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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智能、经济实惠的状态监控/自动化产品

AX8产品的优势：

• 支持多种视频类型—热视频、可见光视 
频和多波段动态视频

• 连续状态监控&自动化温度报警

• 行业标准接口—以太网/IP和Modbus TCP

• 多种视频流输出格式

• 外壳结构小巧、坚固耐用、安装简单

利用FLIR AX8红外热像仪

实时掌控全天动态

图片仅作说明之用，显示图像可能不代表该热像仪的实际分辨率。

FLIR AX8可简单安装于配电柜和其它空间狭小的区域

内，连续进行温度监控和热点检测，提高产品质量，

对重要电气和机械设备出现的故障发出报警通知。适

合工业产线，自动化改造以及OEM应用。

AX8

多波段动态成像技术

www.flir.com 世界第六感

FLIR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400-683-1958
邮箱：info@flir.cn





2   2015.03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近
日，一项关

于要求商业

银 行 采 购

“安全可控”IT 设备的

新规，引发了很多国

外 IT 企业的担忧。据

外媒报道，这项由工

信部和银监会共同起

草的“IT 限购令”最快将于 4 月实施，新规将要

求银行的 IT 设备供应商在中国进行研发，并向银

监会提供源代码。虽然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的

证实，但似乎在释放一种信号，在关乎国计民生

的行业，信息安全将被提升到日益重要的层面。

这种趋势从近两年的政府采购名单上也能

一窥一二。日前出台的《关于印发 2015 年政府

采购工作要点的通知》中显示，今年的中央政

府采购名单中涉及的外国科技产品数量相比前

两年减少了 1/3，新增的 2000 多个商品中绝大

多数都是本土品牌。被排除在这份名单之外的，

包括很多像思科、苹果、McAfee 和 Citrix 等知

名的科技公司。由“棱镜门”引发的一系列连

锁事件，让中国政府加速了对信息安全领域的

布局，政策的调整能否成为本土企业逆袭的真

正机遇，最终还是要靠产品实力说话。

在这个“云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智慧工厂）”的“互联网 +”时代，日益庞大的

数据和信息流，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增加了出现安全漏洞的风险。小到个人银行账

号的盗取，大到钢厂的核电厂信息系统的入侵，

都有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据美国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应急响应小组

(ICS-CERT) 的监测报告显示，在 2014 财年中

共收到安全事件报告 245 起，其中能源行业

（32%）和关键制造业（27%）成为受攻击的重

灾区，约 55% 的攻击涉及到高级可持续性攻击

（APT）。与其他攻击不同，APT 攻击具有高潜

伏、有组织和持续性的特点，对工业控制系统

信息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近几年重大的恶意网

络攻击事件都有 APT 的身影，例如臭名昭著的

震网 (Stuxnet)、 Havex 和黑色能量 (BlackEnergy)

等。2014 年德国的一家钢铁企业就遭受了 APT

攻击，病毒入侵了钢厂的工控系统，导致整个

生产线被迫停止运转，给钢厂的炼钢炉等物理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工业信息安全
或是下一个风口？

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与

信息化融合的不断深入，以往相对封闭的工业控

制系统，如今越来越多地采用通用的软硬件系统

和通信协议。工业以太网以及无线网络的应用，

让企业各层级间实现了信息共享和实时沟通，也

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不过，“开放的体系使得信息

安全问题暴露无疑，目前工控最大隐患是很多行

业和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工控安全非常脆弱。”工信

部电子一所副所长李新社曾在 2014 年 8 月举办

的中国工业信息化及信息安全发展论坛上表示。

面对日益严峻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问

题，中国政府在 2014 年可谓动作频频。2014

年 2 月，我国成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组长的“中

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将网络安全上

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随后，在 11 月份工信部发

布了 18 项通信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标准。紧接

着，12 月首个自动化领域的国家正式标准《工

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24) 正式

发布。该系列标准包括两部分，GB/T 30976.1-

2014—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第 1 部分 ：评估

规范 ；GB/T 30976.2-2014—工业控制系统信息

安全第 2 部分 ：验收规范。虽然目前还只是推

荐性标准，但它们的发布填补了我国针对工控

领域无标准做依据进行系统和产品评估和验收

的空白，对未来形成我国自主的工业控制系统

信息安全产业和标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在《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中提出的目标是，到 2015 年信息安全产业

规模将突破 670 亿元，保持年均 30% 以上的增

速。虽然目前我国的工控安全市场才刚刚起步，

占整个信息安全市场的比重不大，但欣喜的是

除了浙大中控、和利时等本土龙头企业外，还

涌现出一些如绿盟科技、力控华康和海天炜业

等关注工控安全的新兴企业。随着企业对工业

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认识的逐步提升以及对安全

领域技术投资的不断增加，工业信息安全市场

将在未来获得更快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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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insighTcE视点

美国红狮控制大中国区总经理 王争

红狮 ：以高品质解决方案迎接新浪潮

在
2014 上海工博会期间，美国

红狮控制 (Red Lion Controls，

以下简称红狮 ) 以电力、石

油化工、交通以及市政四个垂直行业的

应用为重点向观众展示了公司的解决方

案和产品。控制工程中文版记者有幸在

展会现场对话了红狮大中国区总经理王

争，与其畅谈了近年来公司的发展情况

及未来方向。

产品、市场的“变”与“不变”
一直以来，红狮都非常注重产品

的研发，为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不

断有新品推向市场。“产品研发我们

将一直秉承‘创新’的理念。本次展

会，产品方面我们主打的就是 24 口全

千兆 NT24k 管理型交换机，并提供机

架式以及导轨安装的方式，以及能够

在 -20~60℃环境下正常工作的宽温型红

狮 Graphite 系列人机界面。” 王争介绍，

“未来，随着工业自动化和工业通信的

发展，系统对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智能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红狮将在

时钟同步 IEEE1588 方面以及智能化操

作方面会有更多投入。”

谈及市场发展情况，王争说道 ：

“红狮市场重点一直布局在电力、水处

理、交通、油田这四个垂直行业，未来

市场重点也会结合垂直行业的应用来推

广。NT24k 交换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主要应用在控制系统的骨干或者核心

层，在电力行业、石油化工行业以及交

通行业都有很好的应用，尤其是在电力

行业有丰富的运行业绩。未来，我们除

了会继续在传统优势行业进一步拓展红

狮的业务，还有在汽车、能源等行业拓

展的计划。在一些优势行业，如石油天

然气也同样会增加人手进一步拓展。”

近年来，虽然一些企业采取以“低

价”取胜的发展战略，让市场竞争越演

越烈。不过，凭借长期深耕的石油、天

然气、电力、水处理等行业取得的优秀

业绩，2014 年红狮仍旧保持了一贯的高

增长势头。王争强调 ：“公司的产品是

纯美国制造，将一如既往地强调品质第

一，不以牺牲产品质量来降低价格，始

终如一地服务好红狮客户。” 

除此之外，王争补充道，当前众

多自动化企业转变为整体解决方案供应

商，这是趋势所在。随着红狮这几年的

不断整合、成长，其已经逐步成为了一

家能够为客户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的全

球供应商。

时刻准备迎接新浪潮
近几年来，工业 4.0、互联工厂、

物联网等概念浪潮层出不穷，这些将

给工业领域带来重大变化，也为红狮

带来了机遇，王争表示 ：“红狮一直致

力于要成为一家集通信、监视以及控

制的全球供应商。目前，公司已经具

备整套的数字化工厂的解决方案，红

狮的工业交换机、数据采集平台、可

视化安灯管理器为整个工厂提供一整

套的从信号采集、传输、监视控制的

完美解决方案，我们已经为比如台积

电、博世等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我

相信随着工业 4.0、互联工厂、物联

网的需求，红狮这类产品必定成为数

字化工厂的标配产品。在制造业、智

慧城市的智能交通、安防监控等行业，

我们的产品无论是工业通信产品还是

自动化产品都将有很大的需求，未来

我们也会在这些市场增加投入。” 

围绕这些新的概念，王争对“智能

制造”给出了红狮的见解，其认为“智

能制造”的核心是做到信息的交互，比

如一个机器人不仅具备娴熟的装配工艺，

还能灵活变换工作任务，更为重要的是，

它们懂得彼此沟通。其中信息的交互离

不开数据的交换、共享，而红狮的很多

产品就是基于设备之间的数据通信。

王争还谈到，在这些浪潮下，红狮

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工厂的数字化、

智能化的推进都取决于在整个工厂设备

是否能够实现数据的集中监控，而由于

工厂设备的复杂性——有不同的硬件通

信接口，不同的设备厂家，不同的通信

协议，如果没有一个能兼容不同设备接

口又能支持各种不同协议的设备，工业

物联网是很难实现的。红狮的模块化数

据采集平台就是专为这样的应用而开发

的，其同时支持以太网、总线以及串口

通信，更可支持超过 300 种不同工业协

议，能够为工厂物联网提供一套极其经

济的联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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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访  谈

“德”行天下“利”往开来

2014年11月25日，

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

德电气旗下利德华福在

北京举办了“‘德’行天

下‘利’往开来——利

德华福高压变频器突破

1 万台庆典”。所谓“德”

行天下之“德”，代表利

德华福，更代表施耐德

电气，而“利”往开来

之“利”，既有利德华福

品牌的字，又谐音于继

往开来，寓意利德华福

高压变频器业务迎来新

的发展阶段。另外，“利”

这个词也与施耐德电气

强调为用户提供“价值”

为导向的产品、方案与

服务的理念步调一致，

指明利德华福的业务将

在为用户带来实实在在

价值的道路上继往开来。

这种实实在在的价

值，其实在破万台这一

数字上就已经得到了清

晰明确的体现。施耐德

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变频器系统业务负责人张

彦达在活动致辞中对此成就的概括是“绝无仅有”。在接

受采访时，他表示，“绝无仅有”并无狂妄之意，只是客

观地对事实做出判断。因为单个供应商 1 万台的装机容量

在这个行业中看，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而更重要的是 1 万

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意味着什么。如果计算一下的话，利

德华福运行在全球各个工况现场的 10000 余台高压变频

器，年节电量约为 144.67 亿度，足以点亮整个世界 10 小

时 ；减少对大气排放的废气量约 1909.67 万吨，相当于种

植 3000 公顷绿化带 ；减少对环境产生的粉煤灰 133.66 万

吨，为节能减排做出了显著贡献。这跟施耐德电气目前倡

导的和谐社会和市场发展趋势完全吻合。施耐德电气作为

整体能效管理专家，如果落实在高压变频这个领域上，其

成绩非常值得自豪。

谈到继往开来，张彦达也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不算

轻。他说 ：“我们以前做的可能很优秀，但是外界环境也

在改变，在新经济常态下，我们如何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市场策略主要有三。第一是扩展新的领域，在行

业上、应用上进行新的拓展。第二是服务，我们装机的

用户面临着服务方面的问题。针对如何减少停机时间，

节省维护费用，我们提出了‘全程无忧’（质量无忧，运

营无忧，服务无忧）的解决方案，推动利德华福成为全

生命周期服务商。对于投产项目，我们提供完善的延保、

培训、回收机制，保障用户按计划投运设备、安心运营，

如推出 24 小时快修保、降险保、省钱保、节能保这四

个‘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体现。第三点是对于未来

我们要创新。以前我们是投资驱动，现在因为用户多了，

变成了产能过剩，现在要创新驱动。所以我们需要在各

个方面创新，不仅是产品、服务还有新的应用上的创新、

包括整体解决方案的创新。我们在集思广益，利用国际

的经验、国内研发实力等各方面进行创新。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同时我们有责任感去引领这个高压变频器行

业走出现有的困境。”

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工业事业部中国区负责人

徐骏对记者表示 ：“利德华福自 2011 年加入施耐德电气，

在‘一个施耐德电气下的双品牌’战略之下，结合双方

优势产生协同效应 ：利德华福汲取施耐德电气先进高效

的生产管理系统并成功纳入其全球化的产品研发体系之

中 ；同时利德华福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使得施耐德电

气拓展了在中国的研发、生产、质量管控、服务平台，

为中国用户带来更多的独特优势。施耐德电气和利德华

福整合以后，在市场上保持双品牌运营模式，这种模式

是为适应不同层面的市场需求、客户需求所决定的。施

耐德电气和利德华福两个品牌所传递的客户价值定位的

差异化将具体体现在 ：在整合过程中，保持任何与客户

体验、客户价值相关的业务团队分开管理。而在公司内

部管理、生产、研发相关的工作，双品牌在一个统一的

平台上进行。”

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工业

事业部中国区负责人 徐骏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变频器系统业务负责

人 张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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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绍 ：三大理念支撑公司发展

2015 年 1 月 16 日，计量领域的领导者雷尼绍公司

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会上，雷尼绍中国区总裁 Paul 

Gallagher 先生介绍 ：“雷尼绍公司已经有 42 年的历史。回

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25 年前雷尼绍大部分的业务

实际都是在欧美。但是随着工业自动化需求的变化，现在公

司越来越多的销售和市场都逐步移到亚洲。实际上，2014

年整个雷尼绍集团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增长，亚洲是主要的

驱动力，而在亚洲里面最主要的增长又来自于中国。”在随

后的采访环节，其还与雷尼绍中国区商务运营总经理任敏

（Gordon Ren）先生一起与媒体朋友交流了集团及中国公司

取得骄人成绩原因——归功于对三大理念的坚持。

创新是血液
“对雷尼绍来说，创新是我们的血液，正如公司标志上

也设计了‘apply innovation’的字样。市场上，企业通常的

标准大多是将营收的 4% 左右投入在研发里面，但是由于雷

尼绍的创始人认为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创新上，所以

雷尼绍每年会投入收入的 12% 左右用于创新产品研发，解决

市场问题。”任敏 具体解释了公司的创新理念，并以 3D 打

印为例子做了说明，“从雷尼绍来说，现在我们又跨入了一个

新的领域——3D 打印。关于 3D 打印，更多的人能够想到的

一些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比如说玩具等，这些大

多是由塑料制成的。而雷尼绍在这一领域，又朝前走了一步，

我们打印出来的是产品是金属材质的，主要用于工业方面——

2014 年，我们就为一个自行车厂打造的纯金属的自行车架。”

据了解，雷尼绍于 1994 年进入中国，第一个办事处是

在北京，然后慢慢开始业务的发展，现在总部设在上海。对

雷尼绍来说，中国不单单是中国地区的一个公司，还要承

担很多的技术研发的工作——中国将成为辐射亚洲的技术

中心。2015 年 3 月，雷尼绍计划在上海设立一个创新中心，

更多地涉及 3D 打印技术。

工程技术为先
雷尼绍始终将自身定位为一家工程公司，公司一直坚

持工程技术是第一位，销售仅是第二位。任敏 表示 ：“当

你发现雷尼绍在任何一个地方新开设办事处时。你会看到我

们最先招聘的人一定是支持工程师，而不是销售人员。因为，

我们相信，如果没有一

些工程师与客户的面对

面的接触，面对面地支

持，客户很难感觉到雷

尼绍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现在的中国，制造

业占有很大的比重，而

传统的制造业更多的依

赖于廉价的人工成本来

达到高效制造，这实际

上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

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一

些手段，使制造业从现有

的阶段，向一些更高的，例如高端制造业，或者精密制造

业方面发展。Paul Gallagher 告诉记者 ：“据我们了解，现

在的中国制造业用户需要更高的质量、更高的可靠性、更

低的废品率。对于这样的一些要求，雷尼绍已经也有能力

帮助到客户——雷尼绍已经不单单是产品的供应商，更多

的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我们会更多地去了解最终用户究

竟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去做顾问，去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以人为本
“我们对于员工的招聘有一套非常广泛的流程。实际上，

雷尼绍公司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高校里有‘毕业生计划’了——

我们资助一些学生在大学里学习，等他们毕业以后，会到雷尼

绍来工作。这些招进来的毕业生已经逐步构架了整个雷尼绍集

团，目前公司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通过这样的招聘程序进

入的。而这样的一个招聘流程也渐渐进入了中国。近两年来，

雷尼绍中国公司有三个是从英国回来的。雷尼绍中国招聘了他

们，支持他们在英国学习，学业完成之后先在雷尼绍英国工作

学习足够的技能，最后再返回到雷尼绍中国来工作。” 任敏 指

出“以人为本”也是雷尼绍发展坚持的一大理念。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Paul Gallagher 向在场媒体强调：

“以前，雷尼绍很少做这样的媒体的沟通，今天是我们整个

沟通计划的第一步，未来我们会给大家更多的惊喜。通过

这样的方式，我们希望中国的用户能够了解一个更深的或

者全新视野的雷尼绍公司形象。”

雷 尼 绍 中 国 区 总 裁 Paul 

Gallagher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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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研究机构埃森哲近日发布报告

称 ：更多地采用数字技术能够推动世

界排名前 10 的经济体提高生产力，到

2020 年可增加经济总产值 1.36 万亿

美元，其中美国将获得 3650 亿美元

新增产值，中国则有望实现 4180 亿

美元的增加值。

“智能制造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新

的增长点。去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

达到 2.8 万亿元，同比增幅更是高达

2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

敏说，信息消费包含两大块，一个是

信息服务消费，一个是信息产品消费。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3 月 2 日

发布公布 2 月 ISM 制造业 PMI，数据

有一定的下滑，表明近几个月来美国

制造业扩张速度大幅放缓。数据显示，

美国 2 月 ISM 制造业 PMI 超预期降至

52.9，为去年 1 月以来最低水平。

根据 IHS 最新数据，2014 年全

球工业以太网设备销售达到 14.8 亿

美 元， 相 比 2013 年 增 长 了 7.1%。

工业以太网的增长主要在 2013-2014
年间，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其它自动化

产 品。IHS 预 测 2015 至 2018 年 间

工业以太网将保持 8.6% 的复合增长

速度。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资料，

现阶段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是汽车

产业，未来 2 至 3 年将是电子产品产

业。目前，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为 95
亿美元，若计入相关软体、周边及系

统工程服务，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约

达 290 亿美元。

工 信 部 近 日 发 布 的《2014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十件大事》显示，

2014 年 我 国 淘 汰 落 后 炼 钢 产 能

3110 万吨、水泥 8100 万吨、平板

玻璃 3760 万重量箱，超过年初既定

的目标任务。在新常态下，结构调

整步伐加快，其中技改投资在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超过 40%，

淘汰落后产能效果显著。

4180
亿

25%

8.6%

40%

52.9

290
亿 2016 年中国将建成 3D 打印产业体系

由工信部和财政部等日前印

发《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

划（2015 － 2016 年）》提出，到

2016 年，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

增材制造（又称“3D 打印”）产业

体系，产业销售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年均增长速度 30% 以上，整体技

术水平与国际同步。 

工信部称，特别在航空航天

等直接制造领域，3D 打印将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

较大的市场份额。

此外，产业还将研发一批自主

装备、核心器件及成形材料，突破

核心关键技术，并成立相应行业协

会，加强对增材制造技术未来发展

中可能出现问题的研究。建立 5-6

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较为完善的

产业标准体系。

易往广汽强强联合，共奏一曲笑傲江湖

——易往中标广汽中兴（宜昌）汽车有限公司 MES 项目

作为国内第一家以“打造透

明工厂，实现智慧制造”为主旨的

企业，易往一直是“工业 4.0”的

引领者和实践者。日前，易往信

息成功中标广汽中兴（宜昌）汽车

有限公司 MES 项目，标志着其产

品和服务正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认

可，也意味着易往将与广汽中兴强

强联合，共同在工业 4.0 的时代笑

傲江湖。

广汽中兴（宜昌）汽车有限

公司致力于自主知识产权汽车整车

及零部件集成技术研发与生产，是

中国十大汽车整车企业之一。激烈

的行业竞争让客户的需求日趋复

杂，柔性化的生产方式成为大势所

趋。传统的生产模式下生产成本的

不断上升，不断压缩着企业的利润

空间，信息数据的产生和传播成爆

炸式增长，对企业的信息传输和处

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如此

复杂严峻的形势，广汽中兴慧眼独

具，选择易往信息作为合作伙伴可

谓是强强联合的明智之举。

经过多年的行业深耕，易往

能准确诊断出客户生产与决策的

模糊区域性问题，并一针见血的

为企业成功量身定制整体解决方

案。MES 也是易往信息的核心产

品，易往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

许多成功的案例。在本次招标过程

中，易往精心准备，在招标当日出

色的发挥，从许多竞争对手中脱

颖而出，得到了广汽中兴的青睐。

此次中标的项目包含广汽中兴宜

昌工厂内焊装、涂装、总装车间，

涉及制造部门及相关物流、质量部

门。相信易往凭借易往信息汽车行

业解决方案经验和优秀的顾问咨

询与实施团队，一定可以给广汽中

兴 MES 项目提供技术领先、实用、

成熟的解决方案。为广汽中兴实现

智慧制造，柔性生产，降低生产成

本，同时为其打造高速准确的信息

处理方式，让广汽中兴在新一轮的

产业转型中拔得头筹。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1.aspx。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2.aspx。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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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30 年前，罗克韦尔自动化

在 PLC 机架中安装一个 VAX 微型计算

机，以此让企业层和生产车间建立联

系，这被认为是“互联企业”最原始

的形态。遗憾地是，当时 VAX 没有大卖，

也由于以太网没有普及，信息解决方

案、移动技术和整合系统的能力等都

没有实现，“互联企业”还只是一个技

术理念。30 年以后，阳光灿烂，拥有

妩媚旖旎海滩的美国加州，罗克韦尔

自动化在阿纳海姆市召开了 2014 年度

自动化博览会，此时此刻的“互联企业”

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作为此次博览会的亮点之一，美

国加州时间 11 月 18 日，全球媒体和

行业分析师参加了为期半天的“自动

化前景展望”媒体论坛。论坛上，罗

克韦尔自动化的高层介绍了“互联企

业”的内容、优势和挑战，罗克韦尔

自动化主席兼 CEO Keith Nosbusch 表

示 ：“借助控制与信息技术的集成，借

力于‘物联网’的东风，我们正处于

一个转折点——‘互联企业’孕育着

巨大的市场潜力，能带来真实可见的

商业效益。”

IT 与 OT 融合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更快的上市时间、更低的总拥有

成本、更高的资产利用率以及企业风

险的管理是帮助用户获得切实效益的

四大因素。为帮助用户抓住这四个价

值，罗克韦尔自动化构建了“互联企业”

愿景——专注于通过更加紧密地整合

真实可见的“互联企业”
——Rockwell Automation Fair 2014 专题报道

工业资产与企业价值链中的其它部分

来快速创造价值。

实现这种更为紧密的集成，需要安

全的网络，方便的数据采集和管理，以

及对数据的解析。Keith Nosbusch 介绍，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 IT（信息技

术）与 OT（运营技术）的融合。OT 主

要针对工业设备领域，如机器、控制器、

传感器和执行器，IT 则围绕端到端的业

务流程，其中包括 ERP 和 CRM 系统、

供应链管理、物流、人力资源和财务。

IT 和 OT 对工业企业获得成功都

至关重要，但实现这两个领域的真正

融合仍然存在挑战——现有的大部分

方案都不够灵活、成本高昂且难以扩

展。在过去的几年里，罗克韦尔自动

化一直在解决这一问题，在为工业自

动化领域提供基于 IP 的可靠网络基础

架构方面，罗克韦尔自动化已经取得

巨大进展，公司还开发了更为开放的

工业网络，它的性能和灵活性是专有

工业技术无法比拟的。这些都为 IT 和 

OT 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目前为止，只有少数最先进

的制造商真正成功地将 IT 与 OT 连接

了起来。罗克韦尔自动化与《工业周刊》

（Industry Week）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

至今美国只有不到 14% 的制造商将机

器与企业网络连接起来。但是很明显，

在当下物联网的普及等大趋势下，未

来 10 年工业运营发生的变化将比过去

50 年还要巨大，IT 与 OT 融合还有巨

大的机会可以挖掘。”Keith Nosbusch

强调，“未来，罗克韦尔自动化将通过

生产过程和业务模型的创新深入挖掘

所有工业或智能资产中的潜在价值，

从而为用户创造切实可见的价值。”

三大核心平台支持“互联企业”落地
“‘互联企业’之所以能够实现，

依赖于我们的集成控制与信息产品组

合。” Keith Nosbusch 认为，“罗克韦尔

自动化通过三个核心平台来支持‘互

联企业’的落地。”

第一个平台是集成架构，包括具

有市场领先的多领域控制平台、信息

产品与软件。其具有高度可扩展性，

可以帮助 OEM 客户打造性能更好的机

器，并提升市场竞争力，也可以帮助罗克韦尔自动化主席兼 CEO Keith Nosbusch

专 题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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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实现更高级的全厂优化。罗克韦

尔自动化集成架构与软件业务资深副

总裁 Frank Kulaszewicz 介绍 ：“我们

的集成架构与其它供应商的集成 MES 

产品相比有几个方面的不同。首先，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架构是市面上

唯一支持信息化的产品，它以标签为

基础，支持多种控制，当前的市面上

还没有任何其它产品能做到这一点。

即便是现在，或是十年之后，这仍旧

是我们的独特之处。同时，我们的集

成架构产品是目前市面上独一支持开

放式 EtherNet/IP 的，非常便于企业使

用。其次，当我们在此架构上加入信

息系统时，两者之间可以建立实时的

数据通讯，而且在实时控制的基础上

还提供许多其它功能。我们的目标是

控制工厂中的所有实时数据，包括分

散在现场的智能资产数据以及生产车

间的数据，这算是我们在工业物联网

中的定位。”

作为对集成架构的补充，罗克韦尔

自动化还提供世界领先的智能电机控制

产品组合。从基本电机控制到最先进的

集成式驱动系统，罗克韦尔自动化整个

智能马达控制产品线都可通过集成架构

加快集成速度、增强性能并减少停车。

除此之外，罗克韦尔自动化还拥有全球

解决方案与服务业务，遍布全球的应用

和技术专家网络可以帮助客户提供各种

相关咨询、设计、集成和支持。目前，

罗克韦尔自动化正围绕这三个核心平台

进行创新，促进控制和信息技术的集成，

从而实现“互联企业”。

 

携手合作伙伴联盟共建愿景
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一些企

业的方式是单打独斗，罗克韦尔自动化

则选择携手合作伙伴联盟一起来完善和

扩展核心平台。在本次的自动化博览会

上能够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除自家公

司外，Pentair、Molex、Flir、Motorola、

Fluke、EPLAN、Fanuc、E+H 等百余家

合作伙伴也共同参展。而这其中，思科

和 AT&T 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罗克韦尔自动化高级副总裁兼首

席技术官 Sujeet Chand 博士介绍 ：“我

们和思科是战略合作伙伴，在多个层

面都有合作。目前为止，两家公司已

在产品、服务、经过验证的架构和培

训资源等方面展开成功合作，这能够

帮助制造商融合网络架构，通过基于 

IP 的可靠网络将 IT 与运营融合在一

起，向‘互联企业’的愿景不断迈进。” 

对此，思科系统网络安全事业部

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Bret Hartman 做

了一些补充 ：“我们非常荣幸能与罗克

韦尔开展合作。我认为只有罗克韦尔

自动化和思科有能力提供这种集成架

构和集成功能，并以此来帮助客户创

造价值，双方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在改善远程资产利用和互联式机

器管理上，罗克韦尔自动化和 AT&T

正在合作。两家公司计划为用户提供

蜂窝网络解决方案，以帮助他们安全

可靠地对全球各工厂及远程站点中的

工业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和管理，并根

据这些数据采取措施。两家公司也在

协力开发工业环境内蜂窝网络物联网

的参考架构和验证设计。这些工具将

在蜂窝网络互联资产的设计和使用上

为用户提供指导，以完善现有的厂内

网络基础架构，将帮助工厂管理者充

分利用多家设备供应商的互联机器管

理服务，而不会令厂内网络基础架

构负担过重，或者违反设备安全标

准。“利用我们的组合解决方案，企业

可将厂内以及分散在现场的大量智能

资产可靠地连接起来，实现‘互联企

业’，这将帮助我们的客户快速创造价

值。”Sujeet Chand 称。

 

探索脚步永无止尽
Keith Nosbusch 介绍的一个“互

联企业”案例来自于自家公司实践的

发展历程。针对这一实例，罗克韦尔

自动化运营及工程服务业务资深副总

裁 Marty Thomas 做了更为详细地介

绍 ：“我们的产品型业务可归为两类 ：

第一部分是标准产品业务，打开产品

目录即可以看到每天在售的 387,000 

个产品品种任由客户随时订购，其中

99% 的货品需要在 14 天内发货，85%

的货品在两天之内发货 ；另外一种产

品业务是定制化工程设计业务，这部

分产品可以简单到售价 1 万到 1.2 万

美元的单个低压马达控制中心柜，交

付周期六天左右，也可以复杂到售价

左上 ：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与软件业务资

深副总裁 Frank Kulaszewicz ；右上 ：罗克韦尔

自动化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Sujeet Chand

博士 ；左下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总裁 Tom 

O'Reil ly ；右下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市场总

监 John Wa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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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美元的低压马达控制中心或中

压变频器或者两者的组合产品，交付

周期可长达 26 周。客户根据工厂中的

某台机器或某条生产线的需求可能订

购数百种不同零件，这其中包含无数

的排列组合。此外，当我们产品投放

市场后，我们还需要为客户提供支持。

这个流程是非常复杂的。”

罗克韦尔自动化在 2005 年组建

了一个小组，仔细考量了当时的供应

链情况，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想

要支持公司未来的发展和绩效战略，

就必须重新设计、规划供应链——过

去，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发展非常依靠

美国本土市场，但现在的业务已扩展

到全球 80 个不同国家或地区，过去的

供应链阻止了公司继续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克韦尔自动

化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他们制定了

一个“五年计划”，其中主要涵盖三部

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来自制造工厂，

罗克韦尔自动化对 70% 以上的工厂在

全球范围内做出调整，判定每一个工厂

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该工厂是否

需要搬迁到离客户更近，更有发展前景

的其它地方。改变供应商是“五年计划”

的第二大内容，罗克韦尔自动化 3,000

多家供应商目前只剩 2,300 家仍旧在为

其供货，留下的供应商还可以在其遍布

全球的各个工厂附近为用户提供本地支

持。“五年计划”的第三大内容是技术，

以美国市场为基础的业务模型适用的工

厂运营系统并不适合公司未来面向全球

市场的业务模式，罗克韦尔自动化从根

本上重新设计全球工厂中所有的制造执

行系统。

 “回顾 2005 年，从企业文化角度

和人才角度看，罗克韦尔自动化还未准

备好进行这种转变的准备。当时的工厂

形成了许多信息孤岛，工厂中的机器与 

ERP 分离，效率低下的情况随处可见，

从工厂运营和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不

利于企业发展。而现在，公司能够实时

了解全球工厂的全方位运营情况，问题

改善的效果非常显著。”Marty Thomas

兴奋地说道，“从流动资金角度来看，

每年可减少 30% 以上的资本支出，所

有新设备的需求量也减少了 30% 以上 ；

在供应商方面，罗克韦尔供应商以往的

供货准点率仅为 80%，而现在有五家可

以达到 96%，与此同时，罗克韦尔自动

化的交付周期也缩短了 50% 以上，还

从最小订货量发展到了成套订购规模 ；

最后是关于质量，通过先进过程组监控

表面贴装技术、铸模技术、制造技术、

测试功能，我们在这五年时间里将客户

查看质量水平，外部 PPM（百万零件

中问题零件的比率）减少了 50% 以上。

最重要的是，公司每年有 4% 到 5% 的

生产率提升。”

Marty Thomas 还表示 ：“这条发

展之路永无止尽，并不是在一家公司

接入标准 ERP 系统和标准 MES 系统

后就可以轻松实现。2014 年是我们

在这条路上探索的第 9 年。我们仍会

每月与全球各地的所有工厂管理者举

行会议，进行交流，了解各个工厂的 

Factory Talk Production Center 的运行

情况，寻找最佳实践和更好的运营方

法，找出在如何获取机器相关信息方

面存在困难的工厂。”

我们身边的“互联企业”
“在中国，由于制药和奶制品等行

业时常爆出来的负面新闻以及监管的

愈渐严格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企业意

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为在全球竞

争中脱颖而出，制造商们正非常努力

地去确保人员、整个供应链，以及所

有一切因素的高质量标准。这是以前

从未有过的现象。”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

太区总裁欧瑞韬（Tom O'Reilly）重点

介绍了中国“互联企业”的实施情况，

“据我们了解，中国许多领先的制造商

都在朝着‘互联企业’发展，已将过

程控制连接到 MES 再到 ERP。在我的

印象中，有一家中国轮胎公司在美国

建立了工厂，这家公司走在了部署‘互

联企业’技术的最前沿。除此之外，

中国的一些企业也与我们有密切合作，

我们在帮助他们建设新的大型工厂，

与他们密切配合，向厂内引入以太网

架构，为实施‘互联企业’铺平道路。

所以中国的企业在新建工厂时也在采

用以太网技术，并朝着‘互联企业’

的目标前进。这些企业有机会在起步

阶段就利用最先进的现代化技术，采

用易于部署的、基于以太网的现代网

络架构。中国政府以及工信部在大力

推进两化融合以推动智能制造，而我

们的‘互联企业’愿景可以助力中国

实现这一目标。”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市场总监

John Watts 补充到 ：“在亚洲，当一

些客户还没有意识到建设‘互联企业’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帮助他们打基

础了。过去 30 年来，我们一直在产品

中融入这项能力。一些较为成熟的客

户已经开始部署其网络架构和信息系

统。”（CEC 记者美国报道）

罗克韦尔自动化运营及工程服务业务资深副总

裁 Marty Thomas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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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助力万帮新能源汽车发展

全球电源管理及散热解决方案的

领导厂商台达，2015 年 3 月 10 日与

江苏万帮集团旗下江苏德和新能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新能源汽

车充电解决方案、充电桩设备及零部

件方面进行多项合作，结合政府及行

业等各界力量众筹建桩，共同推动电

动车充电网络的建设与覆盖，助推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台达电动车充电产品已通过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 CQC 安全

及充电标准认证，将延续

在海外市场的成功经验，

深度拓展中国大陆市场。

台达电源系统事业群总经

理郑安与万帮集团总裁暨

江苏德和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邵丹薇共同代

表签署协议。

台达电源系统事业群总经理郑安参

加“2015 中国首届新能源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城市论坛”上的签约仪式时表示，

台达多年来积极布局全球电动车充电市

场，在海外市场已成功与众多国际知名

汽车厂商、充电系统整合商建立稳固的

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十二五规

划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一，台达期望能进一步拓展在大陆的市

场布局，与各界一起推动新能源汽车的

普及与发展。万帮集团是江苏省汽车流

通的领先企业，台达非常高兴通过这次

的战略合作，提供台达高能源效率的充

电解决方案，与政府及行业齐心协力众

筹建桩，助力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的建设，共同突破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不足的产业发展瓶颈。

台达电动车充电产品包括通过各

国安规认证且能源转换效率高达 94%

的 50kW 直流快速充电机，及通过欧

美日多国车厂测试，符合 CQC、TUV、

UL、CNS 等安全规范的交流充电设备。

解决方案完整涵盖交流充电线缆、交

流充电桩，直流充电电源模块、直流

快充充电桩、充电线缆及充电站后台

管理软件系统，并延伸到对台达可再

生能源解决方案如太阳能、风能，以

及 LED 照明等产品的整合。

2015 年 1 月 16 日， 唯 艾 姆 特

图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

市闸北区市北工业园区内举行开业

典礼，宣告一家来自于德国的专注

于机器视觉厂商作为独立运营的公

司在中国正式成立。在此之前，VMT 

Bildverarbeitungssysteme（唯艾姆特）

在中国倍加福公司一直设有服务中

心，已经为国内众多汽车厂商提供机

器人视觉解决方案。

唯 艾 姆 特 全 球 总 经 理 Stefan 

Gehlen 博士在开场致辞中表示，“唯

艾姆特从事工业图像处理已有 20 年

经验，基于自行设计的虚拟解决方案

产品线，唯艾姆特提

供视觉和激光传感器

系统解决方案，其产

品应用范围包括传统

机器视觉、视觉检测、

机器人视觉、机器人

导向等。”

唯艾姆特图像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舒方武博士

强调，“随着中国 VMT 公司的新成立，

将面向日益增长的中国本地市场，提

供最佳的 VMT 视觉解决方案。我们在

上海新建立的机器视觉和机器人实验

专注于机器人视觉  唯艾姆特在上海成立独立公司

室为开发 VMT 解决方案提供全方位的

客户服务，例如指导本地客户如何在

现场实践操作等。”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4.aspx。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5.aspx。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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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6.aspx。

MultiValid
Process Control
MultiValid
Process Control

 ` 使用强大的库函数实现面向对象编程

 ` 投资回报率由开放式系统和集成化智能工程确保

 ` 通过易扩展性更大限度地实现面向各个行业的灵活性

 ` 过程控制整体解决方案 - 从记录过程数据到实现强制验证要求

Perfection in Automation
www.br-automation.com

在 2015 年 汉 诺 威 工 业 博 览 会

（Hannover Messe 2015）上，西门

子将展示一个正处于初期阶段的创

新项目，即“轻松通讯”（Effortless 

Communication）：其目的是简化机器

和工厂网络的安装、测试与

升级。为此，地址的分配由

工程系统转移至自动化设备。

这样，设备可自动分配地址，

无需配备地址服务器这样的

中心实体。此外，系统可以

简化远程维护服务的部署，

并增强其安全性。该项目成

果可能被纳入未来生产网络

的创建与运行中。

较之办公应用，自动化

领域的网络应用配有数量更

多的服务器。例如，每个联

网的 I/O 模块都代表自己的服

务器，可以提供并接收过程

数据，同时还需要连续提供

诊断信息。这是 “轻松通讯”

项目的初衷 ：通过上述方式，

用户可以调用控制器和 I/O 设

备等网络元件的技术设备名

称，而不是难记的网络地址

和路径。地址分配由实际的

自动化设备以分散方式进行

自动处理。对网络设置进行

自动配置的能力使得用户能

以“即插即生产”的方式随

时置换或添加设备，而无需

任何特殊的现场工程或网络

专业知识。

该创新项目可使设备操

作人员或系统集成人员受益

匪浅 ：通过自动地址分配，

他们可以根据需要将量产机

器集成于网络，而不必为其

西门子自配置网络助力工业“轻松通讯”

中的每台量产机器分别调试网络设置。

这里，自动设施通过有效避免重复地

址，确保量产机器的安全并行操作。

另外，对网络地址进行准确无误的

自动分配，还可以简化远程维护服务，

并增强其安全性 ：地址分配系统支持自

动安装远程服务接入点或防火墙等安全

设施。因而，可以将防火墙规则设计得

简单直接、系统化、并且严格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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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江苏省响水县海岸线 10 公

里的海面上，一台台叶片长达 60 多米

的风机正在有条不紊的安装中。这就

是我国第一个经海上变电站升压后向

陆上送电的海上风电工程——江苏响

水近海 200 兆瓦风电场示范项目。

按规划，响水近海风电场将安装

37 台 4 兆瓦、18 台 3 兆瓦的海上风

力发电机，总装机容量为 201 兆瓦。

2015 年年底左右，第一期 50 兆瓦将

建成并投入运行。

在离岸较远的响水近海风电场，采

用 ABB 整套电力设备建造的全国首个

海上变电站将担负起风电“登陆”前中

2015 年 3 月 17 日， 全 球 能 效

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发布了其市场领

先的 Wonderware® Recipe Manager 

Plus 软件的更新版本，为食品饮料以

及其他批次生产商量身设计，将加速

优化新食品配方的采用以及新产品投

入市场。

施耐德电气软件产品经理 Dirk 

Kozian 表 示 ：“Wonderware Recipe 

Manager Plus 被设计成带有集中数据存

当德国人启动“工业 4.0”，美国

人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时，同为

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宣布，将通过三

个十年行动纲领，力争在 2045 年左右

成为工业强国。

这一重要的信号源自于首次出现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制造 2025”

概念。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两

会上表示，中国计划通过三个十年的

行动纲领和路线图，完成从制造业大

继站的角色，以减少线路损耗合提升输

送能力。它将风电场产生的电能从 35

千伏升压至 220 千伏，再通过交流电缆

进一步输送至岸上变电站，从而为苏北

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风电。

根据 2015 年年初与中国三峡新能

源公司达成的协议，ABB 将提供包括

储的客户端 / 服务器 Web 应用，用于

在企业内部标准化配方管理操作，简化

了新产品投入市场的流程。我们相信采

用这种独特的配方管理方式，与定制配

方管理解决方案相比可以减少 40% 的

工程和实施成本。当它作为公司标准推

出时，我们相信在任何地方，可以减少

20%-40% 的新产品上市时间。”

该软件在一个安全的、基于 web

客户端 / 服务器环境下，提供了易于

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实施“中国

制造 2025”将成为中国制造业从大国

转向强国的第一步。

苗圩说，“中国制造 2025”与德

国“工业 4.0”有很多相同之处，也

有不同。据了解，德国实现“工业

4.0”大概需要 8-10 年，和“中国制

造 2025”大体在同一个时间段，而且

从内容上看，德国“工业 4.0”和中国

前期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ABB 为我国大型海上风电场提供技术支持

施耐德电气推出全新 Wonderware Recipe Manager Plus 软件

“中国制造 2025”战略蓝图出炉

220 千伏电力变压器、中高压气体绝

缘开关柜和 220 千伏电缆终端等在内

的整套电气一次设备，用于响水近海

风电场的 220 千伏海上变电站。该项

目将提升整个江苏地区的清洁能源利

用率，也将有力推动“海上三峡”风

电发展蓝图的早日实现。

响水近海风电场是我国近年来大

力开发风电的一个缩影。据国家能源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4 年，我

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已达 9637

万千瓦，占全球风电总装机量的 27%，

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市场。

使用的配方管理。灵活的集成和连接

使配方参数可以下载到任何控制系统，

使其更便利的管理更多的产品变化、

精简新产品引进流程。它与控制和自

动化系统独立，因此它可以用以任何

自动化生产和包装设备，并且它可以

与现有的自动化系统进行无缝集成，

帮助统一和标准化用户体验和配方数

据管理。

有异曲同工之处。

对于不同之处，主要是中国和德国

的发展阶段和工业水平不在一个起跑线

上。“德国总体处在从 3.0 到 4.0 发展的

阶段，我们的工业企业有些可能还要补

上从2.0到3.0发展的课，然后才能向4.0

发展。”苗圩说，“中国要结合国际和工

业实际，把发展的路径选择好，走一条

更好更快的发展道路。”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7.aspx。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8.aspx。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echina.cn/1503-009.aspx。

nEws新 闻  



南非

比利时

瑞典

埃及

环球新闻    WORLD NEWS  

施耐德电气参建

世界首个气候友好型

数据中心

 瑞典法伦市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气候友好型

数据中心EcoData Center，这将是全球范围内13

个满足最高安全需求的数据中心之一。施耐

德电气将在能效解决方案和产品方面给

予EcoData Center数据中心以技

术支持。

霍尼韦尔帮助

全球最大的煤制油工厂

维护控制系统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于日前公布了一份为期

五年的协议，将为全球最大的煤制油工厂（沙索

尔位于南非塞康达的合成燃料与化工工厂）

供应其全新的Assurance 360服务项目，

为其控制系统提供全面的服务与

支持。

通用电气将投资

2 亿美元于埃及制造业

据路透3月13日报道，美国通用电气公

司将在埃及的苏伊士城投资2亿美元，用于

当地的制造业和培训设施。公司已经交付

了燃气轮机用于给上述设施供电。

Materialise 收

购 3D 打印软件厂商

CENAT

日前，比利时知名的3D打印服务及技术解

决方案提供商Materialise宣布按计划收购增材制

造控制系统嵌入式软件平台提供商CENAT。

Materialise公司宣称，收购后将使该公司

的平台中增加质量控制软件解决

方案。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5.0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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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横七纵 智慧台达
作为一家业界领先的国际化制造

业企业，台达在上世纪 70 年代从生产

电源起家，到形成现在的横跨 “电源及

元器件”、“能源管理”和“智能绿生

活”三大业务领域，纵深细分为工业自

动化、楼宇自动化、数据中心、通信网

络电源、再生能源、视讯与监控、电动

车充电解决方案在内的七大优势解决

方案。当今的台达已经将品牌承诺放

在了空前的高度上，那就是“Smarter. 

Greener. Together 共创智能绿生活”。

Smarter——代表台达在电源效率与可再

生能源的核心技术能力，Greener——是

台达创立以来坚持的“环保 节能 爱地球”

企业经营使命，而 Together——是台达

的经营哲学，与客户建立长期伙伴关系。

人类的发展如果能与生态系统的运

转做到和谐统一，步调一致，那人类将

使自身发展再次融入自然界的循环，通

过一种自我调节达到在整个生态系统中

的新平衡。而这对于人类文明，将是一

个不小的升华。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

能在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上树立为一

个统一的目标，并愿意更有远见地制定

这一目标，都将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努力。

台湾故宫博物院巨幕“山水合璧 -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运用了台达先进的无接缝融接技术。

节能环保 渐行渐近
一周之内，沿着台达产品、应用解

决方案实例，我们参观了企业、大学、厂房、

园林、旅游景点、、书店、博物馆以及地

标建筑，台达的身影就在我们身边的各个

角落。从这些实例中，我们看到了高科技、

智能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更看到的是环

保节能理念的各种脚踏实地的实践。

据悉，仅 2010 至 2013 年间，台

达的高效节能产品与解决方案就为客户

减少近 640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未来，

台达会在能源管理业务方面继续加大投

入，将其在整体三大业务中比重从 20%

提高到 30%，帮助更多的企业实现节能

环保、智能化生产的目标。

而作为有着社会使命感的企业，台

达在环保方面更是严于律己。此行中我们

参观到的台达总部瑞光大楼新机房和台达

桃园研发中心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台达总

部瑞光大楼新机房，通过高效率水冷系统、

变频 HVAC 以及自然冷却 Free Cooling 等

六大对策，成功将总能耗降低 30%，PUE 

值从 2.01 改善到 1.44，并节省了 23%

的机房总空间。通过采用台达节能及自

动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台达桃园研发中

心 2013 年整节能达 47%，可减少排放

发现台达 ：绿是一种态度
作为被邀请的工业媒体之一，CEC记者怀着观察、发现的心态参加了2015年1月上旬举办的“发现

台达·2015行业媒体台湾行”活动。零距离探秘这家连续四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源于宝

岛台湾、享誉全球的工业巨擎的环保之道。

1,381 公吨二氧化碳。和其他同样规模

的传统办公大楼比较，桃园研发中心的

HVAC 智能空调系统节能可达 52%、电

梯解决方案节能可达 35%、及 LED 照

明解决方案节能可达 49% 等，堪称智

能绿建筑的典范。

发现台达    绿的态度
一队媒体人一路发现着台达的踪

迹，更发现了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自

然、对生命、对未来的态度。平和、和谐、

永续也许可以算是笔者对这种态度的简

单勾勒，但如果能最恰当的表达它，我

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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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达总部瑞光大楼新机房预计实现 ：

PUE 值从 2.01 改善到 1.44，总能

耗降低 3 成，机房总空间减少 23%。

2 台达为这个台湾岛内第一个联网整

合的电动车租赁项目——“日月潭

风景区智慧电动车先导运行计划”，

提供了电源转换效率领先业界水平

的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

3 台达桃园研发中心采用台达节能及

自动化产品和解决方案，2012 年整

体节能达 53%。

4 台达为法雅客书店打造了 360 度“天

空之环”巨型投影屏幕，带领消费

者进入一场视觉感官旅程。

5 台 达 为 台 湾 联 合 大 学 信 息 中 心

提 供 了 绿 色 数 据 中 心 解 决 方 案 

InfraSuite，帮助其达到台湾相关部

门要求的全面节能减碳目标。

更愿意把它称为“绿的态度”。台

达的这种态度应该是有根的，因为

不只是在台达身上，在发现台达的

路上，一路经历的宝岛台湾的山水

间，人与人之间，都沉浸在这样一

种淡淡的平和气质中。沉浸在这种

氛围里，让人有一种天然的放松，

思绪也变得轻快起来。山水之间的

宝岛，美好是值得珍视的。当你真

正游历、置身于这种环境中，台达

倡导的绿工厂、绿建筑、绿生活，

及其具体的实现方案呈现，都显得

自然不突兀、鲜活而亲近，看得见

的显著效果背后是远见卓识。

绿，就是这种态度，当你走

近，乃至真正走进它时，你会发现

这是一种回归，从现实到理想的回

归，从喧嚣到平和的回归，从浮躁

到和谐的回归。绿，这种态度，不

只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能

达到人自身心境中的和谐，想必宁

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境界大约如此

吧。工业技术产品，各个门类细节

自然大有学问，而绿作为一种态度，

令台达，令发现它、感受它的我们，

也看清了工业发展真正应该树立的

目标。一路发现台达，其实也是发

现自己，因为当自己认识到这种远

见与态度的真正意义时，自然也被

深深地感染了。台达正在积极帮助

有绿色态度的人们实践绿工厂、绿

建筑、绿生活的理想，而因绿色的

态度所带来的改变，是世界上所有

人作为一个共同体，都能因此而受

益的。

如果您有机会能在台达总部

大楼里看到台达绿建筑的宣传短

片，我相信在您看到人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真真切切地通过设计理念和

智慧科技所实现的那一刻，人、建

筑、植被、生态系统所呈现出的和

谐，一定会让您和我一样，向往由

心而生。

台达小传

台达集团创立于 1971 年，为电源管理与散热管理解决方
案的领导厂商，并在多项产品领域居世界级重要地位。面对日
益严重的气候变迁议题，台达秉持“环保 节能 爱地球”的经
营使命，持续开发创新节能产品及解决方案，不断提升产品的
能源转换效率，以减轻全球暖化对人类生存的冲击。

台达集团运营网点遍布全球，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
国、泰国、日本、新加坡、墨西哥、印度、巴西以及欧洲等地
设有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台达为实践对于环境保护的承诺，
自 2006 年起，全球新建办公大楼、生产基地均依绿建筑工法
设计建造。

自 2011 年起，台达连续四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之“世界指数 (dJsi World)”，其中五项评分居全球电子设备
产业之首 ；2014 年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年度评比结果揭晓，
台达从全球近 2,000 家参与 cdP 评比的上市企业中脱颖而出，
不仅获得最高等级 A 级评价，更是大中华区唯一入选气候绩效
领导指数之企业。

5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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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如
果你已经在使用或正在考虑使用 PLC，

你或许认为这种已经出现了近 50 年的

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并且鲜有空间去创

新 ；但是，众所周知，正如其他消费类电子领域的

产品从未停止过改进一样，更快、更小及更低的价

格让人充满希望。

从一开始，当 PLC 开始大批量地替代继电器

和计时器时，对于未来 PLC 的发展趋势，就持续

存在着一种减少自动控制系统尺寸以及简化支持和

维护工作的推动力。在过去的几年里，继电器被更

小的基于 Rack 结构（如图 1 所示）或更小的有远

程 I/O 口的 PLC 所替代。

就软件而言，梯形语言最初基于继电器和定

时器模拟自动系统，已经成为最广为应用的 PLC

编程语言 ；但是其他的选择也在慢慢出现，如

IEC61331-3 的编程语言。在未来，PLC将会在硬件、

软件和通讯的领域持续进步来适应科技的发展。可

能的演变将会包括PLC及可编程自动控制器（PAC）

部分功能的合并，以实现从工厂底层到顶层的通讯。

更小，更快，更好
电子工业的不断发展，让今天的处理器、电路

板及元器件尺寸不停的缩小，这些技术慢慢的作用

于 PLC，使其更稳定、可靠及坚固，并带来了功能

的进一步提升，比如更快速的处理器，可扩充的内

存能力及新的特色通讯机制等。

为响应市场需求，许多特性和功能正在从高

端往低端 PLC 迁移。例如，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

小型 PLC 将拥有更多高端 PLC 的特性，而中高端

PLC 也将提供更小、更紧凑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客

户的需求。

同时，PLC 也因内存成本和尺寸的减少而获

益。这些优势极大地提升本地化数据存储能力，允

许将 PLC 用在之前需要昂贵的数据抓取系统的应

用场合。这也为其他功能的实现带来可能性，比如

产品信息的板载存储，以便于加快故障排除。

■ 工业自动化领
域， 可 编 程 逻 辑
控制器（PLC）从
未 停 止 过 创 新 的
步伐 ；

■ 未来的 PLC 将
包 含 编 程 的 灵 活
性， 简 易， 可 测
量性，工业架构，
更 多 的 内 存 和 更
小的体积 ；

■ PLC 通讯将集
成 超 高 速 的 千 兆
以 太 网 和 无 线 通
讯能力。

关键概念

未来 PLC 的发展趋势

在多种多样的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技术的创新从未

止步。更好的编程灵活性、易用性和可扩展性，更大的内存和更小的体积，以及

超高速以太网和内置无线通讯功能，将是PLC持续进步的关键特性。

Jeff Payne

图 1 图中所示的这

种 性 价 比 高、 具 有

强 大 的 灵 活 性、 体

积更小的基于 Rack

结 构 的 PLC， 正 在

工 业 自 动 化 应 用 领

域 广 泛 应 用， 替 换

传 统 的 继 电 器 及 计

时器板。图片来源 ：

Automatio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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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 PLC 也从 USB 技术中受

益匪浅，使得联网、编程及对控制系

统的监控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随着

USB 技术的持续进步，以及更小的迷

你 USB 连接器的出现，你可以期待在

更多的小型 PLC 上看到这种通讯选项。

另外一个的例子是，从快速变

化的消费类电子世界快速渗透到工业

市场的非易失性便携存储设备。通过

在一个小小的封装里面提供大量的附

加存储空间，它们给 PLC 的用户带

来了非常大的好处。这些可能的选项

包括 USB 装置，SD 卡，mini SD 以

及 Micro SD 卡等，从而为最终用户、

机械制造商及系统集成商增加高达

32GB 的额外存储空间。

PLC 和 PAC 的融合
许多工业控制器供应商还在以

PAC 和 PLC 之间的异同为卖点，但

是未来的自动化工程师考虑他们的

系统时，可能不会关心到底是何许

名字，他们只会专注于性能和实际

的功能。就像这两种设备的定义和

特性不断演变样，PLC 和 PAC 将会

彼此融合发展。

基于这种演变，在低端和高端市

场会出现大量的机会。随着硬件技术

的进步，先进的功能将进入低端处理

器。这将反过来推动供应商将更多功

能和选择融入高端产品中。

高速处理器和更多的存储空间将

会促进高级功能的应用，比如运动控

图 2 典型的高端 PLC 包含多种通讯接口，能够支持多种不同的工业通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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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视觉系统的集成及多种通讯协议的协同支持。

当然，PLC 也将依旧保持其简单的特性来吸引更多

用户。

在 PAC 与 PLC 相互融合期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种产品自身不断地完善和进步。PAC 可以允许

用户在传统意义的工业自动化的领域进行拓展，鼓

励供应商研发新的产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些需求向产品设计者发起挑战 ：迫使他们寻

找新的方向，如支持现有的元器件构建一个新的系

统以满足严酷的工业环境。未来的挑战将包括提供

可连接性，存储的扩展能力，以及控制器处理能力

的提升，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应用，同时还要求维持

甚至降低最终产品的成本。

梯形语言 ：不说再见
50 年前，硬接线的继电器逻辑被梯形语言替

代，这种语言为熟悉继电器逻辑的技术人员和工程

人员带来了便利，但是它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

过程控制及数据处理应用中。

IEC61131-3 提供了对于工业控制器的另一

种编程语言，但是梯形语言还是有其自身的优势，

并且一直显示着它独一无二的魅力。虽然对于过

程控制来说，有连续功能图示，结构化的文本对

于数据处理也是不错的，其他的 IEC 语言也有自

己的优点。但是梯形语言仍将是 PLC 编程语言的

领导者。

供应商及他们的客户采购内置梯形语言逻辑

编程的 PLC，并使用此类的 PLC 控制大量的基础

设备。也有大量的工程师、技术员、电器工程师及

维护工人倾向于梯形语言这种简单的编程技术。不

论硬件如何发展，这种语言还会作为 PLC 的工业

标准持续很久。

虽然梯形逻辑语言可以作为简单的机器控制

的基石，但功能块编程技术可以减少代码数量，尤

其是需要将 PLC 代码融入统一编程环境的时候。

统一的编程环境
将 PLC、运动控制及人机界面（HMI）的编程

结合到一个统一的环境，是未来几年的一种趋势。

将 PLC 和 HMI 集成在同一机架上可能会成为下一

个趋势，不管显示器是包含在组件中还是作为外部

选项。无论同样的处理器还是集成到 PLC I/O 机架

的 HMI 模块，当前的技术都能够支持这两种方式

的组态。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程环境对于大多数用户

来说是理想的，只要不是太复杂。这些模块结合的

“高速处理器和更大容量内存将

会促使更多先进功能的应用，比

如运动控制、视觉系统的集成以

及多种通讯协议下的协同支持。”

图 3  内置的高速以太网通讯和改进的数据管理能力使得它更容易将 PLC 连

接到更高水平的计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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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包括减少学习周期和研发时间。但是，如果这

个编程环境并不是设计合理，那么将会变得笨重的

和不易操作。

拥有统一的编程环境的重要一步是确保设备

之间可以共享同一个标签名数据库。标签名是在程

序和过程之间的重要连接。建立数据库是一项耗时

的工程，减少这些重复的任务会缩短整体研发时间

并减少错误几率。

迎接无线的时代
在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 90 年代早期，在工

业应用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不同的通讯网络和协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选择逐渐剩下几个

领导者。跟消费类电子 PC 与其外设一样，这种

趋势将会持续，未来会聚焦于可以自我配置的即

插即用方案。

其实并没有必要去关注这些通讯技术是否能达

到真正的实时，因为以太网和其他许多工业控制网

络的原始速度是远远快于绝大多数应用的需求的。

关于本地存储设备和其他装置的通用接口，

USB 虽可用，但是有其限制。USB 是即插即用的，

但是给 USB 集成硬件和软件是需要设备供应商额

外投入的。正因如此，工业硬件供应商的缓慢变化，

如条码识别器和电子称等硬件供应商在短期内仍将

采用 RS232 接口。

目前，高端 PLC 的通讯接口可以适应多种协

议（图 2）。预计未来随着用户需求的标准化，这

种情况有望得到改观，可能仅仅只有以太网和无线

形式，或者再加上一种可能的选项工业蓝牙。

这是一个无线的时代，但是，在我们看到商业

和工业无线通讯协议的大融合之前，工业应用确实

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具有鲁棒性的无线技术，并确保

数据的完整性。

在这个领域内，我们也看到了进步 ：从最新

的 Wi-Fi(802.11n), ZigBee(802.15.4) 协议到点对点

连接，网状连接及蓝牙和近场通讯的兴起，但是目

前这些并没有成为执行关键任务的工厂底层适用的

解决方案。未来在适合无线应用的远程终端设备

（RTU），或者一些非关键的监控应用（不要求实时

控制）中，或将更广泛地采用无线技术。

新一代 PLC 的 11 个发展趋势
■    超高速（千兆）以太网通讯

■    内置无线通讯

■    超级板载数据存储

■    非易失性便携存储设备

■    处理能力的显著提高

■    更小的尺寸

■    集成的编程环境

■    内置的先进HMI功能

■    运动控制能力

■    移动端接入能力

■    与企业系统的无缝对接

全集成工厂
在 PLC 的未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应该是实现企

业资源规划（ERP）系统或其他高层级系统与工厂

层的集成。在过去，主要的一体化任务是提取机器

和过程数据，并将之向上传到那些高层级系统。未来，

采用 hooks 和函数等的新技术将会简化这种集成。

鉴于此，控制器制造商在设计 PLC 解决方案

时，需要更多地考虑用户的需求。这种方案不仅

仅用于控制，同时还能够实现无缝操作，并提供

数据给需要的用户。这可能包括提供通过浏览器

或者移动 app 提供数据的接入，或者包括接入数

据库的工具。

增强的通讯、提高的处理速度和更大的存储

容量赋予 PLC 管理自己产生的数据的能力。这是

PLC 的自然发展趋势。

虽然形式、用途和性能将会有大幅度的变化，

但是在未来，PLC 这个名词依然会作为很多的工

业自动化控制器的名字延续下去。PLC 的尺寸会

持续减小，硬件的发展也将为 PLC 带来新的特

性和功能。软件和通讯能力的提升，将赋予 PLC

这个悠久的名字一个全新的定位——工业自动化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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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0 年，位于美国密歇根州 Ypsilanti 的通

用汽车公司内，Hydra-Matic 传动部门正进

行着一场开发第一套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

竞赛。最重要的是获胜者将会成为第一套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PLC）程序的所有者，而且其成果不仅

会影响第一台 PLC 的设计，而且还将对未来自动

控制领域的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PLC 孵化器
作为通用汽车公司最主要的生产技术部门，

Hydra-Matic 部门能够成为 PLC 的孵化器，并非偶

然。Hydra-Matic 部门当时已是闻名全国的技术领

导者，它已经安装了一台早期的 IBM1800 系列电

脑 ：IBM1801。

第一批 PLC 的供应商 Richard Lundy 为我们

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该部门计算机小组的

工程师 Ed O'Connell 认为，通用汽车公司并没有

从 IBM 公司获得足够技术支持。 “由于那台计算

机的原因，导致整条测试生产线停掉了，” Richard 

Lundy 说，“这使得它特别脆弱，Ed 对他所获得的

技术支持不满意。所以他就打电话给 Watson。”这

位 Watson 就是 IBM 创始人的儿子、IBM 公司的

CEO Thomas Watson，Jr.。这样，Hydra-Matic 部

门拥有的 IBM 系统就获得了更多的技术支持。

竞争是创新的动力
1968 年 4 月，Hydra-Matic 一个年轻的工程

师 Dave Emmett，建议开发一套他称之为“标准机

器控制器”的设备。他设想了一种控制器，能够替

代当时用于控制机器运行的继电器系统。Emmett

当时负责电路系统小组，他设想某种机器能够减少

维护费用，改善机器诊断，降低盘台所需空间。

据后来为 Emmett 工作的 Randy Brodzik 回忆，

Emmett 非常清楚他所需要的东西 ：“Dave 说，他

的目的就是开发一种技术，能够明显的降低改变机

器控制序列所花费的时间。如果使用继电器，首先

你得准备所有文件，然后改变接线。这将需要花费

数小时的时间。”

几乎在同一时间，Hydra-Matic 的另外一个小

组，也正在设想着为通用汽车公司开发一种不同的

机器控制系统。计算机部门已经聘请信息仪表公司

（3-I），来开发一种由计算机控制的装配机器，用于

控制正离合器生产线。在这个新的控制系统中，对

梯形图逻辑的元素数量没有限制，包括并行处理，

而且可以加入复杂的布尔方程运算。

Richard Lundy 是 3-I 公司时任项目经理，他

回忆说，“Hydra-Matic 两个小组之间的竞争相当激

动人心。”他这样描述 ：电路系统部门希望复制现

有逻辑图，而计算机部门则希望使用非顺序的编程，

和目前正在使用的生产线末端测试系统有点类似，

提供一种更具有鲁棒性的指令集，从而可以降低处

理时间。每一种方案的优点和局限性随着项目的进

展而变得日益清晰。

3 个方案  不同的架构
1968 年 4 月和 5 月，完成了招标书的编制。

揭秘第一台 PLC 之争

Randall Brodzik

图 1 1968 年 4 月， 

Dave Emmett 建议

开 发 一 套 他 称 之 为

“ 标 准 机 器 控 制 器 ”

的设备。他设想了一

种控制器，能够替代

当时用于控制机器运

行 的 继 电 器 系 统。 

文章所有图片来源 ：

RedVi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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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招标书无疑是非常简单的。

1968 年 6 月，招标书发布，包括仅有 4 页纸的设

计规范书，其中有一条要求是“内存字的长度至少

是 8 位。” Douglas Brant 当时负责 Hydra-Matic 部

门设备采购的规范书。他说，在制定规范书的过程

中，电路系统部门和计算机部门之间的竞争非常激

烈。“我想这应归结为人们的管辖权之争。”

在众多收到招标书的公司中，三个公司最终

入围进入评标阶段：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3-I, 

和一家咨询公司 Bedford Associates（Modicon

公司的前身）。它们的产品分别为 ：DEC 公司的

PDP-14, 3-I 公司的 PDQ-II, 以及 Bedford 公司的

Modicon 084（Modicon 名字源于 Modular （模块

的）Digital（数字的） Control（控制）三个单词

的组合）。

1969 年 6 月，DEC 公司的 PDP-14 被安装实

施，用于控制齿轮研磨机。Richard Lundy 说，尽

管通用汽车公司和 DEC 公司的关系非常好，但是

DEC 公司由于对内存故障问题的担心所采取的相

应措施，大大影响了 PDP-14 的竞争力。为了修改

DEC 程序，“你必须将客户应用程序发给他们，然

后他们再将硬接线连接的内存板发还给你。” Lundy

说。为了做某些修改，必须将控制器内存从工厂拿

走，这一处理方法，最终证明是 DEC 公司落选的

主要原因。

强强联合
 3-I 公司和 Hydra-Matic 的计算机小组组成了

联合体。Lundy 透露，在评标阶段，计算机和电路

系统小组的竞争进一步升级。对于计算机小组来

讲，更高级逻辑运算功能的优势非常明显，因此选

择 PDQ-II 也就自然而然。3-I 公司将其方案以及复

杂的编程，用于正离合器生产线的控制，运行的非

常完美。Lundy 说，PDQ-II 很快就在计算部门内部

出名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快了”。

“竞争，是很多伟大发明的基础。

现在的 PLC 就是美国制造商通用

汽车公司 Hydra-Matic 部门内

部富有成效的竞争成果之一。我

们目前仍受益于这些成果。”

图 2 1968 年 6 月，招标书发布，定义了第一台 PLC

是什么，招标书包括仅有四页纸的设计规范书，其

中有一条要求是“内存字的长度至少是 8 位”。

图 3 在探索如何响应通用汽车公司 Hydra-Matic 的设计需求——什么是

PLC 时，三个供应商以及 Hydra-Matic 的支持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对

三个控制器进行为时两年的评估后， 终于在 1970 年 6 月 3 日，完成对设计

要素比较文件的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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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ett 及电路系统小组则力挺 Modicon 

084。计算机小组认为是优势的编程能力， Emmett

的团队则认为是缺点。因为 Modicon 的编程语言

与电路系统部门内非常熟悉的继电器梯形图逻辑

类似，这样就可以预想，转变过程就会非常顺利，

而且培训和支持的费用也比较低。Randy Brodzik

回忆道，Emmett 持有一种实用的观点，“他认为，

为了使新技术获得更广泛的接受，PLC 应采用实

际中正在应用的设备和功能。”

Modicon 084 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它是唯一一

个安装在硬质外壳内的控制器，提供了其它两个选

项所没有的电厂车间层面的保护。

PLC 的设计比较
在随后两年中，Hydra-Matic 对 3 个控制器进

行了评价。1970 年 6 月 3 日，设计要素比较文件

完成最终版本。不出所料，3 个供应商及其支持者

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Douglas Brant 回忆说，并不难想象，PLC 将

成为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品。

“人们认为那是可行的，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

走进工厂，数数有多少机器，然后统计一个数字，

就像国债一样。” Brant 说。

Hydra- Mat ic 对设计需求进行比较之后，

最终导致 DEC 公司的 PDP-14 落败的局限性逐

渐暴露出来了。针对有关存储数据的需求，相关

文档中指出 ：“PDP-14 不能满足要求，因为它

是只读的。” DEC 公司也是三个厂家当中唯一一

个不提供布线表的程序列表的公司。通过比较，

凸显了 3- I 和 Modicon 公司的优势 ：“布线表的

程序列表可以加速安装和检修。还可以减少错

误。”文件中说。

尽管 DEC 公司的计算能力比较强，但是它维

持闭环控制的方法被证明具有太多的局限性，而且

费用较高。

尽管所有三个公司都将其“标准机器控制器”

置于工业环境下，但 Modicon 公司和 3-I 公司被

证明具有更有效的实施。3-I 公司在 1971 年被

Allen-Bradley 收购。直到今天，Modicon 公司采

用的继电器梯形图的编程语言，还被 PLC 生产商

广泛使用。  

图 4 Dave  Emmett 及 电 路 系 统 小 组 则 力 挺

Modicon 084。因为 Modicon 的编程语言与电路系

统小组内非常熟悉的继电器梯形图逻辑类似，这样

新产品的推广过程就会非常顺利，而且培训和支持

的费用也比较低。

图 5 对于计算机小组来讲，更高级逻辑运算功能的

优势非常明显，因此选择 PDQ-II 也就自然而然。

3-I 公司将其方案以及复杂的编程，用于正离合器

生产线的控制，运行的非常完美。

请将“文章编号+评论”发送到CEC微信公众订阅号

“控制工程中文版”，我们期待您的反馈。

扫描右侧二维码或搜索“控制工程中文版”关注我们

的微信，掌握最新工控咨询，体验零距离编读互动!

文章编号 ：15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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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环控制 VS. 闭环控制

Vance Vandoren

自动控制可以分为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区别不同控制回路的关键特性之一就是

看其是否有反馈。

技术文章  |  tEchnology FEAturEs

控
制工程工专业最精妙的工具之一就是

反馈回路，一般来说它由 5 个基本要

素构成 ：

■ 被控制的过程 ；

■ 装有可以测量过程状态的传感器仪器 ；

■ 将测量转换为电子信号的转换装置 ；

■ 控制器读取传感器的信号，并判断该进程的

当前状态是否是可接受的 ；

■ 通过控制器的指令，一个执行机构作为最终

控制元件用于纠错。

在闭环控制系统中，信息是通过从过程机构到

传感器到变送器到控制器到执行机构再回到过程这

样反馈回路流动的。这种“测量 - 决策 - 执行”的

往复过程，就是闭环控制，这一过程会不断重复，

直到所需的工艺条件得以实现。较为熟悉的案例包

括使用恒温器控制炉子，以保持一个房间里的温度，

或者维持一辆汽车的巡航速度。

但并不是所有的自动控制操作都需要反馈，更

多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开环控制而不需要确认后序

的调整是否符合要求。开环控制在满足可预见的操

作需求时是足够的，比如打开一扇门，启动电机或

者关闭一个泵。

连续闭环控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闭环操作都是一样的。对

于连续过程来说，反馈回路试图保持一个过程变量

（或控制变量）所需要的值，这个值被称为设定点。

控制器减去由对过程变量最新测量值和设定点之间

的差异，创建一个纠错信号。纠错信号的幅度和持

续时间可以确定控制器的输出或控制变量的值（通

过执行机构纠偏）。

比如，一辆装有巡航控制器的汽车，通过速度

测量保持汽车的速度。如果汽车行驶太慢，控制器

指挥油门补给更多的燃料。如果车辆速度较快，控

制器就会调低油门。汽车就像一个进程，速度表就

是传感器，而油门就是执行机构。

汽车的速度是过程变量，其他常见的过程变量

包括温度、压力、流速以及水箱水位。这些都是可

以被随时监控的经常变化的数值。常见的执行结构

包括加热元件、阀门和阻尼器。

离散闭环控制
对于离散过程，重点在于只有当触发事件发生时，

变量才被测量的，而且“测量 - 决策 - 执行”这一过

程每次事件通常只执行一次。例如，人只在每次驾车

开始时通过眼睛来测量环境光线，如果她觉得太暗无

法看清的话，就会打开车灯，而不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直到下一个触发事件出现，比如驾车的结束。

离散过程的反馈回路比连续控制回路简单很

多，因为离散过程不涉及到惯性参数。司机控制汽

车瞬间打开车灯就满足需求了，但定速巡航需则要

控制汽车缓慢加速或减速。

惯性往往使连续控制回路设计非常复杂，因为

一个连续的控制器通常需要在先前的控制完全见效

前做出一些列的决策。它会预测最近的纠偏措施的

累积效应，从而计划未来的控制决策，如果要完全

等到前一个操作的结果在决策的话会耗时过长。

开环控制
开环控制本身不需要反馈。只要命令下达，就

■ 区别不同控制
回 路 的 最 关 键 特
质 之 一 就 是 看 其
是否具有反馈 ；

■ 控制策略的选
择 取 决 于 实 际 应
用情况 ；

■ 在一些情况下，
人 为 介 入 比 自 动
方式更为有效。

关键概念

■ 基本控制回路是自

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 测 量 - 决 策 -

执行”过程可以根据

需求运转得足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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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下转P31

会有一个控制动作，并被假设为这个控制动作会实

现所需的结果。一个开环控制器也可能会对命令的

结果进行测量 ：比如，门真的打开了吗？电机真的

启动了吗？泵确定被关掉了吗？一般来说这些检查

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非控制回路的一部分。

在有些突发情况下闭环反馈控制器必须在开

环下操作。传感器可能无法产生反馈信号或者操

作员为了手动操作控制器的输出从而接管了反馈

回路。

当反馈控制器无法保持稳定的闭环控制时，通

常就需要操作员来干预。例如，压力控制器可能对

于一条线路压力下降进行了过补偿，如果控制器对

于过补偿进行过补偿，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低于

之前的压力。终止这样不稳定的振荡最简单的方法

是人为打破循环，手动重新获得控制权。

在有许多工业应用中，有经验的操作员可以比

反馈装置更快地纠错。通过他们对这些进程过去行

为的了解，操作者可以通过操纵过程输入，以获得

想要的输出值。另一方面来说，反馈控制器必须等

到最新的控制结果可以被测量到才可以决定下一个

合适的操作。手动开环操作是适用于长时间的恒定

或失效情况下可预测的过程。

开环和闭环控制相结合
开环控制的主要缺点是精度比较低，没有反

馈就不能保证施加到进程的控制措施能够达到预期

效果。如果速度和准确度都是必须的，那么开环和

闭环可以同时进行，并适当地加入前馈策略。前馈

控制器使用的数学模型就类似一个有经验的操作人

员。然后检测开环控制的结果，需要的话采用额外

的纠偏措施，如传统的反馈控制器。

当传感器可用于测量即将发生的干扰，并在它

影响到进程之前时，前馈测试是非常有效的。如果

这种干扰对于进程的影响可以通过过程模型准确地

预测，控制器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动作以消除可能

产生的影响。

例如，如果一辆配备巡航控制系统和雷达的汽

车看到前面有一座小山，它甚至可以在速度变慢之

■ Two Brothers 酿酒公司的麦芽汁浸煮锅采用蒸气加热，

通过闭环温度控制器调节流量以保持最优的温度。

连续闭环控制、离散闭环控制及开环控制之间的差异是微妙的。

以下用一小段代码来描述它们之间的不同 ：

开环控制 ：

 

离散闭环控制 ：

连续闭环控制 ：

前两种情况下，通常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动作已经在控制序列中

被触发。一个开环控制器只会执行动作 X 并等下一个动作。一个离

散的闭环控制器首先测量或观察条件 y 来确定是否需要执行动作 X。

一旦被激活，连续闭环控制器将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它采取动作 X，

测量条件 y，等待 Z 秒，然后重复循环，直到 y 达到既定的条件。

在离散情况下，既定的条件通常是一个离散事件，如一个预先假设

的任务是否完成或一些“执行”还是“非执行”的策略。在连续的

情况下，是否满足既定条件的标准是变量是否达到预期值。

IF (time_for_action = TRUE) THEN

    take_action(X)

END

IF (time_for_action = TRUE) THEN

    measure(Y)

    IF (Y = specified_condition) THEN

        take_action(X)

    END

END

WHILE (Y <> specified_condition)

    take_action(X)

    measure(Y)

    wait(Z)

REPEAT

IF (time_for_action = TRUE) THEN

    take_action(X)

END

IF (time_for_action = TRUE) THEN

    measure(Y)

    IF (Y = specified_condition) THEN

        take_action(X)

    END

END

WHILE (Y <> specified_condition)

    take_action(X)

    measure(Y)

    wait(Z)

REPEAT

IF (time_for_action = TRUE) THEN

    take_action(X)

END

IF (time_for_action = TRUE) THEN

    measure(Y)

    IF (Y = specified_condition) THEN

        take_action(X)

    END

END

WHILE (Y <> specified_condition)

    take_action(X)

    measure(Y)

    wait(Z)

REPEAT

开环与闭环控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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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油气数据在云端

John Parsons

石油服务公司通过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实时分享钻井信息，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

高，并进一步保障了工人的安全。

在
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两件事包括 ：

■ 维持油井的完整性 ；

■ 确保钻井平台及周边工作人员的安全。

基 于 以 上 两 点 的 考 虑，PML Exploration 

Service 公司开始采取基于云端服务的 HMI 及

SCADA 软件系统，使其可以将现场油井的实时信

息与总部的管理人员以及客户进行分享。

1964 年 12 月 PML 成立于美国俄克拉荷马

州首府。在 2006 年 11 月，被一家私人投资集

团收购，重新制定了战略目标，并重命名为 PML 

Exploration Service 公司。从收购以来，PML 开始

横跨美国拓展业务，并且研发了自己的天然气分析

及钻井数据管理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通过云端

给客户带来了安全的基于 Web 的实时信息。

同时，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消除从现场数

据信息收集到汇报给客户之间的时间延迟（以前最

长会有 12 小时的延迟），缩短数据收集、分析及给

客户报告紧急问题之间的时间。其中，最重要就是

要确保油井的安全，使远程管理人员及时做出决策，

确保通过优化井身结构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率。

提高安全性和生产率
原油矿床及天然气的关键信息和岩石结构数

据会和安全信息分开编制成报告，通过 PML 基于

Web 的网络平台传送给客户。将对气体成分和数

量的连续监测与钻井信息结合在一起是确保安全的

关键。

为了加强安全和提升生产率，PML 公司还从

钻井液里中提取岩屑及气体进行分析，以获取更多

钻井过程的信息。

PML 公司还提供现场表面气体分析系统，以

便于对储层气体进行早期检测，评估其对于现场人

员安全的潜在危险性。本地的数据采集系统可以与

其他系统交互（就像随钻测量一样），作为一个中

央数据决策，收集所有重要的井场信息。

当该公司刚刚开始提供气体和地质信息及钻

机现场分析时，还没有一个系统可以把当前信息传

输到井场管理人员或远程钻井监控人员面前。为了

让管理人员了解到最新的气体和地质信息，报告被

一天提交两次。PML 公司的分析人员和客户之间

的信息延迟有时会长达 12 个小时。

这种在接到报告和调整钻井系统到合适的参

数之间的时间延迟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现场的实

际情况可能会改变，可能会将钻井的结构完整性置

于危险之中，也会错过优化钻井过程的最佳时机。

所以，PML 的客户需要一个可以提供实时现场信

息的系统。

■ 维 持 油 井 结 构
优化并保证工人安
全，是石油钻井首
要考虑的因素。

■ 现场信息传递的
延迟，会削弱管理
人员对优化钻井的
生产率和提高安全
性的相应决策能力。

■ 通过云端分享实
时数据可以消除延
迟时间，加速决策
过程，为更高的生
产率和更安全的工
作环境创造条件。

关键概念

图 1  图中所示为钻井平台工作现场。维护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优化钻井操作，

都离不开本地和远程实时数据的接入。图片来源 ：PML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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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实时策略
在决定采用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之前，PML 公

司研究了很多人机界面厂商的产品和方案。最终，

它选择了一个软件平台，可以将基于 PC 的 HMI 和

SCADA 软件配置为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从而满

足对于特定数据的收集、分析及传输需求。

为了将来适应国际市场，此平台还能够将数据

转换成多种语言。它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字符集，

包括拉丁文、斯拉夫文、希腊文、中文及日文等。

此外，还支持一键翻译，从而方便的把应用程序翻

译成另一种语言。

该平台还提供 240 种以上驱动，可以用来与

各种主要品牌的 PLC 进行通讯，也同时提供 OPC

支持。因此不管是什么制造商生产的，都可以通过

简单的配置应用从而与新的设备进行通讯。对于钻

井现场中不同厂家的控制和测量系统来说，这个功

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不同的设备都必须与 HMI

接口，HMI 在这里扮演着中央数据库的重要角色。

此外，该平台对云端的支持也是另外一个优

势，因为这样可以帮助 PLM 公司不再对更多的 IT

基础设施（如额外数据存储能力或者备用服务器）

进行投资。这些设备都由云服务商提供和管理。

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意味着所有补丁和升级

都会在网络上完成，而不会影响 PML 和用户的正

常使用。

远程数据接入
PML 用这个软件创建了一个叫 Edge 的平台。

此方案目前被用在大约 60 个活跃的钻井，帮助用

户实现对于现场采集和分析数据的远程访问。

虽然可能远程用户距离井场千里之外，但是被

PML 的员工实时监控的现场数据，通过卫星传输，

可以直接发送到 PML 办公室及客户的办公桌上。

这些远程用户可通过瘦客户端访问系统，通过云端

获取实时数据和报表，来监控井场的运转。

移动单元（包括便携式拖车），除了可以进行

钻井孔的地质样品分析以外，还可以帮助现场观测

员工获得连续的气体分析和钻井信息。HMI 软件可

以安装在一台作为本地服务器的笔记本电脑上。

PML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控制器及数据采集

方案集成在一个 PLC，并通过基于 PC 的 HMI 软

件通过 Modbus 进行通讯。其他控制器及测量设备

系统也可以接入 HMI。在钻探设备旁，PML 员工

可以用软件里的图标及函数功能追踪气体成分、钻

井信息及地质条件的信息变化趋势。

来自 SCADA 软件的数据通过卫星发送到云

端，并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以

及嵌入 HMI/SCADA 开发平台的移动设备所读取。

这些功能都很容易配置，不需要编写代码就可以实

现基于云的数据传输方案。

云端的优势
通过 HMI 软件，PML 公司可以使用“软件即

服务 (SaaS)”云模式为其客户提供可以实时远程访

问的有用信息。PML 的客户只需为本地和远程油

井数据服务支付每天的租金即可。因为是基于云的，

客户不需要在其远程设备上安装任何软件，或对基

础计算机设施进行任何投资。

PML 公司可以将包括钻井机特性的信息，如

伽玛射线、释放气体组成、岩性和速度等，通过云

实时发送给用户，从而提升 PML 解决方案的价值。

钻机操作员和现场经理即使在远离现场的位

置也可以访问数据。在 HMI/SCADA 开发平台上稳

固和灵活的安全系统体现在 ：允许 PML 公司从云

端收集多个不同钻井的数据，但同时仍然保持其严

格的安全性，会对每个用户从远程设备访问云的权

限进行设置。

采用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具有如下优势 ：

■ 提高钻井作业的生产效率 ；

图 2 PML 公司可以通

过移动单元（卡车或

拖车等）获取、分析

并发送数据到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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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井场安全 ；

■ 钻井联机和脱机的可伸缩性 ；

■ 任何地点的实时数据及分析 ；

■ 通过智能设备轻松接入系统 ；

■ 无需冗余备份服务器 ；

■ 通过短信及电子邮件的报警提示。

通过提供在云端的实时气体分析、详细的地

质资料和其他信息，PML 公司帮助钻井运营商优

化操作，并保护他们的投资及现场安全。通过实时

数据，可以有效的进行速度、方向、钻机负载的调

整，使整个钻井过程更加可靠、安全及高效 , 从而

最终节约成本。

通过客户的反馈，Edge 解决方案会越来越具

有优势，PML 公司计划进一步研发，使之可以提

供岩石层的实时地质导向信息，从而保证客户的井

筒位置准确，确保钻井安全，并帮助客户取得最大

的投资收益。

云技术将继续随着成本的下降及无线通讯速

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和完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图 3 通过对本地和远

程数据的实时查看，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

高了工作效率。可自

动缩放的 HMI 界面，

不仅方便查看数据，

更能适应多种设备的

屏幕尺寸，如电脑、

平板或智能手机。

等智能设备也会变得更好，进一步提高远程数据查

看及分析能力，使更多的用户改善操作，降低成本，

并提高安全性。

前就加速。汽车并不会以最初期望的速度爬到山顶，

但是这种偏差会被巡航控制器的反馈控制算法所忽

略。没有雷达提供的预先通知，巡航控制器直到上

山过程中，速度放缓时才知道需要加速。

开环和闭环控制并行
许多自动控制系统同时并行使用开环和闭环控

制策略。例如，啤酒厂的发酵和罐装工艺。现代啤

酒厂的麦芽汁浸煮锅是依赖持续闭环控制来保持规

定的温度和压力，从而将水和粮食转化为可发酵的

麦芽浆。啤酒厂的装瓶线使用离散的闭环控制与开

环控制为每一个瓶子进行罐装和封盖。

麦芽汁浸煮锅内部的条件是由闭环控制器和反

馈回路，通过测量温度和压力调整加热器和蒸气流和

流泵来保证的。同时的，当通过开环和离散闭环控制

完成了一批次的啤酒生产后。接近传感器可以确定瓶

在封盖之前里面是否被充满，然后阀开始填满每个瓶

子直到液位传感器检测瓶子已经满了。一般来说，连

■ Two Brothers 公

司的瓶装生产线 ：每

分 钟 可 封 装 300 个

瓶子 ；控制器测量每

个瓶子中灌装了多少

啤酒，传感器检查每

瓶的液位、标签位置

是否正确，以及瓶盖

是否被完全密封。

续闭环控制应用是需要几个辅助开环控制操作，而许

多开环控制应用程序则不需要反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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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今天集成化过程控制和安全系统的使用

越来越普遍，定义并开发完全相同的系统

仍旧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主要原因包括：

■ 智能控制设备在小型设备组件使用更加广泛；

■ 这些组件以及相关的单元控制面板通常和主

控制系统是分开购买的 ；

■ 本地人机界面（HMI）是作为整个控制系统

组件的一部分交付的。

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就需要研究如何将这

些远程 HMI 集成到整体自动化系统框架当中，以

使运营收益最大化。

谁为 HMI 设定目标？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与传统的中央控制室

主 HMI 相比，远程 HMI 通常针对不同的目标进行

设计，目的是保证工厂的平稳运行。通过去除不必

要的细节以及合理报警，简化了显示内容，使异常

运行状况的管理更容易。

远程人机界面的集成
新型撬装泵机组刚安装了自己的人机界面。你希望在屏幕上看到什么？它又是如

何与大型控制系统连接的呢？

此外，远程 HMI 的目标一般还包括更好地帮

助设备启动、维护和故障诊断。因此，HMI 的显示

屏上还需要一些其他的细节，例如更多的本地报警

以帮助确定设备的问题。

因为存在不同的目标，就很容易理解远程 HMI

的功能设计与控制室 HMI 需要考虑的有所偏差。

这些差异也需要在两种 HMI 系统之间设定一定的

通用性能加以弥补。举例来说，如果操作员对于主

系统的 HMI 非常熟悉，而只是偶尔使用远程 HMI，

他应该对于后者也不陌生。

多年以来，项目中常见的做法是复制主 DCS 上

成套设备 HMI 的显示内容。这种方法效率有些低，而

且增加整个系统长期的负担。在进行系统变更的时候，

也需要同时在两个 HMI 上进行，才能保证它们的同步。

使用不同方法
除了使用独立的 HMI 新系统然后将其集成到

主控制系统当中这种方法之外，另外一种方法也帮

助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减轻项目和系统整个生命

周期的压力。这种替代方法利用主控制室 HMI，并

将它分配到现场，满足每个组件中远程 HMI 的目标。

这种分配方法可以采用很多渠道确定，具体则

要取决于项目和组件的要求。第一种策略是创建一

个自包含远程 HMI 系统，作为整个 HMI 系统的独

立节点。这些远程节点可以包含远程 HMI 系统需

要的一切元素，比如 ：

■ 标准化和定制的操作员显示屏 ；

■ 单点报警 ；

■ 趋势 ；

■ 事件 ；

■ 本地历史数据库。

除了构造一个远程和主 HMI 之间的接口之外，

Matt Willmott

■包括嵌入式人机
界面在内的设备和
系统在向更大的控
制系统集成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挑战。 

■本文提供了一些
可用的工具，以帮
助控制系统和远程
设备顺利实现无缝
集成。 

关键概念

■ 连接在大型控制系统上的 HMI 的目标，可能要比小型嵌入式系统供应商能

够想到的多得多。图片来源 ：霍尼韦尔过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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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 HMI 还可以简单地作为同类节点与主系统连

接。因为是同类节点，接下来它能够同主系统无缝

交换点数据、报警信息、历史数据和显示信息，不

需要进行重复配置。

霍尼韦尔 Experion 系统家族中就有这类的功

能，它包括一台轻质 HMI 可为小型系统进行优化，

这也是袖珍型控制系统的要求。同时它还装备有面

向中型到极大型设备的全面集成控制和安全系统

（ICSS）。两套系统使用相同的分布式系统架构作

为基础架构，允许点信息、报警和历史信息在系统

中共享，不需要重复配置。

 

带来的新问题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在配置过程

中没有考虑到远程和主控制 HMI 在目标上的区别，

这种方法也还是存在缺憾。集成方法的主要问题是

在主 HMI 中产生只有远程 HMI 才需要的不必要扩

散的报警信息。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对报警进行

分类，使特定的资产信息提示只出现在远程 HMI

上面。其他的资产组别也可以在远程和主 HMI 之

间共享信息，这样就能生成定义清楚的报警信息子

集，重复出现在主控制室操作员眼前。

这种方法还允许不同类别的资产针对中心工

程和维护 HMI 进行定义，后者可以为维护人员提

供更加深入的远程组件信息。因此，这类系统需要

定义完备的资产模型，保证正确的报警信息和数据

连接到远程和中心运营当中，并且帮助远程和中心

维护及故障诊断。

还应该考虑远程和主 HMI 之间的共同显示内

容。过程行业中的很多人因专家已经对这些内容

进行了编译，比如异常状况管理（ASM）联盟就

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在控制室环境下的 HMI 显示

的色彩和对比度需要遵循最佳案例中的使用情况。

然而，由于远程 HMI 通常安装在工厂环境当中，

适合室内环境的色彩和对比度可能并不能用在室

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分别为室内和

室外显示设定一套显示程序，现在有很多技术能

够实现在 HMI 内部对相同内容的显示出不同的效

果。它只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切换不同的颜色和对

比度就可以了。比如说，室外显示可以调整为全

日光显示或者夜间模式。

移动化
最后一点，随着安全 Wi-Fi 网络在过程工厂中

日益普遍的使用，我们也可以使用移动 HMI 满足远

程 HMI 系统的要求，它不再需要安装永久性的设备。

很多大型控制系统就可以提供相应的工具，扩大覆

盖范围，为工厂中的操作员和维护人员提供任意尺

寸的本地 HMI，而且不需要专用的 HMI 设备。这种

解决方案和远程 HMI 系统一样，也需要为特定的人

员和操作区分出需要的报警信息和显示信息。  

■ 工业级坚固耐用

的笔记本和平板电脑

可以承担工厂环境中

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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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简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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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成熟度模
型 的 概 念， 有 助
于 管 理 和 集 成 企
业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的成熟度。

■ 系统的成熟度
越高，所带来的效
益也就越大。

■ 成熟度模型的
目标就是 ：通过将
问题细化为更小、
更 容 易 管 理 的 模
块，来应对企业信
息管理系统的复杂
性，正如你应对其
它复杂问题一样。

关键概念 提
高对成熟度模型框架的了解和推动，可

以促进工厂车间和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功

能的发展。车间管理系统就很复杂，企

业级工厂管理系统则更复杂。这些系统致力于帮助

业务部门更高效地制定决策，而这些决策必定会影

响企业的最终效益。

不过，利用最新技术在整个企业范围内管理系

统，还要确保财务上的可行性，实在不是一件容易

的任务。为了更透彻的阐述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在管理和集成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时，可以考虑引进

成熟度模型。了解成熟度模型的概念，有助于管理

和集成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的成熟度越

高，所带来的效益也就越大。

成熟度模型的目标就是为了应对企业信息管

理系统的复杂性，正如你应对其它复杂问题一样。

它将问题细化为更小、更容易管理的模块。模型服

务于信息管理系统的整体目标 ：在提升决策效率方

面，效果如何？

5 种方式衡量决策效率
决策效率由制定决策所花费的成本（金钱、时

间和努力）来度量。更高的决策效率意味着更低的

成本和更高的收益。在衡量决策效率时，至少考虑

下面 5 个因素。

1、运营管理。这意味着在运行系统时，需要

投入的人为努力的数量。通常情况下，自动操作要

了解成熟度模型，
更好地集成工厂车间和企业管理系统

本文介绍了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先进功能，并对系统的成熟度模型进行了描述。

决策效率由制定决策所花费的成本（金钱、时间和所付出的努力）来度量。更高

的决策效率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收益。在衡量决策效率时，需要考虑本文

中提到的5个因素。

比手动操作效率更高。

2、数据采集。数据采集的成本与进行业务决

策所需获取的信息有关。与运行类似，自动化的数

据采集效率更高。

3、数据分发。为了做出决策，必须获取数据，

而这些数据的存储区域数量对决策的效率有影响。

数据存储的区域越少，数据的分发就越有效。

4、决策质量。信息精度和决策结果的关系如

下：精度越高，决策质量越高。如果数据质量不高，

会导致不断对产品预测进行修订。

5、可持续性。这是为了支持、改变和维持企

图 1 系统的数量和成熟度模型等级成反比。这并不

是对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信息管理系统状态的冒犯，

只是指出了成熟系统需要有效、审慎协调的投资。 

所有图片来源 ：Lei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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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系统所需要的费用。费用越低，持续性越好。

在定义一个成熟度模型前，需要记住，即使已

经使用了目前最新的技术，并进行了革新，大多数

系统的成熟度模型等级也是非常低的。实际上，系

统的数量和成熟度模型等级成反比。

这并不是对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信息管理系

统状态的冒犯，只是指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 ：

成熟系统需要有效、审慎协调的投资。更少的系统，

实现更高的成熟度等级。但是，投资所带来的回

报——高效的决策、减少的成本和增加的产量，让

这一切付出都值得。

为何要建立成熟度模型？
成熟度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解企业信息管理系

统的一般环境。首先，它提供了一系列的标准，来

评估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帮助确定为了进一步提升

决策效率以及最终盈利所需努力的方向。其次，它

有助于业主和企业内部的业务单元、集成商以及分

包商进行更好的沟通。

成熟度模型说明
成熟度模型适用于任何信息系统和生产线层

面的过程。如果你正负责某个企业信息系统，在本

文结束时，希望你会很清楚，自己所负责的系统处

在成熟度模型的哪个阶段。

下面对成熟度模型水平 0-4 级做一个简单的

解释。

0 级 – 基本生存阶段 ：纸质流程 / 手动完成

大多数系统都是从 0 级开始。在 0 级，“系统”

是一个松散的词汇，用于指代那些能够帮助公司生

存下来而不是获得更大发展的活动和应用。一个 0

级的系统主要着力于解决小规模事件。最初，这些

系统开始于基于纸质的过程。然后，通过一些自己

开发的应用，逐步实现了数据采集和某些过程的自

动化。一般情况下，这些应用由熟悉编程的过程工

程师或应用专家开发。信息系统不是他们的专长。

而且，这些应用一般基于比较容易获取、但是通用 ( 不

是专用的 ) 的工具，比如微软公司的 office 系列产品。

在这个层次的系统受困于效率不高。纸质或自

己开发的应用着力于信息采集，帮助运营—而不是

制定业务决策。手动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占据了整

个运营成本很大的一部分。信息由不同的应用记录

在纸质文件上，应用起来比较困难。异常事件发生

时，经常是只有一个人（编制应用程序的人或者是

对过程完全了解的人）能够对其进行处置和修复。

1 级 – 效率改善阶段 ：着力于数据系统

对公司来讲，1 级成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代表着战略决策从生存模式到正式的信息系统的

转移。系统集成商将为企业提供基于 COTS 软件的

定制化解决方案。对于实时、工厂车间层面的应用，

客户经常选择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SCADA）软件，

来提供标准的、可支持的平台。

每个系统在实现其特定任务时效率都比较高。

数据采集自动完成，纸质处理过程退出历史舞台了，

而且所需的手动操作也减少了。运行系统的团队，

使用度量指标（比如整体设备的有效性）来了解如

何实施运行。利用集中但分散在不同区域的数据，

进行有效的决策，这些数据系统可以显著的改善生

产，降低运行费用。

但是，当公司想要从这些不同的专用系统整合

数据、进行业务决策时，1 级系统的不足就显现出

来了。典型情况下，每个系统保存各自的信息。人

工费用包括分析那些看起来并不关联且不能支持所

获结果的那些数据。

2 级 – 竞争优势 ：集中化数据存储

达到这个层次的业务，已经克服了 1 级系统

文章下转P37

图 2 转向更高的软件

成熟度模型等级（0

到 4 级），需要追加

额外的投资，但是可

以 获 得 更 高 效 的 决

策，因此可以减少成

本，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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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的硬件和软件是有不同的规则和编程

方式的。在 Siemens 的 PLC 上编程与在

Allen Bradley 的 PLC 上是不同的。在任

何编程中，都有通用的比较适宜的实例。显而易见，

大家都希望编制出理想的符合功能和需求的程序。

维持一个好的编程文档及管理是在编程领域值得推

广的好习惯。代码应该使编程人员及客户易读及理

解。蹩脚的编程文档

管理会增加不必要的

故障检测时间、停机

时间及编程时间。程

序结构及复杂程度有

可能成为另一个影响

解释程序的因素。我建议遵循 KISS 准则 ：“Keep it 

simple, stupid”，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和保持简单明了。

 

编制程序，简单生活
好的编程文档将会使你的编程生活更加轻松。

增加梯级评论及描述标签可以帮助理解代码及程序。

通常，如果一个编程者有一个项目时间进度表的话，

编制文档将不是问题。但是当时间马上就要截止，

程序员需要将代码快速写出去调试，他可能会认为

等以后再写文档，但是，“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到来。

在调试代码时编写文档是不切实际的。在调试

时，首要任务是确保代码的功能和满足客户的过程

需求。在同一台 PLC 上多个程序员编程也会对文

档造成一些困扰，需要通过程序员之间的沟通和协

调使文档的损失最小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文档可以帮助客户和程序员理解正在发生的

事情或代码的意图，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思考

问题时，可以假设自己就是程序员。

通常的，你编好程序，并且调试成功，你会从

现场离开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你不会回到这里。

如果你是编程者，你觉得必须你亲自回到现

场去增加一些新的代码

容易呢？还是这些代码

在几年后会被其他的人

轻而易举的理解，从而

不用你亲自去修改容易

呢？你公司的其他的程

序员和你的客户的分包商都是一样的。当然了，我

们也可以写出非常晦涩难懂的代码并且没有文档的

注释，这样可以让其他的人在任何程序更新和改变

时持续地依靠你。

这可能听起来对于代码的安全性来说非常好，

但是操作起来并不理想。客户不会对这种只依赖某

个人的状态表示感谢。客户通常希望非定制产品配

件，以简化维护和减少停机时间，同样的概念也适

用于编程。客户通常会避开定制软件，并倾向于开

放的源代码和良好的软件支持，从而减少未来可能

出现的潜在停机和升级时间。

代码 ：保持简洁
对于文档，另外一个好的建议是经常性的管

理：保持代码的简洁，去除一些标签及冗余的代码。

PLC 编程 ：
保持文档的清晰和简洁

Migurel Guiterrez

蹩脚的PLC编程文档和管理会导致不必要的故障和停机。保持简单，有助于避免

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混乱。

■ PLC 可以从良
好 的 文 档 管 理 中
受益 ；

■ 如果你不喜欢
修改工程代码，也
不 要 对 别 人 做 同
样的事情 ；

■ 保持你的代码
简 洁， 删 除 不 必
要的元素。

关键概念

“对于文档，一个好的建议就是经

常性的管理 ：保持代码的简洁，及

时去除一些标签及冗余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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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序员来说，我们通常会对于新的项目高度

关注，特别是那些并没有预先设定程序结构的项

目。毕竟，为什么做推倒重来这样的“傻事”呢？

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剔出我们可以剔出的任何

无用代码。

作为一个程序员，如果文档不全或者根本没有

的话，进入一个程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使将代

码逆向工程后也没有帮助，因为你发现存在一定比

例的伪码或不需要的代码。经过一些痛苦的尝试，

你会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到底是谁写的

代码？”请不要做这样的程序员。

良好的文档编程和管理是很好的编程习惯。我

猜大家一定都遇到过在没有一点文档参考的情况下

编写程序，往往需要通过逆向工程花费很多时间才

能获知这个程序的用途。有总比没有强，即便这个

文档是用你所不熟悉的外语编写的，至少还可以参

考，因为 Google 翻译就能搞定这个问题。

的不足，获得了竞争优势。由于可以在整个企业内

部，进行深入观察和相互关联，从而使得企业能够

显著地提高其决策能力。尽管这个层次没有提供更

多直接的输出，但它确实是重要的一步，使系统进

入到下一个成熟度等级成为可能。

处在这一层的公司，着力于通过整合整个企业

内部各个系统所产生的信息，来了解实时运行。公

司将注意力从独立数据库内数据的运行转移到开放

数据共享和分析。将专用系统产生的信息收集、清

理、组织并存储在某个中央存储区域。业务为新系

统建立正式的流程，来为中央存储区提供信息。某

些公司为了解绩效所建立的度量指标可用于制定战

略业务决策。通常，第一个度量指标一般是为政府

或其它强制性报告制定。

3 级 – 优化资源 : 标准化度量指标和可操作准则

在该层，中央数据库被按照最大化配置。公司在

分析应用上投资，从而可以使用标准数据来实现高效

的决策，从而可以在整个组织内降低费用，创造价值。

将整个业务运营产生的信息整合起来，可以获

得对公司业务更深刻的了解，从而可以消除无效的

活动。专门团队开发标准的度量标准，用于管理各

种业务类型的各个方面，并将其直接与成功的标准

挂钩。利用标准化的比较来完成对业务单元的评判。

经理和总监可以对业绩进行实时评估。

利用集中化的数据，可为预测和积极主动的分

析进行建模。基于这些分析，业务准则能提供可付

诸实施的信息，这些信息被整合到运行人员日常的

活动中。企业仪表盘允许对这些规则进行例行的更

新，以便应对特定的效率事宜，最佳实践和低下性能。

4 级 – 高度成熟的企业 ：自动制定决策

成熟度模型的 4 级，创建了优化的业务环境，

允许使用实时的运营信息来将员工的活动统一到业

务目标上来。成熟过程的最后一步是自动完成基本

的决策制定过程。这就使得员工可以将努力的方向

从例行琐事中解放 出来，转移到效率驱动的活动

上来， 这就可以持续的改善运营活动，降低费用。

在该层，企业依赖自动化的决策，为其带来关

键收益，比如次品处理、订单产生以及供应链的管

理。复杂和关键的决策，需要将直接与业务系统整

合的授权流程纳入其中。

文章上接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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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热成型行业，一种适应性强、高速的 3D

视觉系统被用来在原有的系统中进行缺

陷零件检测。客户希望有一种方式可以

对凸版印刷机（每分钟打印高达 600 份）中的热成

型零件的尺寸缺陷进行检查。因为每个检查时间不

会超过 250 微妙，传统的机器视觉不够可靠也不能

有效地识别所有缺陷。Industrial Control 公司开发

的 IC Themochecker 系统使用 3D 智能相机进行可

靠的检测，并抛弃有缺陷的零件，从而大大提高在

零件加工过程中的成品率。

在使用 3D 视觉的配置中，系统可以在 30 毫

秒中对每个零件测量 130 个剖面图，每分钟产生大

约 75000 个剖面图。相机根据工厂的实际值校准，

允许用户基于实际测量值而不是估计值设定，可以

创建一个让操作员和工程师更容

易理解的系统。

发现“泄露者”
一 家 主 要 的 酸 奶 厂 家 在

2013 年 9 月份启动了一次召回，

相关各方耗费了大量时间和成

本。IC Thermo-Checker 在印刷

阶段发现了“泄露者”——一些

酸奶杯上的凹痕。3D 视觉系统

监控表明有这种小缺陷的表面会

影响密封，导致产品变质。

一家更大的酸奶制造商发

现了这个解决方案并且鼓励其

杯子供应商改善系统。从 2013

年秋天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

已经有 11 套系统分别被 3 个客户的 5 个工厂所

安装。

每分钟 600 只杯子的表面检查意味着每个

杯子将近 4000 次检查，每天每台机器检查近

800,000 只杯子。

在打印机器上安装了光固化机，不受强光的影

响。高速 PLC 和计算机指挥机器剔出瑕疵杯子。

3D 视觉特性
采用 3D 视觉系统的优势 ：

■ 减少召回风险，保护客户和公司；

■ 全自动化检测，无需人工检测，降低成本 ；

■ 机器运行可观测及减少安装时间；

■ 通过系统实时数据更快速地校正机器 ；

■ 通过屏幕、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及时通知瑕疵

品数量 ；

■ 提供工业控制的远程互联网支持。

因为该系统是灵活的，新的应用也很常见。

ThermoChecker 套件包含控制面板、触摸屏电脑、

安装工具、堆栈灯、集成 PLC 和互联网支持设备。

此系统不需要编程，可以在任何设备通过网页浏览

器应用。公司同时提供一个免费的缺陷零件样品分

析工具以确定其可行性。

用于包装杯的 3D 视觉检验系统

Larry Hildenbrand

Industrial Control 公司研发的IC ThermoChecker系统采用了3D智能相机，能

够及时发现有缺陷的零部件，从而实现可靠的检测，大大提高在零件加工过程中

的成品率。

图 1 图中所示为包含

在 ThermoChecker 

3D 套 件 中 的 人 机

界 面。 图 片 来 源 ：

Industrial Control

请将“文章编号+评论”发送到CEC微信公众订阅号

“控制工程中文版”，我们期待您的反馈。

扫描右侧二维码或搜索“控制工程中文版”关注我们

的微信，掌握最新工控咨询，体验零距离编读互动!

文章编号 ：1503-008

图 2  一台安装了 ThermoChecker 的机

器。LMI 3D 视觉相机被安装在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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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机器人紧随它们机器同事的脚步，正

在承担现代化生产线中越来越多的责

任。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机器人类型是

六轴关节机器人。贝加莱已经成功地提升了工业机

器人的安全性，使它们能够与人类携手工作，从而

将它们从安全门和安全罩中解放出来。

工业机器人和机器人系统的安全要求以及它

们与工人一起工作的环境要求由 ISO 10218 标准

中的 Parts 1 和 2 规定。这些标准规定了人体被允

许承受的最大应力。这些规定的上限确保了与机器

人并肩工作的人类不会面临任何严重的危险。可

以说作为一般准则，最大 150N 安全限力，最大

250mm/s 安全减速以及自动停车功能确保了任何

碰撞都将是无害的。

经 TÜV 认证的工具中心点安全
工业机器人执行任务用工具和夹具所遵循的

移动路径是高度复杂的多关节设备轴运动模式的产

物。对速度进行安全监控非常重要，这不仅针对每

个单独轴，而且还针对整个机器人系统，包括工具

中心点。

贝 加 莱 于 2011 年 迈 出 了 实 现 提 高 机 器

人 安 全 性 这 一 目 标 的 第 一 步， 他 们 创 建 了

SLS@TCP 功能（工具中心点安全限速）。该

SafeROBOTICS 功能库包含贝加莱安全编程环

境 SafeDESIGNER 中使用的经 TÜV 认证的参数

和功能块。

这些功能块被用来对运行在 SafeLOGIC 控制

器上的安全控制应用进行编程。无论各个轴处于何

种状态、位置和速度，安全应用都能读取相关数据，

并应用转换来计算工具中心点的实际速度，从而与

规定的安全值进行比较。

安全运动控制 SafeMC 
在贝加莱驱动器上配备的安全运动控制功能

SafeMC，不仅能够读取与安全相关的数据，而且

还能在驱动器上直接执行安全功能。安全数据通

过独立于现场总线的安全型传输协议 openSAFETY

实现传输。

如何驯服机器人

■ 40 年来，机器人承担了人类最繁重，最危险，最

单调的工作任务，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写

意。现在， SafeROBOTICS 可以让机器人与人类一

起携手工作，将它们从机器人单元中解放出来。

工业机器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自动化产线。然而到现在为止，它们仍然被束

缚在机器人单元中以确保人员与它们近距离工作的安全性。贝加莱利用经TＵV

认证的功能块成功地提升了机器人的安全水平，使它们能够脱离机器人单元的束

缚，与人类一起携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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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MC 是所有贝加莱 ACOPOSmulti 伺服驱

动器的标准组成部分。这些驱动器的突出特点是都

拥有典型的错误检测功能，响应时间为 7 毫秒 （约

是安全继电器安全电路的十分之一） 从而将制动距

离缩短了 100 倍。

高效解决方案
在第一版 SafeROBOTICS 方案中，负责监控

的软件模块利用了一个运动模型参数块，它可以被

用来对所有常用的机器人类型进行配置。然而，这

有一个显著的缺点，由此而来的安全应用必须针对

每种机器人类型进行认证。为了替客户节省费用和

麻烦，贝加莱开发了一个更高效的基于标准运动模

型参数块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的优势明显 ：标准化

的参数块可以应用于任何想得到的运动轨迹，最多

有 11 个旋转轴和叠加轴，无论它们包含的特定值

是多少。

更自由，更方便
贝加莱解决方案提供的一大优势是，每个安

全控制应用只需被认证一次。变换参数也可以对

安装在直线龙门轴或旋转工作台上的机器人混合

配置进行建模。参数还可以处理多轴机械耦合结

构。例如在这些情况下，旋转轴 4 可以改变轴 5

的方向。

SafeROBOTICS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一个

全新设计的功能块可以管理复杂系统中额外的自由

度。该功能块可以验证存储数据的合理性。所有这

一切都使 SLS@TCP 成为一个易于使用的安全块，

尤其是当用户利用由机器人厂商提供的标准机器人

类型预装参数块的时候。

最佳的用户支持
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任意最佳的控制类型，无论

是运动链厂商的机器人控制器，还是整个控制系统

集成。开放且独立于总线的安全协议 openSAFETY

使之成为可能。只需要安全导向型位置数据，驱

动器就能对安全响应进行处理。驱动组件如拥有

SafeMC 功能的 ACOPOSmulti 非常适用于这些任

务，因为它们集成了安全功能，并提高了响应能力。

SafeROBOTICS 的用户无需知道路径曲线和速率是

如何计算的。所有这些都可以由集成的转换功能来

处理。凭借最佳的客户支持，他们可以自由地专注

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SafeROBOTICS 的用户无需知

道路径曲线和速率是如何计算

的。所有这些都可以由集成的转

换功能来处理。凭借最佳的客户

支持，他们可以自由地专注于自

己的核心业务。”

—— 贝 加 莱 运 动 事 业 部 技 术 经 理  

Gernot Bachler 博士

■ 标准参数表形式的运动模型可以被随时上传至安

全控制器，并且能够表示任意连续的运动链，最多

带 11 个转动副和棱形副的轴。这包括安装在直线轴

上的机器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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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工业无线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天线

是完成将传输线中的高频电磁能转化成

空间自由电磁波，或将空间中的自由电

磁波能量转化成传输线中的高频电磁能的专门设

备。因此选择一个适合的天线，对于无线网络的性

能十分重要。

天线一般按照辐射方向可分成两大类 ：全向天

线和定向天线。

■ 全向天线向所有方向传播。

■ 定向天线以一种非常窄的“波束”作高度定

向传播 ；比较常见的是抛物线形和八木天线。每种

类型都有其独有的特性和应用场合。

天线增益
天线增益是在输入功率相等的条件下，实际天

线与理想的辐射单元在空间同一点处所产生的信号

的功率密度之比。它定量地描述一个天线把输入功

率集中辐射的程度。增益显然与天线方向图有密切

的关系，方向图主瓣越窄，副瓣越小，增益越高。

天线增益是用来衡量天线朝一个特定方向收发信号

的能力，它是选择基站天线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天

线增益可用 dBi 数值来度量，这是相对于理论上的

各向同性天线的增益指标 ；各向同性天线向所有方

向发射相同的能量，在实际上这并不存在。理想的

半波偶极天线的增益为 2.15dBi。应当指出的是，

随着方向性的增加，增益也随之增加。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是理论上各向同

性天线向最大天线增益方向所发射最大功率的度

量。EIRP 可用来计算从传输线和连接器的功率损

失，包括实际的天线增益。如果知道天线的实际增

益和发射器的功率输出，就可通过 EIRP 来计算实

际功率输出、磁场强度值。

偶极天线
偶极天线是最常用的一种天线类型，可在水

平方向 360 度无死角传播射频（RF）能量。这些

设备的谐振频率为所用频率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个波

长。这种天线简单到可以只需要两节截成适当长度

的电缆很多企业和 SOHO 一族（在家办公或小型

创业者）在配置 Wi-Fi 时，使用的都是偶极天线。

天线都有一个典型阻抗，用于天线和发射器之

间在传输最大功率时的匹配。如果天线和发射器不

匹配，那么就会在传输线路上发生反射，这会降低

信号质量，甚至会损害发射器。反射由驻波比（SWR）

一词来描述，表征的是传输线路的传输效率。SWR

为 1:1，表明没有功率反射和损失 ；5:1 就表明反射

和损失为 44%。SWR 一般使用电压比，所以一般

称之为 VSWR。

定向天线
定向天线将发射功率聚焦在狭窄的波束上，这

样就可以在过程中大幅度的增加过程增益。天线特

性之间也相互影响。传输天线的特性，比如阻抗和

增益，同样适用于接收天线。这就是为何同样的天

线既可以用于发射，也可以用于接收。高度定向的

抛物线形天线的增益可用于放大微弱信号 ；因此这

种类型的天线经常被用于长距离的信号接收。

微带天线
微带天线在一个薄介质基片上，一面附上金属

工业天线的选型攻略

天线的许多参数对于无线网络的性能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工业天线的类型和功

能，你知道多少？

“如果天线和

发 射 器 不 匹

配，那么就会

在传输线路上

发生反射，这

会降低信号质

量，甚至会损

害发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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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作为接地板，另一面用光刻腐蚀方法制成一定

形状的金属贴片，利用微带线或同轴探针对贴片馈

电构成的天线。它一般是矩形的，并被一个塑料外

壳所覆盖。这种类型的天线通过标准的印刷电路板

的方式来生产。一个微带天线可以获得 30-180 度

的波束宽度，还有 9dB 的增益。微带天线一般应

用在 1 ～ 50GHz 频率范围，特殊的天线也可用于

几十兆赫。和常用微波天线相比，具有体积小、重

量轻、电性能多样化以及易集成的特点。

扇形天线
扇形天线提供一种饼状（扇形）的发射模式，

一般以扇形矩阵的形式安装。它有金属板式和金属

导线式两种形式。这种天线由于加大了天线断面积，

所以加宽了天线频带。扇形天线的波束宽度介于

60-180 度之间，典型情况下为 120 度。在扇形矩

阵中，天线以背靠背的形式安装，这样就可以实现

360 度无死角覆盖。扇形天线在蜂窝通信中应用十

分广泛。

八木天线
八木天线是由一个有源振子、一个无源反射器

和若干个无源引向器平行排列而成的端射式天线。

单驱动部件，一般情况下只是一对偶极子，传输射

频能量 ；布置在驱动部件前、后的部件则分别同相

和异相发射射频能量，分别起到增强和延迟信号的

作用。八木天线的波束宽度范围为 30-80 度，可以

获得超过 10dBi 的正增益。八木天线具有有很好的

方向性，较偶极天线有高的增益。用它来测向、远

距离通信效果特别好。如果再配上仰角和方位旋转

控制装置，更可以随心所欲与包括空间飞行器在内

的各个方向上的电台联络，这种感受从直立天线上

是得不到的。

抛物面天线
抛物面天线是由抛物面反射器和位于其焦点

处的馈源组成的面状天线。抛物线是对称的曲线；

抛物线形反射器的描述就是 ：一条曲线做 360 度

旋转——形成一个碟形，或者使用技术术语叫抛

物面。抛物面天线具有很高的方向性，可以将射

频的能量聚集到波束中，有点像手电筒。抛物面

天线具有非常窄的波束宽度，一般不会超过 25 度。

增益则取决于直径和频率 ；在 2.4GHz 时，1 米

直径的碟形天线可以提供大约 26dBi 的增益，而

一个 10 米直径的碟形天线，在同样的频率下，则

可以提供高达 46dBi 的增益。天线的“馈”入，

或者由半波偶极天线完成，或者由馈源喇叭完成。

抛物面天线多用于长距离建筑物间、或者是非常

广泛的地理区域的通讯连接。超大型抛物线天线

可以用于射电天文望远镜，可以提供高达一千万

或者大约 70dBi 的增益。

栅格天线
假定抛物线形反射器具有很大的迎风面积，

那么问题来了，在大风或者中等强度风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抛物面天线偏离位置，甚至是遭到破

坏。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反射器被设计成穿

孔栅格。不同栅格部件的距离大小取决于频率 ；

它与频率大小成反比。增益和波束宽度与抛物面

天线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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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描述的是不

同天线的极向图和八

木 天 线 的 半 功 率 波

束宽度。图片来源 ： 

Dan Cap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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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新品发布

变送器

艾默生推出

双线制非接触雷达变送器

艾默生过程管理推出新型 5400 系列非接触雷达物位变送

器，专门用于严苛的散装固体物位测量。罗斯蒙特 5402 型的

高频 2 线雷达采用罗斯蒙特主雷达变送器软件和独特的算法克

服了在容器、料箱和筒仓中测量固体物位所面临的特殊困难，

例如倾斜或斜面、低介电常数及高填充速率。

倾斜或斜面都会使回波信号远离雷达并产生一些小反射。

罗斯蒙特 5402 型通过采用专门针对此问题而开发的新型信号

处理算法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于涉及低介电常数的干燥固体来

说，由于它们会产生小反射并且导致液位测量数据不稳定，因

此需要增加测量灵敏度，消除噪音并增强回波强度。高填充速

率导致的测量困难需要通过提高灵敏度和回波追踪来解决。

2 线技术采用现有缆线，因此安装快速、经济 ；同时它可

以提供与 4 线连接技术相同的高物位数据和诊断信息。

创新型双端口技术可以确保高强度信号返回变送器，高级

表面追踪和抗冷凝天线使得罗斯蒙特 5402 性能非常可靠 ；即

使在最严酷的工况中，也具有高可靠性。

用户友好图形界面对于特定应用的组态提供向导和建

议，可以帮助用户轻松地将变送器集成至新的或现有的控制

系统。此外，它可以减少维护操作并提供高级诊断，从而确

保了快速投资回报、全面提高了正常运行时间并增强了运营

安全性。

适用于固体物位测量的罗斯蒙特 5402 型非接触雷达变送

器是艾默生全面物位测量设备的一部分，它适用于多种应用及

行业。

控制器

研华推出

轨道交通专用机ITA系列保障出行安全

研华作为全球智能系统产业的领

导厂商，最新推出拥有工业等级的轨道

交通专用机 ITA 系列，该系列产品通过

EN50155 认证，是一款具备很高的精准

性、可靠性和耐用性的列车控制器，应用

于如列车监控，媒体广播，乘客信息系统。 

    ITA-5710 和 ITA-5730 是紧凑性，无风扇的工业等级计算机。

通过 EN50155 认证，适用于列车监控系统和乘客信息广播系统。

ITA 接受从网络交换机 IP 摄像机拍到的图像信息，再传输到 NVR

控制器进行并进行存储、管理。

ITA-5710 和 5730 是 列 车 车 辆 管 理 系 统 中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支持海量存储 ；多串口用于连接不同的媒体设备 ；拥有

Intel®AtomTMD525 双核和 CoreTMi7 处理器 ；再加上耐用的 M12

连接器等。这些所有的设计都是建立在满足铁路应用的特殊环境。

研 华 的 ITA-5710 和 ITA-5730 列 车 车 辆 系 统 均 持 有

EN50155 认证，两者都针对振动性和宽温工作而设计的。该列

车控制器经过认证属于 1 类 B 级，确保了车辆的可靠性和可持

续性 ；在电磁兼容性（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以下简称

EMC）方面，ITA-5710 和 ITA-5730 通过 EMC level 3，使得设

备在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不产生

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为其它电子设备的接入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条件 ；同时，它们都配备了坚固耐用的 M12 连接器，确保在轨

道运行中强大的 I/O 接口连接。除了 EN50155，该系列产品也符

合 EN45545 的证明耐火性。

自动化软件

霍尼韦尔最新推出UniSim资质认证套件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于日前宣布推

出其最新 UniSim 资质认证套件。该套件

有助于提升操作人员能力，帮助在流程

工业操作站及现场操作的工作人员通过

真实的培训项目更加快速地获得技能和

工作经验。

霍尼韦尔在流程模拟与操作员培训领

域拥有 30 余年的丰富经验，其最新推出

的模拟软件套件可以提供强大且集成化的

培训项目，能够帮助工厂解决富有经验的

操作员日益短缺的问题。

UniSim 资质认证套件所采用的久经

验证的模拟模型及新技术包括 ：

• UniSim 操作 ：操作员培训模拟器

（OTS）通过动态模拟工厂的生产过程将

全生命周期整合至一个简约的过程培训课

程中，从而使得操作人员快速获得所需知

识。还可以对真实的工作流程、控制和安

全系统进行模拟。 

• UniSim 课程 ：客制化的能力模型能

够帮助改善关键且必备的技能与行为 ；跟

踪操作员的操作过程 ；基于异常状态管理

联盟的研究帮助操作员提升竞争力，也有

助于企业更好地定义、部署和管理结构化

项目。

• UniSim 导师：知识捕捉与传播工具；

为操作人员提供所应获得的行业知识和经

验存储库 ；教授与评估“因果”反映措施

与诊断能力。

• UniSim 现场成像 ：可以为接受培训

的操作员提供操作现场真实、高互动性且

易于操作的全方位视角成像 ；使用工厂实

际图像，也为现场操作员拓展模拟培训。

• UniSim3D 连接 ：UniSim 操作模拟

器集成并连接至 3D 虚拟环境 ；为现场操

作员提供可靠且真实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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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传感器

邦纳重磅发布

两款“钢铁侠”激光传感器

Q4X 是美国邦纳最新一代的

多功能全金属数显激光测距传感

器。为各种困难的工业应用提供

高速，非接触，可靠地检测解决

方案。Q4X 同时提供了 FGS 前

景抑制和 BGS 背景抑制功能。 

它是名副其实的传感器界的“钢

铁侠”，达到 IP69K 防护等级的坚固外壳， FDA 级不锈钢可

抵抗机械冲击、过度紧缩和极端振动；它还非常的多才多艺，

在 23-300 毫米检测距离内，能可靠检测各种目标颜色和材

质表面 ；而且它平易近人，倾斜的 4 位数字显示、响应快速

清晰的按钮都简化了用户体验。

Q3X 是美国邦纳一款全新的全金属数显激光对比度识

别传感器。可以高速，非接触，可靠地检测各种颜色目标物

的对比度细微变化。坚固的镀镍锌外壳，即使在有切削液和

油的恶劣环境下也能可靠工作 ；即使在极具挑战性的微小对

比度差异背景中，它也能可靠检测 ；而且它平易近人，倾斜

的 4 位数字显示、响应快速清晰的按钮都简化了用户体验。

控制器

ABB推出

第二代IRC5C工业机器人控制器 

ABB 近日宣布推出第二代 IRC5C 紧凑型工业机器人控

制器。作为 IRC5 控制器家族的一员，第二代 IRC5C 将同

系列常规控制器的绝大部分功能与优势浓缩于仅 310（高）

×449（宽）×442（深）的空间内，可谓“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

“IRC5C 比常规尺寸的 IRC5 要小 87%。”ABB 机器人

控制器产品经理 Henrik Jerregard 介绍说，“因此更容易集成，

更节省宝贵空间，通用性也更强，同时丝毫不牺牲系统性能。

IRC5 还是我们小型机器人系列的最佳搭档。”

新型 IRC5C 的操作面板采用精简设计，完成了线缆接

口的改良，以增强使用的便利性和操作的直观性。例如 ：已

预设所有信号的外部接口，并内置可扩展 16 路输入 /16 路

输出 I/O 系统。

IRC5C 虽然机身小巧，但其卓越的运动控制性能毫

不亚于常规尺寸的控制器。IRC5C 配备以 TrueMove 和

QuickMove 为代表的运动控制技术，为 ABB 机器人在精度、

速度、节拍时间、可编程性及外部设备同步性等指标上展现

杰出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传感器

宜科G-Sens传感器

开启电感式传感器新篇章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在

自动化领域底层传感器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随之而来的使用工况

也越来越复杂，针对使用环境温

度较低或较高、多尘多水，以及

对现场对小尺寸、高检测距离等需求，在电感传感器的使用中被更多

的提出。

一直以来，宜科公司力求向中国市场提供最好的用户体验，

将国际尖端技术与中国市场需求相结合，以推动中国工业自动化市

场不断发展，在这个目标下，宜科正式推出了具有 -30-85℃宽温

度范围、IP68 高防护等级、加长检测距离的 G-Sens 电感式传感器。

该系列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具备以下优势 ：宽环境温

度范围能够满足各类复杂的工况，达到更灵活的使用。IP68 的防

护等级满足更恶劣的尘、水环境，设备运行得到最好的保障。足够

长的检测距离，能够保障可靠稳定的检测输出。

可以说，G-Sens 在通用传感器低价位的基础上，具备更好的

电气、机械参数，让客户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同时，又能用到检测

定位更精密、对恶劣环境适应强、误动作和损坏率更低的产品。

变频器

安川电机推出矩阵式变频器U1000

2015 年 3 月，超越传

统变频器的新一代安川电机

矩阵式变频器 U1000 隆重

登场。U1000 具有有效抑制

电源高次谐波、充分利用再

生能源、实现良好节能效果

等卓越特点。1 台 U1000 可以帮助客户实现损耗减少约 19%、接线

减少约 70%、设置面积减少约 65%、重量减少约 81%。因此为客户

在节能降耗、节省设备空间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通用变频器在进行电力转换时会产生高次谐波。这种

高次谐波将会导致精密仪器误动作，发电机过热，甚至会对电源系

统带来不良影响，并对周围建筑产生同样的问题。U1000 针对上

述问题，有效地抑制高次谐波，无需配置以往必须的高次谐波应对

产品，同时节省配线和空间，实现设备总体成本显著降低。

U1000 的与众不同还在于能够通过使制动电阻器等作为能量

散发掉的能源回馈至电源、传递到其他设备中，而从使以往浪费的

能源减少 50%。为办公楼空调系统，泵，制冷压缩机，自动扶梯，

电梯，升降机，动力试验机和离心机系统等一直以来存在的能耗问

题、为改善人们生活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ProduCTs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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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细描述过程，为未来的过程工程师保存相关知识。在过程控制器、PLC及

DCS平台上开始编程时，可以从需求描述文档开始。

为基本过程操作（BPO）；在连续操作的工厂，被

称为概念功能规范（CFS）或简单功能规范（FS）。

BPO 文档是创建一个控制系统的第一步，它

是一个通用文档独立于其所将实施的平台。BPO

文档必须包含大量的细节，这样过程控制工程师

和编程者就可以利用这个文档创建详细的功能规

范（DFS）文档。DFS 是基于 BPO 文档的对用于

具体类型的控制系统的“翻译”。浏览 DFS 文档

可以帮助控制工程师和编程者编制控制软件。

BPO 文档应该回答两类基本问题 ：1）正常的

工作情况下，过程的表现是什么？ 2）何种措施可

以应对预料不到的情况？

BPO 文档是对过程状况和操作的描述，大多

数情况下是需要在控制器而不是在人机界面中实现

的。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 ：根据最初的设计思想

记录了各种过程操作的基本理念，并且可以被过程

工程师阅读和理解，从而保证了在将来操作中的易

维护性。

在
过程控制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及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平台上开始

编程，有些步骤是必须遵守的。有的时

候你会觉得这些步骤仅仅是口头提醒，但是在一个

受控的环境中，这些步骤都是被严格写下来并需要

被遵守的。不论这套方法论如何被应用，第一步永

远是“理解需求”。

当控制系统编程者被要求为控制过程而编写

或修改程序时，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应该得到一份

需求描述文档。

 

不同名称的需求描述文档
这类需求描述文档往往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

的命名。在自

动化水平高的

制造领域，特

别是在食品医

药领域称为用

户 需 求 规 范

（URS）；在需

要大批量处理

的行业，被称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如何写好过程操作描述文档

Oren Yulevitch

图 1 每个过程操作都

有 4 个 阶 段 ：1） 空

闲 ；2）执行前准备 ；

3）执行 ；4）终止 ；

图中显示了各个阶段

之间的转换。

图 2 图中所示为一个

简化的设备单元图，

包括清洁的水箱 (T-

8)、 泵（P-160）、1

个循环阀，3 个多管

阀，1 个 接 收 水 箱。

具体操作过程是控制

水从 T-8 流向 T-9。

图 3 如果初始逻辑状态过于复杂，那么逻辑应该被

描述的更加清晰。图中所示是一个复杂逻辑的例子。





工业网络安全组件   
关注工业自动化网络需求的安全解决方案

为了响应现代工业自动化对网络安全防范的需求，基于对工

业自动化网络环境的深入理解，SCALANCE S 工业以太网安

全模块及安全集成通讯产品共同构建高效可靠的智能自动

化网络。

siemens.com.cn/industrial-security

SCALANCE S 与 PLC/PC 通讯处理器提供：

• 1000Mbps 高速连接带宽

• 良好的工业环境适应能力

• 精确全面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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