投入的国际工业自动化一线品牌集团

靠并购实现快速增值的能力同样值得国内学习借鉴。

（CEC 朱旭 采写）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4.aspx。

葆德中国市场经理林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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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总结二十年在华成功 ：本土化是关键

2014 年 6 月 6 日，图尔克（中国）20 周年庆典在其

位于天津西青开发区的厂区内的草坪上隆重举行。为此，图

尔克全球的领导 Hans Turck GmbH & Co. KG 的两位董事总

经理 Ulrich Turck ( 乌尔里希 • 图尔克 )，Christian Wolf ( 克

里斯蒂安 • 沃尔夫 )，Werner Turck GmbH & Co. KG 董事总

经理 Guido Frohnhaus 等多位集团领导悉数到场。天津市西

青区委书记、西青区区长、西青开发区管委会的政府领导也

到场祝贺。来自德国使馆的参赞鲍大伟先生也在致辞中热情

赞扬了图尔克作为优秀德国企业，在德中经济发展合作中做

出的积极贡献，并祝愿其继往开来，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

图尔克在中国二十年的发展壮大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对此，Ulrich Turck 及 Christian Wolf 先生在接受 CEC 采访时，

站在图尔克全球业务的视角，将这一成功的主要经验总结为

三点，即：首先要坚持独资，它就意味着高效的决策与执行，

并确保图尔克能够按照自己设想的既定计划推进业务进程，

避免了其他模式下潜在的纷扰与博弈。第二，企业要充分信

任本地员工团队，使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第三，要在本地

市场学会倾听与学习。图尔克从不会因为自身拥有产品技术

优势，就忽略来自用户需求的声音，进而武断地在市场中推

广自己以为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与服务。

谈到时下中国市场上持续保持热度的德国“工业 4.0”

发展战略，Guido Frohnhaus 介绍说 ：作为德国工业自动化

的主流企业之一，图尔克有着相关的先进工厂解决方案，并

仍在持续创新。同时，图尔克也在借助自己的产品，在自身

产品生产线上逐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Christian Wolf 先生

也补充说 ：“‘工业 4.0’的技术应用对于中国工业的转型升

级而言，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图尔克愿意借助自身的

各种创新技术为中国工业的广大客户持续的提供服务。另一

方面，每一个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应该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全盘

的考虑问题。换言之，工厂生产力水平并非一味追求高技术

控，否则甚至会因为步子过急而进入适得其反的误区 ；量体

裁衣、确保质量提高生产率之上能获得盈利才是王道。”Wolf

指出，图尔克拥有大量的先进生产自动化技术，但这些技术

并非在全球每一个工厂都应用到极致。量化地评估投入产出

比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也是一个工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

效途径。另外，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图

尔克作为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市场上从原来的先进技术、

理念的纯输出状态，逐渐调整到本土化创新、合作共赢的新

阶段，图尔克要向中国本土企业学习，因为中国企业的成功

模式多是外企不曾想到的。其中有不少可贵的经验值得借鉴。

而图尔克在中国市场上收获的商业成功对其自身的意义重

大。图尔克全球集团董事总经理 Ulrich Turck 先生总结说：“这

将不只是一个海外市场的成功，而是公司在未来全球发展中

国家为主的新兴市场中能持续获利的核心参考范本。”

从媒体的视角看，图尔克（中国）20 年庆典的主角无

疑是图尔克中国公司的员工自己。无论是在图尔克（中国）

总经理 Andreas Risch( 安睿史 ) 博士口中，还是多位图尔

克全球领导的发言中，对于图尔克中国 20 年事业的巨大成

功，最感谢的就是自己中国公司辛勤工作的员工。而典礼

背景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个员工积极向上的形象，对应着

他们各自为图尔克公司服务的年限。公司还特别为所有服

务十年以上的老员工颁发了富有感谢之情的纪念品。20 年

庆典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气氛在举杯庆祝时达到了高潮。去

年，图尔克在中国继续加大了产能的投入，集团对图尔克

中国向未来成功迈进也提出了期许。图尔克（中国）要在

德国之外，超过美国，实现图尔克公司内部全球第二大市

场地位的愿景将成为其下一个发展目标，而图尔克近期在

传感器、非接触编码器、协议自适应 I/O 等多款对国内用

户颇有吸引力的重量级的创新产品，为这个目标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CEC 朱旭 天津报道）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5.aspx。

从左到右依次为 ：图尔克全球的领导 Hans Turck GmbH & 

Co. KG 的董事总经理 Ulrich Turck 和 Christian Wolf，Werner 

Turck GmbH &Co.KG 董事总经理 Guido Frohn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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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与恩德斯豪斯公司在上海成立联合

过程培训基地

2 0 1 4 年 6 月 1 6 日 ， 罗 克 韦 尔

自动化 (Rockwel l  Automat ion)与其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恩德斯豪斯公司

(Endress+Hauser，简称E+H)共同创建

的上海联合过程培训基地(Joint Process 

Training Unit, 简称JPTU)正式成立。该

JPTU位于上海市闵行紫竹科学园区上

海恩德斯豪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内，

集成了恩德斯豪斯的现场过程测量仪表

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控制以及信息系

统。上海JPTU是双方首次在美国以外

成立的JPTU，对双方的战略合作而言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此前，全球有7家JPTU。而新成

立的上海JPTU是美国以外的第一套

JPTU，相较于前者，上海JPTU从硬软

件等多方面而言都属于后来者居上。

菲尼克斯电气引领“云”概念，

PROFICLOUD 获工业奥斯卡提名

随着全球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

展，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将加

快云计算应用模式的发展，”云”概念

在交通、政务、教育等越来越多的领域

得到拓展和应用，同时，催生出更多

的市场需求。在工业电气控制领域，

“云”概念的发展趋势也为业界带来更

多期待

菲尼克斯电气的最新创新产品

“PROFICLOUD”，即为该趋势下诞

生的重要技术之一。它使得用户可以通

过“云”来访问PROFINET现场总线系

统。分散的网络设备与“云”之间进行

数据通讯，通过安装在本地PROFINET

网络的云耦合器可以访问这些数据。借

助云技术，通过PROFINET网络用户可

以直接地自动操作各种任务；以最小的

工作量和最简易的方式，使远程控制得

以实现；也使得更加高效利用位于不同

地方的共享资源成为可能。将IT技术融

合进自动化系统也是目前全球业界热议

的工业4.0的核心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PROFICLOUD”

还获得了  2014年赫尔梅兹工业设计

大奖(Hermes Award)的提名。这是自

2005年以来菲尼克斯电气第三次获得

提名，2012年菲尼克斯电气是此奖项

的最终得主。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7.aspx。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6.aspx。

数字

近日，欧盟决定在机器人

研究和开发上投资 28 亿欧元 ( 约

合 38 亿美元 )。欧盟委员会希望

通过此举，能在欧洲范围内创造

24 万个新工作岗位。

被誉为史上标准最严的《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生活

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等 4 项

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

准将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据测算，工业锅炉治理带来的污

染源监测新增市场超 200 亿元，

预计未来 3 年行业年复合增速不

低于 50%。

罗 兰 贝 格 管 理 咨 询 公 司

2012 年发布《全球与中国输配

电设备制造行业趋势》报告称，

未来五年，全球输配电设备制

造行业仍将以 4% 的速度稳步

增长。而到 2015 年，中国输配

电市场的规模将接近 3200 亿

元，同时，将进入智能化、融

合化、成套化和海外化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全

国内燃机销售月报》显示，2014

年 5 月 全 国 内 燃 机 完 成 销 量

518.60 万台，同比下降 2.48%，

1-5 月累计完成销量 2568.59 万

台，同比下降 1.18%。

根据中国质量协会日前发

布的 2013 年全国装备制造业企

业质量管理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装备制造企业质量管理成熟度平

均值为 63.5 分 ( 满分 100 分 )，

被调查企业关键设备的国产化率

只有 52.4%。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

院 6 月 18 日发布了《2013-2014

公共云服务市场调研》报告。报

告显示，2013 年国内公共云服

务市场整体规模约为 47.6 亿元

人民币。

38
亿

50%

2.5%

3200
亿

52.4
%

47.6
亿

“我们建立战略联盟的目标是通

过强强联合，创造真实可量化的客户价

值。”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董事总

经理柯思齐(Ken Kofsky)说。“罗克韦尔

自动化的DCS - PlantPAx过程解决方案

针对恩德斯豪斯仪表开发的专用集成面

板，可以在工厂开车阶段节省68%的时

间。”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行业销

售总监乔百奥(Joe Bartolomeo)补充说。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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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 TAC 2014: 关注行业应用 

西门子扩大高效电机产能，仪征新基地投产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8.aspx。

2014年5月23日，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在江苏省扬州（仪征）汽车工业

园举办西门子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新

基地投产庆典。新基地建筑面积8.8万平

方米，年产能将达100万台，为西门子在

华最大的低压高效电机生产和研发基地。

随着西门子在低压高效电机领域的产品产

能、品质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新基地

也会进一步加强西门子全集成驱动系统的

市场地位。

“西门子在电机设计、制造方面有

近150年的历史。”西门子（中国）有

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吴和乐博士（Dr. Marc 

Wucherer）介绍说，“新基地的正式投产

是西门子在低压电机领域发展的一项重大

举措，这将使西门子更迅速、更优质地服

务中国本土及海外市场。” 

西门子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所生

产的低压电机是西门子全集成驱动系统中

的重要一环。西门子全集成驱动系统是全

球首个真正针对整个驱动链提供的“一站

式”解决方案。该方案可以让整个系统享

有统一的接口、统一的数据管理和一站式

的技术服务。

“全集成驱动系统使得西门子具有行

业领先的优势和创新的优势。”西门子股

份公司工业业务领域驱动技术集团首席执

行官方润朗（Ralf-Michael Franke）表示，

“全集成驱动系统保护客户的投资，帮助

客户提升生产力、设备的可靠性与能源使

用效率。”

2014年西门子为金光集团在宁波的纸

浆生产线项目以及中央电视台马年春晚舞

台控制系统所提供的全集成驱动系统中，

都装配了西门子电机（中国）有限公司生

产的主要产品。

NI 核心 PXI 和分布式控制研发部副总裁

Robert Canik

2014年5月27 日，一年一度的PXI

技术和应用论坛 (PXI TAC)在上海开幕。

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PXI TAC分成了四

站，上海、深圳、西安和北京。NI（美国

国家仪器公司）中国平台市场经理方慧敏

女士告诉记者：这是为帮助更广大区域的 

PXI 用户进一步深入了解 PXI 技术，成功

实现自己的应用方案，同时贴合 PXI 技术

目前在各行各业被广泛应用的趋势，更好

满足各地 PXI 用户的需求，这些行业如消

费电子、汽车电子、射频与通信、国防与

航空航天、声音与振动、半导体、能源等

行业。

PXI技术自问世以来经过17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自动化测试和控制的主流平台。

在中国，伴随着10年PXI TAC的成功举

将事实上回归NI了及其上下游企业对用户

的展示、交流平台。而PXI组织中与NI有竞

争关系的厂商此前曾一度有机会借此平台

与NI分享用户的交流机会，但未来一段时

间内，恐怕他们要另起炉灶了。

NI核心PXI和分布式控制研发部副总

裁Robert Canik在大会上做了主旨演讲。

他阐述了测试测量和控制正在向软件为中

心改变的发展趋势，而PXI标准的成功之处

就在于，它能借助软件对模块化的仪器进

行自由定义，相对于传统的测试测量平台

有着明显的优势：测试速度快、自动化程

度高；灵活性高、可自定制，保持已有投

资，降低总体成本。(CEC 朱旭 上海报道)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09.aspx。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10.aspx。

施耐德电气 OT+IT 自下而上打造智慧城市

2014年6月3日，施耐德电气以如何

构建智慧城市发展效率经济为主题的媒体

学院在北京开讲。期间，施耐德电气中国

区智慧城市业务总监雷波介绍了其在智慧

城市领域的前瞻性见解、创新解决方案、

独特运营模式，施耐德电气智慧城市能力

中心经理欧阳旭详细说明了公司在智慧城

市六大领域的解决方案及实践经验。

雷波表示，施耐德电气致力于帮助

中国构建高效、宜居、可持续发展的智慧

城市——实现节能增效，提升城市运营效

率，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

提升城市吸引力，构建低碳社会。施耐德

电气在智慧城市领域的业务已经从提供基

础设施产品向生态、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转

型。目前，施耐德电气专注于提供智慧能

源、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公共服

务、智慧建筑和家居、智慧集成六大领域

的解决方案。

办，PXI技术已经广泛被测试测量界的工程

师所接受。对于测试测量供应商而言，PXI

也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主流标准。今年开

始，PXI TAC这一由NI公司常年支撑运作

的，在国内测试测量领域的年度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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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工业连接器中国生产基地开幕典礼圆满举办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11.aspx。

2014年6月23日，经过紧张的筹备，

百通工业连接器中国生产基地开幕典礼于

苏州隆重举行。百通工业连接器中国生产

基地的成立，将缩短百通与中国乃至亚洲

市场的距离，从而为广大用户提供更迅

速、便捷、灵活的全方位服务。 

百通工业连接器中国生产基地在成立

后，第一步将生产Lumberg品牌的用于传感

器和执行器连接的M8/M12预铸电缆，并同

时根据市场需求，扩大产品范围，包括用

于数据传输的预铸电缆、现场接线接头、

电磁阀连接器、分线盒、总线I/O模块等。

开幕式后，亚太区工业解决方案董事

总经理Ashish Chand、全球工业连接器总

经理Axel Vornhagen、亚太区工业连接器总

经理，生产运营副总裁姚昂和全球工业连

接器产品总监Andrej Lorkovic就媒体关心的

亚太区工业连接器业务的发展、百通工业

平台全球战略以及百通工业连接器产品本

地化优势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Ashish Chand表示，百通工业连接

器中国生产基地的建立，将极大加强了百

通本地化的生产能力，是本地化战略极为

重要的一步，这将大大缩短百通与中国客

户之间的距离，从而为中国客户提供更加

准确的交货周期和本地化技术服务。Axel 

Vornhagen补充到，本地化战略的实施，

对继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完善工业产品

布局极为重要。对本地化生产的品质管理

方面，姚昂表示，新建立的生产基地将遵

循与百通欧洲工厂完全一致的工艺流程和

品质管理，生产设备全部从欧洲进口，其

生产的产品获得中国区UL认证，并严格

符合ISO9000的监管质量体系，以确保全

球领先的卓越品质。最后，谈到针对中国

客户的特殊需求，Andrej Lorkovic说，百

通将致力于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一些针对中国市场的定制型号也将于

第三季度上市。

图尔克（中国）举行 20 周年庆典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12.aspx。

6月6日，全球领先的自动化解决方

案提供商——图尔克迎来自己植根中国的

20周年华诞。活动当日，休闲而舒适的欧

式草坪宴会，令到场宾客耳目一新。在开

怀畅饮的同时，来自全国23家分公司的

图尔克中国全体成员，与图尔克全球集团

董事总经理Ulrich Turck、Dietrich Turck、

Christian Wolf、Guido Frohnhaus先生等

多位图尔克全球集团董事，与图尔克中国

公司总经理Dr. Andreas Risch和Christoph 

Kaiser先生，以及来自德国驻华大使馆参

赞、天津市西青区政府、行业协会、媒体

同仁、客户及产业界代表等嘉宾一同庆贺

图尔克在华20周年纪念。

作为第一批在中国投资设立全资公司

的企业，图尔克集团率先将先进的欧洲自

动化技术引入中国，并为客户提供定制化

及工程业务服务，开启全方位服务中国客

户的自动化进程。20年来，传承专注与创

新的生命基因，图尔克中国不断优化、升

级、自我更新，多款世界首创产品及专利

技术的研发，使图尔克的产品家族日益壮

大。如今，集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工

程服务为一体的图尔克中国公

司，已发展成为图尔克集团在

亚太地区的生产及销售中心，

是图尔克全球版图中第三大重

要市场。

“ 明 年 ， 图 尔 克 全 球

集团也将迎来自己50周年庆

典。”总经理Christian Wolf 先生在致辞中

说，“图尔克如今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

市场参与者，全球雇员人数超过3350名，

年营业额达到4.5亿欧元。我们与全球60个

国家建立商业往来，并积极拓展业务。”

而中国无疑是图尔克全球市场中，最具活

力、且最具变化及挑战的市场。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13.aspx。

法国阿尔斯通集团董事会6月21日晚

间正式宣布，阿尔斯通接受美国通用电气

对其热能、可再生能源和电网部门的股权

收购计划，收购总价为123.5亿欧元。22

日，阿尔斯通发布声明表示，针对西门子

与三菱重工的联合收购计划，董事会成员

经过深入讨论，认为不符合阿尔斯通及其

合作伙伴的利益。

通用电气成功收购阿尔斯通

法国经济和产业部长阿纳德·蒙特伯格

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通用电

气提出的条件，它与阿尔斯通将在燃气涡

轮、再生能源以及电网等业务领域组建三

个合资企业。通过这组交易，通用电气将

获得阿尔斯通宝贵的燃气涡轮业务，而通

用电气会将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出售给阿

尔斯通，阿纳德·蒙特伯格称这部分业务的

价值约为10亿欧元。

此外，法国政府将在本次交易中购入

阿尔斯通的部分股份，通过接受持有阿尔

斯通集团29%股权的目前最大股东布依格

家族的部分持股，成为阿尔斯通集团的最

大股东。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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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全

球领先的 PLM 解决方案供应商 PTC 第

25 届全球用户大会在美国波士顿隆重

开幕。来自 PTC 全球用户、合作伙伴、

分析机构及媒体共 2000 余人出席了此

次盛会。

在大会的主题演讲中，PTC 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Jim Heppelmann 指出，

当今的世界正在快速进入互联互通的

物联网（IoT）世界。而这个新的历史

阶段，科技的发展速度将主要参考“摩

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英语 ：

Metcalfe's law），摩尔定律是大家耳熟

能详的 IT 硬件发展定律，英特尔公司

创始人之一戈登 • 摩尔先生于 1965 年

提出，指在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半导

体芯片技术支撑的计算能力将以每 18

个月为周期翻番。而梅特卡夫定律是

一个关于网络的价值和网络技术的发

展的定律，由乔治 • 吉尔德于 1973 年

提出，以计算机网络先驱、3Com 公

司的创始人罗伯特 • 梅特卡夫的姓氏

命名，以表彰他在以太网路上的贡献。

其内容是 ：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

络内的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

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该定律指出，一个网络的用户数目越

多，那么整个网络和该网络内的每个

节点的价值也就越大。

互联网已经让人们认识到信息快速

广泛传播的巨大效能，而物联网将正将

这种全球网络化延伸到设备、物理层面。

从而给世界带来全面智能化的改造。

Jim Heppelmann 先生引用一组数

据来说明未来互联互通的物联网世界

给企业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前景，他

说 ：“2010 年，全球有 1/3 的人通过

互联网相连 ； 而到 2020 年，将有 800

亿的人借助网络身份实现互联，另有

500 亿的产品（Things）实现互联，从

而对世界总体经济带来 $1.9 万亿的冲

击。而 2025 年，$6.2 万亿的经济增长

将由新的物联网应用业务所创造的。”

对应此表述，另有分析如思科在 2014

年 CES 展上预测，物联网将在随后几

年内给世界带来 $19 万亿的庞大新业

务。而麦卡锡预测到 2025 年，基于物

联网的应用给世界经济的冲击将在 $14

万亿至 $33 万亿之间。

PTC 旗下的 ThingWrox 公司正是

投身于构建物联网应用开发平台的知

名创新厂商，其创新的快速物联网应

用开发技术将给众多迫切建立自身业

务相关物联网应用的企业带来福音。

ThingWorx 公司 CEO 兼联合创始

人 Russell Fadel 介绍说，2010 年，全

球基于物联网的应用大概有 70 亿个，

2020 年 达 到 500 亿 个， 而 到 2035

年，这个数字将高达 1 兆 (1 万亿 )，而

ThingWorx 将为满足开发这些应用的

企业需求提供帮助。他表示 ：“我们共

享了 PTC 的企业愿景，即帮助各个企

业从根本上利用互联世界。与此同时，

我们相信所有行业尤其是制造业，都

将在物联网时代中进行变革。能够有

机会与 PTC 丰富的资源和经过验证的

解决方案整合，我们深感荣幸。

Jim 对未来物联网时代产品研发

特点走势的判断是 ：产品更加智能化，

且互联互通。“无论产品设计研发，还

是网络互连，涉及的技术都越来越复

杂。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产品开发，而

且是系统工程，和尽量避免不可预

知风险问题的知识与能力。”而他还

指出，PTC 正在为此打造围绕 CAD/

PLM/ALM/SLM/IoT/SCM（计算机辅

助设计 /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 应用生

命周期管理 / 服务生命周期管理 / 物

联网 / 供应链质量管理）六大平台为

基石的庞大的闭环全生命周期管理系

统。（CEC 朱旭 波士顿报道）

1    2
3    4

图 1 ：PT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im Heppelmann ；

图 2 ：ThingWorx 公司 CEO 兼联合创始人 Russell Fadel ；

图 3 和图 4 ：大会现场。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14.aspx。

PTC ：打造物联网时代的闭环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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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特克收购

Zygo 公司

AMETEK(阿美特克)日前宣布已完成了

对Zygo公司的收购。Zygo将加入到阿美特克

公司电子仪器集团的超精密技术部门。Zygo

领先的非接触式光学测量仪器技术，将大

大补充阿美特克在接触式光学测量仪

器的产品线。

印度推出 330 亿

美元地铁建设计划 

印度正在提出印度历史上最宏大的城

建计划：22个城市计划兴建的地铁项目总耗

资约330亿美元。中国南车、韩国现代铁路

技术系统公司、日本三菱、德国西门子等

公司已经各有所获，拿到了从机车、

车厢、通讯系统到电力系统的设

备订单。

均胜电子收购德国

IMA 进军工业机器人

近日均胜电子踏出了在工业机器人战

略部署的关键一步。公司今日公告，控股

子公司德国普瑞以1430万欧元购买Feintool 

International HoldingAG持有的IMA 

Automation Amberg GmbH 100%股权

和相关知识产权。

韩国 6 月制造业

景气指数持续下滑 

韩国央行日前公布的调查显示，韩国

制造商对6月商业评估情况的预期连续4个月

下滑，并触及10个月低位。数据显示，季调

后韩国6月制造业景气指数从5月的79跌至

77，此为2013年8月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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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至今，嵌入式的覆盖范

畴早已不仅限于工业自动化领域。嵌入

式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生产、工作、生

活的方方面面，技术变革带来的便利性、

创造力与生产力提升越来越明显，各领

域对智能化技术与产品的需求也越来

越旺盛 ；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科技转型，

2012 年工信部更是将智能工业、智能

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安防、智能医

疗、智能家居等产业的规模化应用列入

" 十二五规划 "。在技术创新、市场需

求与政策指引的多重作用下，各种设备、

产品及服务的智能化趋势已势不可挡。

作为一家专注智慧城市与物联网的全球

智能系统产业领导厂商，研华科技如何

为快速发展的智能系统设备提供嵌入式

技术支撑？针对这一问题，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记者专访了研华

（中国）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业电脑系统

事业群产品业务经理陈勇成，其向记者

介绍研华一直在多方面用实际行动为用

户创造价值。

研华科技的嵌入式智慧

新 IPC+N 战略
“首先，我们嵌入式有非常多元

化的产品线，这是我们的主轴。其次，

多国认证也是很多用户选择研华的原

因。”被问到在智能系统设备快速发展

的今天，研华嵌入式的优势在哪里时，

陈勇成先生自信地回答到，“除了这

两点外，研华从去年开始着重于推广

IPC+N 的战略，这也是研华未来主推

的理念。过去几年，用户可能需要要

找很多不同的供应商，这有一些麻烦，

现在研华可以满足客户一切的需求。”

众所周知，IPC是研华的拳头产品，

然而研华的产品系列不只是工控机，

还有工业以太网产品，触摸屏 , 平板电

脑 , UPS 不断电系统 , 微软嵌入式软件

服务 , 远程管理软件 SUSI ACCESS , 

GPU 长供货周期显卡，PAC、I/O、计

量模块、 板卡、HMI 等众多自动化及嵌

入式产品线及服务，研华有能力为用

户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并保证高

质量、与高附加值，这就是 IPC+N。

据了解，研华 IPC+N 中的“IPC”

并不是专指传统的工控机（Industrial 

PC），它也是智能电脑 (Intelligent PC )

的缩写，智能电脑的产品表现形式将是

多元化的，它还会包括各式各样的嵌入

式产品。因此，IPC+N 不会矮化研华打

造物联网远期目标的实力与恒心。

发展 IPC+N 战略，从研华现有的

IPC 产品线发展上看，主力 IPC 产品

线不会仅限于传统 x86 架构的 PC，而 

RISC 架构 ,DSP/GPU/NPU 的产品都

将是硬件上的可选产品形式。国内的

龙芯也已在 ARM 之后，加入研华嵌入

式电脑的芯片组的选择阵容。这些都

明显丰富了研华 IPC 产品的市场竞争

手段。

嵌入式云端服务
今天，越来越多的嵌入式系统设

备正在被连接到“云”端，另一方面，

“云”的理念正在越来越多的在嵌入式

系统设备中得到贯彻。例如，一台安

装在偏远地区的自助终端设备，通过

云端服务，一旦有系统更新，即可远

程实现升级，就像 windows 操作系统

的系统自动更新一样 ；一台自动售货

机，通过云端服务变得更聪明，更人

性化——主动观察和分析过往顾客的

购买记录，比如不同性别、年龄、身

份的顾客更偏好什么样的商品，在什

么时间段、什么商品更受什么样的顾

客青睐等等……。

面对正在到来的云端时代，陈勇成

先生介绍 ：“嵌入式计算机将不能只是

扮演单纯的硬件角色，需要与软件进行

结合，研华有自己的嵌入式云端服务。”

研华的单板计算机结合独家开发的产业

云端服务，有效整合硬件、加值软件与

云端服务平台，提供市场一个更智能的

工业计算机及完整的云端解决方案，让

云端时代下的产业应用能将储存装置设

置在云端、远程进行排程作业、备份及

修复操作系统，所有产业设备因此变得

更有效率、更聪明，且使用者的成本及

风险也得以大幅减少，真正享受到云端

时代所带来的好处。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研 华 科 技 不

久前发布了智能设备云端管理平台

研华（中国）公司上海分公司

工业电脑系统事业群产品业务经理

陈勇成

嵌入式专题报道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4.07  19   

SUSIAccess3.0 版本，通过云端管理平

台和智能化嵌入式系统促进智慧城市

在医疗、零售、交通、建筑等垂直领

域的实践和落地。SUSIAccess3.0 强

大的管理技术，为用户打造全方位的

软件解决方案。SUSIAccess3.0 可以

通过设备温度、因特网连接、CPU 温度、

风扇速度、电压以及内存、CPU 使用

率、运行状态，检测软硬件状态 ；远

程 KVM 快速访问并诊断维护远程嵌入

式设备，缩短维护的时间，减少维修

人力 ；及时备份和恢复应用程序，保

护数据和设备安全，协助系统管理员

防止所有远程设备受到网络威胁和攻

击。其是研华推动智能设备升级，弥

补物联网设备联接的空白，迈入智慧

城市和物联网时代重要一步，为智慧

城市的高效管理、无缝联接和系统安

全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研华智能设备云端管理平

台 SUSIAccess3.0 已经全面预载于研

华的硬件设备，SUSIAccess3.0 除了

减少系统维护的成本之外，还能提高

用户时间管理的效能。

 垂直行业客制化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

的发展，嵌入式的应用逐渐丰富和

多样性。在垂直领域，嵌入式技术也

不断在扩展，这就决定了不同行业的

用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研华专注产

业的发展，其所指的产业即垂直行

业。为此，研华不断着眼于用户对于

市场方面的需求而进行硬件客制化的

调整，其有三个模式可以满足用户的

不同要求 ：一是研华创新性的 MI/O 

Extension 扩展板，可以让客户专注于

扩展板的设计，不必更换核心板，就

可以灵活满足各个垂直行业的应用需

求 ；第二，研华有 COM 架构产品 , 可

以提供完整的核心板系列产品 , 并由

研华的专门工程团队协助客户设计服

务 , 帮客户快速搭建专属的底板 ；而

当标准版、MIOe、COM 的产品都无

法满足客户需求的时候 , 研华的另一

个特色服务——主板设计客制化服务

(Motherboard Design Services)，可以

帮客户定制全新的主板。特别是 MIO，

其研华全力打造的新标准，将大大帮

2014 年 6 月，研华提出“IPC+N”战略，为客户提供 IPC 以及相关产品一站式专业服务。

助客户快速量产，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增加竞争优势。

陈勇成先生拿智能交通行业举例

说 ：“像我们的经销商提出轧机内部含

有许多需要控制的模块，例如开关、

灯控、读卡机等，这样所需的串口数

量就会增多，供电电源模块各异。每

家经销商的需求不同，这对我们来讲

是很复杂的要求。面对串口数目众多，

电源模块各异这些问题，研华可以在

设备主机上增加串口数目，更改电源

模块，由原来整机上做好的 2 到 4 个

串口增加到 10 个，36V 供电变为 12V

供电，这就很好解决了客户在串口、

电源这些方面的需求。除此之外，我

们还可以将许多模块在设备主机上进

行替换、加减，例如将 DIO 模块与串

口替换，SSD 与硬盘替换或者加减双

险，这样就很好的满足了很多行业里

面地铁的需求。这个例子就很好的说

明了我们在交通行业通过很多扩展模

块来满足客户客制化的需求。”（CEC 

张曼利 采写）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407-0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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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过 20 年的安全仪表系统（SIS）从业

经验告诉我，技术本身并不能使过程工

厂成为更安全的工作场所。这么多年，

我参与的工作包括设计和关键技术任务实施等，

这些技术需要满足诸如 IEC61508、 IEC61511/ 

ISA84 等功能安全标准，以及针对其它应用的特

定标准的要求。个人的经验以及在工业领域内所

发生的众多安全事件，都显示我们应该回归到最

过程安全的两方面 ：
       人和技术缺一不可

实现过程工厂安全的解决之道并不是用钱能买来的。工厂安全的实现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改变工厂人员工作和思考的方式。

Luis Duran

基本的事情上。

什么是过程危险？
也许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谚语 ：“如果你不知

道你要去哪里，那么，你就只能随波逐流，无所适

从！”至于降低风险，我们则需要针对所面临的风

险，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清楚我

们的方向。目标也许不是完全的消除风险，而是将

■ 有效的 HMI 画面有助于操作员在遇到异常工

况时，做出正确的决定。所有图片来源 ：ABB

■ 创建一个安全的
工作环境需要技术
和人两方面的元素 ；

■ 公司的安全文化
必须在公司的各个
层面获得支持 ；

■ 主控室的设计元
素是否合理对于操
作员对危险工况的
反应有很大影响。

关键概念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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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安全的两方面 ：
       人和技术缺一不可

风险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在能

够有效的保护工厂人员，以及周围环

境和设备的同时，确保工厂能够正常

运营。因此，第一步，就要了解何为

危险和风险。如果无法确认危险范围，

就想确定所需要的降低风险的措施，

那是不切实际的。在启动系统设计之

初、编制安全需求规格书（SRS）的

时候，就应完成这部分工作。

安全文化
不应感到奇怪，有效降低风险的

策略，一般与企业的安全文化和策略

密切相关。企业高层对安全愿景的承

诺，会深深的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

整个组织的每个层级，必须理解制定

愿景的首要原因，还应理解组织结构、

管理流程、技术和人力资源，所有这

些元素一起构成了实现愿景的基础。

当然了，要将愿景和价值传递到每个

层级的每个人，并且沟通的有效性要

经过验证，这对实现愿景十分关键。

尽管看起来，这个观点可能是最

显而易见的，但是想一想 ：在过程工

■ 一个公司，如果没有公司的安全文化，那么在推行有效的、可以长期实施的风

险降低策略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业中，安全文化、或者是安全意识的

缺失，往往成为造成安全事件或事故

的首要原因。这些事故的结果，从轻

微的人身伤害，到严重到可以上世界

新闻头条的环境灾难，一应俱全。在

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发布的影响过

程工厂安全的“十大人为因素”中，

安全文化高居榜首。

功能安全管理
Trevor Kletz 最近给出了如何清

晰的概括安全概念的方法。他发现，

“我们不能强迫人们去执行超出他们

能力范围的任务，但是通过改变设计

或工作方法，我们能够降低这些偏差

或疏忽发生的机会。”

通过引进、遵循精心设计的流程，

可以实现安全的提升。当今的安全标

准，引入了功能安全管理系统（FSM），

该系统在传统质量管理的基础之上，

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作流程。从流程或

系统的设计、实施到最终的修改或解

列退役，该标准都给出了相应的功能

安全要求。此外 FSM 还要求 ：书面记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4.0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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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风险，降低需求以及相应的验证试验，以便证明

实现了预期的风险降低目标。这些流程也许需要两

个人参与，并且需要颁布相应的工作许可。该方法

提供了一个核查的机会 ：通过独立第三方审查、确

认所有必需的事项已经完成。

核查表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可以提供一系列

的警示，降低不遵循标准操作流程、或者漏掉步

骤发生的可能性。这对于发现那些因疏忽发生的

错误，非常有效。比如操作员或工程师本来要执

行该任务，但是由于其它任务的干扰或仅仅是由

于遗忘，而导致没

有执行该任务。

即使当技术本

身不能使过程工厂

更安全时，它也可以

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多年来，工业领

域依赖自动化来辅助

工厂内的工程师、运

行和维护人员。现在，

企业能够利用关键领

域的新技术所带来的

优势，提升用户对工况的感知和决策能力，而不再

将人作为机器。

人体工程学和操作员的警觉
设计过程的一个方面，就是创造一个舒适的运

营环境。在任何一天，操作员都需要保持一定高度

的警觉性，以及需要准确、清楚的了解 ：工艺在产

品周期中应该处在什么位置。这就需要实时获取关

键信息，以便为做决定提供支持。

有些日子可能相对比较平静，与工艺相关的决

定也比较简单，非常的程式化。但是，众所周知的是，

在执行例行的重复性任务时，

机器要比人可靠的多。在复

杂的系统中，人因错误是导

致故障发生的频率较高的原

因之一。简单的将事故发生

的原因归咎于人为的错误，

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这不会

产生建设性的行动。系统的

设计应当以人为中心，而不是其它的。人体工程学、

显示设计、HMI 图形、以及报警处理等技术，都有

助于降低这些因素发生的频率或者后果。当这些技

术与培训仿真机和先进的维护技术结合起来时，工

厂安全方面的提高就非常可观，同时整体性能的提

升也非常明显。

很清楚，在高风险工业领域，操作员在整个

系统设计中，充当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共

识就是 ：在控制室内，操作员的大部分任务已经实

现自动化，因此大部分时间内，操作员就充当系统

监视人员而不是控制人员。结果就是，作为可以提

高工厂或控制系统性能和安全性能的一个领域，操

作员的注意力、反应及其作用经常被忽视。如果系

统运行恶化，操作员经常面临的情况是 ：来自不同

数据源的众多不一致的数据接口、没有足够的信息

来充分了解异常工况并采取适当的矫正措施。

幸运的是，有些组织，比如操作员绩效中心、

ASM 组织已经开始展开研究，并提出了主控室设

计和运行显示画面导则，以满足操作员的要求，

提升效果，改善舒适性，提供经简化的、易于理

解的信息画面。这一切都发生在设计良好的物理

环境中 ：操作员能够通过仿真，查看每天、每个

时间段的信息，或者是引起操作员对某个特定事

件的关注。例如，早晨 3:00 的照明也许就比下午

1:00 的照明更柔和 ；在紧急事故发生期间，指示

灯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如果发生这些变化，那么

操作员就更容易的察觉到，并能够自如的应付工

厂异常工况下的压力。

创建有效的报警
从控制台到 DCS 控制的转变，产生了报警管

理问题，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工业领域。过去，增加

报警是一个耗费成本的工程，需要在墙上或控制台

“人因软件工程的概念表明，报

警系统的设计应能确保操作员做

出快捷、可靠和有效的响应。设

计不良的系统留给操作员的是 ：

根本无法响应或者选择错误的动

作流程。”

■ 主控室是否具有

人体工程学的合理设

计，对操作员在较长

的值班周期内，能够

保持警觉具有非常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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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装价格不菲的实物设备，所以用户在选择重要

报警设备的时候，慎之又慎。现在，情况已经发生

了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对工厂和操作员来讲，

太多的报警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人因软件工程的概念表明，报警系统的设计应

能确保操作员能够做出快捷、可靠和有效的响应。

设计不良的系统留给操作员的是 ：根本无法响应或

者选择错误的动作流程。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

诸如 ISA18.2 和 EEMUA 

191 等标准，可以指导用

户处理报警生命周期，并

且很多系统已经有了内置

功能，支持评估当前工厂

状况、确定无效报警和故

障部件，并将其作为常规

报警的一部分。 

在设计阶段，基于状

态的控制则是另外一种可

协助工程师的方法。在正

常工况下，通过管理过程

状态的参数，可以维持优

化的过程状态 ；在异常工

况下，则可以自动采取正

确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状态的控制则为工厂

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

综合控制和安全
综合控制和安全系统

能够提供一种使能技术，

实现有效的操作，降低早

前讨论的人因故障来源。

这些优点包括 ：

■ 分析潜在的共因故

障，并在设计中排除这些

原因 ；

■ 标准化的访问控制，

预防未经授权的访问，确

保系统不会引入额外的用

户程序 ；

■ 在产品试验室而不是在出厂验收测试（FAT)

时进行集成测试 , 在产品向市场发布之前，确保产

品能够按照预期的功能正常工作。这减少了 FAT 的

范围，只需要对工程相关的需求进行出厂验收测试；

■ 在产品发布之前， 应考虑版本控制、兼容性

能和互操作性能，从而降低维护成本和产品整个生

命周期的成本 ；

■ 制定一个方案不能满足分析的需求，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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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系统类似，制定一个安保方案，并不意

味着能够满足工业环境的要求，从而确保自动化设

施不存在未知的漏洞。就像将安全作为企业文化的

一部分一样，对于生产制造企业来说，安保也应得

到足够的重视。

两方面的努力
在过程生产环境中，降低风险需要从技术和文

化两个方面做出努力。最谨慎和认真负责的人，可

能因为工厂内的故障设备而导致受伤，最精密的设

备也可能由于人的疏忽而导致故障。

当谨慎的人，在“好”的安全文化的推动下，

维护良好的设备和适当的工作实践，以一种安全的

态度工作的时候，安全和可靠的生产就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隐藏在基于性能的功能安全标准之上。作为客户，

我们的责任是设计一个系统，能够提供有效的降低

风险措施，并确认我们已经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并

且合理的水平。

安保性能
毫无疑问，过程安全和安保相互关联，在设

计过程中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安全标准，比如 IEC 

61511，没有限制或禁止将控制和安全结合起来 ；

事实上，第二部分指出 ：“只要保持独立性，基本

过程控制系统（BPCS）和安全仪表系统（SIS）之

间并不需要物理隔离，设备布置和应用规程确保了

SIS 系统不会受到 BPCS 故障或者 BPCS 执行功能

的有害影响，比如，维护、运行或修改。在需要规

程来确保 SIS 系统不受有害影响的地方，SIS 设计

人员应编制适用的规程。”

集成访问控制的综合控制和安全系统，不仅仅

能为安全系统提供安保、预防未经授权或意外的访

问，还能通过标准的旁路或覆盖方式，方便安全系

统的维护。

这种标准的方法，为操作员提供了安全系统内

部情况的反馈，并将其记入跟踪记录上，提供一流

的变更管理。

文章编号 ：1407-001
发送短信“ 文章编号+ 评语代码”
13910666165，告诉我们您对此文的意见。
1- 很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 一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不好，没有参考价值 

■ 安全程序的目标

也许不是完全消除风

险，但是需要在允许

工厂正常运行、保护

工 厂 内 的 员 工 以 及

周围环境和设备的同

时，将其降低到可接

受的水平。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Luis Durán 为 ABB 公司安全系统、控制技术和过程自动化

的产品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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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系统迁移中
优化 HMI 图形的五个关键因素

当进行DCS迁移项目时，制定一个完善的策略来处理人机界面（HMI）的图形是很

重要的。掌握一些基本的准则，可避免让操作人员感到困惑，从而把握好改进的

时机。

■ HMI 图形是 DCS
迁移过程中一个需要
考虑的重要因素。 

■ 仔细地进行功能
评估有助于避免操
作员对新控制系统
的功能产生混淆。 

■ 按照文中介绍的
五个方面进行规划，
可以帮助理顺迁移
过程。

关键概念 控
制系统迁移项目是非常复杂的，需要考

虑很多因素，处理不当就会影响这个项

目的进度和预算。其中风险最高的领域

之一就是 HMI 图形的迁移。出现在操作员的 HMI

屏幕上的图形是日常操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许多

操作员来说也是最能体现与控制系统交互的方面。

创建有效的 HMI 界面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布局、

导航、颜色的使用、文字和数字格式、面板设计等

等。近年来，控制系统的能力已经发展到可以简化

实施与现代 HMI 相关的最佳实践。然而，作为控

制系统迁移的一部分，规划和执行图形转换或重新

设计过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

具体到控制系统的迁移，有许多与图形相关的

因素，对设计、工程、项目管理以及新控制系统的

长期运行提出了挑战。以下列出了五个主要的因素，

应该在迁移项目的各个阶段加以考虑 ： 

1. 决定采用何种图形转换方法 ；

2. 定义图形需求 ；

3. 采用逆向工程 ；

4. 将操作环节纳入整个流程 ；

5. 明确定义审查和批准程序。

本文对每个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地探讨，解释

了为什么它们是重要的，并建议如何积极主动地管

理这些方面，优化您的 HMI 图形，从而实现到新

控制系统的无缝过渡。

 

确定图形转换的方法 
在你的迁移项目刚开始或至少处于前端工程

设计（FEED）工作的早期阶段，应该首先确定将

图形转换到新的控制系统的方法。在最基本的层面

上，主要的决定是在保留原有的图形设计还是重新

设计从无到有的图形二者之间做选择。这通常不是

一个简单的决定，即使它应该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如果不趁这个机会，重新设计你的图形，并充分利

用新系统的功能，那么你就将减弱新的现代控制系

统带来的好处。

许多企业对重新设计图形充满疑虑，因为他们担

心，新的控制系统将带来太多的变化，让操作员一时

难以适应。所以，他们往往将图形设计得尽可能和原

有的界面很像，这样可以将系统迁移对操作员带来的

挑战降到最低。但这种方法有两个缺点：首先，他们

没有从新功能的优势以及新系统的最佳实践中获益，

这些设计原本是为了提高图形的有效性。其次，他们

未能消除现有图形中已经累积多年的问题。比如界面

图形名称 图形描述 图形类型 复杂度 预计时间（小时）

Unit_Ovw Unit A概述菜单 概览图 低 4

UnitARX_Temps Unit A温度变化趋势记录 趋势图 低 4

UnitARX1_SD Unit A Reactor1停车系统逻辑 流程逻辑图 中 8

UnitARX_Area Unit A Reactor区域的设备、仪器仪表和控制 流程示意图 高 12

表 1  图形类型和复杂度表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4.07  29   

Tel:025-52121888

www.phoenixcontact.com.cn

Axioline F  
  快速,坚固,易用

…安全可靠

支持PROFIsafe的Axioline F

菲尼克斯电气的IP20 I/O系统也可以
实现安全方面的应用。基于PROFI-

NET和PROFIBUS技术，新的PROFI-

safe模块确保了自动化系统通信的失
效安全。在这一过程中，Axioline F

保持了一贯的高速响应时间和快速
地安装，同时也具有坚固的机械结
构和易于操作的特点。

AD-ION-2014-01 © PHOENIX CONTACT 2014

中元素过于拥挤，用色不好使异常情况难以辨认，或

者干脆用太多的过程图形矫枉过正。

一旦决定是否要改变基础设计后，接下来需要

考虑的就是，如何实现这种过渡。举例来说，如果

你保持你现有的设计，你会按照旧系统的设计，在

新系统中设计一样的图形，还是使用转换工具呢？

供应商和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提供了很多转换工具，

功能良莠不齐，比如有的转换工

具只能转换部分的图形，这样需

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故障排除和识

别动态功能的范围。

如果决定从头开始，重新

设计你的图形，你仍然需要投入

时间来了解旧图形的功能。同样

重要的是了解新系统的功能，这

样可以使你在新设计中充分利用

这些功能。此外，设计过程中的

操作也非常重要，可以提高图形

的可用性，并为新图形建立支持。

改变可能是细微的也可能是颠覆

性的。例如，许多老式的图形是

围绕管道和仪表图设计的，基于

这些布局对设备分组。如今，过

程图形一般都围绕功能性进行设

计的，而不是基于物理布局。

定义图形需求 
一个全面的图形设计指南

是支持控制系统迁移的一项基本

要求，如果没有在项目开始之前

就准备好，也应在迁移项目过程

中尽早创建。该指南将提供与显

示相关的主题，如显示的类型、

屏幕布局、导航、颜色的使用、

设备和仪表符号、面板、报警和

文本的总体介绍和数字信息。它

不必是具体的控制系统，因此它

经常在项目开始前或在 FEED 阶

段建立。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被

包含在任何服务报价方案中，使

投标人对图形设计方法有所了

 “如果你不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设计

你的图形，并充分利用新系统的功

能，那么你就没有享受到先进控制

系统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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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样可以提高报价准确性。

图形设计指南是一个记录好的路线图，有助

于保持项目的一致性。由于在开发过程中会出现很

多问题，全面的设计指南应该能够为此提供答案。

它是创建图形的基础，并消除了在使用口头指令时

容易引发的误解。它

成为构建图形的基础，

并消除了很多口头指

令可能发生的错误解

释。此外，一个完整

的图形设计指南可避

免意见分歧影响项目

进度和成本。由于图形设计涉及到一些审美元素，

不同的工程师和操作员都有不同的眼光。遵循指南

能够解决这些分歧，当项目中出现其他的意见，我

们会发现指南中已经早有过这方面的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精确的估算，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图形的类型和复杂程度（见表 1）。第一步是复杂

度的定义，它可以简单地分为低、中和高。预估开

发每个复杂度级别图形所需要的时间。例如，表格

格式的一览图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图形，但

是预计需要 4 小时才能创建完成，而开发一个具有

10 个静态元素和动态功能的流程图形可能需要 12

个小时。最后，每一个预期的图形都应该被添加到

表格中，并与之相对应的复杂度级别和预计开发时

间匹配。这个表格不仅可以作为你内部资金和项目

管理活动的评估基础，如果你打算寻找第三方来提

供服务的话，还能作为对方报价的参考。

最后，当你仔细检查你的开发过程时，掌握进

度跟踪方法是很重要的。你可以从你的图形类型和

复杂度表格开始。除了现有的名称、描述、复杂度

名称和预估时间，你还可以在开发过程的每个步骤

中添加列。添加什么取决于你如何处理图形，不过

我会建议你添加布局和设计、静态配置、动态配置、

测试、审查和批准。作为图形开发，你必须定期更

新表格来跟踪每个图形的进度情况，从而对整体图

形的开发进度了然于胸。

采用逆向工程 
将旧的控制系统中存在的图形作为新图形的

设计基础，要面对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准确评估

它们的复杂度。通常情况下，在迁移项目的早期阶

段，如果评估已经完成或者成为了投标过程的一部

分，要详细检查每个图形的细节是不可行的。在许

多较旧的控制系统的图形中，动态功能需要编写脚

本或逻辑功能编程。例如，如果想在传统的控制

系统中改变泵“运

行 / 停止”的色彩，

需要编码或使用特

定厂商的编程语言

编写脚本。这种功

能在新的控制系统

中很容易配置，逆

向工程过程可能会非常耗时。

通过逆向工程审阅旧的图形脚本，并对其进行

深入了解，从而使动态功能可以准确地内置到新的

界面中。在项目范围界定阶段未能明确定义的脚本

或者附加功能，可能会导致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比原

计划需要更多的配置工作。如果你现有的图形将成

为新图形的设计基础，那么您在该项目的前期拨出

时间做一个完整的图形逆向工程是必不可少的。这

将确保你完全理解新系统所需的功能范围，并相应

地做好预估。

将操作环节纳入整个流程 
图形的主要使用者是操作员，要想让图形设计

有的放矢，在图形设计和开发过程的早期阶段就让

操作部门积极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为图形

设计指南提供意见，并在实际的设计和开发中发挥

作用。最后，操作员也是应该积极参与到图形测试、

审查和审批流程中。

将操作部门引入整个过程的方式因人而异。在

理想的情况下，组织可能有一个或几个操作员负责

设计及创建图形。这可以提高他们的实际可用性，

因为操作员将从他 / 她独特和实用的角度来考虑。

另外一个好处是，这样会加快其他操作员对于新控

制系统的接受速度，因为参与项目的操作员会向他

们的同事宣传新系统带来的好处。不幸的是，许多

组织由于整个项目的图形开发时间要求所限，不能

让操作员参与这些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

个操作员团队，可以经常与工程团队沟通图形开发，

提供与图形相关的输入决策咨询。

 “通过逆向工程检查旧图形的脚本，

并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使动态功能

准确地内置到新的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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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图形从开发转向测试、审查和审批时，应该让

操作员也参与到这些过程。例如，让操作员参与到工

厂验收测试是获得有关图形可操作性宝贵意见的重要

渠道，同时也提高了操作员与新系统的适应程度。

明确定义审查和批准流程
作为最终用户、系统集成商和供应商的经验

告诉我，很多时候，企业对图形并没有一个清晰的

愿景与共识。这可能导致范围变更、成本超支和工

期延误，为流程的每个部分带来困惑。不信，你去

问几个人，你可能会得到各种关于他们想要在 HMI

界面上呈现图形的答案。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需要明确定义图形审查和审批程序，指定专人

审查和批准图形。何时和花多少时间进行审查，以

及确定反馈周期都是很重要的。

一种经常被采用的方法是创建一些简单的图

形，并得到批准后，将它们作为模板。这些模板在

文章编号 ：
1407-002
发送短信“ 文章编号+ 评语
代码”
13910666165，告诉我们您
对此文的意见。
1- 很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 一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不好，没有参考价值 

项目前期设计发生重大改变时才会发生变化，如总

体布局、色彩使用以及设备和仪器符号。这种方法

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个别图形被反复改变的问题。

计划越早越好
HMI 图形是控制系统迁移项目的重要挑战之一。

首先，最重要是决定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原有

的图形，还是采用转换工具，亦或是完全从新设计。

在选择决策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力应该是确定什么方

法会给你新的控制系统带来最大的效益。同时，定

义图像的需求可以帮助降低风险。这也涉及到前期

规划，例如使用图形设计指南、图形类型和复杂度

表格等工具。考虑到减少项目后期的变更，将操作

贯穿于整个图形开发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增

加了操作员与新系统之间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

明确界定图形审查和批准过程可以防止个人喜好和

正在发生的变化让您的项目偏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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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或是日本，构

建智能工厂（Smart Plant / Intell igent 

Plant）正在被全球制造业领域不约而同

地选为下一个中长期的愿景目标 ；而工厂智能化作

为当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也得到了

业界、学界和政府层面的广泛认同。然而，我们却

发现，“什么是智能工厂”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统一标准。不同的人对此都有个性化的

理解与表述。主观有积极推进智能工厂，提升自身

竞争力的工业企业们和所谓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提

供商们也都站在自己需求角度、或针对特定目标的

实现方式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化解读。

智能工厂热潮的冷思考
——对话霍尼韦尔（中国）过程控制部资深技术专家姜亚春

朱旭 CEC主编 智能工厂有体量门槛？
大家对“智能工厂”愿景的细节理解莫衷于

是，所以如果有比较中立的相关基金会、非盈利

组织，其观点就更容易让众多业界的讨论者与关

注者求同存异地达成基本共识。Smart Process 

Manufacturing 基金会，一个关于“智能工厂”话

题的国际组织对智能工厂有所阐述，内容主要提及：

智能工厂的概念构建是多维度的，它包括工程交接，

应用集成，在运营、维护和决策支撑的 ERP 系统

之间的工程协作 ；客户或监管的远程浏览门户，文

档管理和控制。而所有这些解决方案是为了让客户、

合同承包商，供应商在统一的信息分享环境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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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协同工作的流程。提高企业内部外部全价值链的

工作流的质量与效率。霍尼韦尔（中国）过程控制

部的资深技术专家姜亚春先生也关注到了这个国际

组织在智能工厂话题上的论述，他告诉记者 ：“我

认为这个智能工厂基金会组织的概念大方向是正确

的，尽管现在这个概念还很难落地。”

姜亚春之所以认同这个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

采用了现在 IT 发展方向上一个大趋势，那就是云

计算。这也就是说，大型生产型工业企业应该建一

个平台，就类似 Google 的安卓或者苹果的应用商

店一样，建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放在云端。然后跟

这家大企业相关的客户，供应商，或者其他合作伙

伴，都围绕这个平台来建 APP 应用。这其中的潜

台词难道是说，建设智能工厂只能是有构建大型信

息化自动化平台能力的大型生产企业的专属品吗？

姜亚春对此直言不讳，他说 ：“是的。超大型工业

企业才是推动智能工厂的核心玩家，全力打造符合

自身集成和协同、知识管理、绩效管理需求的综合

智能化平台。而中小企业的角色更多的是大企业建

好的平台和规则下，做外围价值链上供应商、配套

商应该做的技术升级与改变。”

如果事实真如姜亚春先生所言，那会着实影响

不少对智能工厂概念保持关注的中小生产企业的积

极性了。争议在于，对于智能工厂的文字拆解上的

浅显理解就是智能化的工厂，即 ：一家工厂的自动

化程度到达一定水平之后，通过信息化与自动化的

结合，实现更少人因的介入，更智能的机器、设备

与生产系统，能实现更加高效、优化的、柔性的生产。 

这未必与姜亚春重点强调的云计算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个集团而言，多个智能化工厂的管理和彼此

之间的信息化通讯才需要考虑通过云平台，但没有

云平台就不是严格意义的智能工厂吗？没有供应链

整合也算不上智能工厂吗？

“智能工厂是针对实体而言的，针对一个厂，

这种描述没有错，”姜对此回答说，“但是它不可能

是静态的，割裂的，不向周围延伸的。对于一个集

团公司而言，它一定会有上下游企业，有供应链。

工厂里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上下游供应链上的

问题，这包括能源的供应链，把上下游供应链解决

好，智能工厂的流程才能真正捋顺，否则可能就很

难说了。价值链上的众多外围的配套企业、服务企

业，其客观财力及其对构建平台的话

语权上，都是根本无法和大型集团级

别生产企业相提并论的。”

智能工厂难度极大？
在姜亚春的脑海中，智能工厂除

了实体的工厂要有智能化生产的基础

软硬件条件以外，还要将各个工厂间

做系统集成，并引入与之智能化“节奏”

相配套的供应链。这都是牵一发动全

身的事情，必须得到整个集团公司的

认可和顶层设计，而这个顶层设计尚

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方向，

所以实践起来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是智能工厂实践难度确实很大，当前讨论尚不

成熟？或是实现智能工厂这个目标本身就不够清晰，

存在很大变数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呢？难道说智能工

厂不过一种是当前工业领域的有市场导向的炒作行

为？姜说 ：炒作谈不上，但智能工厂的实践很难，

难点不在于外围供应商的协作配合，而是在于位于

价值链核心地位的大型、超大型集团企业自身的智

慧化平台的建设。这就好比基于在苹果 ios 平台或

是谷歌安卓平台上开发应用，很多人都可以开发，

但要建立这个平台，无论是苹果公司，还是谷歌公司，

其自身绝对实力和为此平台的海量投入都是能达到

这个量级的少数企业才有可能做到的成就。并非每

一个企业都能玩得起的。其实，姜亚春认为 ：“讨论

智能工厂也有一些好处，把某些理念推广一下，或

者鼓励某些行业的人尝试增加投入，就能在技术上

对工厂企业实现某些有益的改进。我想如果在工厂

的现场层、感知层做出努力，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对

于某些方面实现能力上的局部性的提升，乃至跃升。

但是如果要在整体上达到我们所谓的智能化工厂目

标，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无论国内国外，我

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工厂是真正在实施这样一个完整

的整体架构的，更不用提是否获得成功了。”

    

智能长征第一步
打造智能工厂虽挑战很大，但这仍不妨碍我

们现在就着手做些什么，以期让我们距离智能工厂

的远期目标更加接近一步。当前什么才是我们首先

■ 霍尼韦尔（中国）过程控制

部资深技术专家姜亚春



34   2014.07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专题文章  |  tEchNology FEaturEs

要先做到的呢？对此，姜亚春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那就是解决好当前工业企业最迫切的提升需求。

什么是当前工业各行业最迫切的，最有普遍性

的需求呢？姜亚春介绍说 ：拿石油石化行业举例，

可视化协同是这个行业企业一个比较迫切的需求。

特别是对那些综合性的部门，像总调度，或者是生

产部门，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可视化。此前，大

屏幕显示是有的，但是有 7、8 套系统的信息需要显

示，操作员要在每套系统的显示界面之间来回切换，

然后去找信息，很不方便。信息化系统是建了很多套，

但建完以后，控制室操作员意识到，信息变成了海洋，

想找到他最关心的核心信息反而比较难了。

智能化工厂第一个特征要做到可视化。可视

化并不等同于“大屏幕”，而是强调对信息的实

时把握。很多不同职能部门的人需要的信息不一

样，生产管理者、运营者最关注的指标与信息并

非越多越好，可视化就是要通过统一的界面让不

同角色的人能看到其需要的准确信息。不同部门

交流的时候，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做

交流。可视化可以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而解决

问题时，在工作流的具体执行上需要协同、交流、

形成结论并贯彻执行，对进程有可追溯的进度报

告。协同很可能涉及到多个部门，甚至与外部的

咨询专家，协同平台的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基于

统一的在线平台，而不是离线的。据姜亚春说，

智能化工厂，最起码要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可视化

的协作平台。霍尼韦尔下一代的协同可视化软件

Intuition Executive （简称 IX），就重点着力解决可

视化和协同的问题。

另外，无论是霍尼韦尔的协同可视化软件 IX，

或是其最新版本的报警管理系统，都可支持在平板

电脑和手机上的可视化和协同。本来这个报警信息

是中心控制室的操作员才能看到的，受众范围很小。

而现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更

方便的看到。这对于现场和控制中心，乃至其他部

门的人，非常方便的进行协同工作。移动互联也是

工厂智能化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

从工程角度上看，每一个行业都有行业特性，

所以企业别说你要一个什么标准的智能化工厂，所

谓智能化，一定要根据你企业自身需求量身定做的。

姜亚春说 ：智能化工厂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设

计，但建议作为集团公司建设智能化工厂时需要在

顶层设计统一的基础架构，例如霍尼韦尔的协同可

视化软件 IX 及 Intuition 家族的其他应用（包括操作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4.07  35   

监视 IOM，操作日志 IOL，报警管理等）

都是建立在统一的 Intuition 平台上的，

该平台可以统一提供一些共性的东西，

例如支持移动设备，工作流管理，统

一数据采集接口，语义模型等。一个

某企业真要实施智能化工厂这样一个

项目的话，那么这一定是一个行业特

征性很强的项目，而且跟各个工厂自

身特点有关联的定制化项目，所以完

全照搬复制的模式几乎不可行。

知识的传承和共享的电子化也是

一大趋势。老的操作员有经验的操作员

退休，新的操作员得接上，他脑袋里形

成的经验和知识，如何有效地传递给新

人？这是一个现在很现实的问题。霍尼

韦尔现在的报警管理系统新的功能，叫

报警管理数据库。其作用就是对各种报

警的价值、意义做出说明，如一个报警

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处理造成后

果是什么？如果要处理的话应该怎么去

处理？而这些信息，正是企业有经验的

操作员作为知识经验记录下来的。

 

智能工厂需要顶层设计与基础建设

并重
姜亚春的观点是：若小处着眼，无

论报警管理系统多先进，它也只是一个

系统工具，要较好的运用这个工具，和

运用这个工具的企业水平，包括人员水

平都有关系。若大处着眼，构建智能工

厂面临问题也是一样的。姜连续设问 ：

“企业要做智能工厂，你的基础在哪？

你达到了什么水平？你的总体架构师在

哪？”你的基础在哪？基础不只是说拿

钱砸的硬件基础，还包括人的素质基础。

你达到了什么水平？台阶总要一个一个

上，跨越式发展谈何容易。智能工厂，

不管你预测维护，还是要做产品升级基

础要先做好，比如仪表检测。感知层要

有足够的数据量，有足够的数据源，这

样智能化决策才不至于沦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的断头方案。你的总体架构师

在哪？谈到总体架构师，姜对这个职位

的描述是：这个人级别很高，要达到集

团副总裁级别的，而且他不管人，只管

统一架构设计，这个人在业务上很厉害，

很有权威。他拥有 IT 部门的背景，对

行业、应用也非常熟悉，他来把握整个

集团公司的架构。包括硬件架构、软件

架构、流程架构等架构的规划设计。国

外的超级工业企业都有这样一个职位的

人。而在国内他还没有看到过。“总体

架构师确实能自上而下，有效地推动解

决很多问题，然而，如果你企业生产底

层仍有一大堆的技术细节遗留问题，那

智能工厂项目一样还是走不下去。顶层

要往下走，但是下面也要往上走，现场

感知层的数据采集源要逐渐的建起来。

水涨自然船高，企业无论硬件条件，还

是人员素质，整体水平的提升才是我们

能逐渐走近智能工厂概念的现实基础。”

姜亚春如是说。

和姜亚春的交流中，我们发现智

能工厂的目标宏大，既涉及设备、生

产线的自动化之上的智能化，更涉及

打通企业自身“全身经脉”，根据市场

需求约束，合理高效配置各种生产资

源的复杂变化 ；同时还要让供应链都

能围绕中心企业形成一动皆动，一变

皆变的快速响应状态。这对于大型企

业推进如此之多的改变而言，难度很

大，可以称得上革命了。而且除了大

量采用新技术的技术革命之外，难度

还在于创新对传统流程，传统管理模

式的挑战。做企业的人或多有感触，

要在管理上的谋求重大改变远比技术

上的大刀阔斧的破旧立新所面临的压

力更大，挑战更多更复杂。

姜亚春作为工程专家给出了他对

智能工厂概念的冷思考，如果智能工

厂发展的最终面貌真的没有标准的答

案，那么或许没有“标准的答案”就

是“答案”本身。智能工厂作为一个

愿景概念，很可能在实践中，因每个

致力于构建智能工厂的企业的诉求不

同与自身基础条件不同，发展形成了

形态各异的呈现结果。

可能是因为姜亚春个人的工程师

背景，他其实更欣赏现实一些的企业，

这些企业不一定要去戴“智能工厂”

这顶帽子，而是对供应商说明他现在

想解决哪一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个问

题的解决需要多少预算？解决此问题

的国外最新技术是什么？最佳实践又

是什么？这就是不断取得进步的务实

做法。“与之相反，你现在想到一个宏

大的目标，恨不得马上明天就去实现，

这就容易犯类似共和国 1958 年时大

跃进的错误。一口气吃个胖子的可能

性几乎为零，特别是国内工业整体技

术水平还没有特别高。”姜亚春对当前

我国工业技术整体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的论断显然是其建议“发展要力求务

实”的根本出发点。

姜亚春感觉谈智能工厂项目目前

看还是有些风险的。因为理论指导性

的东西都处于摸索阶段，不太成熟。

考虑到这还是一个技术与管理相结合

的复杂项目，很可能在实施中走偏，

或达不到我们的规划预期。风险是完

全可能存在的。

无论结果如何，国内有雄心的大

型工业企业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加速前

进，他们正在积极研究、评估如何实践

智能化工厂的愿景目标，同时也请霍尼

韦尔公司参与其中，做相关的咨询服务。

这一点得到了姜亚春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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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整定提高过程效率
正确整定 PID控制器，可以将设定值调整至限值附近，从而降低波动范围。仔细地评估工厂并

进行控制回路的整定，可以提高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进一步优化过程工厂的运行。

Merle Likins

过
程工业必须优化调节和先进控制，以确

保在保证安全运行的同时，实现利润最

大化。调节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是实现上

述目标的关键因素。仔细地评估工厂并进行控制回

路的整定，一般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大多数控制回路由比例、积分、微分（PID）控

制器来控制。工厂人员深入了解如何整定这些回路，

就可以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率，同时确保工厂的安全。

此外，实现调节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是构成先进过

程控制应用的基础，而且能够进一步优化运行。

除了维持安全运行外，通过降低排放和能源消

耗，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稳定的调节控制系统可

以为工厂增加收益。利用自动诊断控制回路，可以

降低手动运行的要求，节省人工时，提高产品的一

致性。

控制回路基础
在典型的控制回路中，必然会有一个受控参

数，比如温度或者压力。该参数被称之为过程参数

（PV）。一般由传感器测量过程参数，被测量的变

量作为反馈回传给闭环控制系统的控制器。

对过程变量的期望值，比如在温度控制系统中

的 40℃，被称之为设定参数（SV）。举个例子，如

果过程参数只有 30℃，那么控制器就会动作，调

整其输出值以增加温度。

限值就是过程能够安全、高效运行的界限。比

如，在某些工艺过程中，温度达到 42℃时，液体

中的某种化合物就会被破坏。因此在整个过程中，

温度必须保持在该限值之下。但是，如果过程运行

在 36℃以下，则比限值低的太多，就不能保证质量，

生产过程的效率也随之降低。因此，控制过程变量

（PV）的目标就是在最小的波动下，尽可能的将其

与设定值靠近。当波动最小化时，设定值就可更加

靠近限值，从而改善运行。

PID 控制器
PID 控制器是过程工厂中最常用的控制器类

型，在典型工厂中，超过 95% 以上的控制回路使

用 PID 进行控制。在提高质量、能源利用效率和产

能方面，常用的 PID 控制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在大多数运行环境中，PID 控制器都具有优良

的性能，可以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对其操控。

图 1  在闭环控制

系 统 中， 通 过 整

定控制器，减少过

程 值（PV） 和 设

定 值（SV） 之 间

的偏差，可以优化

过 程 控 制。 图 片

来源 ：Yokogawa 

SV +
-

+ MVMVMV

PV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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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可以是单体的，也可以是嵌入式的 ；可用于一

个或多个控制回路。它们可以与顺控逻辑和先进控

制功能结合使用，组成复杂的自动化系统。

PID 运算包括三个基本部分 ：比例、积分和微

分。任何一个基本元素的设置都可改变，以期实现

最优的响应特性 ：在最小波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

过程值维持在设定值附近。每个基本元素都与某个

任务相关，对控制回路有特殊的影响。

PID 控制器接收来自传感器的过程数据，确定

过程测量值和期望设置值之间的偏差（误差）。然

后基于偏差，计算出期望的控制器输出量或者操作

量（MV）。操作量作用于最终控制元件（例如，蒸

汽阀门），从而影响过程，改变过程参数（见图 1）。

用于计算 PID 控制器整定参数的技术有很多

种。大多数都是基于某个数学模型，该模型专门为

最终控制对象、过程和测量的组合体开发。

描述控制器的模型就是 PID 的算法。如果能

为过程（最终的控制元件，过程和测量）确定模型，

那么就建立了整个控制回路的数学模型。在这一点

上，控制器的整定就变成了控制器整定参数（比例、

积分和微分）和过程模型参数的匹配，优化上述三

个 PID 常数，来实现期望的响应特性。

在现实世界中，影响系统的并不仅仅只是控制

器输出信号。在环境中，经常会有一些因素会导致

偏移，比如环境噪音。一般称之为扰动。尽管在控

制过程工艺时，必须考虑扰动因素，但实际上，会

有意识的引入临时扰动以启动控制器的整定。

PID 控制器的整定
PID 控制器的整定过程包括如下五个步骤 ：

1. 引入扰动至控制回路 ；

2. 匹配所得结果与数学模型 ；

3. 利用整定关系，计算控制器参数 ；

4. 应用新的比例、积分和微分参数 ；

5. 文档记录结果。

PID 控制器整定的第一步包括 ：在回路中引入

扰动，产生新的控制器输出（CO）。这称之为阶跃

测试。引入控制回路的扰动必须足够大，过程参数

能够产生明显的响应，而且必须能够将其从系统噪

音中区分出来。不可测量的扰动能够损坏过程数据，

所以能产生更大输出的阶跃会更好些（见图 2）。

自稳定过程 vs. 非自稳定过程
描述过程，使用多少模型类型都可以。但是在

选择模型前，必须首先确定过程是自稳定类型还是

非自稳定。由于不同的过程需要不同的数学模型，

所以这个测定对控制器的整定十分关键，。

因为过程有其内在方法，通过过程参数整定来

平衡控制器输出量的变化，所以在控制器输出引入

变化后，只要输出量和扰动量保持稳定，自稳定过

程最终会找到一个稳定状态。例如，在流量控制回

路，如果一个阀门开度增加 10%，流量会增加到

一个新的数值并稳定下来，直到阀门再一次移动。

大多数的过程是自稳定类型的。

但是，在非自稳定过程中，过程参数持续变化，

直到输出量恢复到初始位置。对非自稳定过程，过

程参数持续按照与控制器输出变化量的关系，线性

增加或降低。这就意味着非自稳定过程很难控制。

非自稳定过程的一个例子就是改变水箱的液位。如

果更多的流体流入水箱，液位就持续增加 ；如果更

多的流体流出，液位则持续降低。

自稳定过程的控制回路整定要比非自稳定过

程要简单一些。如果非自稳定过程回路的整定不正

确，很容易而且很快就会发生负面结果。在非自稳

过程中，引入输出量的变化后，它很难达到新的平

衡状态，这很容易导致问题。比如，液体溢出或者

流干，这可能会导致设备（泵）的损坏、环境的破

坏、或者重大的安全事件。

自稳定过程需要比例和积分（偶尔需要微分）

图 2   阶跃测试应显示输入和控制器输出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上图显示 CO

阶跃变化导致 PV 值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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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式，以实现良好的控制性能。尽管命名上比

较类似，但是非自稳定过程对积分模式的依赖要少

的多。不同的过程模型需要不同的整定规则。

使用建模
阶跃测试完成后，相关的过程类型就确定了，

下一步就是模型和数据的匹配。建模是理解过程数

据最好的途径之一。一般情况下，一阶加纯滞后

（FOPDT）动态模型就足以描述过程响应，计算出

最佳的整定参数。

在这个模型中，过程参数是被测的过程变量，

输出信号是被控变量。FOPDT 模型很简单（低阶、

线性），只是近似的描述了真实过程，可以由下面

的公式描述 ： 

集总参数过程模型
集总参数模型是一个 FOPDT 模型。该模型利

用简单的线性公式描述过程响应，该公式包含三个

参数：增益（Kp），时间常数 (tp )，和死区时间 (0p )。

对于集总参数模型，根据过程控制回路的特性 ：自

稳定过程（流量，温度等）和非自稳定过程（液位），

需要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型。

 因为非自稳定过程更难控制，必须使用不同

的模型来描述这个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 ：

调节相互关系 
有很多种调节相互关系的方法，可用于计算

PID 参数整定。

Ziegler-Nichols 和 Cohen-Coon 是最流行的两

种计算参数整定的方法。这两种技术强调响应的速

度。内部模型控制（IMC），也被称为“Lambda法则”，

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法，该方法可以平衡响应速度和

控制器稳定性，或称之为鲁棒性之间的关系。IMC

调节可用于线性和非线性过程，它的 FOPDT 响应

要比其它技术的响应要平滑的多。

IMC 调节基于这样一个概念 ：使用精确的过程

模型，可以实现理想的控制。但是，由于外部干扰

会影响过程，导致模型和实际过程之间的不匹配，

会产生错误的结果。结果就是，在其它模型多有错

误发生的高频领域，IMC 的设计中有用于补偿扰动

和模型误差的方法，包括滤波和补偿器。

和其它整定过程一样，必须对 IMC 进行阶跃

测试来确定其过程特性。确定完集总参数过程模型

后，必须为控制回路选择期望的闭环回路时间常数

(tCLtaucl )。

如果闭环回路时间常数太大，控制回路就

比较慢。因此，较小的值 (tCL) 对应较快的控制回

路。但是如果设定的闭环控制回路时间常数 (tCL) 比

FOPDT 过程的时间常数 (tp）小，那么 IMC 就会丧

失其调节优势。

一般情况下，tCL 值应设定为 tp 值的 1 到 3 倍。

很多情况下，将 tCL 设定为 3 倍的 tp 是实现稳定控

制回路的最佳选择。因此，在确定 FOPDT 过程模

型后，IMC 技术只有一个可整定参数 ：闭环时间常

数。通过改变闭环时间常数，控制器速度可以变得

更快或更慢。

由于控制器的积分时间被设置为和过程时间

常数相等，IMC 有一个缺陷。 如果过程时间常数

较长，则意味着控制器的积分时间也比较长—长的

积分时间会导致从扰动中恢复的时间比较长。

正确整定 PID 控制器，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但是它是提高过程产量、质量和安全性的最好的方

法之一。通过改进 PID 整定，实现稳定的调节控制

系统，可以安全的将设定值设定在限值附近，同时

降低过程值的波动，从而减少过程的低效率。

然而，采集数据和执行所有的数学模型，可能

非常困难而且是耗时的。幸运的是，先进的软件能

够简化 PID 整定，降低可能发生的错误。

不管 PID 回路的整定是手动，还是借助于回

路整定软件，每个控制回路性能提升都会带来整个

过程工厂整体性能的巨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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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应该都经历过类似的场景 ：凌晨一点

点，被关在寒冷、干燥的无尘室里，为

了同一个目标 ：完成生产设备的安装，

使其运转起来。对这一切都太熟悉了，包括：振动、

欠阻尼控制振动以及性能不佳的机械性能。有时当

机器安装完毕后，对任务非常关键的控制相关因素

才出现，如果这令你感到挫败的话，那也无需大惊

小怪，因为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尽管是标准的机器设计流程，但是在整个设计

流程的后期，通过“猜测而后检查”的方式来确定、

解决问题，相较于在设计初期就发现并解决问题，

费用会大幅的攀升。“猜测而后检查”的机器设计

流程不仅昂贵，而且是令人沮丧和不必要的。系统

仿真的发展以及高性价比、现成仿真工具的引入，

已经能避免机器设计中犯这些代价昂贵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总是在机器设备建造的最后一

步、需要进行调试的时候，才会初次要求控制工程

师介入。事实上，在整个设计周期中，这已经发生

的太晚了，这几乎就是 “猜测而后检查”机器建造

方式的全美诠释。这是不争的事实 ：调试是机器建

造中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它决定了机器性能实现的

程度。然而，为了实现预期的性能，机器的设计应

当没有机械共振，或者即使共振存在，也远远超出

预期的控制范围。如果完工的机器上存在共振，那

么控制工程师必须通过调整过程增益、增加数字滤

波，将其“调试出去”。 

尽管利用滤波可以稳定系统，但是较大的共振

还是会限制系统的工作范围，即使使用的滤波器工

在机器设计的
初期进行硬件在环仿真
一般情况下，总是在机器设备建造的最后一步、需要进行调试的时候，才会初次要求控制工程

师介入。如果在设计的初期能够咨询控制工程师，就可以避免很多能导致性能降低的共振，从

而提高机器的整体性能。合作越早，效果越好。

作良好。每个共振以及相应的滤波器会消耗一部分

系统的性能，所有的共振及其滤波加起来，就会对

机器最终性能造成显著的影响。如果在设计的初期

（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任何设备开始建造前），就能够

咨询控制工程师，就可以避免很多能导致性能降低

的共振，从而提高机器的整体性能。

习惯，费用，标准
不幸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很难使控制问题

概念化。即使最简单的系统，如在轴上安装有调速

轮的马达，也可能会产生共振（经常比较大，但是

频率比较高）。高频振动比较容易解决，一般不会

对性能造成显著的影响。增加一个皮带，系统的共

■ 硬 件 在 环 (HIL) 
模糊了仿真和测试
的界限 ；

■ 伺服驱动器、先
进控制器和软件可
以 帮 助 HIL 实 现 机
器设计 ；

■ 在实时系统上分
析 仿 真， 能 够 在 机
器建造完成前发现
控 制 问 题， 从 而 可
以节省金钱和时间。

关键概念

图 1  Kollmorgen 的 AKD 无刷伺服驱动器和 NI 的 CompactRIO 系统，支持

回路硬件（HIL），并可用于在高性能机器中解决控制难题。工厂仿真方面，

NI 的 CompactRIO 系统产生反馈信号，该信号被连接至 AKD 的反馈信号端，

完成整个控制回路。所有图片来源 ：NI，Kollm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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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就会降低，但降低程度会因机器而异。

这类设计决策，经常是基于一系列的原因（习

惯、费用、工业标准）而做出，但是很少考虑控制。

仿真工具可以帮助机器设计人员，在设计流程的初

期，就能识别出控制问题，避免代价昂贵的重新设

计，降低在机器测试和调试期间发现致命控制问题

的风险。

整合到产品环境中的仿真工具，已经存在很长

时间了。但是相较于经常使用的“猜测而后检查”

的设计过程，仿真工具仍然被大多数的机器设计人

员所忽略。最近，硬件在环 (HIL) 已经开始获得一

些进展，模糊了仿真和测试之间的界限。随着价格

低廉，性能强大的仿真工具的引入，没有理由继续

将仿真工具排除在机器设计流程外。

HIL 是用于描述开发和测试策略的词汇。在嵌

入式系统开发中，经常用其进行设计和测试单个系

统部件，该部件在工程设计阶段一般并不存在。大

多数工程都会被分解成不同部分，比如，机械组、

控制组、软件组就可以独立工作。通过使用 HIL，

每个团队就可以使用仿真环境来模拟其它团队正在

工作的内容，专注于本团队的工作内容。这就使得

更流水线化的开发流程成为可能，而且可以进行交

叉确认，确保每个部件的功能都能满足预期要求 ；

同时当某个团队发现问题时，可以增加反馈回路。

在设计阶段发现问题，重新设计的费用，通常只有

在机器建造完成后发现问题、再进行重新设计的一

小部分。设计人员还可以对其进行试验，而不用担

心损坏昂贵的机器。

支持硬件在环
很多公司都支持 HIL。在机器中部署同样的

控制系统部件，可以在 HIL 系统设计流程的初期

使用，从而获得对系统性能更好的了解。比如，

当更先进的工业控制器能仿真工厂时，伺服阀驱

动就能够产生运动轨迹并闭合伺服驱动回路（在

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设备都连接至伺服驱动，包

括马达和机械设备）。

伺服驱动能产生运动轨迹、执行控制回路、提

供电流信号指令至运行在控制器上的工厂仿真模

型。电流指令从伺服控制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发出，

传送至控制器架上的模拟量输入卡件。控制器以实

时方式执行工厂仿真（这里包括机械、摩擦模型、

反馈设备、噪音）。在工厂仿真模型中，控制系统

产生反馈信号，连接至伺服驱动器的反馈端，完成

闭环控制。

利用系统设计软件设计一个模型，来获取输入

力矩（通过模拟量输入），从而创建一个工厂模型。

这也许是单个或两个积分系统，取决于你所期望的

仿真。就伺服驱动而言，仿真的是两个积分系统，

其位置反馈被送回到驱动器。

更高级的用户也许会使用更复杂的摩擦模型

或其它非线性行为，更加详细的去研究控制性能。

新用户则会吃惊于，创建一个简单的模型真是太方

便了。即使是控制模型如此的简单，以至于相对于

图 3  本图显示了经典的 PVI（比例 - 速度 - 积分）控制块。Kollmorgen 

的 AKD 伺服驱动器产生运动轨迹，执行控制逻辑，输出电流指令至运

行在 NI CompactRIO 控制器上的工厂仿真模型。电流指令从 AKD 的模

拟量输出模块发出，传送至 NI CompactRIO 控制器架上的模拟量输入

卡件。CompactRIO 控制器以实时方式执行工厂仿真（这里包括机械、

摩擦模型、反馈设备、噪音）。

图 2  一个 HIL 应用：可以利用 NI 的 CompactRIO 系统来仿真工厂（在

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设备都连接至伺服驱动，包括马达和机械设备）

并且测试安装在 Kollmorgen AKD 伺服器中的伺服控制逻辑，产生运

动轨迹，闭合伺服控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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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能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对于系统设计的

软件方面，获得的收益却是相当可观的。

组态，测试，使用
类似的建造，使得设计人员能够利用生产硬

件和编写的产品软件进行通讯，即使物理机械设

备根本就不存在。与生产硬件一起运行仿真软件，

是确保系统满足预期性能的最好方式。HIL 使得

利用现存的硬件诊断工具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

下，可用软件来组态、测试、调节伺服驱动。利

用现有诊断软件的能力，使其可以使用强大的工

具来分析仿真。

如果用户利用软件来测量系统的频率响应，则

有可能快速确定机械中的共振并调节驱动器。随后

的测量，用于量化马达性能，来验证没有其它的非

线性因素，比如摩擦，影响系统。利用软件强大的

调节工具，用户能够很好的调节机器并可在机器建

造前测试调节方案。

在设计流程中，必须花费时间来量化机器和应

用所需求的性能。首先，应当对先前设备的历史数

据有个概念。不要盲目、随意的进行改进性能的设

计 ；要按需设计。其次，定义影响用户的实时性能

参数，比如伺服波段和稳定时间，以避免毫无目的

的追求“更好的性能”。一旦最初的调试参数确定，

下一步用户就可以进行仿真运动，在虚拟的层面上

查看数据。在设计阶段没有暴露出来的共振就开始

显现。然而，在使用 HIL 实践时，用户能够在机器

原型机建造之前，就可通过仿真对其进行审查——

相对于在凌晨一点，顶着紧张的工期压力，在无尘

室内，汗流浃背将其调试完成来讲，这的确是一个

不错的替代方案。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应能为用户提供一个好的概念 ：机器

如何运行，还应显示机器是否能够满足运行要求。

如果系统仍然没有满足性能目标，在仿真环境下进

行修改也非常方便。

比如，需要具有更强大的动力或者需要更大强

度的机械？那就尝试在仿真环境下修改这些因素，

了解哪些因素对系统动态性能非常重要。在仿真环

境下，对系统进行修改的快速性和便利性，使得不

同的设计团队协同工作、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成为

可能，这比在测试中做真实的变更要快速的多。仿

真环境下变更的快速性和经济性，对于正在设计机

器、但目前还没有满足规格书要求的任何人来讲，

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HIL 如何改变“猜测而后检查”的机

器设计流程？非常简单 ：利用同样先进的工具，

像分析实际系统一样分析这些仿真，能够在机器

建造完成前发现控制问题——可以节省大量的金

钱和时间。

图 4 利用 Kollmorgen 工作台软件的“性能伺服调节”功能组态、测试

和调节 AKD 伺服驱动器得到的参数，来描述工厂模型，产生了 Bode

图。利用现有诊断软件的能，使其可以使用功能强大的工具来分析仿真。

如果用户使用工作台来做系统的频率响应测量，就可以快速确定机械

中的共振，并适时的调整参数。用 NI 的 LabVIEW 系统的软件，设计

一个模型，获取输入力矩（通过模拟量输入），从而创建一个工厂模型。

这也许是单个或两个积分系统，取决于你所期望的仿真。就 AKD 而言，

仿真的是两个积分系统，其位置反馈被送回到驱动器。

如果机器振动方面的
问题在设计过程中就
被解决了，那么机器
投放到市场的速度会
有多快呢？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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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行业似乎没有丝毫萧条的迹象。消

费者在购买新车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偏

好，比如安全性、能耗、性能、设计

和配置，这也意味着汽车制造比从前变化更多，

设计的更新也更快。汽车制造商需要满足最新的

能效规定、服务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同时压缩

利润空间。

相应的，绝大多数制造商已经从传统的单一

产品、单一工厂生产的模式，转变为在同一基地

生产多种多款汽车。在减少停机时间、最大化产

能的同时，具备这种柔性制造能力，是一项关键

加速制造 ：
让汽车制造与时俱进
汽车制造商需要提升运营速度，才能保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拥有正确的基础设施、信息

可视化方案和高技术人才是制造提速的三大元素。

挑战。制造商可以通过提升制造速度，迎接挑战

增加生产力。

制造速度测量包括基础设施、信息可视化以

及劳动力生产率。通过解决制造速度的问题，汽

车制造商能够更快地满足全球各地的客户需求，

在不损害利润的情况下更快地对市场做出反应。

提升制造速度，能够更好地对当前和未来的全球

需求做出响应。

更快地运转
自从亨利福特发明装配线，将福特 T 型车的

生产时间由 12 小时缩短到 6 小时以来，汽车制造

已经走过 100 年的历程。然而，这个行业的目标时

至今日仍然还是一样 ：更加高效地运营，更快地将

产品推向市场。然而，今天的特别之处在于，汽车

的多样化前所未有，而且愈演愈烈，市场也不只是

几个国家，而是几个大洲。

在接受 WardsAuto 采访的时候，克莱斯勒汽

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ergio Marchionne 总结

了公司在柔性制造方面的雄心 ：“我们希望采用相

同的架构设计，但是它可以服务多个平台，在多个

工厂中生产多款汽车。”

利润和效率
在全球性的衰退当中，一些全世界最大的汽车

制造商由于销售萎靡甚至濒于破产，但是这个现在

已经开始复苏，并且会再攀高峰。根据 HIS 汽车研

究的调查显示，全球 2012 年生产了超过 8000 万

■ 表 1 摘自 2012-2020 年 IHS 研究报告，它显示了 2014 年 2020 年

间按地区划分的全球轻型汽车产量增长情况。HIS 全球生产汇总显示，

汽车生产项目的增长转向新兴市场，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新兴的中产阶

级对于安全性、技术先进性和高能效汽车的需求日益逼近发达国家。

南亚、大中国区和南美地区的增长比例最高。到 2020 年，大中国区、

欧洲和北美预计会成为最大的市场，这和 2014 年排名相同。来源 ：

HIS   www.ihs.com/automotive

      2014 2020 变化百分比

欧洲 19,522 23,390 20%

大中国区 22,596 30,620 36%

日本/韩国 12,691 12,091 -5%

中东/非洲 1,882 2,492 29%

北美 16,584 17,988 8%

南美 4,792 6,353 33%

南亚 9,006 13,350 48%

总计 87,073 106,221 22%

 

表 1  按地区划分的全球轻型汽车产量汇总 ( 千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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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轻型汽车，而汽车制造商的资产也大幅增加。当

然，前进的道路上总还会有些颠簸，行业面临的一

些最大挑战包括 ：

■ 对于保证利润率的持续压力 ；

■ 满足日益严格的高能效需求 ；

■ 在新兴市场扩大运营规模 ；

■ 根据越来越多样的需求，生产产品满足消

费者。

利润率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每年生产

300 万至 1000 万辆汽车到全球各个市场。这样大

的产量意味着每分钟在全球就要下线几百辆汽车。

如果将固定利润分配到每一辆车上，必须要保证停

机时间最小和产能最大，这对于工厂管理者来说就

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能源价格高涨 ：高昂的能源价格和越来越多

的能效标准，迫使汽车制造商生产性能更好的汽车、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以及柴油汽车。随着汽油价格

的波动，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同样变化。汽车企业的

运营必须足够灵活，才能保证对于需求的波动做出

快速反应。

消费者需求 ：需求比能源价格更加离谱。汽

车的技术越来越先进，通信功能日益强大，也在变

得更加“智能”，而消费者希望得到最新的性能和

款式。以前，一款汽车可以销售很多年，只需要一

点点改进和常规的更新。“早期采用者”这个词已

经不适用于最新的智能手机和高清电视的用户了，

同样它也不会再适用于那些需要装备最新技术最潮

汽车款式的消费者了。

新兴市场 ：从行业的产量数字上可以看出，

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重要性。根据 HIS 汽车

研究的报告，在 2012 年到 2020 年间轻型汽车的

生产将有如下的趋势 ：

■ 在南美洲增加大概 50% ；

■ 在中国，从 2012 年的 1800 万辆车增加到

2020 年的 3000 万辆车，而南亚的产量会从 800

万增加到 1300 万 ；

■ 北美和西欧在产量上将会有 10% 到 20% 的

增长，绝大部分来自东欧地区。

新兴市场的增长，得益于这些国家新兴的中

产阶级对于安全性、技术先进性和高能效汽车的需

求日益逼近发达国家。

生产的快车道
汽车制造商能够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需要更

快研发、更经常更新、更加常规性的进行变更。于

是它们需要提升速度，保证所有的变更都相对容易、

能实现常规化。然而，汽车设计的变更，从设计中

心到生产基地并不是“翻个墙”那么简单。

汽车的更新，无论每年两次还是每两年一次，

对于企业中的人员、流程以及设备都有影响。车辆

设计的变更，无论是车体后背的一点点加长、新式

尾灯或者是新的电话槽，对于整车可能影响甚微，

但是却需要工具的变化、供应商修改、工厂变更等

等很多方面。

很有必要确定如何按顺序将这些融入到现在

的生产线当中，同时尽量减少或者消除运营中的复

杂性。这意味着需要制造提速策略和解决方案，能

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质量生产正确的产品。

制造提速主要包括三大元素 ：

■ 拥有正确的基础设施 ；

■ 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人产生正确格式的

信息 ；

■ 雇佣具有多项知识的高技术人才。

汽车制造商如果今天没有实施那些可以加速

制造的策略和解决方案，未来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更

加难以克服。  

47% 定制化软件

41% 系统集成商

41% 基于浏览器的界面

40% 现货软件

32% 数据面板

30% MES软件

24% 平板电脑

23% 智能手机

18% 公司专用设备

15% MOM软件

13% 个人设备

4% 其它

表 2 集成工具

■ 根据 2013 年 CONTROL ENGINEERING 进行的

信息集成调查显示，主要的信息集成方法包括 ：定

制化软件、系统集成商、基于浏览器的界面和现货

型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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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器是生产过程的神经系统。作为信息

和变更的传递者，控制器的功能异常犹

如向生产过程投放一枚炸弹，甚至还会

殃及整个工厂。这个风险对于那些在极端环境下运

营的厂商来说更为巨大。极端的温度、有机溶剂、

不停振动、潮湿和冷凝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对于希

望寻找最佳控制器的厂商都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选择可靠的控制器
如何选择可靠的控制器呢？

1. 了解需求。这一步很简单，但是总是被延误。

不要等到你的控制器出现问题，运营短路的时候才

回过头来看需求。要做到先知先觉，在严重问题出

现之前就检查各种情况以及控制器是否牢靠。

2. 考虑环境的需要。每一座工厂都有着独特

的环境。定义控制器安装的制造环境。它需要暴露

在极热或者极冷的条件当中吗？有哪些气体存在？

控制器会接触到盐或者腐蚀物吗？存在振动、潮湿

或者冷凝的问题吗？有真菌问题吗？

3. 让控制器遵循规范。看一下控制系统的选

择 ：标准控制系统还是针对极端环境设计的控制系

你的控制器足够坚固吗？
控制器是生产过程的神经系统，它的可靠性非常重要。控制器的功能异常犹如向生产过程投放

一枚炸弹，甚至还会殃及整个工厂。你需要一台坚固的控制器。阅读本文有助于你选择合适的

控制器。

Dennis Wylie 统。极端环境控制器包含标准控制器的功能，同时

还加强了对于特殊要求的响应，比如使用保型涂料

延长产品在残酷腐蚀性环境下的寿命，或者对通风

设备进行了重新设计以增加空气流通。

举例来说，控制器可以设计在零下 25 度到零

上 70 度的宽温范围内工作，对于盐、腐蚀、潮湿、

以及真菌的防护能力更强。主动型控制器元件可以

通过面板细分技术与背板分离，增加空气流动。使

用热垫还可以降低对空调面板的需求。

极端环境控制器适用于腐蚀性环境，比如泥土

和空气里，以及风机和造船行业当中。它们还可以

用于铁厂这种很热的环境。对于价格较为敏感的企

业可能倾向于使用传统控制系统，采取措施降低温

度，比如安装空调。但是这样会增加能源开支，对

于空间的要求也更大。空调还会带来潮湿的问题，

对于机械有负面的影响，空调中的滤网也必须要由

维修人员进行更换。这些因素都会不停地增加成本。

在残酷环境中的传统系统如果不安装空调，控

制器的寿命就会缩短，失效的概率也会增加，更不

要说输入 / 输出数据的准确性问题。合适的控制器

不需要空调或者温度调节器，也不需要特别考虑气

体和灰尘的问题。

如果你需要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就一定

要保护好生产设备。极端环境控制器可以在艰苦环

境中进行最优控制，同时降低生命周期成本，因此

是一项划算的投资。

■ 来 自 罗 克 韦 尔 自 动 化 的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XT（ 极 端 环

境）控制器可以在零下 25 度到零上 70 度的宽温范围内工作，满足 ANSI/

ISA-S71.04-1985 对于 Class G1、G2 和 G3 的要求，以及 cULus、Class 

1 Div 2、C-Tick、CE、ATEX Zne 2 和 SIL 2 认证对于盐、腐蚀、潮湿以及

真菌环境下的防护能力的要求。图片来源 ： 罗克韦尔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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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那些发展速度超过基础设施建设而需

要平衡用水需求的区域，以及诸如快

餐店和购物中心这样的商店企业而言，

实现连续水压是一项难题。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DeBary 的 QuantumFlo 公司，意识到住宅区和轻

型商用市场需要一种能提供稳定水压的节能增压

泵，于是利用其变速泵专业知识开发了一种“箱泵”，

不仅能对低流量条件进行精确的检测，还能为用户

实现可观的节能。

提高效率
虽然恒速增压器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它们效率

较低，因而并不理想。采用恒速增压器的系统，每

次在它达到最大速度后，将有一段时间迟延，然后

停止运行。于是，在整个运行时间内，它都是以全

速全容量运行的。

反之， 变频器仅在系统达到最大速度的那一

刻，以满足需要的特定容量和能量运行。

泵速降低时，能量的减少速率是速度降低速率

的三次方。当由全速开始下降时，速度的降低使能

量呈 8 倍的减少。另外，变速增压机噪声更小，不

论是对于工厂或住宅区，都能保持平稳的压力。

Quantumflo 的 CEO David Carrier 说，“变频

器能很好的实现能量的高效利用，特别是在水压的

传送和生成过程中。在商业结构中，很少有设备能

连续不断的运行。在 80% 的时间里，典型的水增

压系统都只利用了 20% 的容量或更少。如果它在

80% 的时间里以全速运行，而负载仅为 20%，这

就是巨大的浪费。相比之下，在 80% 的时间里以

20% 的负载运行，其能源的减少速率是速度降低

速率的三次方，能节省大量能源。因此，即便在很

采用高精度变频器提升水泵效率
现有的变频器，还不具有足够高的精度，以获取满意的结果，而且也不具备管道配件。这里所

提供的方案，比之以前的变频器，具有更低廉的成本和更高的能源效率，而且无需PLC和逻辑

控制面板。

小的元件上，能量的减少量也可能很巨大。”

Quantumflo 公 司 的 应 用 工 程 师

Robert Mann 说，“在开发增压器时，他

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全包含、全集成的

方案，将发动机、泵、贮气罐和变频器组装

在一起。当它经过完全的校准、接线和测试后，

我们把一些装置留在了现场。不久后我们发现，

变频器的精度并没有达到检测低流量条件的要

求。客户也反映，虽然明线本身并不存在安全隐患，

但代码检查员就是看它不顺眼。考虑到这两个问题

可能对客户产生的潜在影响，我们立即开始对装置

进行重新设计。”

内置接线
通过对如何消除精度问题和明线问题进行研

究，他们最终掌握了能提供所需的精度的变频器，

并设计了一种 IP21 管道配套元件以放置线路。

Mann 说，新设计同时提供了“泵的控制方

案和封装包的完全控制方案。大多数具有这种复

杂性的系统都依赖带 PLC 的控制面板来执行所需

的逻辑。由于驱动器具有内置智能，它能执行所

有开 / 关操作计算、软启动和停止，以及调节系

统压力。这些功能如果使用 PLC 来实现，将需要

复杂的布线，附加外壳以及具有更大空间的元件。

再加上 PLC 的更换，成本将至少增加 50%。”而

变频器本身便具备了这种逻辑，可将面板舍弃。“此

外，IP21 管道配套元件安装起来十分简便。”他

补充道。

有了精度更高、具备 IP21 管道配套元件的变

频器，Quantumflo 公司不必再使用 PLC 和逻辑控

制面板，便能满足能源和功能需求。

■ QuantumFlo 公

司的 Atom Simplex 

Light 商 业 / 住 宅 用

增 压 器 能 对 系 统 的

水 压 进 行 监 控， 并

利 用 PID 控 制 维 持

设 定 压 力。Eaton 

M-Max 驱动器对泵

进行控制，并减少用

于泵系统的仪表需求

和空间。图片来源 ：

E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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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系统属于很有价值

的目标，因此容易受

到 攻 击。 风 险 到 底

是怎样的呢？一项最近由美国

CONTROL ENGINEERING 进行

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都意

识到风险问题非常严重。越来越

多的跨国机构让风险遍及全球。

一份最近的供应商简报指出，工

业网络资产和通讯协议确实非常

得脆弱。无论是同一家供应商还

是不同供应商的产品，都是存在

这样的安全隐患。有些领域的情

况正在改善，但

是大多数工业控

制系统的产品供

应商和集成商在

其软件开发和系

统集成的生命周

期中并没有安防

的工作，即便有

也是刚刚起步。

那么，如果

你已经知道存在风险，能够做什

么呢？你首先必须要了解自己有

什么，然后建立壁垒，监控并且

对威胁信号做出反应。

我们今天能做的第一步，是

建立控制系统资产的清单。这包

括所有的人员、技术、控制器硬

件、网络硬件、通讯渠道和运行

程序。第二步，要仔细了解影响

你的网络、物理和运行安全要求

网络安全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你的控制系统网络资产可能没有相应的安全设计，所以你需要自行保护，要经常

想一想是否已经彻底安全了。本文列出了现在可以采取的行动。

的规章制度。如果你还没有相应

的规章，那么只能庆幸自己走运

了。你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投资

进行安全管理。然而，如果你是

在能源和水行业，已经有多个网

络安全控制在影响或者即将开始

影响你了。

一旦你完成最初的清单之

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包括 ：

1. 明确在整个组织内部以

及相关机构中基本的安全需求。

这是一个关键元素，因为你的组

织很有可能必须要承担新的角色

和责任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

2. 使用网络资产清单，识别

哪些部分需要直接控制功能。明

确每一个控制系统网络单元运作

都需要哪些通讯渠道、应用和服

务。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你的控

制系统供应商和集成商可能对于

你的环境并没有特别的解决方案。

3. 移除所有对正常和紧急

运行情况不必要的通讯渠道、应

用和服务。

4. 检查剩余通讯渠道、应

用和服务的脆弱性。使用防火墙、

应用和协议清单，检查它们是否

过期或者是存在脆弱的元件。

5. 识别缓解方法，比如网络

扰动检测系统，以及使用专用的

规则对控制系统协议和通讯渠道

进行配置，不使用 IT 环境下的

通信规则。

“第一步是建立控制系统

资产的清单。这包括所

有的人员、技术、控制

器硬件、网络硬件、通

讯渠道和运行程序。”

Matt Luallen 6. 列出当前人员维护网络的

操作程序以及控制系统通讯渠道

清单。检查程序的脆弱性，如果

需要的话进行修改。

这还只是开始。尽管有很多

久经考验的 IT 防护技术，但是

通常工业控制系统设备还是很脆

弱，因为很多供应商在软件开发

的过程中没有安全防护步骤。

因此，对你自己、资产管

理者和操作人员来说，第一件要

做的事情就是要了解自己拥有什

么、自己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利用

防火墙和限制规则保护自己的网

络。你还可以决定是否进行网络、

物理元件和运营的脆弱性评估，

包括新的设备如何连接到现有的

基础架构上面。接下来，要采取

必要的措施限制和监控控制环境

中的物理、网络和运行活动。举

例来说，工作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并没有划为工具，因为如果处理

不当就会引发不良的后果。理想

的情况是对工业控制系统环境的

各个方面都进行改善。改变文化

和引入新的责任是必须的工作，

但是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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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施耐德电气推出

全新软件平台 SoMachine V4

近日，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发布了 MachineStruxure 机器自动

化平台的全新通用开发软件平台 SoMachine V4，为工业 OEM 用户提供了一

个更加直观、便捷的编程环境。SoMachine V4 软件平台同时包含了适用复杂

机器开发应用的 SoMachine V4.1 软件，以及针对简单机器使用特点量身打造

的 SoMachine Basic 编程软件，灵活满足不同性能机器设备运作的多样化要求。

SoMachine V4 软件平台延续了 SoMachine Central 概念，支持所有的控

制器使用统一的界面和软件环境，利用“一个软件”、“一根电缆”、“一次下

载”即可便捷实现所有的操作。与 SoMachine V3 平台采用单一编程软件不同，

SoMachine V4 平台进一步细分工业 OEM 市场，并针对不同类别细分市场的

特定需求定制化多种应用软件，分别满足工业复杂机器、简单机器、对运动控

制高要求的机器等各类机器设备的使用要求，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扩展空间，

将贴近客户的理念深入实处。

在 SoMachine V4 软件平台中，针对复杂机器应用新推出的 SoMachine 

V4.1 软件设计与时俱进，在 SoMachine V3.1 基础上进行了功能的更新升级，

提升复杂机器的整体性能 ：

界面友好、使用简易 ：它增强了梯形图编程功能，并设置了更多的程序

模板，可以在各种型号的控制器间进行转换，建立工程更加便利 ；OEM 用户

无需停机即可在线完成调试，绿色按钮设计，操作更加快速方便。

可 视 化 功 能 实 现 远 程 操 控 ：SoMachine V4.1 软 件 整 合 了 Web 

Visualization 功能，无需 HMI 设备，OEM 用户也可随时随地直观了解机器运

行状况，并且通过苹果、安卓和 window 操作系统等智能终端设备，进行机器

设备的无线远程监控、诊断和维护。

此外，集成在 SoMachine V4 软件平台中的 SoMachine Basic 编程软件，

简易精巧，尤其适用于简单机器的制造应用。利用简单直观的导航，OEM 用

户可以快捷轻松地找到所需信息，极易上手，大大缩减了操作人员培训的时

间和成本。它将助力Modicon M221一体型及书本型可编程控制器的项目开发，

提高工作效率。

ProduCTs新品发布

视觉传感器

康耐视最新推出简单易用的彩色视觉传感器

全球领先的机器视觉公司康耐视日

前推出了一款简单易用的彩色视觉传感

器——Checker 4G7C，它可以根据颜色来

区分工件。“Checker 4G7C 使验证产品颜

色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视觉传感器高级

经理兼业务部经理 Brian Nachtigall 表示。

“经实践证明，Checker 界面简单易用，只

需选择要验证的颜色，即可开始检测工件。”

Checker 4G7C 提供 (376x240) 的检

测分辨率，符合工业协议的以太网支持和

高亮度白色 LED 照明，可检测和检查小

工件和工件特征，每分钟可检测最多 800 

个工件。作为 Checker 4G 系列产品线的

一部分，Checker 4G7C 包含已获专利的 

Checker 内部触发技术，可提供以下几种

关键优势 ：

• 不需要使用额外传感器来确定元件

是否存在

• 通过定位工件上的特征而不仅是边

缘来检测工件

• 无需精确的工件处理即可追踪生产

线上的工件

除了用颜色检测工件的新功能外，

Checker 4G7C 系列产品还具有业界领先

的功能，其主要特征包括：灵活的光学元件、

设置简单、将几乎所有的无限制传感器工

具添加到一个任务的功能、基于输出量的

智能（合格 / 不合格）逻辑。

日前，美国邦纳

正式发布 E-Stop 嵌

入式安全急停按钮系

列，该系列共有四种

简单安装的型号 ：标

准型执行器，发光指

示标准型执行器，锁

定型执行器和发光指示加锁定型执行器，适用于有

紧急停机安全需求的应用场合。按钮自带 +24ac/

dc 电源供电的 LED 指示灯，当急停按钮被按下时，

指示灯亮起并输出清晰的状态指示。其中，锁定式

执行器可起到良好的监督和专人控制的作用，可

预防按钮紧急按下之后，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

擅自操作或者意外复位。

产品具有如下特点 ：30mm 面板安装孔 ；

四种执行器可选 ：标准型，发光指示型，锁定

型，发光指示加锁定型 ；按下停止，旋转释

放（标准型和锁定型）或者拉升释放（仅标准

型）符合 IEC60947-5-5 的标准 ；闭锁设计符合

ISO 13850 标准 ; 直接打开操作符合 IEC 60947-

5-1 标准 ；安全断开功能可以确保常闭触点打

开，如果触点模块与执行器分离 ；满足 ANSI 

B11.19,ANSI NFPA79 和 IEC/EN60204-1 的 关

于紧急停止的要求 ；支持红色 LED 指示的型号

可以有清晰的状态显示功能 ；多触点配置，例

如 2NC,1NC/1NO,2NC/2NO,3NC/1NO 和 4NC ；

IP65 的防护等级。

工业安全

邦纳推出

嵌入式E-Stop安全急停按钮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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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推出LEAP项目服务解决方案

2014 年 6 月 13 日，霍尼韦

尔过程控制部于今日推出 LEAP ™

项目服务解决方案，致力于帮助流

程工业制造商提高生产量、提升运

营效率、并降低成本消耗。

LEAP 项目服务解决方案充分

发挥了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在软、

硬件方面的优势，凭借先进的虚拟化与云工程技术，帮助用户制定

更加灵活的流程安排，同时降低风险并节省 30% 自动化成本消耗。

而近 80% 由不必要返工造成的成本消耗的降低，将使大批工厂受益

于此。 LEAP 项目服务解决方案的独特之处还将帮助用户规避高达

90% 的可避免的项目延迟。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总裁柯伟茂（Vimal Kapur）谈道：“如今，

自动化项目的管理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要保证快速且高效的完

成更大型更复杂的项目应用。而 LEAP 项目服务解决方案就可以帮

助用户改善项目执行，简化以往冗长且昂贵的工作流程，管理好

时间的同时大幅节省成本，帮助工厂专注于完成生产目标和提升

运营效率。”

该创新项目服务解决方案在日前举行的 2014 霍尼韦尔美洲用

户大会上正式推出。超过 1200 名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炼油、化工、

制浆和造纸、金属和矿业行业的公司代表受邀并出席了霍尼韦尔年

度最大的行业盛会。

不同于工厂的传统模式，LEAP 项目服务解决方案采用并行工

作流分离自动化系统和关键实施途径。而传统模式则需要按照先后

顺序在指定时间内完成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的安装。这对变更管理是

一大挑战，既影响后续项目实施，又影响项目进度和工程预算。

ProduCTs新品发布

进行一个米数的

转换和计算，并

新 增 MODBUS 

RS-485 主 站 功

能，无须额外的

控制器与通讯模

块，即可轻松架

构系统网络，完

美实现与工业机

器 的 无 障 碍 通

讯，功能与成本兼顾。

最后，使用 CT2000 自带的文本编辑

功能，编辑相应的多段操作界面，实现对

多段速的控制。

近年来，纺织机械升级趋势明显，越

来越高的成本输出和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

耗，使得传统的细纱机无法满足企业需求。

在实际应用中，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采用

变频器进行调速，可实现细纱机在各个阶段

进行变速，从而使纱线所受张力恒定，减少

断头率，从而提高产值量。台达纺机专用型

变频器 CT2000 系列可轻松实现细纱机升级

改造，满足应用需要，而且还可以精简机构、

降低成本。

台达集团深耕纺机行业多年，推出纺

机专用型变频器 CT2000 系列，在高温、

高湿、高粉尘、重污染、瞬间电压波动等

恶劣环境中表现出非凡的坚固耐用性能，

变频器

台达纺机专用型变频器CT2000系列

尤其对于细纱机等高污染行业的用户而言，

台达 CT2000 系列是最完美的选择。

首先，CT2000 支持 DEB 功能，利用

煞车时的回升能量让驱动器平稳减速，可

以轻松实现多电机同步比例停车，大大降

低断电和异常停车造成的断纱风险 ；在原

机前罗拉测速传感器上引出信号线，接入

CT2000 MI8 进行高速计数，随后可利用煞

车时的回升能量，让共直流母线上每一台

驱动器达到平稳的同步减速煞车，应用于

细纱机时可避免不同步的减速造成纱的断

裂，满足任何共直流母线同步减速煞车的

应用要求。

其次，CT2000 系列增加了内置 PLC

多功能一体化仪器

NI推出基于软件的多功能一体化仪器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 (National Instruments, 简称

NI) 于近日宣布发布其实用仪器新生代的重量级产品 

VirtualBench，它是一款集成了混合信号示波器、函数发生

器、数字万用表、可编程直流电源和数字 I/O 的多功能一

体化仪器。用户可通过运行于 PC 或 iPad 上的软件应用程

序与 VirtualBench 交互。 该设备以经济的价格提供了大多

数常见的功能，为工程师使用台式仪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NI 数据采集产品市场工程师冯令悦介绍说 ：“当今测

试测量仪器日趋借鉴消费电子类产品技术的成熟经验，有

效的实现测试测量的移动性正是其中之一。NI 最新发布的

VirtualBench 产品正是做到这种效果的第一个革命性的新

生代产品。这次产品发布是 NI 既 VST（矢量信号收发仪）

之后，又一改变传统示波器产品定义的重量级新类型产品

发布。”

由于 VirtualBench 采用的是现代消费者计算平台，如

iPad 或移动电脑，因此工程师和科学家可以利用多屏显示器、

多核处理器、无线连接和直观的界面等最新技术。 此外，软

件提供的简便性和更高性能使得工程师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电

路调试和验证。

核心优势 ：

• 占据最少的桌面或台面空间 ；

• 一致、友好的界面使仪器配置更为简便 ；

• 多样化的仪器具备了统一的界面，较大的显示器又

提供了可视化以及快速保存数据和屏幕截图功能，性能更

新颖、方便性更强 ；

• 通过 LabVIEW 系统设计软件实现无缝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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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永久性的损坏和设备失效，应该将时间电流曲线TCC纳入到设计过程的

早期阶段当中。 

坏。此外，因为断路器即时行程值很低，它的电弧

闪光危险等级也最低。

单线图和 TCC 图搭配使用，可以表示一个假

想的工业供电系统。在中压层（本例中为 4160V）

存在一个具有供电功能的电力传输点，它通过一个

包含 E 级保险丝的中压保险开关向 2.5 MVA 变频

器的初级端供电。变频器 480V 的次级端，利用抽

取低压电源电路断路器，为一个低压电源开关设备

供电。

TCC 图还分别根据业界通行的由美国国家标

准委员会和绝缘电缆工程师协会发布的标准，描绘

变频器和线缆的破坏曲线。破坏曲线非常直观 ：运

行条件（过载电流保护）必须置于破坏曲线的左侧。

如果运行条件是在破坏曲线的右侧，就会造成永久

性的伤害、缩短生命周期甚至是失效。因为这一关

键性质，最初的设计阶段应该包括过载电流保护和

电路断路器协调机制。

文中的 TCC 图显示了两条橙色的变频器破坏

曲线。实线破坏曲线是不平衡的，考虑到了变频器

线圈和失效类型相关的调降因素。虚线破坏曲线，

是一条 100% 评分曲线，没有考虑调降的因素。变

频器的涌入电流被描述中 TCC 图中的一个点。在

初始设计阶段，变频器的涌入电流应该也会到变频

器初级保险曲线的左侧，这样才能在启动变频器的

时候阻止保险丝工作。在不平衡和 100% 破坏曲线

中，通过添加保护性中继器可以减小这些差别，防

止变频器损坏的风险。

最终，TCC 能够描绘出三条线缆破坏曲线，

每一条代表一根线缆。作为初始设计的一部分，过

载终端设备必须要将错误电流限制在破坏曲线的左

侧，这样才能避免永久损坏。电缆的破坏曲线取决

于线缆的尺寸、绝缘类型以及沟道的配置方式。

时
间电流曲线（TCC）根据的电流水平，

描绘过载电流设备，比如断路器和保险

丝的断路时间。这些曲线是像美国保险

商实验室之类的评级机构要求的产品接受度测试的

一部分。曲线的形状由设备的状况决定，一般情况

都可以由客户自行设定。工程师需要理解时间电流

曲线，因为这些曲线显示了设备对于过载状况的反

应。现代供电系统设计软件包，比如 EasyPower、

SKM 供电工具和 Etap，都包含有图形曲线库，允

许电力工程师绘制、分析并打印曲线。

TCC 分析
TCC 图形描述电流中断设备的中断响应时间

与时间的关系。横轴上显示的电流使用的是对数对

标，每增加一个刻度相当于电流量增加 10 倍。这

条曲线表示的系统运转良好，并且可以避免受到破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针对早期设计阶段的时间电流曲线

■ 在 TCC 图中，淡

蓝色的曲线是开关供

给电路断路器曲线，

紫色的曲线是开关主

电路断路器曲线，红

色的曲线是变频器主

保险曲线，橙色的曲

线 是 变 频 器 破 坏 曲

线，而绿色的曲线是

线缆破坏曲线。图片

来 源 ：Maverick 技

术公司。

David Paul



安控科技研发生产的工业级 RTU 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过程自动化领域，特

别在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长输管道、油库、燃气管网、供水供热、环境在线

监测等行业的应用具有明显优势。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工业级 RTU 技术专家
国际品质，安控创造

http://www.echocontrol.comSuper32 L 系列一体化RTU SuperE50 模块化RTU FlexE 系列扩展I/O 

卓越 
源于更高追求  

Pursue Excellence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6 号楼

电话：010-62971668     传真：010-6297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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