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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您是选择单机、通讯接口连接还是集成方案，现代化的智能安全仪表系统

DeltaV SIS 都能够灵活满足您的需求。

您无需受限于当前的控制环境，便可直接选择当前最先进的技术，即基于电子布线技术和

CHARM 的 DeltaV SIS 系统，从而帮助您简化 SIS 项目的设计、安装、布线及调试。该项技术通过

消除传统接线柜的需求，扩展了 SIS 系统的容量，减少了空间需求。现在您可以部署一套独立或

者与现有的控制系统集成的安全仪表系统，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由您选择适合自己的解

决方案。欲获取更多信息，请扫以下二维码，或访问：ModernSafetySystem.com 。

一切尽在掌握

系统架构迫切需要添加一套现

代化的安全系统，因而我们需

要采用当前最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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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防御 信息安全
西门子工业信息安全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更上一层楼

Answers for industry.

工业信息安全是一个从意识培养开始，涉及到管理、流程、

架构、技术、产品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目前，部署纵深防

御是工业领域应对安全威胁的切实方法，该方法涉及到工厂

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系统完整性三个部分。

工业信息安全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在整个工业基础设施生

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持续实施、不断改进。

为此，西门子推出了一系列全集成的工业安全产品和服务，

针对具体的生产和过程设施进行全面分析，根据实际情况为

用户量身定制一系列的安全措施，并且帮助用户实施安全措

施，及后期的信息安全措施更新和风险值调整。无论是当前

还是未来，始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业务领域

免费热线：4008104288   传真：010-64719991

北京：010-64768888   上海：021-38893889   广州：020-37182888   沈阳：024-82518111   成都：028-86199499   武汉：027-85486688

siemens.com.cn/industrial-security





2   2015.06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被
誉 为 中 国

版“ 工 业

4.0”的《中

国制造 2025》规划，

日前由国务院正式印

发，标志着“中国制

造 2025”由概念提出

进入到具体实施的新

进程。

作为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中

国制造 2025》提出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

强国行列的目标，并实现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

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

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

规划还从创新能力、质量效益、两化融合

以及绿色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衡量指标。

比如，到 2025 年实现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

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从 2015 年的

0.95% 提升到 1.68%，制造业增加值率提高 4%，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提高 30%，规模以上单位工

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34% 等。

除了战略目标的量化，对于如何实施中国

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宏伟蓝图，《中国

制造 2025》还明确提出了九项战略任务、五项

重大工程和十大重点突破领域。这里跟读者分

享与工控领域息息相关的五项重大工程及其具

体的实施目标 ：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围绕重点行业

转型升级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增材

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发展的重

大共性需求，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

技术研究基地），到 2020 年，重点形成 15 家左

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力争到 2025 年形成 40 家

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

智能制造工程。紧密围绕重点制造领域关

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融合

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用。到 2025 年，制造业重

点领域全面实现智能化，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成

本降低 5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 50%，不良品

率降低 50%。

工业强基工程。建立奖励和风险补偿机

制，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

键基础材料的首批次或跨领域应用。到 2025 年，

70% 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中国版“ 工业 4.0” 落地  
五大工程细化实施要点

主保障，80 种标志性先进工艺得到推广应用，

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成较为完善的产业

技术基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整机牵引和基础

支撑协调互动的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绿色制造工程。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能效

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专项

技术改造。到 2020 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

和百家绿色示范园区，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

放强度下降 20%。到 2025 年，制造业绿色发

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

造体系基本建立。

高端装备创新工程。组织实施大型飞机、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智能绿色列车、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

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等一批

创新和产业化专项、重大工程。到 2025 年，自

主知识产权高端装备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核心

技术对外依存度明显下降，基础配套能力显著增

强，重要领域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五大重点项目的细化，为加快中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方向。日前，工信

部公示了 2015 年智能制造专项项目，包括科研

单位和企业的 94 个相关项目入围此名单，标志

着《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中智能制造项目的率

先启动。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李东表示，到

2016 年，智能制造专项继续扩大试点，边示范、

边总结、边推广，2017 年准备全面推广智能制造。

在 2015 年智能制造专项项目名单中，除了

科研单位的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

信息安全等通用技术和标准的研究项目外，我们

也看到了一些自动化厂商参与的身影，比如北京

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

造信息交换及互操作标准及试验验证系统项目，

以及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传感器

全生命周期数据闭环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等。

转型中的制造业企业离不开先进的自动化

技术，每一位工程师都是“中国制造 2025”的

参与者和执行者，未来，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自

动化企业参与到智能制造项目之中，为中国早

日实现制造强国的梦想增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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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20 基于 FPGA 技术的发动机硬件在环仿真测试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设备能为仿真和测试提高硬件在环（HIL）能力，通过发动机和驱动测试，更快实现从概念到实际产品的转化，

正如本文中的斯巴鲁混合动力发动机测试案例中所体现的一样。

技术文章

24 积分过程与自整定过程的基本原理比较
 不同过程所具有的特别属性会影响到它们控制方式的选取。建立控制策略的一个关键步骤是了解一个过程是如何对控制进行响应的。以

水箱和伺服电机的控制过程为例，现在我们来一探究竟。

27 如何提高伺服系统精度？
 仔细选择伺服电机、设备执行器以及相关组件，可以为运动控制应用提供更高的精度。为了达到最佳性能，除了进行适当的软件组态和

编程外，所有的伺服系统在首次上电时，都需要进行调节。本文介绍了实现精准运动控制需要考虑的 8 个关键因素。

30 如何让你的生产系统更具可视性？
 信息化的控制架构让油气管线公司实现了智能生产和生产系统的可视性。升级后的控制系统可以提供大跨度的历史信息、监控信息、对

于重要设备的实时监测以及性能数据访问等。

特别企划

16 EtherCAT ：面向工业 4.0 和物联网的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

专题文章

封面故事 技术文章

技术文章

20 3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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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insighT

dennis Brandl,  Br&L 咨询公司总裁

控制系统编程 ：
更多设计时间，更少实施时间

卓
越的控制系统编程人员在设计上花费的

时间更多，这样他们在实施阶段就可以

节省时间了。尽管这看起来是在鼓励你

要足够懒惰才能成为优秀的控制系统程序员，实际

上你要足够聪明和高效，并且对于编程时间和预算

有相当的把握。

仅有良好的编程习惯并不足以造就一名优秀

的控制系统程序员。在开发稳定、可靠、高效和精

致的控制系统的时候，需要多种技巧。如果你想成

为一名伟大的控制系统程序员，看清自己的长处和

短处都至关重要。控制系统程序员最常见的一个弱

点，就是系统设计能力。很多控制系统程序员都是

自学成才，没有经过多少正规的软件工程训练。即

便是那些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人也是如此，因为

他们更加关注软件编码细节，而不是系统设计和架

构。然而，只有拥有良好的设计习惯，才能保证开

发出来的系统稳定、可靠并且高效。

减少总体时间
最好的设计习惯，就是要“懒一点”。这么说

的意思是尽量通过在设计阶段花费更多时间、减少

实施阶段的时间，减少代码数量，从而降低编写、

测试、建档、改错和安装的工作量。最好把时间花

在只有 1000 行代码有效设计开发上面，这要好过

使用 10000 行代码、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繁杂设计。

想要成功“偷懒”，就需要从不停止阅读和学

习新的架构和新的方法。软件开发并不是在定义

完备而且稳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它通常都会不断

演进。五年之前不可想象的架构，现在却已经成

为了主流解决方案。最好的学习新设计模式和简

单方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养成阅读专业杂志

和博客的习惯。每天花至少 30 分钟阅读其他人设

计解决方案的心得。

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设计系统值得学习，首先是

要设计界面，然后是算法。通过先行设计界面，你

会从代码用户的角度接触到问题。你应该设计一个

易于使用、不需要了解关于实施算法知识的界面。

如果理解你界面的时候需要考虑的空间最小，也就

容易进行改错和建档。

养成重用设计的习惯，这是“懒惰”的终极奥

义。不要害怕从之前的项目里剪切和粘贴设计元素。

建立并且使用可重用设计资料库，并将资料库与设

计伙伴分享。造成无法重用的一个糟糕设计习惯就

是过度泛化。你可以针对重用进行设计，但是如果

你在某一个设计元素的一般化方向上走的太远，就

会有风险使得界面过于复杂。在进行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设计重用的可能性，但是不用试图使用超过

50% 到 75% 的重用元素。

正确建档加速验证
养成进行规范显示设计的习惯。使用 UML（统

一化建模语言），对设计建档，这样它们就易于理

解和验证。UML 在软件工程中的地位就和电路图

在电气工程中的地位一样。没有哪个电气工程师在

不借助电路图的情况下就会匆忙开始进行布线，同

样也不应该有软件工程师在没有 UML 定义的情况

就开始编码。

你所养成的良好设计习惯，会减少你需要编写

的代码量，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控制系统程序员。

仔细地考虑设计中的重用元素，正规建档，是最先

进架构和模型的根本，这样控制系统才会更加稳定、

可靠并且容易维护。

cE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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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正加速推进。6月3日，

从工信部网站获悉，2015 年智能制造专

项项目正在公示，共包括 94 个智能制造

相关项目，申报单位涉及十几家上市公司。

早在今年的 3 月 9 日，工信部就印发了

《关于开展 2015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

行动的通知》，并下发了《2015 年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实施方

案》指出试点示范项目实现运营成本降低

20%，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0%，生产效率

提高 20%，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10%，能

源利用率提高 4%。

2015 年一季度，水泥产量为 4.28 亿

吨，同比下降 3.4%。这是 15 年来水泥

行业首次在一季度出现产量负增长，反映

出今年水泥市场需求的弱势开局。数据显

示，2014 年，全国水泥行业实现销售收

入 9792.11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0.92%;
实现利润总额 780 亿元，同比增长 1.4%，

为历史第二高位 ；利润率达 7.97%。

6 月 10 日，发改委批复了 7 项投资

项目，集中在铁路、公路、民航三大领域，

投资额超 1200 亿元。截至 6 月 10 日，今

年上半年发改委共批复 34 项基建项目，

投资额超 7200 亿元。其中交通类项目就

有 26 个，约占基建投资项目的四分之三。

今年以来，投资稳增长的重任落到了交通

类基建投资领域。

根据日前通过的《东莞市工业机器人

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15-2020 年）》，

到 2020 年，东莞市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

产业产值将力争达到 700 亿元，打造成珠

三角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工业机器人智能

装备产业集聚区和智能制造示范城市。到

2016 年力争全市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

业产值达到 350 亿元，争取工业机器人产

业实现年均 30% 增速。引进和培育 3-5
家产值 10 亿元以上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

企业。

海关总署 8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 5 月，我国进口金属加工机床

7171 台，同比减少 36.13%。进口金额达

392217 万元，同比减少 27.51%。至此前

5 个月累计进口金属加工机床 34266 台，

金额达 2131433 万元，累计分别比去年同

期减少 10.8%、11.4%。

94 个

3.4%

700
亿

36%

1200
亿

EtherCAT 技术协会和 OPC 基金会联合定义通用接口

EtherCAT技术协会（ETG）与

OPC基金会日前宣布共同定义了适

用于工业4.0和物联网的通用接口，

并在2015汉诺威博览会上签订了谅

解备忘录。

两个组织就其技术能够实现完

美互补达成共识：EtherCAT是实时

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特别适用于

机器和设备的控制，同时EtherCAT

自动化协议（EAP）适用于主站间

精简的数据交换，而OPC UA作为

扩展通信和集成安全性设计的平

台，能够将加密数据传输至MES/

ERP系统和云中。

工业4.0和物联网不仅需要数

字工厂内部各层级之间无缝持续的

通迅，同时需要通过基于云服务和

其他网络技术进行外部通迅。ETG

和OPC基金会通过共同定义两种技

术间的开放接口满足工业4.0和物联

网的通讯需求。

基于以上原因，双方共同认

为，在谅解备忘录(MoU)框架中，就

研发这些接口进行紧密合作，而不

是将自己的技术扩展到其他技术的

核心。

施耐德电气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日前，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

德电气与中国电信在北京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就此

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充

分发掘和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

势资源、强强联手，携手开拓基于

移动数据互联、数据中心和云计算

等面向行业深度应用的信息增值服

务业务。通过此次合作，施耐德电

气会将其在传统行业能效服务领域

的经验完整地应用到中国电信产业

化纵向发展的战略中，全面升级双

方的战略合作关系。

此次与中国电信携手，施耐德

电气将基于Wonderware和Citect的

软件应用平台，为客户提供多种组

合的增值服务。这一合作必将推动

双方在传统行业能效管理方面的经

验积累和技术发展，对建立产业互

联生态、提高双方核心竞争力都具

有重要意义。

施耐德电气全球解决方案事

业部软件行业负责人徐哲表示，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物

联网、云计算技术的普及，能效

优化与价值提升对于电信行业的

未来发展日益重要。同时，此次

与中国电信的合作，也为施耐德

电气的软件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

新的方向和发展。

Mar t i n  Ros tan表示：“有

了 这 个 协 议 ， 我 们 就 为 始 终 把

EtherCAT系统集成在工业4.0和

物联网架构中创造了先决条件。

2014年10月，ETG技术委员会内

部决定选择OPC UA作为我们连接

云系统和IT世界的伙伴。发展至今

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期

待在今后合作中能够创造互利双方

的通用接口。”

T h o m a s  B u r k e 补充说：

“EtherCAT是一种领先现场级通讯

技术，为我们的功能提供了理想补

充。OPC UA并不是现场总线的竞争

对手，它旨在保证这些系统与IT世界

进行通迅的一致性和安全性。因为

两个协会将支持通用接口的研发，

并预计很快就会有实践成果，我们

都非常期待。”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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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智能的世界  PHIIDF2015 成功举办

2015年5月18日，菲尼克斯电气大

型年度品牌活动------“2015年菲尼克斯

电气创新与行业发展论坛”PHIIDF2015 

( Phoenix Contact China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2015，以下

简称“PHIIDF2015”)经过前期精心筹备，

终于在上海正式拉开序幕，向所有与会嘉

宾展示了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公司面向未来

“智能的世界”所做的努力。

本次活动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形

式上，再一次刷新了中型制造型企业传播

工业技术和品牌的新高度，共邀请行业领

导、重点客户等约1500人。在为期4天的

活动里, 菲尼克斯电气围绕“连接智能的

世界，助力中国制造2025”这一主题，

通过主论坛、分论坛、展示厅与体验区参

观、自动化大赛决赛现场评分和投票等多

个环节，向客户全面展示了最新的技术、

解决方案以及应用案例，和与会嘉宾共同

分享了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和行业趋势。同

时，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探讨面向未来

的智能战略，

以及如何借工

业4 . 0之力，

为中国从制造

业大国向制造

业强国迈进做

出贡献。

菲 尼 克

斯电气中国公

司总裁顾建党先生致欢迎辞，并向客户与

合作伙伴展示了公司面向未来的不一样的

思考。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我

们面临着严峻挑战，即过去赖以生存的资

源将不复存在或更难获取，这无疑会改变

中国制造形态和企业发展的模式。同时，

得益于今天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人们

过去的一系列梦想将会插上飞翔的翅膀。

“可以说，今天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同时

也是通向未来最好的时代。而在这个特别

的时代，不管产业如何变化，菲尼克斯电

气作为一个100 %扎根中国的德国家族企

业，都将继续做巨人们背后的配角，甘当

推动客户向前持续发展的弄潮儿和产业行

业和技术的推动者。”

期间，还有多位业界专家分享了《中

国制造2025解析》、《德国工业4.0战略

解读》、《机器人助力中国制造2025》、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及应用实践》等

最新行业发展报告， 重点解析工业制造型

企业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帮助用户推动产

业发展，如何可持续地为各行业用户创造

价值的方向与策略。整个论坛信息丰富，

让听众不虚此行。

ABB 智能技术集体亮相重庆 , 彰显行业领导地位

2015年6月3日，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

动化技术集团ABB在第七届“自动化世界”

活动中，全面展示了包括YuMi双臂协作机

器人、PMCS能耗综合管理系统、M2SE系

列三相异步电动机、Terra 53Z电动汽车充电

机、Azipod D绿色船舶电力推进系统、“i-

家”无线智能家居系统等在内ABB最新的自

动化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彰显其在自

动化领域的研发实力和行业领导地位。

在经济迈入“新常态”背景下，我国

正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并在近期发布

了“中国制造2025”

战略规划，以全面推

动制造业由大变强，

通 过 “ 三 步 走 ” 在

2049年进入世界制造

强国前列。在“中国

制造2 0 2 5”的十大

重点领域中，ABB的

智能技术和解决方案与工业机器人、海洋

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等多个

领域的发展完美契合。

ABB集团首席执行官史毕福表示：“作

为全球自动化和电力行业的领导者，ABB拥

有全面的智能技术，支持中国从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的转变。在‘物、服务与人互联’

的大趋势下，ABB将继续利用技术优势和全

球经验支持中国电力、工业、交通和基础设

施领域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能耗，实现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在‘新阶

段’战略下，ABB将致力于通过各项举措加

快ABB在华业务的快速增长。”

在智能制造中，人机协作已成为工

业机器人的发展趋势。在本届自动化世界

上，YuMi人机协作装配工作站完美展示了

工人与机器人如何并肩工作，共同高效精

准地完成装配工作。作为世界上首款实现

人机协作的双臂工业机器人，YuMi能够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与人类进行协同作业，

全面引领人机协作新时代的来临。

2015年“ABB自动化世界”以“智

能技术，智慧跨越”为主题，包括主题论

坛、行业论坛、技术讲座和产品技术展

示，共吸引3500多名行业专家和客户参

加。作为ABB在华最大的年度客户活动，

“ABB自动化世界”已连续6年在上海、北

京和广州成功举办。今年是ABB这一年度

盛典首次在西部城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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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中国制造 2025 东风 力控科技共筑中国梦

2 0 1 5年5月2 8日，借“中国制造

2025”正式颁布的东风，“中国梦，力控

梦”——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力控科技）2015年媒体见面会在北京隆

重召开。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信息中心副

主任兼总工程师张志檩主任、清华大学自

动化系博士生导师萧德云教授、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综合自动化技术工程中心

总工程师马增良研究员、中国计量协会冶

金分会常务副秘书长杜硕先生等出席并发

表讲话，并有30多家媒体出席了本次力控

科技发展历程中极具标志性意义的媒体见

面会，共同见证了集团化发展的力控科技

以全新的形象盛世启航。

作为中国自动化软件的领军企业——

力控科技敏锐地抓住“工业4.0”，积极

跟进“互联网+”，为推动“中国制造

2025”和“两化融合”做出了战略性部

署，在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基础

上，成立了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

并以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为控股平

台，先后投资设立了北京力控华康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力控元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和广州力控元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形成

了以工业自动化软件为核心的可支撑“中

国制造2025”的集团化产业链。

力控科技的新LOGO与上一代相比，

突出了力控科技的中英文标识，能够更完

整、清晰地传递力控科技的品牌信息，右

侧的地球卫星模型代表力控科技自我定位

于国际竞争力产品及服务提供商的事业追

求。LOGO 采用深蓝和叶绿两色，深蓝象

征生命之水和科技之光。

今天的力控科技已拥有提供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从HMI/SCADA及数据采集产品、

企业级实时历史数据库、工业控制智能平

台、工业控制信息安全到基于云计算的工

业物联网平台等全线产品、技术、服务以

及多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nEWs新 闻  

研华正式发布《物联网 • 智慧城市创新 2015 案例精选集》

2015年6月11日，智能系统领导品

牌研华科技举办《物联网•智慧城市创新

2015案例精选集》（以下简称《案例精

选集》）媒体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案

例精选集》。《案例精选集》延续研华去

年发布的《研华智慧城市应用白皮书》的

风格，专注应用创新，选择了7大产业20

个标杆企业的案例，并突破技术案例的写

法，采用图文并茂及较好的通读性，由产

业资深媒体人撰稿，深入浅出挖出案例实

践背后的产业智慧。研华表达：希望借助

《案例精选集》加强业界对智慧城市的信

心，经验借鉴，促进产业间交流创新。

研华总经理罗焕城讲道：“智慧城市

建设发展向我们表明从技术、项目的角度

来思考城市的建设，并不能真正解决大城

市病，城市的建设者需要从问题出发，寻

找城市问题的解决之道。” 

2015年，国家将“互联网+”提升

为战略重点，明确指出智慧城市是信息技

术与各垂直产业的生态融合。研华科技一

直在积极推动“共建生态圈”和“协同创

新”的发展策略，《案例精选集》可以看

到产业“跨界协同”和“物联网思维”的

实践。研华同时宣布，下周起至9月，将

以“协同工业4.0、物联网创新 促进智慧

城市落地”为主题，在宁波、合肥、哈尔

滨、郑州、青岛、长沙六地举办“研华技

术应用创新论坛（ASF）” ，搭建产业和

地域交流平台，促进智慧城市落地。

海得控制与百通香港签署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2015年6月3日，海得控制与百通香

港在上海签署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与百通亚洲（香港）有限公司设

立上海海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合资经

营企业合同》。

上海海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

网络通讯及网络安全相关产品的开发，投

资金额为12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600万

美元，其中百通香港占51%股份，海得控

制占49%股份。

海得控制董事长许泓在签约仪式上发

表讲话，他表示，合资公司的成立意味着

我们有了新的起点。海得与百通有着将近

20年的合作历史，作为最早将工业以太网

技术带入中国并在中国推广的企业，海得

对百通赫思曼产品的应用及发展做出了贡

献。我们将研发放在合资公司，是为了更

好地开展本地化研发，更及时、更准确地

研发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希望合资公

司在未来10年成为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

企业。

百通工业 IT总裁Dhrupad Trivedi表

示，百通是一家提供稳定服务、高品质

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企业，与海得有着长

期的合作和共同的愿望。这次成立合资

公司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期望新成立

的合资公司开发更多的新产品，拓展更

多的新市场，在这个领域做得更好。希

望今后与海得的合作更加紧密，共同深

耕这个行业。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环球新闻    WORLD NEWS  

谷歌推出

物联网操作系统 Brillo
 一年一度的谷歌I/O开发者大会在5月29日

美国旧金山开幕。谷歌在本次大会上推出了全新

的物联网操作系统Brillo。它源于Android，是对

Android底层的一个细化，得到了Android的全

部支持，并且能耗很低，安全性很高，任

何设备制造商都可以直接使用，是

一个完全端到端的应用。

西门子签下

560 亿元能源大单

西门子公司日前宣布，签下价值80亿欧

元（560亿元人民币）的高效燃气电厂以及风

力发电项目的合同，将使埃及的发电能力在现

有的装机容量基础上提高50%以上。埃及总

统塞西和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出席了于

当地时间6月3日在德国柏林举行

的签约仪式。

日本最大

水上光伏电站竣工

日本最大水上光伏电站——兵库县加西市

逆池水上兆瓦级光伏电站日前开始发电。据悉，

这家水上光伏电站装机容量约2.3兆瓦，预计年

发电量约2680兆瓦时。与地面或屋顶相比，

在水上建设光伏电站，水面对光伏组件

具有冷却效果，可以获得更高的

发电效率。

艾默生收购

Cascade 技术有限公司

艾默生近日宣布收购位于苏格兰斯特灵的

Cascade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是采用量子级联

激光（QCL）技术的气体分析仪和气体排放监测

系统的领先生产商。这项创新型技术可以同时

测量多种气体，从而帮助用户提高工业排

放物监测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更

好的满足环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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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控自动化业界第一次自己主办

的“2015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于 6 月

3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此次大会由工业

控制自动化领域的权威媒体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控制工程中文版

杂志和控制工程网）联合一大批专注工

业互联命题的国际领先厂商共同举办。

本次会议围绕“工业互联 ：制造

业的信息革命”的主题展开讨论，为国

内制造业用户提升对工业互联技术的了

解和应用水平，实现智能制造打下良好

的基础。不同于其他各类“互联网 +”

会议，这次的工业互联网大会除宏观介

绍工业互联网发展状况外，更注重工业

互联网从概念到落地的具体实施，并从

工业互联与智能制造、工业网络与无线

技术应用以及工业信息安全三个主题进

行了系统的介绍，将目前全球最为领先

的自动化厂商的技术和工业互联网解决

方案引入到会议中，引发了与会观众的

热烈反响。

工业互联网  从概念到落地
谈及工业互联网，首先我们想要知

道它到底是什么？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

究发展中心研究员黄晓刚，为我们“掀

开了工业互联网的神秘面纱——工业互

联网是全球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

感应技术以及互联网连接融合的结果。”

“其实，无论工业互联网或工业

4.0，本质上都是互联网运动神经系统的

萌芽，互联网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云计

算中的软件系统控制工业企业的生产设

备、家庭的家用设备、办公室的办公设

备，通过智能化、3D 打印、无线传感等

技术使的机械设备成为互联网大脑改造

世界的工具。” 黄晓刚认为，“工业互联

网整合了工业革命和网络革命的优势，

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伴随着互相

的发展，两者之间快速融合，并且以智

能机器和高级分析这两个全新的角度体

现了工业互联网的特点。”

来自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区代

表范斌也坦言，工业互联网其实质就是

自动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未来的制造业

需要打通自动化与信息化的孤岛，而其

中通讯将是二者实现无缝连接的桥梁。

作为具有出色的实时特性的以太网现场

总线，EtherCAT 突破了传统总线在带宽

利用率、堆栈延迟和交换机延迟方面的

局限，并在上层与集成了网络安全功能

的可扩展通讯 OPC UA 联手，为企业提

供横向和纵向通讯的全面连接。

工业互联与智能制造分论坛嘉宾演讲中。左上 ：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研

究员黄晓刚 ；左下 ：西门子工业识别产品经理刘姝琦 ；右上 ：EtherCAT 技术协会

中国区代表范斌 ；右下 ：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无线业务部田争。

工业互联 ：制造业的信息革命
——2015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专题报道

专 题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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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将推动着制造业

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刻，企业需要直面挑战，通过可靠的

解决方案实现智能制造。”西门子工业识

别产品经理刘姝琦在会议中说道，“准确

的信息获取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基础。工

业识别能够为生产、物流过程实时提供

准确的信息，助力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西门子的工业识别解决方案具有工业设

计、高度集成和易于使用的特点，能够

满足在严苛的工业环境下的高防护等级

和可靠稳定性能。

同时，智能制造也给生产运营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过程安全和控

制的传统过程测量之外，企业将需要获

取更多过程控制之外的数据信息，比如

要符合环保法规，环保局需要各种第一

手的数据； 要符合国家制定的节能要求，

实时监测系统的能耗等。”来自艾默生过

程控制有限公司无线业务部田争讲道，

“普适测量适用于过程控制之外的安全

环保、可靠性和节能增效等更多的数据

需求，利用普适测量策略可以帮助企业

来转变现有的运营模式，实现智能工厂

下的资产、能源和安全协同管理。”

工业通讯技术  架起工业互联高速路
随着工业互联网的推广，未来的制

造业生产模式将向个性化、数字化、高

度灵活、人机互动等方向发展，因此对

于工业控制系统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西

门子工业无线产品经理刘曼认为，“无

线化、系统化、信息安全、网络化、高

度冗余和安全防护等，将成为工业控制

系统的新趋势。”比如，用户越来越希

望能够同时实现安全与冗余，这是过去

不能兼具的，现在可以通过西门子的安

全模块，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工业互联时代，对于传统的工业通

讯技术提出了哪些挑战呢？东土科技研

发部总监赵舒畅在会上谈道，“工业互联

网需要更快、更简单、更强和更健壮的

工业通讯产品。更快包括高宽带和低延

时 ；更简单是指更易使用、清晰的网络

状态以及直观的告警方式 ；更强是指具

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多种接入方式 ；

更健壮包括确定可达和快速自愈。”作为

一家致力于中国工业互联技术创新探索

的民族领军企业，东土科技未来除了加

强工业通信和现场测控的融合，还会在

大数据和云计算方面投入更多研发力量。

工 业 网 络 与 无 线 技

术 应 用 分 论 坛 上 半

场嘉宾演讲中。左 ：

西 门 子 工 业 无 线 产

品经理刘曼 ；中 ：东

土 科 技 研 发 部 总 监

赵舒畅 ；右 ：菲尼克

斯 电 气 中 国 公 司 工

业 通 讯 产 品 高 级 市

场工程师张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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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德国的工业 4.0，还是“中

国制造 2025”，工业以太网和无线技术

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技术。“超薄

型设计，15ms 环网自愈时间，以及光

纤信号预警功能等特性，都是新一代的

工业以太网产品的优势。” 据菲尼克斯电

气中国公司工业通讯产品高级市场工程

师张宏涛介绍，“此外，包括无线以太网、

信息安全以及远程维护产品等在内的丰

富的工业以太网产品线，将为用户提供

更多工业互联解决方案的选择。” 

对于像军工、电力、海事、供水和

采矿等严酷的工作环境，坚固的工业以

太网解决方案仍然是这些企业的首选。

“面对复杂的环境，商用交换机缺乏可

靠的冗余方案和传输，只有具备高级网

络安全功能、内建冗余系统和牢固设计

等特性的工业级交换机才能满足用户的

需求。” 来自美国红狮销售总监姜传辉介

绍说。红狮旗下 N-Tron 和 Sixnet 工业

以太网交换机都以其高可靠性、高抗干

扰性和超坚固等优势著称。

越来越多的设备通信和人机互联，

使得完整的工业网络能为工业企业创造

越来越高的经济效益。作为全球领先的

工业连接解决方案供应商，百通赫斯曼

提供的工业网络整体建设（IEI）解决

方案已经让很多用户受益。据百通赫斯

曼高级应用工程师张玉刚介绍，无线

WLAN 能够帮助用户实现 “最后一公里”

的连接，其全新的 OpenBAT 产品可以

完全按照客户需求量身定制，即使在最

恶劣的工业应用环境中也能提供可靠、

稳定的无线连接，最大限度的确保无线

网络的万无一失。

“工业互联网将为全球 GDP 创造

10 万～ 15 万亿美元价值，这相当于

美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到 2025 年，工

业互联网将创造 82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

值。未来 20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

至少可带来 3 万亿美元左右 GDP 增量。” 

MOXA 中国区市场开发经理吴宗儒为我

们描述了工业互联网市场的美好前景，

作为工业联网、工业计算和远程自动化

解决方案的领导者，MOXA 通过打造工

业互联通信平台，致力于工业互联网的

共同推动与实践。

 

工业信息安全  为工业互联保驾护航
在智能制造大环境的驱动下，未

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工厂设备接入到网络

中，原本相对封闭的工业控制系统，如

何在日趋开放的外部网络环境下安全运

行呢？ “相关数据显示，从 2001 年开

始，网络安全事故数量和类型都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企业遭受的外部攻击由之

前的 26% 变为 60%。”来自西门子研究

院信息安全部高级研究员李锐介绍，“我

们需要将‘纵深防御’引入工业控制系

统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 ：在外部世界的

威胁和工控网络之间建立尽可能多层次

的防护。通过部署多层次的、具有不同

针对性的安全措施，保护关键的工业自

工 业 网 络 与 无 线 技

术 应 用 分 论 坛 下 半

场嘉宾演讲中。左 ：

美 国 红 狮 销 售 总 监

姜 传 辉 ；中 ：百 通

赫 斯 曼 高 级 应 用 工

程 师 张 玉 刚 ；右 ：

MOXA 中 国 区 市 场

开发经理吴宗儒。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5.06  15   

动化控制过程与应用的安全。”通过纵

深防御的工业信息安全解决方案，西门

子帮助用户有效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

来自罗克韦尔自动化市场部高级技

术顾问何华也认为，构建安全的互联企

业至关重要。“过去，企业信息架构和自

动化架构之间相对独立 ；而现在，工业

控制系统已经是企业网络的一部分，将

近 65% 的设备允许远程访问控制系统，

因此我们需要集成控制层与信息层，建

立统一的网络安全架构。” 何华说道，“没

有单一的产品、技术和方法可以完全保

护工业控制系统应用的安全，需要纵深

防御的安全方法来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安

全威胁，这种方法利用多层防御 ( 物理

和电子 ) 来解决不同类型的威胁。”作

为工业互联概念的积极倡导者，罗克韦

尔自动化与行业领导地位的合作伙伴协

作，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贯穿产品生命周

期的网络安全服务和解决方。

根据 ICS-CERT 历年公布工控安全

事件数量统计，2010 年以后，工控安全

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根据控制工程网的

最新调查显示，约有 24% 的用户遭受过

控制系统的黑客攻击，且近年来呈上升趋

势，41% 的用户正在积极部署相关的防

御措施。“工控事件的高发行业主要晋中

在能源行业，比如电力行业，主要原因是

能源行业以太网技术应用的较早也相对成

熟。” 东土科技安全产品经理陈东华分析，

“虽然目前工业控制系统的网络安全市场

尚处于导入期，但预计政府有望出台相关

工业控制系统等级保护标准，未来 2 年

可能会存在爆发性增长的趋势。白名单，

DPI 和工业协议策略将成为工业控制系统

网络安全的三大主流技术。”

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如

何在“互联网 +”时代下制定工控信息安

全的解决方案？来自青岛多芬诺技术支持

工程师向任鹏从三个方面给出了建议：“首

先，来自网络访问控制方面的问题，可以

采用工控防火墙来避免 U 盘引起的操作站

感染病毒以及来自管理信息网络的病毒扩

散；对于计算机自身的安全问题，我们可

以采用工控可信计算平台，减少恶意程序

非法启动和零日漏洞等问题的发生；最后，

通过安全管理平台实现实时的网络状态管

理。” 专注于工控信息安全的青岛多芬诺，

以其全生命周期工控信息安全整体解决方

案在石化、钢铁、化工、储运等行业已获

得很多成功应用。

工业互联网、工业 4.0、智能制造

为制造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作为技术

最前沿的推动者，控制工程师无疑站在

了这次的风口浪尖之上。此次工业互联

网大会是工控界第一次自己举办，受到

了广大自动化用户的热烈反响。来自石

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电力、交通物流等行业的工

厂管理者和控制工程师近 300 人参加本

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举行，标志着我国

工业互联网即将从概念走向实践，也必

将为工控自动化用户开启“互联网 + 智

能制造”的新征程。

工业信息安全方案与策略分论坛嘉宾演讲中。左上 ：西门子研究院信息安全部高级

研究员李锐 ；左下 ：东土科技安全产品经理陈东华 ；右上 ：罗克韦尔自动化市场部

高级技术顾问何华 ；右下 ：青岛多芬诺技术支持工程师向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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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 年德国汉诺威展会上的正式发布 ，到 2015 年成为

拥有来自 58 个国家 3220 个会员的全球最大现场总线用

户组织，是什么让 EtherCAT 这个年轻的现场总线技术

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面对市场上各种协议的激烈竞争，EtherCAT

怎样脱颖而出？在全球新一轮自动化与信息化融合的浪潮下，

EtherCAT 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近日，CEC 记者独家采访了

EtherCAT 技术协会（ETG）执行董事 Martin Rostan 先生，这位严肃

而又不失幽默的 EtherCAT 技术掌门人为我们解答了心中的谜题。

工业 4.0 需要怎样的现场总线？
无论是工业 4.0 还是物联网，要实现智能生产

和万物相连的美好愿景，都需要设备和服务端之间

具有高度联网和强大的通信能力，而高速、高效、

安全的现场总线是智慧工厂的基本保障。“传统的

以太网在硬实时通讯方面往往存在着三个主要问

题，带宽利用率不高、堆栈和交换机延迟。”Martin 

Rostan 先生说，“而 EtherCAT 因为采用了独特的

数据处理方式 ‘On the fly’，突破了传统以太网技

术的性能局限。” 

“On the fly”的运行机制能保证数据的高效率

传输。数据帧在网络传输的同时，每个节点读取帧

中寻址到该节点的数据，并将需要交换的数据写入

帧。这种方式的带宽利用率很高，且无需采用交

换机或集线器。通过这种数据处理方式，可以实

现高效过程数据传输并使以太网数据有效率接近 

100%，从而用最佳的带宽利用率获得最高的性能。

此外，“高速和安全性也是工业 4.0 现场总线

需要具备的特性。”Martin Rostan 先生说。作为最

快的工业以太网技术，EtherCAT 可以达到 1000 个

I/O 的更新时间只需 30 µs，单个以太网帧最多可

进行 1486 字节的过程数据交换，与 100 个伺服轴

的通讯每 100 µs 执行一次，同时它还提供纳秒级

精确的同步。

安全性，一直是工业用户采用以太网技术的顾

虑之一。根据CONTROL ENGINEERING 的一项关于工

业以太网的最新调查显示，45% 的工业用户认为

安全性是应用以太网技术最担心的问题。“其实不

光是以太网，所有的网络包括传统的现场总线也要

加强网络安全防范，因为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所

EtherCAT: 
面向工业 4.0 和物联网的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

EtherCAT 技术协会（ETG）执行董事 Martin Rostan 先生专  访

特 别 企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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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产品在未来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与

IT 世界相连。”Martin Rostan 先生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网络，

包括便携式智能设备走进工厂等，工

业控制系统也越来越容易成为黑客的

攻击目标，比如针对微软和西门子

工业系统漏洞的 Stuxnet 病毒，就是

通过 USB 将病毒传给 PLC，导致伊

朗核电站失控。“目前，还没有发现

EtherCAT 的安全攻击事件，因为病毒

是通过 IP 协议传输的，而 EtherCAT

并不基于 IP 协议，因此相比于其他

工业以太网协议，它不会那么脆弱，

通过智能手机或其他便携式设备也

不会轻易攻击到 EtherCAT。”Mart in 

Rostan 先生谈道，“不过没有网络是

完全安全的，所有连接都应该受到保

护，而企业需要的是制定适合自身工

厂的安全解决方案。

实现工业 4.0 的无缝衔接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时下最热门

的关键词工业 4.0 的话，Martin Rostan

先生认为其核心就是自动化与信息化

的融合，这与我国的“两化融合”有

许多相通之处。实现整个企业信息的

无缝衔接，需要打通从设备层、控制

层到 MES 和 ERP 层的数据传输。未

来的现场总线将与企业级网络，甚至

云端紧密相连。

正式基于这样的愿景，ETG 和

OPC 组织在 2015 年 4 月的德国汉诺

威展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

双方将建立公共接口，以更好服务于

工业 4.0 和物联网时代下的用户需求。

Martin Rostan 先生坦言，EtherCAT

就是具有出色的实时特性的以太网现

场总线，而 OPC UA 适用于语义互操

作性数据传输，其集成的安全设计比

其他的协议更好，

因此双方此次合

作是两种技术优

势互补的理想途

径。将 EtherCAT

协议用于设备层

的控制器到从站

的实时通讯，自

动化协议（EAP）

用于 EtherCAT 领

域的横向控制器

与控制器间的通

讯，而 OPC-UA 用于纵向通讯，以连

接非 EtherCAT 系统，从而实现了工

业 4.0 所要求的纵向和横向整合所需

的所有通讯要求，为工业总线接入云

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工程师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支持
统一的标准一直是用户所期盼的，

但从第一代现场总线，到现在的实时

工业以太网和无线，多达 20 多种的国

际标准，而且很多互不兼容，给企业

在实际应用中带来了很多不便。随着

工业 4.0 和物联网的推动，统一的标

准会在未来实现吗？ Martin Rostan 坦

言，他本人也很希望这样一天的到来，

不过就目前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般来说，企业在选择工业以太

网协议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

上至下选择，另一种从下至上选择。

第一种情况是，企业先选择一个品牌，

选择一个主站、控制器、PLC 等，然

后在这个框架下再往下选。在这种情

况下并没有询问工程师的意见，管理

层不了解他们认为哪种才是适合的协

议就做了决定。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

用户被绑定于某个供应商。

另外一种，从下往上选择，就是

一些工程师希望采用先进的技术或者平

台，他们考虑的是选择什么协议才是最

适合应用。“如果企业能够与使用者来

讨论这个问题，你会发现，EtherCAT

总 能 会 胜 出， 工 程 师 们 会 选 择

EtherCAT 作为未来以太网协议，因为

它在技术上有很多独特的优势。” Martin 

Rostan 自信地说，“未来可能只有 3-4

家主要的工业以太网协议，包括我们熟

悉的 Profinet、EtherNet/IP 和 CC-Link 

IE，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 EtherCAT。

其他的以太网协议都是基于某个大洲

甚至某个国家的，只有 EtherCAT 是广

泛受到全球的认可的技术。凭我们的

感觉，EtherCAT 列于前三名或更靠前

的位置。”

“很多总线都声称其真正开放，但

需要关注的是 ：有多少主站 / 控制器

提供商支持该技术？” Martin Rostan

先生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绝大多

数现场总线技术都由大猩猩族群中最

强壮的那一个提供主站系统，有时候

主导的大猩猩相对个头较小——但它

也是唯一的主站提供商，幸运的是

EtherCAT 不是依赖于唯一的那个，它

的主站（控制器）供应商已经多达 185

家。”因此，EtherCAT 是一个真正开放

特 别 企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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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以太网技术。

开启 ETG 中国的里程碑
2014 年对于 ETG 中国来说是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已经获得 IEC、

ISO 和 SEMI 国际标准的 EtherCAT，在

去年 10 月正式成为了中国推荐性国家

标准 GB/T 31230。“得益于中国自动

化市场的蓬勃发展，EtherCAT 以其超

高速、低成本、易使用和开放性等特

点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很高的采纳率。” 

Martin Rostan 先生欣慰地谈道，“成为

中国国家标准后，意味着 EtherCAT 将

获得来自政府层面的更广泛的认可和

支持，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最终用户提

供本地化服务。”

截至 5 月 11 日，ETG 中国的会

员总数已达到 475 个，比上一年增

长 26%，占到整个 ETG 亚洲会员数

量的 40% 以上。是什么让中国用户对

EtherCAT 情有独钟？ Martin Rostan

先生认为，“首先，中国用户更乐于采

纳先进的技术，而不是过多纠结于这

项技术来自哪个国家。其次，低成本

是中国用户更为关心的问题，很多转

型期的中国制造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

成本压力。第三，在制定购买决策时，

中国的工程师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

参考建议。”

此外，高素质的工程人才也是

中国市场的独特优势。“中国的工程

师非常聪明，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

景并且乐于钻研，能够为企业开发自

己的产品。这一点和日韩等其他亚洲

国家有所不同，日韩的工程师更倾向

于购买打包服务或已经开发好的半成

品。”Martin Rostan 先生为中国工程师

的研发能力点了个赞。

独立开发意味着需要了解更多协

议底层的细节，更完整的文档，以及

更多的技术培训和研发工具支持等，

最大现场总线组织的未来蓝图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ETG 不

仅对会员不收取会费，而且 ETG 会员

获取协议堆栈、样本代码、评估套件、

实施支持和其他的服务都是免费或者仅

需很低的费用。这也是 EtherCAT 在全

世界快速落地生根的原因之一。仅从

2014 年 2 月到 2015 年同期的一年时间

里，ETG 全球会员就增加了 412 个。

同时，ETG 以其先进的技术和

开放性，也获得了越来越多合作厂商

的支持。近日英飞凌宣布推出搭载

EtherCAT XMC4800 微控制器，成

为第一家在带有片上闪存和模拟 / 混

合信号处理功能的 ARM Cortex-M 微

控制器上集成 EtherCAT 节点的半导

体公司。而早前 Microchip 也宣布推

出集成 PHY 的新型 EtherCAT 从属

控制器，有效降低 EtherCAT 开发的

系统复杂性和成本。2015 春季欧洲

EtherCAT 一致性测试大会，更是在厂

商和产品数量上刷新了纪录，这次大

会共吸引到了来自 70 个厂商的 12 款

主站和 42 款从站的参与。

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现场总线组

织的掌门人，Martin Rostan 先生可能

在 10 年前也没有想到 EtherCAT 技术

今天会如此地受欢迎。面对下一个 10

年，他有怎样的期许呢？“我一般不

会做超过 5 年以上的规划，” 这位务

实的德国专家脸上露出笃定的笑容，

“EtherCAT 是一项稳定的技术，但是

我们将根据新的应用领域的需求不断

完善上层协议。我希望 EtherCAT 未

来能在更多国家和行业领域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虽然我们在传统的机器控

制领域应用特别强势，但却不局限于

此，就像我们在嵌入式、半导体等行

业取得的巨大进步一样，未来也希望

EtherCAT 在过程控制领域取得更大的

突破。” （CEC 金蕾 采写）

ETG 中国在这些方面也为中国工程师

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比如在 ETG 官网

上免费共享的诸多中英文协议文档，

技术帮助文档，免费的 ETG 实施服务，

每年多场次的 EtherCAT 中国路演，通

过面对面地与EtherCAT专家进行交流，

帮助工程师答疑解惑。

  

助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随着被誉为“中国版工业 4.0”——

《中国制造 2025 战略》政策的正式发

布，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进入了向智能

制造转型升级的10年倒计时。“工业4.0

的推进也要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区别对

待，对于很多连自动化还没有实施好的

中国企业来说，直接跳跃到智能化是不

现实的。”Martin Rostan 先生并不赞成

对工业 4.0 过于狂热，“前三次工业革命，

都是经过了长达 50 年的发展，工业 4.0

也不是 3~5 年能一蹴而就的，目前中

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让自动化正确实

施，然后才是将自动化接入云端，一步

一步来才能打好坚实的基础。”

而由于受到经济的下行压力，很

多想转型的制造企业也饱受资金成本

的困扰。Martin Rostan 先生建议，在

选择部署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时，企业

可以从易用性、诊断维护和硬件配置

三个方面进行成本分析。以 EtherCAT

为例，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完全不

需要那些复杂的 IT 知识，没有工业

以太网经验的用户也可以轻松掌握 ；

EtherCAT 具有很强的诊断能力，可以

准确地定位、检测和排查故障 ；另外

EtherCAT 从站也不需要交换机等硬件

设备也是一个成本优势。“EtherCAT

是基于以太网技术性价比最好的总线，

通常来讲，基于以太网的总线成本要

高于传统的现场总线，而 EtherCAT

的成本可以跟传统的现场总线相差无

几。” Martin Rostan 先生坦言。

特 别 企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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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 实时测试是指利用实时操作系统作为整个测试系统的一部分。采用实时测试

系统，能够获得比在通用操作系统上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好的性能。美国国家仪

器公司（NI）出品的 Veri-Stand，运行于 NI 实时硬件平台，用于组态实时测试

应用。NI FlexRIO 是一个嵌入式测试系统，

使用了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处理器

和 I/O，通过 LabVIEW FPGA 图形化编程软

件，来实现高性能、可重新组态的测试仪器。 

图片来源 ：NI

如果利用可组态的测试平台，尽早发现错
误，你的设计过程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呢？

思考一下 ：

Kyle Perkuhn

基于 FPGA 技术的
         发动机硬件在环仿真测试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设备能为仿真和测试提高硬件在环（HIL）能力，

通过发动机和驱动测试，更快实现从概念到实际产品的转化，正如本文中的斯巴

鲁混合动力发动机测试案例中所体现的一样。

在
仿真和实际设备上并行测试嵌入式软

件，可以帮助企业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

位，随着在混合动力发动机和控制器性

能测试中的应用，这些软件也正帮助汽车制造商保

持竞争力。大多数测试应用都可受益于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FPGA）技术。有些专家正在使用增强的

FPGA 性能，可通过在硬件在环测试中，将输入、

输出（I/O）和处理器节点布置在同一位置而实现。

发动机测试，速度挑战
举个例子，汽车制造商斯巴鲁正着手为其第一

代混合动力发动机 Subaru XV Crosstrek ，开发一

套全新的验证系统。如果使用实际设备去建造验证

系统，要实现严酷的实验条件比较困难。尤其是，

在系统工程 V 模型的各个阶段，汽车制造商都有兴

趣来测试其混合动力发动机。但是对电发动机控制

器进行硬件在环测试时，斯巴鲁的测试工程师面临

着速率方面的挑战。控制器数字量的快速输出，意

味着硬件在环仿真器需要运行的回路速率约为 1 微

秒，而基于 PC 的仿真平台的运行速率一般为 5 到

50 微秒。

通过使用配有 FPGA 处理器、I/O 和图形化编

程软件的测试系统，斯巴鲁将测试时间降低到在传

动测力计上进行同样的测试所预估花费时间的二十

分之一。此外，生产制造商还可以对 FPGA 的高性

能、内置动态 RAM 进行平衡， 以便利用通用模型，

来表征发动机的高度非线性特性。最后，斯巴鲁建

造了一个验证系统，使得所有测试实现自动化成为

■ 硬件在环、现
场 可 编 程 门 阵 列

（FPGA） 助 力 发
动机测试。

■ 先进设备能为
仿真和测试推进硬
件在环（HIL）能力，
更快实现从概念到
实际产品的转化。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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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而且可以复制最严苛的测试环境，确保实现

用户获得最高安全等级，同时还可以满足控制速率

和关键时间点的需求。

易于重新配置，回归测试
但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都需要这么高的回路速

率，因此 FPGA 也能提供定制 I/O, 以便提高灵活性，

以及与其它硬件在环测试团队并行处理的能力。通

过图形化的编程，可以对 FPGA 进行重新组态 ；系

统工程师还能为特定应用定义最高效的 I/O、根据

被测单元的变化调整软件代码接口，而不需要交换

测试硬件。由于 FPGA 可以与实时处理器并列运行，

因此这一点显得尤为有利。

类似这种灵活性，意味着模型可以以确定的方

式运行在处理器上，同时还可以卸载信号处理或将

生成的高速信号输入到 FPGA 中，这就增加了整个

系统的能力。

最后，还要进行回归测试。越早、越经常的

提高软件质量，就越有可能降低整个开发过程的

费用。

■ 右图所示为斯巴鲁 XV Crosstrek 混合动力系统透

明俯视图，从上至下依次显示的是电机和驱动装置 ；

镍氢电池、逆变器 / 转化器、以及其它高压部件。

■ 新款斯巴鲁 XV Crosstrek 混合动力汽车成为使用来

自 NI 公司的硬件在环技术进行测试的汽车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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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箱和伺服电机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从

反馈控制的方面来看，它们都是积分过

程，这意味着它们都是受数学逻辑控制

的，其性能表现显示在“积分过程输入与输出关系”

（图 1）中。

积分的过程产生的输出与该过程通过时间积

累的一些有效的输入总和成比例。反过来，积分过

程可以积累与输入成比例的一定的量而不是累积输

入本身。不管哪种方式，如果输入恰巧变为负值，

那么积分过程会开始放弃其已经累积的数据，这样

就可以降低其输出。

对于在图 1“积分过程范例”中展示的水箱，

输入是流入水箱的水量，即所有入口水流净流量减

去出口水流。输出是水箱累积的水位。只要净流入

流量保持为正（流入多于流出），随着水箱液位上升，

输出水平会持续增加。如果净流入流量变为负值（流

出多于流入），随着水箱排水，输出水平会下降。

伺服电机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累积机制，但是

效果一样。一台伺服电机的输入电压产生扭矩，使

安装在轴上的负载加速。只要每一瞬间的输入电压

不是零，获得的结果是负载的转动会一点点加速。

负载的净位置的变化是由所有那些旋转增量累积而

来，每一个增量都与瞬时的输入电压成比例。只要

输入电压保持为正，输出的位置就会保持增加。如

果输入电压变为负值，由于轴会反向旋转，输出位

置会下降。

水箱和伺服电机行为方式的另一个共同点是

如果将其输入固定为零，那么不管它们当时的输出

达到什么点，都会固定在那个输出值上。只要流入

流量完全等于流出流量（一般情况是两者均为零），

水箱水位就会保持不变，而只要输入电压非正非负，

伺服电机的轴就会保持在之前的位置上不动。

这是所有积分过程的定义特性。它们可以累积

其输入并可以随后扩散其输入而又不会对周围环境

造成无意识的损伤。累积率和扩散率对于不同的过

程可以差别巨大，即便在同一个过程内部，由于摩

擦和惯性的效果不同，两个比率也可以不同。然而，

一旦一组输入数据块被成功加入到累计值中，它会

保持在那里直到一个负值输入将其消除。这就是说，

进入水箱的一个水滴会保持在水箱中（或被替换），

直到流出大于流入。

有得也有失
其他过程可能在没有负值输入的情况下也会

失去其累积值。不管入口和出口阀门如何设置，一

个漏水的水箱的水量总会减少，如果一个伺服电机

驱动的是扭力弹簧，不管输入电压是正值、负值或

零，其位置都会丢失。

这样的过程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即进一步的

累积被无意识的损失所抵消。如果水箱漏水足够严

重，一个设定的流入流量无法将输出水平提高到一

定高度以上。如果弹簧抵抗伺服电机的驱动足够强

大，它会最终导致轴不能再旋转。

如果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描述成积分过程

积分过程与
自整定过程的基本原理比较

不同过程所具有的特别属性会影响到它们控制方式的选取。建立控制策略的一个

关键步骤是了解一个过程是如何对控制进行响应的。以水箱和伺服电机的控制过

程为例，现在我们来一探究竟。

Vance VanDoren

■ 过程所具有的
特别属性会影响应
该用来控制它们的
方式。

■ 建立控制策略
的 一 个 关 键 步 骤
是 了 解 一 个 过 程
是 如 何 对 控 制 进
行响应的。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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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积分过程也会一定程度上产生误导。几乎没有

完全免于无意识损失的积分过程，而有些非积分过

程的时间常数非常长。也就是说，它们的损失对其

影响太慢了，以至于其平衡点永远也达不到。每一

个过程都是位于完美的积分过程与明确的非积分过

程之间。在两种极限情况之间真的没有一个清晰地

分割线。

选择一个控制器
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一个控制工程师必须可

以识别出一个过程距离积分与非积分过程连接线的

哪一端更近，这样可以选择合适的反馈控制策略。

对于一个控制器来说，更困难的是在一个积分过程

中找到一个产生特定输出的输入，因为只要输入不

是零，输出就有倾向继续升高或降低。因为平衡点

自然地给输出所能达到的高度设置了极限，因此整

定非积分过程相对更加容易。控制器不需要努力找

到那个正确的点。

事实上，非积分过程有时候被描述为自整定过

程，因为它们有能力在不需要控制器干预的情况下

达到稳定状态。尽管这样，这个描述仍然不完全准

确。如果当前的平衡点不能与期望的输出相匹配，

还是需要反馈控制器来提高或降低过程的输入。

幸运的是，尽管积分与自整定过程的配置和性

能有差异，传统的 PI 或者比例 - 积分 - 微分 (PID)

控制器一般都可以满足这两种过程。尤其是控制工

程师用来选择控制器的 P、 I 和 D 参数的任何调整

方法都必须考虑到积分过程的无限大的时间常数。

绝大多数整定规则都是采用两套公式将过程的输入

与输出的关系翻译成整定参数，即一套用于积分过

程，另一套用于自整定过程。

对于一些涉及积分过程的应用，即便是简单

的比例（只有 P）控制器也可以工作，因为过程的

累计机制与 PI 或 PID 控制器内积分器执行的数学

图 1  一个不漏水的水箱累积其净流入水量，导致输

出水位上升直到水箱注满，或者负值输入会引起水

箱排水。如果不受水箱容量的限制，在理论上，这

种积分过程可以无限的累积其输入。

■ 积分过程的输出值会在输入为正值的情况下保持增加，或者在输入为负值

的情况下保持减少。在之前的水箱的例子中，输入是流入率与流出率的差值。

输出为最终的水位。这些过程经常被称为非积分过程，其实“短期积分”可

能是更加恰当的描述。它们只在达到输入与损失的平衡点之前会像积分过程

一样累积其输入，如图 2“非积分过程范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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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一样。过程本身有时候可以根据控制器的对象

执行必要的积分操作。特别是如果控制器的唯一目

标是找到需要将输出与新选定的设定点相匹配的输

入，只有比例的控制策略应该足够了。

尽可能接近
可是如果该过程是非积分的，一个只有比例的

控制器会在输出达到设定点之前就倾向于放弃，在

两者之间留下永久的差异。在一些外力开始对过程

的影响方面与控制器进行竞争时，如果控制器尝试

补偿所产生的负载干扰，相同的稳定状态误差会相

继产生。由负载干扰引起的稳定状态误差会以相似

的方式影响积分过程和自整定过程。

例如，一股意外的水流进入密封水箱或漏水水箱，

会增加净流入流量并将输出水平提升到所需要的高度

以上。只有比例的控制器的反应是进一步打开出口阀

图 2  一个有很多漏洞的水箱是一个非积分过程。净

流入流量的增加会将水位提高到一个平衡点，在这

个点上，在减去流出流量以后仍然保持在水箱中的

注入水滴会通过漏水方式损失。密封不严的烤箱试

图累积其热量，其电路试图累积在其电容器上的电

流，这也是一个经受无意识损失的非积分过程，即

使以能源的形式而不是材料的形式来看也是一样。

门来降低净流量，但是这种努力还不够。控制器一定

会稳定在一定出口阀位置上，导致水位过高。

另一方面，如果该应用不要求水位保持在精确

的位置，这就不是问题。有时候液位控制器只是用

来防止水箱溢出或排空。

想一想为什么只有比例的控制器在补偿积分过

程的负载时会产生稳定状态误差，而不是在应对设

定点变化时，以及为什么在自整定过程中，相同的

控制器会在两种情况下都产生稳定状态误差。你会

发现答案不是直观的而且在数学上也是复杂的。

■ 非积分过程的输出只有在输入增加的情况下才会增加，在输入减少的情

况下输出会下降。应该注意的是非积分过程的输入通常以变幅的正值来测

量，而不是一般的正值或负值。在漏水水箱这个例子中，一个完全为负值

的输入当然会让水箱排水，可是小一些但是仍然为正值的输入会将水位降

低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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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对精度有要求的运动控制应用中，有很

多伺服电机和设备执行器都可以满足其

要求，但是完整控制系统的选型、设计

和集成对于运动控制的可重复性和精度十分关键。

尽管相对于有竞争关系的技术而言，伺服电机有很

多优点，但是在应用时还必须考虑一系列的因素。

高精度伺服系统运动控制的典型应用包括 ：印

刷设备、旋转填料机、取放型机器人、实验或组装

操作、钻孔、切削、攻丝以及其它在单轴或多轴运

动中使用的简单索引移动控制等类似应用。

伺服系统一般用于控制负载。对于伺服来讲，

为了完成系统所需的负载控制功能，必须选取合适

的型号。为了保证整个系统能够按照设计要求工作，

伺服系统必须提供所需的力矩、速度、精度。

负载类型、机械传动方式、系统工作周期（启动

和停机的频率）、运行期间系统所需的速度、系统所

需的精度，都是在进行系统选型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伺服控制的优势
对于要求精准控制运动的应用，有很多方案可

供选择，包括带变频驱动的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图 1）。

从定位、速度，和力矩控制精度方面来讲，伺

服系统提供了可能是最高水平的性能。相较于低成

本的步进电机系统，伺服系统在更高的转速下（最

高可达 5,000 转 / 分钟）仍可以提供更大的力矩。

步进电机，最大力矩发生在零转速时，而伺服电机

的最大力矩发生在更高的转速。用于设备控制的典

型伺服系统，所能提供的功率范围也比步进电机更

大，可达 3 千瓦或更多。

也许，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之间最显著的不同

在于 ：伺服电机利用闭环控制改进了定位精度。尽

管某些步进电机装置也具有闭环控制功能，但是能

够实现精确和高速的运动控制，并且没有诸如电机

停止以及定位错误等问题，仍然是伺服电机的普遍

优势。闭环位置控制、更高的力矩和更高的速度，

使得伺服电机在高精度应用场合具有更大的优势。

相较于具有变频驱动的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伺

服电机在转速、高峰值力矩和加速度方面具有非常明

显的优势。伺服电机可以将转速精确的控制在 5,000

转 / 分钟或更高。其闭环定位能力也远远的超过变频

电机和驱动设备的典型定位功能。伺服系统还能运行

在纯力矩模式下，这时系统提供特定的力矩而不需考

虑定位或转速。这是各种绕线操作的一般需求。

精确运动控制的 8 个关键因素
升级换代现有伺服系统时，功率大小一般不变，

即使电机的物理大小并不一致。当为新应用选择伺

服系统时，可以利用选型软件来帮助选择，包括利

用数学公式来确定负载的惯量、关键参数等。相关

组件需要经过选择、设计、安装和测试，从而设计

出一套伺服系统。精确运动控制的 8 个关键组件 ：

1. 伺服电机

2. 编码器反馈

3. 电机驱动

4. 变速箱

5. 执行器

6. 运动控制器

7. 驱动器通讯硬件

8. 控制和调节软件

在设计中，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以及伺服驱

动器（有时候被称为放大器），必须将其设计成按

如何提高伺服系统精度？
仔细选择伺服电机、设备执行器以及相关组件，可以为运动控制应用提供更高的精度。为了达

到最佳性能，除了进行适当的软件组态和编程外，所有的伺服系统在首次上电时，都需要进行

调节。本文介绍了实现精准运动控制需要考虑的8个关键因素。

Chip McDaniel

■ 精心选择伺服
电机、设备驱动器、
以及相关组件，可
以为运动控制应用
提供较高的精度。

■ 设计人员和设
备制造人员，应仔
细选择并审查所需
的元件，在线选择
工具可以帮助其完
成这些选择。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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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伺服电机系
统的时候，你是否
已经考虑所有参数
了？软件能提供帮
助吗？

思考一下 ：

装置，从而节省大量成本。

但是减速箱会将自身的反射惯量叠加到系统

上，从而会引入一些反冲。大多数精密减速箱的反

冲都比较小，但是设计人员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对由此所产生的定位错误采取适当措施。

当与行星式减速箱配合使用时，伺服系统（图 2）

可以与各种类型的执行器连接，提供精确的位置控

制，但有一个前提条件 ：所有这些设备都必须是精

心选择，并且相互匹配的。尽管可以从不同的供应

商那里分别购买伺服驱动装置、伺服电机以及行星

式减速箱，但是并不推荐这样做，因为这需要大量

的调研、设计和分析，以确保所有的设备都是配套的。

从同一个供应商处采购所有设备，尤其是那些

经过仔细匹配的设备，具有多重优点。供应商已经

完成了所有的研究工作，可以为用户确保兼容性。

大多数供应商还可为这种采购提供更优惠的质保，

供应商还可提供连接这些设备所需的、经认证的硬

件和电缆。

在线选型工具
某些供应商提供了在线选型工具，可以用于选择

伺服系统以及配套的减速箱，减少设计工作。在线选

择指导对设计提供帮助，还能为某些紧密连接、相互

配套、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来采购的设备提供某些建议。

一般情况下，选择工具会要求设计人员输入转

速和力矩，接着就自动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电机 -

减速箱组合。工程师可以输入以公制或英制力矩数

据，或者设计人员可以选择特定的伺服电机型号。

设计人员输入单个数据或者选择一个传动比。最后，

图 1  这种伺服电机

和 驱 动 装 置 可 以 为

一 系 列 广 泛 的 运 动

控 制 引 用 提 供 精 确

的 定 位。 利 用 伺 服

驱 动 和 内 部 的“ 索

引器”，最多可以预

先 配 置 8 个 索 引 运

动，并安装到驱动器

中，然后就可以通过

来自 PLC 或 PAC 的

开关量输入进行选择

和执行相应的运动。

本文所有图片来源 ：

AutomationDirect

图 2  在很多需要高精度定位或高力矩应用场合，行

星式减速器和伺服电机配合工作良好。

照一个整体协同工作，使之与电机和负载匹配。

必须慎重考虑执行器的类型和材料选择。在某

些应用场合，例如，在精确运动应用中，铝制握柄

传动器就有些过于柔软，因此应当考虑刚性更大的

材料或增加支撑结构。

对于高性能系统，负载的反射惯量，包括任何

变速箱和执行器的惯量，应当尽可能的保持在较低

水平（理想情况下需要与电机惯量保持在 1:1 的水

平），但是，一般情况下，在惯量失配比高达 5 ：1

甚至是 10:1 的时候，其运行性能仍然可以接受。

选择好合适的伺服系统和执行器，就可以确定

用于调试和控制的运动控制器和相关软件了。不管

是单轴运动还是多轴运动系统，对于运动性能的要

求，比如最大速度、加速度变化率（加速度的变化）、

总行程、负加速度等必须加以审慎考虑，以便取得

应用项目的成功。

变速箱和执行器的选择
如果需要齿轮减速，相较于大多数其它齿轮减

速装置来讲，精密行星式齿轮减速箱可以提供更好

的精度和可重复性，并且它具有较高的效率，可以

从伺服系统获得最大的功率。变速箱可以降低负载

的反射惯量，数值等于传动比的平方。

如果某个应用需要在高速状态下实现减速，则

减速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可以改进系统的整体

性能。在某些应用场合，利用减速箱可以倍增系统

可用力矩的数量，从而可以使用较小的电机和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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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就可以选择合适的物理结构形式 ：直线或者

直角齿轮，或者是两者都有。

系统清单包括价格信息，很多情况下对于选择

过程来讲，价格是一个关键因素。选择完电机 / 减

速箱组合后，设计人员就可以审查所选伺服系统、

减速箱以及两者组合体的完整规格书了。

更先进的选择工具，可以为伺服电机的选择提

供帮助。有些应用程序可以帮助设计人员为某个特

定工程选择最优电机。软件能够计算所需的转速和

力矩，并且验证系统的其它需求，比如顶端速度、

加速度和惯量不匹配等。

利用软件，设计工程师能够对机械系统进行建

模，包括导螺杆、同步皮带、减速箱等诸如此类的

部件。一旦模型化，软件就可以为给定机械装置布

局，推荐最优的电机。软件可以根据客户的应用规

格书来计算力矩、速度和惯量需求 ；处理来自数据

库的电机数据 ；创建满足需求的清单。软件提供最

优的电机，供客户从清单中进行选择。

内部或外部控制？
大多数伺服系统能够接收来自于外部控制器

的传统运动指令，比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和可编程自动控制器（PAC），而且某些驱动装置

也具有提供内部运动控制的能力。利用伺服驱动和

内部的“索引器”，最多可以预先配置 8 个索引运

动，并安装到驱动器中，然后就可以通过来自 PLC

或 PAC 的开关量输入进行选择和执行相应的运动。

利用串口协议，从外部控制器就可以发送指

令，启动甚至是改变这些预定义索引文件。运动指

令可以是增量或者是绝对值，加速度可以是线性或

S 型曲线。很多应用都从调整加速度或者选择 S 型

曲线的运动模式中获益，因为这可以降低在运动过

程中的位置过调。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实现从外部控制器来控制

伺服驱动装置。RS485/RS422 和 Modbus 串口通

信是非常典型的、用于将运动指令传递给驱动器的

通讯协议。指令在驱动器内执行并完成闭环控制。

驱动器还可以由高速脉冲和方向信号来控制，或者

由与速度或力矩成比例的模拟量电压来控制。驱动

和伺服电机也能跟随外部的解码器信号指令动作。

以上每种方式都会影响伺服系统的精度。教科

书上所教的模拟量电压信号

也许没有新式数字控制方式，

比如内部控制或外部脉冲和

方向信号更精确。系统的分

辨率可以通过数字驱动指令

方案来进行计算，应当对其

进行检查以确保能够满足系

统整体精度的需求。

当使用外部运动控制器

作为主控制器时，多个驱动装置可以通过驱动器的

串口，以菊花链形式连接和寻址。这就可以为不需

精确路径控制的多轴过程提供非常简单而又强大的

控制功能，仅需准确的开始和停止点（图 3）。

伺服系统编程
无论是外部运动控制器还是内部控制器驱动，

运动控制软件及其特性和功能对于整个系统的精度

影响很大。对于具有板载索引器和自适应调节模式

的驱动器来讲，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配置，正如外

部运动控制器也需要适当的配置一样。

当需要高动态响应时，应该对伺服系统进行精

心调节，一般需要和负载连接。无论是使用自适应

调节软件或者是编程人员手动调节，精准的调节都

可以实现快速移动，最大程度的降低海绵状运动，

同时可以降低过调或移动结束后的振动。

驱动配置软件可以提供驱动参数的配置、自动调

节算法和工具，可以帮助大多数应用寻找最优设置。

一旦驱动器配置并调节完成，就可以编程实现

运动轨迹。S 型 - 曲线加速度图，相较于不规则四

边形（线性）位移，可以提供更好的定位精度，更

小超调量，在具有边界调节的伺服系统中更是如此。

这些标准运动模式的能力可以改进精度，减少系统

冲击和振动。

某些时候，执行器的控制序列会影响精度。比

如，在降低反冲以及相关的定位错误时常用的一个

方法就是从公共方向到达多个目的位置。在需要逆

向移动的场合，有些设计人员将其设计成 ：负载移

动到目的位置后，并不停止，然后调转方向，从公

共位置移动到期望的位置。

选择恰当的伺服系统、减速箱和驱动器组合，

有助于应对各种各样的精密自动化挑战。

图 3  对于连续运动

的组合装置，这个三

轴系统的伺服和驱动

装置可以提供精确的

协调运动。选择伺服

系 统 及 其 配 套 减 速

箱 的 在 线 工 具 包 括

AutomationDirect 公

司的 SureGear 在线

选型器。

请将“文章编号+评论”发送

到CEC微信公众订阅号，我

们期待您的反馈。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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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6-003



30   2015.06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技术文章  |  tEchnoLogy FEAturEs

随
着创新驱动的油气生产和新的生产技术

从美国阿拉斯加推广到墨西哥湾，管线

公司需要更多的可视性和使用大量的历

史参考数据来进行设备监控，以确保生产质量和可

靠性。新的控制系统架构能够提供帮助。对于管线

公司来说，在过去的 25 年中，管线工作的基本机

制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产品经过管道的引导以及管

线沿途泵站的推动保持运送。新的控制和信息系统

科技致力于保证管线和产品的完整性并实现运输利

润的最大化。

渴望获得全面的数据
对于一家主要运输液体和天然气的北美公司

来说，缺少对其管线网络的可靠和综合数据的访问，

已经威胁到了其业绩、利润率，甚至管线和产品的

完整性。

分布在九个州的超过 20 条管线和 150 个泵站

通过位于威斯康辛州的 SCADA 系统进行监控，管

线曾经有多个各自分立的数据来源，使中央访问很

困难。现在该公司已经启动了控制架构的升级，从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升级到可编程自动化控制

器 (PAC) 架构，通过先进的控制帮助生产商在不同

的控制和业务系统中连接和共享可操作数据。

由于升级还在进行，大量的数据仍然存储在

本地泵站 PAC、人机界面 (HMI) 报警记录以及现

场图表记录器中。所有的信息只能由工程团队在

本地读取。这家公司的控制系统经理讲道，“在加

拿大通过公司层面的历史系统采集的少量数据，

由于数据点太少以及采集间隔时间太长，使这些

数据对于分析并不可靠。我们以前每隔 10 秒钟采

集一次数据，更加重要的更新数据需要每个小时

才能获得一次。”

不同的数据源产生了不同版本的数据。在许多

情况下，数据并不完整。偏远地区的企业层面历史

数据的获取依赖网络连接，因此供电和网络的故障

可以使很多测量值无法采集。SCADA 系统只关注

那些与控制中心运作相关的信息。生产经理们很少

会关注管线的整体性能或可以改进的良机。如果发

生渗漏，他们没有信心获得可靠的有深度的数据来

确定具体原因。

管理、工程设计和维护都需要从站控制器获得

完整的历史信息。他们需要得到关于泵的温度、电

流、电压、震动以及油气水平。他们需要确保不会

因为网络或供电中断而产生历史数据跟踪的空缺。

他们需要所有这些的扫描率为每秒一次或更短，而

如何让你的生产系统更具可视性？
信息化的控制架构让油气管线公司实现了智能生产和生产系统的可视性。升级后

的控制系统可以提供大跨度的历史信息、监控信息、对于重要设备的实时监测以

及性能数据访问等。

Ben Durbin

图 1  一家管线公司将 PLC 升级成为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的 Logix 控制平台，

在不同的控制和业务系统中连接和共享可操作数据。本文所有图片来源 ：罗

克韦尔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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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们需要这些数据为每种不同功能而前后关联—

维护、生产、现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历史数据的更多考量
为了帮助解锁生产数据，该管线公司与系统集

成商 Cybertrol 工程公司一起合作。基于提高不同

信息源整合程度的信息软件套件，Cybertrol 公司为

该公司开发了一套智能生产的解决方案。

新的系统极大地提高了使用与现场级的软件

相关联的机器级的历史软件所进行的信息采集的规

模和可靠性。在管线泵站、终端及远程设备上安装

了超过 170 个历史模块用于监控站和罐区。这些模

块最多为 4 个历史服务器提供信息，从而在企业范

围内为历史数据提供了更多的考量。

位于 PCA 机架内部，历史模块直接在数据源

端进行实时数据采集。本地模块的扫描速率是 10

毫秒，并可以作为单机版历史工具运行，采集的数

据超过 1200 点，并每隔几秒将其中的 400 个数据

发送到现场级历史服务器。在网络或电源故障的时

间段里，模块会将加了时间标签的数据存储起来，

并在连接恢复以后发送。

为了将公司可以访问的大量的新的数据阵列

进行可视化，Cybertrol 公司应用了一套连接来自控

制系统内部以及历史工具的数据源的企业制造智能 

(EMI) 软件，用来创建一个统一的生产模型（UPM）

以及一个单一的虚拟数据源。数据仍然分布在数据

源中，但是可以进行实时采集。系统的按照角色细

分的信息盘为各个工作领域内的管线工作人员提供

了关于生产现场的相互关联的视角，从而实现响应

更快、信息更多的决策过程。

为了让系统投入和快速的运行，Cybertrol

公司开发的代码会引导 EMI UPM 针对泵站、终

端和罐区增加的每一个对象进行自我程序创建。

Cybertrol 工程师利用公司的每一个泵站控制器的标

准化 PAC 代码和标签，并开发一套系统可以创建

UPM 对象并自动将对象属性与历史记录和控制器

标签绑定。

以程序化方式建立 UPM 既省钱又增加了可

扩展性，而且减少了软件的持续维护量。如果一

个新泵站被加入到系统中，本地历史模块可以在

一个小时以内就设置好 ；UPM 接下来识别标签并

加入必要的对象，对全系统内部的变更创建全局

报告。新的系统为管线网络的运行条件提供了更

好的展示，例如一台马达是否在发热状态下运转。

EMI 软件内部的权限允许每一组用户创建报告以

及趋势分析，并与预先定义的组成员分享。管线

公司现在已经习惯运用以前无法获得的信息进行

生产运行。

图 2  在 基 于 PAC

的 机 架 内， 来 自 于

罗 克 韦 尔 自 动 化 的

FactoryTalk Historian 

M a c h i n e E d i t i o n 

(ME) 模 块 采 集 超 过

1200 点 数 据 并 每 隔

几秒钟向 FactoryTalk 

Historian Site Edition 

(SE) 软件发送 400 个

数据。在网络或供电

中断时，模块会将加

了时间标签的数据存

储起来，并在连接恢

复以后发送。

图 3 使 用 来 自

罗 克 韦 尔 自 动 化

的 F a c t o r y T a l k 

VantagePointEMI 软

件，现场技术人员可

以浏览到显示最近 6

个月内该电机的电阻

温度检测器的趋势。

可以生成不同层级的

权限、报告以及趋势

分析并在预先定义好

的组成员之间分享。

第三方历史数据会同

微软 SQL 服务器的

数据一起输入到统一

的生产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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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004



32   2015.06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聚焦过程自动化  |   insidE ProcEss

就
过程装置升级而言，工程师们都知道他

们必须在现有设备的物理约束范围内开

展工作。管道、泵和阀门能够处理的流

体量均有限。电气开关柜和电线具备最大的载流量。

如果有必要超出这些限制，则有必要升级或更换造

成瓶颈的项目。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自动化系统。PLC 或其

它控制器包含最大数量的输入 / 输出连接，这一点

是很明显的，但其它限制则不是很明显。升级过程

中，管道内的压降可能表示流体过量，但过载控制

网络的迹象是什么？早期迹象更为细微，可能不会

被发现。

在设计新装置时，工程师通常会在所有系统内

构建多余容量水平，以涵盖系统自身，并确保所有

者不会由于一些意料之外的阻塞点而感到失望。上

述内容在整个设施内部适用，通常涵盖数字网络（有

助于现场设备之间的通信）、控制器、HMI 以及其

它过程相关计算系统。

这些网络（例如 ：过程管道和电线）专用于处

理预计流量及一些额外流量。问题在于设计人员在

20 年、10 年甚至是 5 年前并未预料到用户添加到

其装置容量中的新项目。时间退回到 2009 年，谁

会想到他们会将 iPad 用于过程装置远程访问？

最初的额外网络流量会被逐渐用完，虽然您可

能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您的网络可以处理现有

流量，您可能不知道网络容量已经接近极限，直到

新的项目开始使系统停滞不前。造成系统停滞的原

因可能是重大升级（例如 ：新 HMI），但即使是小

项目的添加（例如 ：软件应用程序）也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大多数公司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网络容量

极限的接近程度。

装置缘何出现故障
虽然您可以从图表中知道管道的预期液体处

理量或给定径号电线的载流量，但网络负载并不明

确。网络性能的测定并不简单，几乎没有提供实际

流量的指南。

我们常常讨论自动化系统控制器“过载”的问

题，但与不充足的蛮力计算效率相比，上述问题与

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送有很大的关系。超出处理器

能力来进行回路计算的情况很少见，但控制器在被

要求持续进行大量数据通信时减慢通信速度的情况

则很常见。

因此，一些不存在现有网络问题的客户只是简

单地启动自动化系统升级，并假设这些系统不会出

现问题。更为敏感的个体公司可能会意识到他们需

要在启动项目之前进行一些网络流量分析，但这通

常是事后补救的办法。

你的通信网络
         是否支持自动化升级？

Chad Harper

在为你的智能化工厂部署更多的新HMI和新的应用程序之前，先考虑一下你的通

信网络是否可以承载这些新增加的流量，以减少系统瘫痪的潜在风险。

图 1 过于复杂的图形

和过快的刷新率会显

著降低网络性能。图

片 来 源 ：Maverick 

Technologies

■ 与其它装置资
产 一 样， 网 络 带
宽 同 样 具 有 容 量
限制。

■ 了解当前的网
络 利 用 率 将 有 助
于 确 定 是 否 可 增
加新容量。

■ 可对设备进行
重 新 配 置， 以 在
网 络 流 量 开 始 放
慢 速 度 时 帮 助 释
放带宽。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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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额外网络流量会被逐渐

用完。如果您的网络可以处理现

有流量，您可能不知道网络容量

已经接近极限。”

作为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者，我们经常看到客

户们发现可用于测定现有和预计新网络流量的工具

很少。控制系统供应商会在现有系统上配备诊断软

件，但这些软件没有能力预测经过系统改造后的网

络负载。“如果我们实现这一升级，我们的网络是

否能够处理新负载？”我们似乎很难获得这一问题

的简单答案。

问题项目
当一些遗留系统达到报废年限时，通常会倾

向于更换 HMI 和前端组件，但适当地保留控制器。

供应商们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使出浑身解数。例如，

供应商 A 使用户确信其 HMI 可以实现与供应商 B

的自动化系统的无缝集成。也许真的可以，或者至

少在供应商 A 的测试台上确实成功实现过无缝运

行。可能确实有大量使用上述组合的成功项目存在，

并且销售人员引用这些实例，作为用户无需担忧的

原因。

就一些跨平台组合运行良好这一点而言，销售

人员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现场

特定情况中存在很多变量，这一组合是否能够在这

种特定情况下良好运行仍是未知数。

如果负责项目的销售人员真正了解跨平台组

合在各种情况下运行所涉及到的问题，并给予客户

正确的指导，则成功的概率较大。但是，作为独立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者，我们看到的更多情况是

在未经过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并认可这种选

择。发出采购订单后，问题开始出现，我们的服务

部被客户要求解决兼容性问题。

所幸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由于此类跨平台

DCS 升级而导致整个系统在首次打开时崩溃的恶

劣史例，但确实有很多项目在后期不得不突然延迟

数周，以解决一些网络负载问题。与其它项目问题

一样，在早期解决此类问题能够节省成本和时间。

工具和指南
虽然有很多工具可以评估办公室和商业 IT 系

统的网络健康度，而可用于查看过程自动化系统网

络的工具很少，但选择仍然存在。虽然可以使用常

见的 IT 工具，但在使用时需做出判断，以判读评

估结果。

研究和碰撞次数的具体检测通常会显示出来

回传输的数据包数量以及传输的便利程度。大多数

自动化系统均配有某种类型的内部诊断实用程序，

这类实用程序可监测网络负载相关询问得到回应的

速度。HIM 需要获取信息来刷新操作员屏幕时，第

一次尝试时就会获得成功？还是会延迟？ HMI 是

否必须经常重试？大多数系统均可计算需要保存信

息的情况次数。知道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在尝

图 2  2003 年的网络

架构可能没有预料到

当前无线设备的快速

普及。向远程用户提

供当前信息是非常重

要的，但并不总是需

要实时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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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弄清楚可用带宽量

时，它并不能起到多

大的帮助作用。

大多数系统还可

提供控制器负载相关

信息，并且如上所述，

与计算量相比，控制

器负载与信息传输的

关系更大。上述信息

有助于您确定任务在

系统周围的分散方

式。您可能发现某些

控制器承载的负载部

分不成比例，而通过

重新将一些任务分配

到自动化系统承载负

载量较少的部分，可

改善通信。

这些工具在无故

障情况下是肯定有用的，但如果您考虑将新项目添

加到网络中，则这些工具不太可能会获得成功。如

果您发现您的网络必须烧录带宽，您并不需要担心，

而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带宽的成本较高，但大多数装置在建成时，

很可能获得更多的回报。过去几年间，所开发出来

的能够降低带宽需求的技术极少，并且其中很多技

术都取得了相反的效果，因此，大多数公司比他们

所意识到的更为接近极限。

升级是否会发生作用？
让我们回到之前所讨论的跨平台迁移项目。

为了讨论的方便，假设供应商 A 的客户经理具备

相关知识，并且曾经参与过类似应用程序的项目。

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项目会取得成功，但那个

令人困扰的问题仍然存在 ：“以上这些在我们所处

的情况中是否会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有效问题，

您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并在启动项目之前确定答

案。由于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很多变量，这些变

量可能比您意识到的要多，因此，千万不要认为

一切都会顺利。

大量变量的存在会阻碍供应商确保自动化系

统的性能。每家公司以及每种情况都是不同的，因

此，您应确保自己了解您正在购买的产品。您可以

与实施过类似项目的类似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讨

论，以获取最有用的信息，但很难对不同的情况进

行对比。即使您的装置是其它装置的翻版，您可能

会决定使用更为复杂的 HMI 图形（需要获取更多

信息），也可能会提高刷新率。这两种情况均会增

加网络需求，并加大直接对比装置的难度。

因此，这一决定与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有关。

如果您确定您的网络运行容量为 80%，那么是否

可以添加使流量增加 17% 的新 HIM ？您的容量占

用率有多精确？您能够接受的极限接近度是多少？

了解到不存在精确标准后，这一决定成为一项需要

完成的风险评估实践。

解决网络问题
不久之前，我公司曾参与过一个项目，在这个

项目中，客户尝试回答我们当时正在讨论的网络负

载问题。我们的客户委托自动化系统供应商执行一

项重大网络研究，以预测迁移项目。这是极为罕见

的事件，因此我们饶有兴趣地查看了结果。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观察消

耗 20% 网络带宽总量的报警管理平台。该研究还

发现特定的 HMI 图形功能会以极高的频率轮询大

量点，从而导致大量流量的产生。

此类研究的成本较高，因此不会经常执行，但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由于早期研究可以发现一些问

题，这些问题可得到快速解决，不会发展到需要采

取成本更为昂贵的解决方案，因此，此类研究很容

易收回成本。当然，不是每种情况都有此类机会，

并且供应商有时不愿意执行此类网络研究，因为研

究结果可能不像客户预期的那样明确，并且可能不

存在明确且简单的解决方案。

任何一台装置均不可能为所有设备添加最佳

配置，从而使所达到的性能水平仅需消耗最少的网

络资源。如果一切顺利，则无需消耗资源在所有设

备设置中四处检索。

任何情况下均可进行微调，但微调并不足以对

所出现问题的解决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如果您正处

于容量极限，微调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

如果控制器或 HMI 由于升级而严重过载，则不可

图 3 使控制设备更为

接近过程装置可大大

降低网络流量，对于

需要快速响应的回路

而言尤其如此。图片

来源 ：霍尼韦尔过程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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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地需要执行重大步骤来提高网络利用率。

转移需求并增加容量
通过为新需求增加容量，可以缓解网络问题。

比如重新定向流量，增加控制器数量，以及通过增加

交换机、路由器和电缆布线等来提升网络通讯能力。

根据现有自动化系统的已使用年限，控制器的添加可

能相当简单，现代化系统更适用于此类添加。

实际实施过程中，项目会改变方向，因此，一

定的灵活性非常重要。常见场景为 ：“原计划购买

3 台新控制器，并保留现有 10 台遗留控制器，但

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购买 5 台新控制器，并需

要将遗留控制器的一些功能转移到新控制器上。因

此，除向新设备添加新输入 / 输出之外，我们还需

要分散已有输入 / 输出。”升级项目经常发生此类

情况，并且如果项目实施之前的计划不周密，此类

情况会导致项目延迟。

处理“带宽贪婪者”
一些设备或软件会消耗大量带宽。某些情况

下，带宽的消耗是合理的，但另外一些情况则不是。

高带宽消耗者的共同特点是需要从大量资源中频繁

拉取大量信息。

上述所述客户研究表明报警管理程序会导致

过度网络负载。我们经常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回路

诊断实用程序需要大量数据才能正确运行，而这会

占用大量网络资源。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诊断程

序无需持续运行，因此，其利用率有限。

如果您正在尝试找出潜伏在系统中的“带宽贪

婪者”，您可从以下几处着手 ：

过度负载控制器——这是一个常见问题，需要

装置在升级过程中清理控制器的负载。这通常表明

需要添加其它控制器，以缓解会在正常迁移之外增

加大量任务的问题。

跨平台控制器或网络通信——如果有大量跨平

台控制器通信致使网络停滞，则可通过改变控制器中

的控制策略来缓解问题。需要进行较好的设计，以评

估控制策略增加控制网络负载的方式以及重新对这些

策略进行定位，以便改善现有情况的方法。

hMi——您的操作员屏幕需多久更新一次？过

程性质以及一些项目的变更速度可提供这一答案，

过载控制器

跨平台控制器流量

包含复杂图形的HMI

更新率过度的HMI

移动设备

第三方程序不断请求大量数据

硬件与软件缺陷和问题

需做出快速响应并进行控制的回路

自动化系统网络“带宽占用大户”

但大多数公司设置的刷新率均过高。如果 HMI 的

初始配置刷新率极快，则此配置会减慢 HMI 的运

行速度，尤其是静态信息（例如 ：描述符和单位）

的传输速度。

移动设备——管理员喜欢远程访问装置性能

数据，但是否必须每 10 秒更新一次数据？是否可

以每隔 1 分钟或 2 分钟进行一次更新？降低移动设

备更新率是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可显著减少网络

流量。

第三方程序——资产管理、回路调整、历史信

息处理工具、报警管理、APC 及其它软件程序通

常需要大量的自动化系统数据来执行其功能。研究

每个程序，并考虑变更配置设置，以减少通信需求

的可能性。例如 ：每分钟（而非每秒）检查一次操

作参数，APC 程序即可正常运行。

硬件 / 软件问题——不正确固件、软件修订版

本或其它配置问题会导致通信错误并大大降低网络

性能。这类问题通常易于识别和解决。

快速控制回路——若在更靠近实际设备且远

离中央控制器的位置进行传输控制，则可减少总

流量。这一点对需要快速控制的回路至关重要。

分布式控制可通过安装智能仪器和阀门（能够在

本地运行回路）从而针对流量和压力回路做出更

快速的响应。

大多数长期解决方案均通过解决“带宽贪婪

者”问题、更加有效地引导流量并增加容量来减少

网络流量。如果要构建并维护没有问题的自动化系

统网络，首先应了解哪些项目需要相互通信，它们

之间需要传输多少数据以及数据的刷新率。掌握上

述信息将更易于确定如何进行自动化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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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点触控技术快速地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上，迁移至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这

个趋势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最新

的研究表明 ：相较于使用传统的键盘、鼠标组合，

熟悉触控技术的操作人员，可以更好地操控屏幕上

的信息。

此外，由于多点触控技术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普

及，当工业自动化设备也采用此技术时，只需要很

少，甚至根本不需要培训，就可引入多点触控技术，

获得产量和效益方面的提升。

单点触控技术已经落伍了
查看和分析生产数据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通过

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工厂职员利用这些系统提供的

彩色图形显示系统，查看过程数据、控制设备或工艺

过程。现代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替代了诸如笔和墨

水图表记录仪等老式记录设备，成为全厂范围自动化

系统的有益补充。最新产品可以在设备内，保存数月

甚至是数年的历史数据。运行人员不需要使用专门的

PC 或者专用软件，就可以查看和研究数据。

多年以来，尽管数据测量和记录技术已经获得

飞速发展，产生了更多有用的数据，但是分析技术

和操作员界面技术，并没有完全跟上步伐。

传统上使用键盘和鼠标的屏幕导航技术，对于

查看和分析大量的数据而言，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低

效的方式。触屏技术的应用已经有很多年，是一种

技术上的提升，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使用单点

触控技术的场合，操作人员仅能通过触摸操作单个

屏幕对象。在很多情况下，单点触摸会通过激活某

项功能，或选择某个菜单来转向更详细的屏幕，相

较而言，多点触控技术则要简单的多。

尽管与使用鼠标和键盘相比，利用设计精良的

触屏界面，可以更快捷的实现直接选择菜单图标或

其它目标，但是对那些产生大量历史数据的系统而

言，操作人员仍然需要频繁地点击或触摸屏幕，以

便导航到感兴趣的区域。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

办法，并且已经在领先的数据采集系统和相关产品

上得到应用。

多点触控登上舞台
一些研究表明，多点触屏控制要比使用鼠标和

轨迹设备要快三倍。这就使得工厂运行和其他相关

人员能够更快的寻找、查看和分析感兴趣的数据。

多点触屏支持放大和缩小操作。利用单个手

指，操作员可以滑动趋势屏幕，在水平方向上浏览

整个时间坐标。他可以利用两个手指缩小或放大时

间坐标。这样就可以以概貌的形式快速浏览趋势数

据，并对其做详细的研究。运行人员也可通过滑动

屏幕，快速滚动基于文本数据的历史趋势，这和在

智能手机上，通过滑动快速寻找联系人一样。在很

多情况下，这种搜索数据的方法，要比传统上通过

键入文字或数字，然后进行搜索要快的多。

事实上，由于运行人员在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

和平板设备时，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与其在工作

中使用多点触控产品的方式一致，因此用户的经验

多点触控提升数据分析效率
多点触控技术，迅速地从商业领域扩展到工业应用领域，帮助工业用户提升数据

分析能力。

Steve Byrom

■ 多点触控技术
能 够 比 传 统 的 技
术 更 快 的 操 控 速
度， 并 能 分 析 大
量的数据 ；

■ 如果用户已经
通 过 使 用 消 费 电
子 设 备 熟 悉 了 该
技 术， 则 可 以 降
低对培训的需求。

关键概念

图 1 多点触控技术，

正在从智能手机和平

板上，迁移到工业自

动 化 应 用 领 域 的 数

据 采 集 和 其 它 系 统

上，极大地提升了生

产效率。图片来源 ：

Yokog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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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变得非常丰富。这样，为了掌握新的数据采

集产品，所要求的学习曲线就大大降低了，而且同

时还会鼓励使用那些因优化触屏导航技术而被裁剪

掉的一些特性。最后，多点触控技术为例行的任务

和运行，增添了一些乐趣，提升了运行人员的参与

度和生产效率。但是和其它所有新技术一样，在使

用之前，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留意。

准确的数据是一切分析的基础
任何被分析的数据必须是准确、可靠和可信

的。一旦产生可信的数据，必须将其以足够高的频

率定期发送至监视设备，进行有效的分析。 应将

大量的数据存储起来，并易于与当前的运行数据进

行比较，因为这可以极大地改进分析。

应用软件写入如果执行的不好，在使用多点触

控技术的时候，可能会对用户造成干扰。运行人员

在使用应用软件的时候，一般会认为软件能按照预

期工作。如果不能按照预期工作，用户和机器之间

很快就会失去交流的基础。

尽管多点触控技术提高了大多数运行交互的

效率，但是单点触控、键盘和轨迹设备仍然有其用

武之地。比如，在通过滑动来搜索包含数百个变量

的清单时，多点触控技术一般要快一些 ；但是如果

要搜索有上万个条目的数据库，使用传统类型的搜

索要快得多。

从高效率和易用性方面来考虑，由于多点触控

和单点触控技术的联合使用，最佳方案会不断的出

现，所以正如下面的应用实例所体现的一样，产品

应支持两种方式。

 

将多点触控技术引入智能工厂
有些实例，能够体现出多点触控和其它技术联合

用于数据分析时的一些优点，比如：盘台安装的数据

采集站。数据站采集的过程信号，具有较高的准确度

和重复性，将这些可视化的数据，提供给运行人员。

为了便于将来的数据审查和分析，必须将足够的、受

保护的数据就地存储起来。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

的，工作站必须易于将数据导出到PC 环境中，这样

数据才能够永久保存，用于进一步的分析。

最先进的数据采集站，充分集成各种设备，提

供一系列基本功能，比如模块化的通用输入、SD

卡闪存、支持 USB 便携式媒体，

最上面则是非常常用的触屏人机

界面。彩色图形显示非常直观，

提供的信息也比较清晰，可用单

点或多点触控操作，可用于输入

设定值和数据显示导航。

操作人员可以观察概貌画面，

概貌画面上会显示所有通道的数

据；通过触控发生报警的通道，

就可以跳转到能提供更多信息的

趋势屏。在该实时趋势屏上，通

过简单的滑动操作，就可重新显示最近发生过报警的

历史趋势数据，包括事件发生期间以及事件发生后的

数据，最大 / 最小值均标示在趋势上。更多的触控和

滑动动作，则可将更多的历史数据呈现在运行人员面

前。在很多应用场合都需要该性能，由于多点触控技

术的应用，这个要求更容易实现了。

历史趋势的全部内容，包括小时、日、甚至是

月，都可得到。增加标准以太网接口，就可以利用

网络浏览器、电子邮件信息或其它方便的功能来监

视数据。这些先进的数据采集平台，为老式的、使

用单点触控屏交互，并基于复杂软件的数据采集平

台，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替代方案。在热处理车间的

一个应用中，使用纸质趋势表采集数据，该数据用

于判断在每个产品加热周期内，炉内的温度是否在

规定的范围内。运行人员将产品批次及其它文本信

息手写在图表上，将每个产品批次与温度数据关联

起来。为了提高运行人员的效率，安装了带触摸屏

的数字记录系统，用于采集、存储和产生安全的、

不易被篡改的数据文件，包括可追溯的批次和温度

数据。数据输入的速度和准确性都得到提高，并且

可追溯批次数据与其相应的责任运行人员。

由于多点触控技术的使用，智能手机和掌上电

脑已经改变了人们每天交流、浏览因特网和处理无

数应用的方式。对于特殊的数据采集和控制产品来

讲，它带来了同样的便利性和直观感觉。

智能化的工厂数据采集和其它系统的设计，能充

分利用多点触控技术的优势。由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应用程序对这些产品的支持，操作人员与工厂信息

交互并解读这些信息的方式正在改变。

图 2 现代盘台安装的

数据采集站，充分利

用多点触控和其它技

术，使运行人员能够

快速浏览和分析大量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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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加入智能模块化布线系统的重新设计，

缩短了产品出厂的时间，让制造商生产面

板的速度更快。Matrix Design 公司位于美

国伊利诺伊州的 South Elgin，主要是为机床

工具和机器护理应用生产定制化的机械处理

设备。自动化护理站减少了人工处理元件、

减少了零件成本并且增加了生产量。薄板外

壳减小了体积，使得需要的工厂空间最小。

为了让机器升级更具生产效率，Matrix 

Design 公司希望使用新技术提升机器制造

的速度，支持能够易于管理和维护客户的

解决方案。在汽车机床制造部门，新的动

力传送程序和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竞争，让

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更短，这就形成了成

本竞争的要求。新技术在缩短产品推向市场时间的

时候，并不会牺牲机床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除此之外，人员的安全和工厂设备保护也需要

机床制造商提供能够超越安全标准和法规的设备。

Matrix Design 的机器护理站包括加载在摇动

杆装配线上的操作员控制站，允许操作员在进行安

装和更换操作的时候移动控制。这项功能够最优化

操作员功能，但是让传统的布线先导设备安装更加

复杂。操作员必须要将一大把控制线缆穿过摇动杆

装配线。在先导设备终端布线，需要在热缩型电缆

的套筒上进行单独标注，并使用金属圈压紧。为了

减少这种复杂性，MatrixDesign 使用预布线多导体

线缆和终端模块，保证一捆线缆都能够通过摇动杆

装配线，这样显然增加了配置中的材料成本。

Matrix Design 考虑到现在的这些挑战，于是寻

求如何更加有效地生产自动化设备。Matrix Design 的

重新设计首先要解决的是操作员控制站的问题，以

及面向二级汽车制造商多机器护理站的主控制面板。

公司发现了在标准面板布线解决方案提供灵

活性以及通过改变网关模块连接 Profibus-DP 或者

EtherNet/IP 网络的能力，从而能够节约时间。这

项功能意味着所有的元件都能够简单地与不同机器

控制器和现场总线系统集成，不需要对连接图进行

大幅度修改。这样做也不需要传统布线系统中使用

的 I/O 交叉引用图。

从 2 天到 2 小时
重新设计让 Matrix Design 能够使用一层多导

体线缆和简单的插入式连接器连接先导设备。使用

的便捷性能够大幅提升产能，回避布线错误并且简

化系统测试。它还允许 Matrix Design 在控制台当

中将特殊线缆连入先导设备，在 2 个小时之内对每

台面板连接并进行编程，相比传统工艺这大大节约

了时间。传统上，装配的时间大概需要 2 天。

“我们将按钮控制台的布线时间，从 2 天缩短

到了不足 2 个小时，我们还降低了按钮布线的复杂

度，去除了常规应用中的 I/O 模块。”Matrix Design

公司电气工程师 Matthew Maliszewski 说道。

重新设计还理顺了测试、试车和故障诊断等环

节，降低了劳动时间和成本。新系统上的连接节点

拥有LED指示灯，能够显示每一台连接设备的状态，

降低了对人工测试每一条线缆的要求。  

合理布线
为机器制造商节省时间和成本

Matrix Design公司通过采用合理的布线解决方案，提升了生产速度，简化了故

障诊断过程，节约了成本，同时制造出更加高效和灵活的机械化护理站。 

Richard Chung

■ Matrix Design 使

用的第一台伊顿公司

的设备，是操作员控

制站和面向汽车制造

商的多机器护理站主

控制面板。伊顿电机

的 SmartWire-DT 控

制 面 板 布 线 解 决 方

案，让装配时间从 2

天 缩 短 到 了 2 个 小

时。图片来源 ：伊顿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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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规划，优化自动化项目策略
在如今的全球过程工业和能源领域，影响项目

满意度的因素层出不穷。事实上，行业正在面临高

级工人数量不断下降，而全球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

都在持续上升等挑战。工期紧凑、预算有限等等对

顺利完成项目亦带来了重重困难。

埃哲森能源与公共事业创新中心针对规模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主管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

示，仅有三分之一的项目能够把预算超支控制在

25% 以内，而能按时正常交付的项目则更少。这

样的延期和超支每年会造成数万亿美元的额外开支

和收益损失。然而，如果项目评估和规划方面进行

早期投资，并选择卓越的自动化策略服务伙伴，那

么您将在项目执行中获得物超所值的回报。

建筑行业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不良投资几乎

从不在前期规划方面投入时间，但前期规划实际上

可以为整个项目设计和建设节约多达 20% 的成本

并缩短 39% 的工期。

虽然少数行业专业人员已经开始关注早期项

目规划的价值，但由于业主和 EPC 单位通常缺乏

足够的资源和专业知识，特别是在新的自动化技术

及相关业务过程的评估和应用方面，因此实施早期

规划仍然是困难重重。

现在，您可以通过选择艾默生作为您的自动化

合作伙伴来更快速、更高效、更简单地实施项目。

作为过程自动化领域的创新先驱，艾默生能够帮助

用户为其项目投资设计战略方案并通过自动化技术

发现降低项目进度和成本风险的机会 ——在启动

后实现更安全、更可靠、更高效的运营和获得更多

长期收益，是用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来自荷兰

皇家壳牌公司的工作人员如此评价 ：“艾默生帮助

我们打破常规 , 让我们能够快速制定决策并将想法

变为现实。”

创新型技术有助于快速灵活的设计和降低成本
从前期项目规划进入到更详细的工程设计阶

段，这时就需要更细致地探讨最新自动化技术和项

目执行方法如何帮助项目获得成功。这一阶段需要

注意的自动化事项包括 ：对于有助于降低项目成本

和进度风险的技术，以及投入运营后支持更高设备

性能的技术进行评估。有时候，某些关键技术决策

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产生促进作用。艾默生的全球

项目服务团队可以全程为您提供指导，并帮助您实

早期规划
让自动化项目尽在掌握

项目延期和超支每年会造成数万亿美元的额外开支和收益损失。然而，如果项目

评估和规划方面进行早期投资，并选择卓越的自动化策略服务伙伴，那么您将在

项目执行中实现更安全、更可靠、更高效的运营和获得更多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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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细节。特别是虚拟化、电子布线和无线网络

等经过验证的技术，可显著改善项目成本和进度，

同时还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灵活性。

 

全球协作，分享最新技术和全球专家资源
为了便于协作，艾默生开发了自己的远程虚

拟化办公平台，此平台可从公司的项目管理办公室

获得信息 , 支持整个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远程工程设

计，它可将艾默生全球的项目工程师和主题专家团

队、客户和所有相关人员联系到一起。

远程虚拟办公平台提供了一个集成式的工程

环境，在这里，项目人员可以通过工程系统和工具

进行协同工作。通过数据管理工具在艾默生综合

项目数据库和工程设计数据包（例如 SmartPlant 

Instrumentation）之间进行设备数据交流 ；通过集

成式项目数据库自动创建控制系统应用的基础层 ；

此外，还可以自动生成控制系统回路图和其它项目

文件，避免了耗时且易错的人工数据交换。项目工

程师可以访问经过验证的应用程序代码库，它可提

供标准功能块以外的代码，并对多种设备进行最佳

控制（例如变速传动装置）。艾默生工程师可以帮

助客户维护特定的数据库，以便将其重新应用于用

户在全球各地的其它项目中。此举可进一步加快设

计执行速度，最大程度减少潜在错误，并形成更一

致且可支持的系统。

 

通过简化和标准化精简现场任务
对系统灵活性的早期关注和人性化设计理念

提高了安装和调试效率，并实现了无故障启动等功

能。在任何自动化项目的安装和调试阶段，规划和

设计都将面临现实的考验。阀门需要与管道法兰匹

配 ；螺丝刀需要与接线板匹配。实施过程的效率很

大程度取决于之前的所有规划和设计工作。之前的

大量决策（无论大小、好坏）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项目的进行。

从控制和仪表的角度来看，安装和调试均关

乎效率和灵活性。仪表和 I /O 的设计在最大程度

减少潜在错误的同时，是否实现快速安装？是否

为仪表技术人员提供了高效地调试仪表和检查回

路的必要工具？自动化系统是否灵活并足以满足

后期工程变更要求，还是后续变更会让进度和预

算陷入混乱？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不令人满意，

考虑到这一点和其他因素，艾默生早在 10 多年前

就已着手研究，进而对其产品和系统使用人性化

设计理念，消除不必要的工作、降低技术复杂性

以及将知识融入技术，根据这三个基本原则，人

性化设计现已成为公司技术开发过程的基础，其

在项目服务的交付中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例

如，用户可以从自己的办公桌轻松执行虚拟的工

厂验收测试（VFAT），这可以显著消除不必要的

工作和时间消耗（尤其是差旅）。但在项目交付中，

人性化设计的最大意义在于过程自动化项目所需

的各种元件到达现场时，都已经按照最大程度降

低进度和预算风险的要求进行了优化 ；当硬件、

仪表和软件到达现场时，即可立即融入它们的实

际工作环境，从而帮助客户降低项目风险和预算

并显著地改进项目执行过程。

超越技术的服务
作为行业领先的自动化方案提供商，艾默生

不但拥有创新型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更有拥有丰

富行业和专业经验的专家，从而帮助客户解决项

目挑战。对于艾默生项目服务团队的某些客户而

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专业性、

人际关系，以及恪守承诺。艾默生一直致力于成

为客户的顾问与合作伙伴，其技术创新、服务变

革都着重于帮助客户解决正在面临的或潜在的挑

战，从而让客户成功实施项目并获得长期的竞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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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的基础设施正在以令人忧心的速度老

化。事实上，美国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制

造工厂已经运行了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利用机器和工厂层级的数据，是理解制造流程并进

行关键性升级的重点所在。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美国制造商需要有效

地实现现代化，才能与低成本国家竞争。现在的情

况是，只有那些生产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制造企业

才能幸存下来。这意味着，制造商需要注重效率优

先。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就是要利用优化效率的最

新技术趋势实现设备和设施的现代化，这被称为智

能现代化（intelligent modernization）。

智能现代化策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

使用大数据。数据的接入和收集需要采用最为简易

的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动化、提升效率。

停产时间更短，效率更高
举例来说，停产对于制造企业来说是最为重要

的成本问题。ARC 顾问集团预测，因为停产造成

的生产成本损失每年高达 2000 万美元。使用数据

驱动的策略对工厂基础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可以了

解停产的原因，从而能够预测停产事件的发生。这

能够帮助工厂经理将生产率提升 5%，从长期来看

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能源的使用也大大地影响制造流程。数据驱动

的现代化策略，也可以使用能源数据，从而能够发

现能源的使用是如何影响到企业运营。为了节约能

源，传统的策略着眼于减少实际的机器利用率，这

样会降低产能。然而，对于能源数据的分析允许工

厂经理提升流程的能效。通过充分理解机器或者设

施能源使用的数据，工厂经理能够确定出具体的浪

费原因，所以他们能够在不造成产能损失或者干扰

总体运行的情况下提升某一个方面的运营绩效。

全新透明度
制造商不能在没有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执行

数据驱动的策略。很多人会同意，现代化设备对

数据的支持力度更大。备件和支持越来越多，而

设备也在变得比以往越来越可靠。更为重要的是，

现代设备的数据透明度更高，无论是在工厂还是

机器层莫不如此。

透明度会增加总体的拥有成本，进行更好的诊

断，从而延长设备的生命周期。除此之外，现代设

备运转更快，存储能力更强，指示也更加明确。这

些优势在系统层面上，就是更大的产出和更高的效

率以及安全性。

 _

处理大数据
如果要利用数据的力量实现智能现代化，工

厂经理需要准确地了解哪些数据可以利用，以及

如何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得理解数据。传统上，制

造商已经在使用内部人员和资源实施现代化项

目。但是，成本的压力正在迫使大多数制造商关

注他们的核心业务，将资源调离设备升级或者预

见性的改善工作。雇佣外部的专家，可以帮助制

造充分利用像大数据这样的新技术，获得最大的

投资回报。

专家可以告诉工厂经理从哪里开始以及如何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现代化
利用最新的技术推动设备和工厂设施的现代化，这项优化效率的技术被称为智能

现代化。从工厂到企业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是任何自动化和现代化实施的关

键。下面我们来看看实现智能升级的三个步骤。

John Boville

■ 智能现代化帮
助企业优化效率，
使之从最新的技术
进展中获益。

■ 来自工厂和企
业 的 大 数 据 和 分
析，能够帮助企业
实现智能现代化。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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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并且提供全程监控

和指导，帮助经理从生产设备

升级中得到最大的收益。专家

一般能够针对工厂的具体需求

制定执行计划，并且保证结果

能够满足一系列目标。

专家资源能够帮助制造企

业向所有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展

示现代化的成果。绝大多数制

造企业都需要展示出多个不同

关键绩效指标（KPI）的提升，

以显示出现代化解决方案的投

资回报。拥有相关经验的外部

供应商，也可以帮助测量所有

已经就位的 KPI，并且向工厂

中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面展示结果。

智能升级的阻碍
在实施现代化战略的时候，制造商面对的最为

常见的挑战就是寻找资金。然而，如果能够合理执

行的话，智能现代化会大幅提高效率，从而抵消掉

投入资本成本。绝大多数现代化项目都拥有很好的

投资回报，这保证了经理们可以依靠良好的商业案

例，资助此类项目并且达到目标。

另外一个挑战在于学习如何设计长期支持的

系统。如果要实现制造工程的有效运行，所有的工

厂系统在运行期间都必须要得到维护和支持。尽管

这看起来理所当然，很多制造商实际上忽略了不断

进行维护的计划，这对于工厂运营有着致命的影响。

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投资涉及长期支持计划，准备好

相关措施处理技术工人流逝或者设备失效之类的问

题，缓解这一类的风险。

三步实现智能升级
智能现代化可以为制造商带来根本性的收益。

智能现代化策略最直接的结果就包括增加产能、降

低成本和提升竞争力。

1. 像大数据这类的新技术是智能现代化成功

的基石，但是经理们还需要制定计划，最大化地利

用这一新技术。制定执行计划，是利用大数据工具、

缩短停工时间、提升运营水平的关键。

2. 接下来，制造商需要选择正确的合作伙

伴来执行他们的现代化项目。项目管理和现场协

作，是保证项目平稳执行的关键。正确的合作伙

伴能够提供项目管理、培训和相关的资源，帮助

实现既定目标，并且识别出可以提升运营效率的

新机会。

3. 最终，制造商还必须要为新技术制定支持

计划，包括人员培训、维护协议和维修策略。在

长期支持计划中小型投资，也会在以后收获巨额

回报。  

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没坏的时候不用维护”这样
的想法？要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应该制定怎样的
智能升级战略？

思考一下 ：

■ 智能现代化可以为制造商带来收益，包括产能增加、成本降低、竞争力提升。这些都是

智能现代化测量的结果。图片来源 ：施耐德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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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涌保护器

菲尼克斯发布

“SEC”革命性的全新电涌保护器

作为防雷与电涌保护技术、产

品和解决方案的专业提供商，菲尼

克斯电气长期关注行业用户的真实

心声。近年来，菲尼克斯电气在德

国总部投资建立了防雷及电涌保护

测试的实验室，旨在对客户的诸多

问题逐一进行分析、解决，并严格

保证产品通过符合标准测试的认证。这才有了全新一代的革命性电

源类电涌保护器系列产品——SEC!

SEC（Safe Energy Control）, 是安全能量控制技术的简称。

可以作为雷电保护和电涌保护领域性能稳定、功能强大的代名词。

创新的放电间隙技术能够避免任何形式的续流。这在最大程度上降

低了整个系统的压力，同时也证明了电涌保护器的稳定性。电涌保

护器为您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在不同应用场合，均可提供无

需后备保护熔断器的产品方案。

FLASHTRAB-SEC-HYBRID 是首款集成式的 I 类电涌保护器，

该模块将无续流、高性能的放电间隙与后备保护熔断器集成在同一

个插头中。集成式熔断器的结构设计，使电涌保护器的安装更加方

便、灵活。也进一步节省了柜体空间以及接线工作。FLASHTRAB-

SEC-HYBRID 适用于 230/400V 的配电系统。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红狮推出NT24k千兆以太网工业交换机
 

全球工业自动化与网络领域的

通讯、监测和控制专家美国红狮控

制公司，今日宣布其 N-Tron® 系列

NT24k ™管理型千兆以太网工业交

换机平台新添 18 款紧凑型号。新型

NT24k 为 DIN 导轨安装型交换机，支

持 10 至 14 个网络端口，可同时使用

快速以太网、千兆、双模光纤以及 8

个千兆铜质端口，并提供 IEEE 802.3af/at 增强型以太网供电 (PoE+)

型号。

凭借 100 多种混合媒介配置选项，坚固耐用的 NT24k 平台结

合了光纤端口的抗噪音干扰特性和 10/100/1000Base 铜质端口连

接的多功能性，为不同工业应用提供稳定的迁移路径。

凭借 PoE+ 选型，所有交换机均可接受 22-49 VDC 冗余电源

输入并提供提升功率的升压电路，从而无需使用单独的 48 VDC 电

源。此外，红狮新型 PoE+ 交换机可提供高达 240W 的 PoE 输出

功率（每个千兆铜质端口 30W），从而为监控摄像机、面板显示器

和无线接入点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工业无线

宜科WFC系列

无线通讯产品 为工业4.0插上翅膀

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如果仅仅通过

有线方式连接众多的物理设备，仅布线都

将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宜科公司 WFC 系

列无线通讯产品正是为满足智能工厂工业

通讯要求所推出的，尤其适用于布线困难

的工业现场，灵活、安全、可靠的无线通

讯解决方案。

WFC 系列无线通讯产品为避免受到

传输过程中信号衰减及干扰等因素的影

响，采用跳频方式扩展频谱，有效的提高

了频带宽度和信号传输的稳定性，鉴权与加密技术的引入使得

数据的安全性大幅提升。区别于通用型的无线传输产品，WFC

模块专注于工业领域 PROFIBUS-DP、PROFINET 等现场总线

协议的连接与传输，根据协议的报文规定和传输要求，优化了

信号的传送方式，满足严苛的工业现场对于数据实时性和准确

性的需求。

无线通讯解决方案简化了电缆的铺设和安装，降低施工和

维护的成本。模块使用标准直流 24V 供电，包含 IP20 和 IP65

防护等级的产品，满足不同安装环境的需求。WFC 系列产品既

支持点对点信号传输，也支持多点主从通讯，使用户可以方便

快捷的扩展无线网络通讯。

仪器仪表

艾默生发布 CH88 新型氧化锆分析仪

2015 年 6 月 1 日，艾默生过程管理

发布新型燃烧气体分析产品——CH88 直

插式氧化锆分析仪。CH88 直插式氧化锆

分析仪用于锅炉，焚烧炉，窑炉，过程加

热器和工业加热炉等这些燃烧过程中的燃

烧控制的氧气分析，提供烟气中精确的氧

气测量，保证燃烧过程中最优的燃烧效率

和降低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等排放物。

CH88 直插式氧化锆分析仪的氧化锆测量池设计在探头

的最顶端，可以轻易触及到烟道气体。探头长度从 0.5 米到 2

米可选。带背光的 LCD 显示的电子变送器可方便的进行设置

和标定。

艾默生罗斯蒙特分析仪表业务单元的中国区总经理林仕雍

说道 ： “随着客户对烟道气中氧气测量分析的需求增加， 我们正

日益让我们的分析仪表变得精度越来越高，使用越来越方便来

满足客户的需求。 CH88 直插式氧化锆分析仪 真正会给用户带

来了资源节约，而且也符合环保法规。 ”

ProduCTs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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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测温仪

福禄克发布全新手持式红外测温仪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日

前宣布，发布两款全新的手持式红外测温仪

Fluke 562 和 Fluke 563。这两款测温仪分别具

有 30:1 和 50:1 的距离系数比，可远距离测量

更小尺寸目标 ；这两款测温仪分别具有 20 和

99 条的数据记录功能，免去用户还需要随身

携带纸本记录数据的烦恼 ；Fluke 563 的测量

数据可通过 USB 接口输出，并可结合 Fluke 

View Basic 软件，轻松查看数据捕捉目标温度变化之趋势。

较高的距离系数比和自由选择的多样测量功能以及 0.1-1.0 连续

可调的发射率使得 Fluke 562 和 Fluke563 红外测温仪成为了很多高

精尖行业中负责维护、维修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理想选择，这些行

业和应用包括 ：电气设备的诊断和预维护 ；石油化工领域反应器、加

热炉、催化装置等设备的诊断 ；甚至对电子电路设计过程中微小电子

元器件的检测等。

Fluke 562 和 Fluke563 是快速扫描系统温度的理想工具。由于采

用红外测量，因此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远处进行测量即可，无需接触

正在运行中的设备和带电的电气连接，既提高了便捷度又最大限度的

保障了人员安全。而 80PK-1 热电偶则提供了接触式测温功能，满足

多样测量需求。

操作员界面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

MobileView有线操作员界面

2015 年 6 月 8 日，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新产品 Allen 

Bradley MobileView 有线操作员界面。这款移动终端赋予工厂

人员更多自由，让工厂人员可随身携带机器的人机界面 (HMI)，

对超出视野的应用进行实时调整。

MobileView 有线操作员界面可用于设备维护、机器配置

或校准操作等需要操作员观察机器的场合，是 HMI 应用的理

想之选。该产品配备硬接线急停按钮和三位使能开关，因此

也可用于需要本地安全功能的应用。

MobileView 有线操作员界面与 Allen-Bradley PanelView 图

形终端互为补充，为制造商和工厂人员提供了满足不同应用需

要的一系列固定终端和移动终端。该产品同样采用罗克韦尔自

动化的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ME) HMI 软件，用户可

以跨 MobileView 和 PanelView 平台开发和重复使用软件应用。

这款终端有三种线长可选，范围从 16.4 英尺到 49.2 英

尺，可灵活满足不同机器及生产线的需要。MobileView 有线

操作员界面还配备 10 英寸电阻式触摸屏、用于储存应用的 2 

GB 内部 SD 卡，以及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 USB 2.0 接口。此

外还可选配软件可分配功能，即硬接线瞬时型带指示灯按钮

或三位钥匙开关。

自动化软件

西门子网络管理

新系统简化工业网络监控

西门子发布了新版 V13 Sinema 

Server 软件，以简化工业网络的监控

工作。新版软件可自动检测网络中的

所有 Profinet 和以太网设备，并将其

清楚地显示在网络浏览器中。同时，

V13 版软件还能从 Simat ic 控制器

（Simatic S7-300/S7-400）及其所连

接的 Profinet 设备上直接读取信息，让维护人员得以随时查

看所有设备的状态和连接情况，甚至能够高效监控涵盖多达

50000 个节点的大型网络。本软件旨在帮助用户尽早发现潜

在故障，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依据，从而提高设备的可用性。

Sinema Server V13 是专门针对制造业企业和过程工业而设

计的。

设备数据通过“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或

Profinet 机制直接访问设备进行评估。其结果是 ：对诊断数据

与设备识别数据（识别和维护 /I&M 数据）进行精确、公开的

评估。Sinema Server 还能够满足现场自动化的特殊需求 ：支

持动态拓扑，例如“工具快换装置”，以及对现场自动化领域

所用各类冗余协议进行详细配置。

ProduCTs新品发布

I/O 模块

魏德米勒u-remote
——安全的、数字量I/O模块

魏 德 米 勒 此 次 推 出 的 两 个 用 于

连接 PROFIsafe 或 FSoE 的安全模块

"4DI/4DO" 和 "8DI"，是魏德米勒为了完

善已有稳定市场的 u-remote 远程 I/O 系

统而生产。这两个创新的安全模块将和

现有的 u-remote 安全馈电模块进一步提

升 u-remote 系统性能。

在模块化系统中，如 PROFIsafe 和 FSoE 这样的安全协议能够

确保机器切换到安全状态。为实现这一目标，安全控制器通过系统总

线传输数字量 I/O 信号，该安全模块可以简单地集成在一个标准化的

u-remote 系统中。这个集成过程大大节省了用于设计和实施安全概

念时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魏德米勒正在扩充 "4DI/4DO" 和 "8DI" 这两个新的安全模块至其既

有成熟的 u-remote 远程 I/O 系统中。这些 PROFIsafe 或 FSoE 的安全

输入和输出模块可按照需求选择性地关闭设备装置。用户可通过网络

服务器随时监测机器或设备当前的运行状态，甚至在触发紧急停止之

后，它仍然可以向控制系统报告当前的状态，不管安全应用程序有多

大。这就使得系统有了更可靠的故障诊断并且重启设备更快。宽度仅

为 11.5 毫米的 "4DI/4DO 模块 " 设计极为紧凑但却有着多个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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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花些时间编写一份战略，包括控制策略改进，并敞开心扉利用新型控制系统

提供的功能。不要等到明天再去改进控制策略，明天实际上永远不会到来，先期

工作（FEL）策略会有帮助。

更加接近极限，而不会因此无谓的修改。没有偏

差的运营会增加产能，让产品质量更加统一，或

者两者兼而有之。

开发一个流程改进的计划需要在项目前就

开始准备工作，这些工作通常被称为先期工作

（FEL）。先期工作的内容包括研究流程并发现问

题区域，比如在过去 10 年里面控制回路是否人

工运行过，或者分裂蒸馏塔每次在下雨的时候会

不会出故障等等。现场调研会确定现有仪表的状

况，从而发现缺陷。新的控制系统不会受到现场

设备不足的阻碍。先期工作还可以预估改进项目

的成本。

看起来好像先期工作增加了一些项目的额

外成本，但是它所带来的收益会更多。先期工作

中完成的初步工程和设计，可以立刻在项目中发

挥作用。还有一些工作让战略更加饱满，比如仪

表升级，会减少项目运行时间超期和中期考核不

合格的风险。

控制系统升级是为数不多的不能够浪费的

机会。项目提供了从公司管理层来的资金、资源

和支持，而这些都是正常运行中所有没有的。

在项目团队中工作，可以让来自运行、工

程和维护部门的人员协同解决平时难以解决的问

题。一旦项目完成，团队就会解散。只有留下来

进行控制策略改进的人才是对工厂日常运营负责

的人。考虑一下哪些事情应该优先？

不要等到明天再去改进控制策略，明天实

际上永远不会到来。从现在开始为系统升级做

计划吧。

当
我查看战略文件的时候，最让我沮丧的

一个印象就是“按照现在的样子改进现

有控制系统，我们可以稍后再制定控制

策略的改进方法。”这让我非常痛苦。在我 24 年的

系统集成生涯当中，我知道这个所谓的以后可能永

远也不会到来。

选择按照既有系统进行改进，这看起来很容

易 理 解。 首 先，

我们知道现有的

系统至少基本上

正 在 发 挥 作 用，

即便有一些运转

得 没 有 那 么 好，

人们也已经在使

用了。其次，这

是一份易于向商

界 推 广 的 战 略，

现有的系统（基本上）都正在工作，新系统在升

级之后工作的方式也是一样的。第三，这种战略

文件很容易编写。

不要让我犯错是选择保守方案的一个原因。

清晰的战略对于项目成功至关重要。不幸的是，

按照现有的系统改进，可能会让项目的大部分价

值损失殆尽。

更新型的控制系统确定可以有些新东西，比

如现有系统中不存在的新功能。考虑花些时间编

写一份战略，包括控制策略改进，并敞开心扉利

用新型控制系统提供的功能。通过更好的可以优

化的策略，可以让流程控制更加的稳定。它可以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改进控制系统 ：

花时间提升控制策略是值得的

MayAnn Stroup

“先期工作的内容包括研究流程、

发现问题区域，比如在过去 10 年

里面控制回路是否出现人工运行，

或者分裂蒸馏塔每次在下雨的时候

会不会出故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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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您是选择单机、通讯接口连接还是集成方案，现代化的智能安全仪表系统

DeltaV SIS 都能够灵活满足您的需求。

您无需受限于当前的控制环境，便可直接选择当前最先进的技术，即基于电子布线技术和

CHARM 的 DeltaV SIS 系统，从而帮助您简化 SIS 项目的设计、安装、布线及调试。该项技术通过

消除传统接线柜的需求，扩展了 SIS 系统的容量，减少了空间需求。现在您可以部署一套独立或

者与现有的控制系统集成的安全仪表系统，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由您选择适合自己的解

决方案。欲获取更多信息，请扫以下二维码，或访问：ModernSafetySystem.com 。

一切尽在掌握

系统架构迫切需要添加一套现

代化的安全系统，因而我们需

要采用当前最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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