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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美国邦纳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胡
勇

无线网络如何提高

工厂的通讯能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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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U 技术专家
灵 活 的 通 讯 方 式

强 悍 的 环 境 适 应 能 力
规 范 的 程 序 语 言

安控科技研发生产的一体化和模块化 RTU 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过程自动化领域，特别在石油、

天然气、煤层气、长输管道、油库、燃气管网、供水供热、环境在线监测等行业的应用具有明显优势。

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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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知 不

觉 中，

我 们 的

生活开始离不开各

种“云”。随着云存

储技术在商业领域

的普及，我们现在

已经习惯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

等便携设备上分享“云”上的信息。“云”

为我们提供了更灵活、便利的信息传输方

式，就像你随身携带着一个隐形的、免费

的、容量大到无限制的 U 盘。

如同商业领域一样，制造业对于“云”

的认知也悄然进行着改变。从一开始的怀

疑，对安全性的担忧，到利用云平台实现

资产管理、历史数据分析、工业业务流程

优化以及远程实时访问等，更好的能效管

理、更多的成本降低以及效率提升，让工

业用户切实地感受到了“云”带来的好处。

市场调研机构 IDC 数据显示，今年

第一季度，全球云计算基础设施增长了

25.1%，达 63 亿美元。这是最近 5 个季度

中增长最快的季度之一。其中，私有云和

公有云基础设施支出同比分别增加 24.4%

和 25.5%。

来自工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

上半年在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中，增长最

快的是以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服务业务，

其增速达到 22.1%。这对于目前中国经济

的“新常态”来说，无疑是一片新的蓝海。

面对制造业用户的新需求，工业自动

化的领军企业们也开始在“云”端发力。

作为“工业互联网”概念的倡导者，GE 公

司日前正式宣布通过 Predix 云进入云服务

市场的计划。Predix 云是专为 Predix（被誉

为“Windows”的工业设备版）开发的工

业互联网云平台，号称是全球第一个专为

收集与分析工业数据而开发设计的云解决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自动化企业“云”端发力

方案。GE 首席执行官 Jeffrey Immelt 表示，

通过 Predix 云，GE 公司将为工业领域提供

更高水平的服务，帮助用户在高度安全的

工业级云环境中捕捉和分析海量高速运行、

类型多样的各种机器产生的数据。

据悉，西门子也正在构建一个开放的

云平台，旨在为工业用户提供预测性维护、

资产分析和能源数据管理等基于大数据的

服务。此外，最近几年已经有很多自动化

企业推出了基于“云”的产品和服务，比

如研华科技 WISE-Cloud 智慧云平台，菲尼

克斯电气 ProfiCloud，施耐德电气“云能效”

管理平台，罗克韦尔自动化基于云计算的

解决方案等，都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作为国内老牌的工业自动化企业，和

利时也正在积极研发工业云。“建设云平台

的所有技术，从内容来说基本成熟。要解

决的问题是信息安全和行业应用的深度。”

和利时集团副总裁史洪源认为，“中国有非

常多的中小型工业企业，他们如果自己组

织队伍建立私有云的体系，是相当不经济

的。和利时的工业客户有近万家，中小企

业客户也比较多，由和利时建立云平台服

务，对客户和自己都是双赢。”

我们惊喜的发现，从几年前看不见的

“云”，到现在接地气的“云”，工业企业正

在越来越多地采用云技术，通过数据共享、

资产管理、远程监控和信息分析等功能实

现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制造。预计，随着未

来云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的不断提升，

以及云服务和解决方案的不断完善，将有

更多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加入到“云”端。

如何为各个行业的工业企业提供定制化的

专业云服务，将成为角力工业云服务市场

的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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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灵活的远程I/O
EXCOM®系统

模块化设计适用于安装在
各类区域（非危险场所、1
区、2区）

多种冗余方式保证系统的高
可靠性

可独立于PLC/DCS系统，通
过DTM对现场外围设备进行
设置和数据采集

高通道密度，支持最大192
个开关量或96个模拟量输入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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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西青区兴华四支路18号（300381） 
电话：022-83988188 / 83988199 
传真：022-83988150
网址：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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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公司全球副总裁张力

虚拟光纤造就
无线通信领域的“法拉利”

创
建 于 1999 年 的 红 线 公 司

（Redlin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来自加拿大，

因其设计和制造业内领先的工业无线

宽带解决方案，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

其专有的虚拟光纤（Virtual Fiber）技

术集成了 WiMAX 和 LTE 等多种电信

级技术，可为数字化油田提供安全可

靠、高带宽、长距离、低时延的 IP 无

线宽带网络。究竟什么是虚拟光纤？

虚拟光纤和我们常见的 WLAN 技术的

无线通讯技术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本刊为此专门采访了红线公司全球副

总裁张力先生。

将无线通讯做成光纤传输一样的品质
近二十年来，无线技术的发展不

断加速，4G 的两大技术走向 WiMAX

和 LTE 均是基于 OFDM 技术（正交

频分复用技术）发展起来 , 并融入 IP

传输、可高速频宽、连接适配性与多

重智能天线技术。“我们是第一家把

OFDM 技术用作商用的长距离、室外、

广域无线网络的公司。”张总介绍道。

红线公司研发重点从点对点逐步提升

为点对多点的通信服务，但基于长距

离、高带宽、高可靠性从未变化。

红线公司着力打造的虚拟光纤，

概念源自将“无线做成光纤”。红线

公司可以提供像光纤一样品质的无线

通讯，通过 RDL-3000 系列无线系统，

有长距离、可靠性和保密级的优势，是

否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同样是阿曼项目

的例子，红线单个基站价格可能不占优

势，但是基站数目远远低于民用无线网

络提供商，因此整体网络成本并不算贵。

此外，使用与维护成本同样须纳入考虑

范畴，在沙漠地区系统维护成本高，维

修不及将引起石油生产报警，甚至有可

能对石油生产带来巨大影响。“总体来

说，红线公司的解决方案是非常有竞争

优势的。”张总归纳道。

致力于成为无线通信领域的“法拉利”
目前来看，红线公司 40-45% 的

销售集中在中东地区，在国外积累了

大量整装油田的经验。但早在2004年，

红线已开始在中国开展合作和投资。

“当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三大运营商是我们主要的客户。”张总

介绍道。

在油田方面，辽河油田、中原油田、

胜利油田、大庆油田均有使用红线公

司的产品。今年年初红线公司在北京

建立一个专业的团队负责红线最新一

代无线产品的销售、技术支持服务和

市场宣传。张总表示，希望随着虚拟

光纤技术进入中国，红线公司可以为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公司提供

大型网络规划设计，成为无线通信领

域的“法拉利”，为用户带来“不一样

的全方位体验”。

可以实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

长距离虚拟光纤连接。

虚拟光纤的核心在于其自主研发

的芯片。“芯片里面的程序，包括调度

排程算法，都是红线公司独有的。”张

总表示。无线系统提供商基本上不会自

己开发芯片，但红线公司拥有先进的技

术，将物理的接入层、数据的控制和分

类、编程放在 FPGA 中进行，现在已经

更新到第四代。“好比汽车厂自己做自

己的发动机。”张总打了个比方，“像法

拉利这样高质量、高性能的汽车是不会

将它的发动机交给另人代工的。”

在数字化油田无线架设中优势凸显
全球对无线高速宽带连接的需求

不断攀升，特别是石油与天然气、公

共事业、安保和军用领域，在不断

扩大着红线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市场。

以阿曼项目为例，45000 平方公里、

7000 多个油井、数百个的钻台，红线

仅用 52 个基站就实现了全覆盖。

“同来投标的公司提出的方案需

要 180 个基站来达到类似的覆盖范

围。”张总介绍道。红线公司铺设的

是骨干网络，通过与思科、艾默生、

霍尼韦尔等厂商的合作，将 WIFI 的

几百米、3G/4G 的几公里等微循环网

络接入红线架起的长距离骨干网络，

完成局域网的覆盖。

针对红线无线方案的性价比，拥

CE insighTcE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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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cAt 技术协会执行董事 Martin rostan

EtherCAT 与工业 4.0 的融合之道

“
企业希望未来可以将其机器、存

储系统和所有运营设备（如物理

信息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

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构架中。在生产过程

中，这就要求智能机器、存储系统和运

营设备交互信息，并自动及时响应和控

制。”这是官方工业 4.0 工作组在最终

的报告中声明的内容，这就要求所有设

备通过有效的网络进行横向集成，整个

价值链形成一致的数字化工程，同时纵

向集成并联网所有的生产系统。

2014 年的汉诺威展会上展示了对

当下的流行词“工业 4.0”的定义的各

种尝试。来自于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的 Wolfgang Wahlster 教授在开幕式上谈

到 ：“物联网正在走向工厂。工厂中的

所有部件之间的无线通讯可以实现在工

业 4.0 框架下的工厂的分布控制。”

无线通讯是实现工业 4.0 的先决

条件？无线厂商一定非常开心，他们

希望再次挑起像 2006 年时关于无线

的热门话题，虽然当下已经不再那么

受关注。同时，因为实际上网络信息

安全是实现物理信息系统的前提条件，

所以信息安全相关的机构也非常欢迎

工业 4.0——毕竟缺少 IT 信息安全将

阻碍该项新技术的实现。

但是，是否可以将流行词“工业

4.0”适用于当下德国的机器设备制造

商呢？是的，如果您能理解工业 4.0

是 IT 世界和生产的融合的话，即是用

是一个 EtherCAT 控制硬件平台。

很多机器制造商和工厂对于 IT 世

界融入生产有复杂心理 ：一方面他们欢

迎 IT 技术，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 IT

部门用 IT 的规则和流程影响生产制造部

门。然而如果实施了使用交换机、基于

IP 协议的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恐怕就

无法阻止 IT 部门进入生产制造部门。

而 EtherCAT 作为以太网现场总

线并无需交换机及相关配置工作，或

者任何基于 TCP/IP 的通讯，因此也无

需在每一个设备上实施 IP 和 MAC 地

址及配置工作等。IT 协议仍然保留在

需要它们的地方并发挥它们的优势。

关于分布式控制和集中式控制的

老话题因为工业 4.0 又流行起来。除了

高性能 CPU 外，高速的总线系统也是

实现功能强大的中央控制技术的重要前

提。如果一个总线不能提供这样的性能，

则不得不将高速的控制环分配给分布式

控制，因此采用这种低效总线的供应商

通常热衷推销分布式的控制方式。

此外，EtherCAT 支持与无线设

备的集成。同时 EtherCAT 出色的技

术性能相对无线协议没有任何限制，

且无线连接的网段不会影响与其他方

通信。

因此，EtherCAT 为下一代工业革

命做好准备了吗？当然，虽然这也许

更像是一种发展而非革命，并且很大

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IT 技术解决来自于生产面对的挑战。

EtherCAT 以其经典而实际的方式

实现了 IT 与生产的融合 ：一致的基于

以太网的纵向和横向通讯、具有制造

生产现场要求的硬实时性能——同时

它简单易用。

EtherCAT 自动化协议（EtherCAT 

Automation Protocol）为产线上的机

器与计划 / 管理系统间的一致性连接

提供了通讯方案，从而通过 IT 管理每

一个不同工件的生产而无需任何手动

配置工作。

EtherCAT 设备协议完美结合了以

太网和现场总线技术的优势 ：以太网

的带宽资源和现场总线系统的简单易

用及成本优势。因为 EtherCAT 独特的

运行机制，协议帧在高速传输时被处

理，因此 EtherCAT 实现了突破性的

性能，极短的循环时间和高性能表现，

并被认为是目前最快的工业以太网方

案。采用 EtherCAT 就可以将基于现代

PC 控制技术的优异的运算能力充分应

用到机器控制或者工厂控制中。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获得的突出

优势使得 IT 技术和生产应用的结合是

大势所趋。而 EtherCAT 的性能优势不

是其有效促进 PC 控制的唯一因素 ：

EtherCAT 是唯一一个主站采用标准以

太网硬件、通过软件实施，且提供硬

实时性能的工业以太网技术。因此每

一个工业 PC（嵌入式或非嵌入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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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欧时电子 ：互联网 + 电子元件一站式服务

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加速，大众对在线交易的信任度

日益提升。电子元器件，尤其是通用器件的类别较为固定，令

各大分销商的在线交易销售额比例实现了快速增长。面对电子

元器件分销领域的激烈竞争，记者采访到 RS 欧时电子大中华

区销售总经理徐梦岚，请他分享 RS 欧时电子在电子商务发展

快速的环境下所具备的独特优势。

历史悠久，成业内翘楚
作为一家拥有超过 75 年悠久历史的电子分销商，RS

欧时电子总部位于英国牛津，运营网络遍布 32 个国家，在

亚太地区足迹跨越 10 个市场，仓库分别位于上海、香港、

奥克兰、新加坡、悉尼及横滨。通过互联网、产品目录和贸

易柜台，RS 欧时电子为 100 多万位客户提供服务，分销超

过 50 万种电子、电气、自动化控制和维护维修产品，同日

订单发货量约 4.4 万件。

为精进客户服务和产品实力，RS 欧时电子在 2015 财年

推出大约 62,000 个新产品。结合完整的全球供应链系统，与

超过 2,500 个知名品牌供货商保持着良好关系。2014 年，RS

欧时电子最新部署 SAP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增强战略积极性

的同时，提升了全球供货、客户服务、商业洞察等方面的能力。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全球营收 12.7 亿英镑，整体

的集团销售额增长 3%，亚太销售额占 12%。RS 欧时电子进

入中国市场已经 18 年，徐梦岚强调，中国市场销售份额目前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亚太区重要的营收来源之一。

电子商务，成长在中国
“电子商务一直是 RS 欧时电子的企业战略核心。”徐梦

岚介绍道，“这一战略使我们将新产品发布从每年 5,000 件，

增加到了每月 5,000 件。”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RS 的

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率达 6%。在过去的 8 年中，电子商务

销售额在集团销售额的占比从不到 1/4，增长到超过整体销

售的一半以上（59%）。

为满足客户对电子元器件日趋多元化的需求，RS 欧时

电子不断提高递送产品和服务的速度。徐梦岚表示，RS 欧

时电子引进了电子采购系统和电子设计工具，并推出了功

能强大的交易网站，明显提升了客户的在线体验。2010 年，

RS 欧时电子与在线支付解决方案公司支付宝（Alipay）展

开合作，为中国用户提

供符合中国国情和用户

消费习惯的电子商务服

务。现在，用户在网站

购买流程指引下，能够

畅通无阻地使用支付宝，

更为便捷地选购和支付

所需产品。

针对中国市场日益

扩大的市场需求，RS 欧

时电子定制了特别的业

务增长策略，希望通过

系统升级、资源调配等

一系列举措，全面推进 RS 在中国地区的业务，增强员工生

产力，为工程师带来与时俱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目前，工

业 4.0、智能制造、物联网等领域的兴起，为电子电气工程

师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挑战。徐梦岚表示，RS 欧时电子将会进

一步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力度，从产品选择性、因地制宜

的库存和快速可靠的交付等维度来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增值服务，助力工程师
具体落到产品部分，徐梦岚表示，RS 欧时电子非常清

楚工程师产品设计现状和面对的挑战。面对设计方案准备

不足，无法实现原型设计，耗时、昂贵、复杂的 PCB 设计

和机械设计工具等等一系列问题，RS 欧时电子可以提供独

家的工具、资源和解决方案，助力工程师快速完成原型设计。

为减少设计流程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工程师可借助

DesignSpark 这一电子设计社区和资源中心。DesignSpark

向 工 程 师 提 供 非 常 丰 富 的 免 费 工 具 和 资 源， 包 括

DesignSpark PCB 设计工具、在线数据库 ModelSource、

三 维 CAD 模 型 库、DesignSpark 杂 志、DesignSpark 

Mechanical 3D 软件解决方案和RS Toolbox移动APP。未来，

还将加强对 3D 设计软件、模型和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徐梦岚希望，RS 欧时电子可以通过更精准的营销策略、

更完善的产品线及更优化的线上交易平台，在不断涌现的

集成电路分销商和原厂电商平台浪潮中稳扎稳打，实现业

务上的显著成长。

RS 欧时电子大中华区销售总

经理徐梦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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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旖旎的同里湖畔，台达

吴江工厂，来自海峡两岸52所高校的近60

支参赛队伍相聚在这里，进行为期两天的

“发现控制高手”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计

大赛决赛。同场竞技，捉对厮杀，冠军争

一样的比赛  别样的精彩
——记第二届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计大赛

霸，好不热闹。最终，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和台北科技大学的两支队伍获得本届大赛

的特等奖。

台达作为一家热心公益注重社会责

任的自动化厂商，其实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校企合作项目，今年的高校自动化设

计大赛虽然是第二年举办，但参赛学校

数量已经达到83所198支队伍，这个数

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一些自动化厂商组

织的同类比赛。为什么台达的比赛能受

到如此欢迎呢，我们不妨到比赛现场去

窥知一二。

注重实践和开放创新的比赛形式
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计大赛共分自

动化知识考核，项目设计方案书制作，

参赛作品现场演示和PPT报告及答辩四

个阶段，而所有入围决赛的队伍都必须

有作品演示和答辩，这样就不但要求选

手们有创新的想法，而且需要有可行的

方案，更重要的是要能利用现有产品和

技术自己动手实现创意。这样的比赛方

式和那些只比拼创意、论文、自动化知

识和技能的比赛相比，更加强调自动化

技术的应用实践能力，也更具实际意

义。而高自由度的题材选择能够激发选

手们创新热情和潜能，甚至可以为今后

的就业创业打下一个基础。

今年的比赛设一个主题“发现控

制高手”，为了评选更加公平有序，还

分了网络通讯、PID控制和运动控制三

个小组，最后优胜的前1 5队进入最后

的冠军争霸赛。在争霸赛阶段，需要向

包含评委在内的所有人介绍、展示其作

品方案。选手们必须面对来自评委的质

疑，面对可能从没想过的刁钻问题，这

样不仅要求参赛者对其作品有足够深刻

的理解，更可以锻炼其表达沟通、思考

应对、分工合作以及心理素质等综合能

力。经历过这样的考验，参赛者未来的

学习成长会更从容，也更有方向。

不仅仅是“赛”还有交流分享共同
成长

对于大学生来说，比赛不是目的，成

长才是最关键的。台达深谙此理。

图 1 ：台达创办人郑崇华（左四）和教育部门领导启动开赛仪式 ；图 2 ：比赛现场每支队伍都

有演示作品参赛 ；图 3 ：特等奖 ：多轴运动控制 Delta-3D 复印机 ；图 4 ：特等奖 ：上海交大“基

于多节体的双臂三足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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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

内燃机工业销售月报》重点企业数据

显示，2015 年 7 月完成内燃机销量 
427.34 万台，环比下降 11.28%，同

比下降 9.46% ；1-7 月销量累计完成

3362.79 万台，同比累计下降 5.29%。

在近日举行的 2015 凤凰 Link+
大会上，GE（通用电气）工业互联网

大中华区总经理杨涛就工业互联网化

面临挑战、如何进行工业联网化进行

了论述。杨涛表示，工业互联网具有

巨大潜力，2030 年工业互联网在中国

将达到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据国际模具及五金塑胶产业供应

商协会秘书长、亚洲制造业冠军联盟

总干事罗百辉分析称，国内机器人企

业增长数全球第一，已进入井喷时代。

目前在我国，人工焊接仍占焊接作业

的主导地位。然而，去年，我国新增

焊接机器人 2.3 万台。预计今后的几

年内，国内企业对点焊、弧焊机器人

的需求量每年将以 40% 以上的速度

增长。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陈斌表示，今年以来，机械工业经济

运行面临较大困难，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机械

工业稳增长正经受着严峻考验。上半

年机械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7145 亿元，

同比增长 0.13%，增速比上年同期

19.58% 回落 19.45 个百分点，为近五

年来同期新低。

2014 年，沈阳市实现机器人相

关业务收入 40 亿元，同比增长 42%，

产品占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逾

20%。2015 年上半年，全市实现机器

人相关业务收入 30 亿元，同比增长

40%。沈阳市将通过组建机器人产业

联盟、成立机器人协作创新中心和沈

阳机器人学院，并设立 200 亿元机器

人产业发展基金，全力打造全国重要

的世界级机器人产业基地。

11.3
%

15
万亿

7145
亿

200
亿

40%

首 先 ， 台 达 杯 比 赛 决 赛 阶

段都放在了台达吴江工厂科研大

楼里举行，除了这里有良好的设

施环境之外，更有台达各产品线

的技术专家可以现场提供技术支

持，更重要的是，所有参赛者都

可以参观台达工厂，对最新控制

产品和技术、工业生产现场、工

厂生活等都有了感性认识，为今

后学习工作做好铺垫。

其次，所有小组赛的作品都

集中在一起由参赛者动手搭建、调

试、展示，而且每个作品都开放给

选手们观摩学习，这样选手间可以

切磋交流，互相学习。

第三，凭借台达在台湾的号召

力，这次比赛吸引了多所台湾高校

派队参加，同时还邀请了泰国、印

度的观摩团，增加了比赛整体视野

广度，提升了整体竞技水平，两岸

学生之间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后最值得提及的是，台达

在比赛期间组织了多场知识讲座

和经验分享会，给了所有参赛者

格外珍贵的收获。“台达创办人

创业谈”由台达创办人暨荣誉董

事长郑崇华亲自上阵，与同学们

分享其在创业、成长与管理的种

种感悟与心得。“就业论坛”邀

请了台达 人力资源总监和自动化

企业CEO等一起探讨企业对人才

的要求和期望，为同学们今后学

习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名师讲

座”上的“聊聊MOOC”邀请了

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系

彭宗平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

前沿的知识普及课。

从上到下亲情关怀打造台达杯
“诚意”之作

对于参与这次比赛的每个人来

说，感受最深的恐怕是台达从创办

人，到机电事业群总经理、中国区

总经理以及各产品线的负责人都到

场参与了比赛活动的各个环节，有

的登台演讲，有的承担主持采访，

有的参与评审，有的则给予建议和

帮助。同时，为每支参赛队伍都配

备了小秘书，给予比赛方面协助和

生活方面的照顾。这些无微不至的

亲情式关怀保证了各项活动的顺利

进行，也凸显了台达对于教育事业

的高度重视和责任心。

“人才对企业与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多年来台达通过多

层面、多维度的方式积极开展与高

校的合作，以期能为国家及企业本

身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人才。希望能

通过这样的比赛和台达的努力，为

同学们提供实践机会，做到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为产业界发掘更多优

秀的人才。”郑崇华先生在开赛致

辞中表示。

工业与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自动化专业指导委员会

主任张兴会先生表示，“台达杯”

不仅为师生搭建了分享自动化应用

经验和心得的平台，促进了大学生

自动化实践水平的全面提高，提供

师生相互交流、开阔眼界的机会；

也有助于储备高端技能型人才，为

行业人才能力提升和转型升级做出

贡献。

第二届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

计大赛虽已落下帷幕，但对于台

达、参赛者以及整个自动化行业来

说，确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我们

身边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

人才喜欢上自动化，热爱自动化，

助力中国制造业！（CEC 石林才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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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互联企业的实践之路

nEws新 闻  

7月9-10日，2015年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Technical Education，技术培训大

会）在杭州召开。这是罗克韦尔自动化的一

项全球性活动，涵盖演讲、演示、客户案例

分享及动手实验等丰富内容。如何实现“互

联企业”（Connected Enterprise）这一愿

景，是TechED会议的主题。

对此，罗克韦尔自动化软件业务市场发展

总监迈飞森（Keith McPherson），罗克韦尔自

动化亚太区软件业务经理穆孔德（Mukund），

罗克韦尔自动化信息合作伙伴及能力开发经理

Khristopher Kammer、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

区自动化及控制软件产品事业部总经理李翔，

以及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开发体验及合作事

业部资深技术顾问周闻钧共同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分享罗克韦尔自动化是如何与合作伙伴

一道，利用罗克韦尔自动化软件解决方案，为

OEM和最终客户打造出互联企业。

携手“黄金搭档”微软
随着移动、大数据、云技术和物联网

（IoT）等众多新型技术的日趋成熟，罗克韦

尔自动化通过对信息技术（IT）和运营技术

（OT）融合，将人员、生产过程与技术连接

在一起，以期实现互联企业这

一愿景。纵观历史，IT和OT两

个世界始终存在差异。“这种

差异为用户带来了痛苦。”迈

飞森表示，“而互联企业会让

这两个世界紧密相连。”

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全

面的解决方案，罗克韦尔自动

化不断扩大“合作伙伴联盟计

划”（Partner Network）的范

围。其中，微软为重要战略联

盟之一，“罗克韦尔自动化与

微软的合作已超过15年，堪称

黄金搭档”，穆孔德是这样形

容两家公司的关系的。双方早已在Sharepoint 

技术、SQL 技术等诸多方面展开合作，近两

年，微软积极进军云技术领域，这成为与罗克

韦尔自动化加深合作的“契合点”，共同来推

动工厂与企业业务系统的融合。

周闻钧表示，从底层的硬件设计到上层

信息工厂，“微软在这两端对罗克韦尔自动

化的方案进行延展”。利用微软Azure云，

可以通过简单的网关，快速安全、成本低廉

地将罗克韦尔自动化用户在全球各个工厂里

分布的数据采集到云上。

应对安全挑战
对云技术安全的担扰往往是影响用户实

践互联企业的重要因素，罗克韦尔自动化成立

了专门的评估小组，提供评估服务和降低风险

的建议，以最大限度地保障部署的安全性。通

过与微软的合作，帮助用户发现风险，对网络

基础设施和安全协议进行改造升级。

罗克韦尔自动化预定义了“全厂融合

以太网架构”这一参考架构，融合罗克韦尔

自动化和微软的安全技术，使用EtherNet/IP

（通用工业协议）等标准Internet和以太网协

议，提供云服务，在设备、系统与企业之间

实现安全的实时信息通信。“这是迄今为止

最安全的架构。”Khristopher Kammer信心

十足地表示。

周闻钧强调，微软是“第一家，也是

目前唯一的一家”，在中国正式将云服务商

用的公司。微软对基础云服务的安全保障，

加上罗克韦尔自动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多年

积累的经验，强强联手之下，周闻钧表示：

“希望能为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变革，帮助它

们实现弯道超车。”

连接“人员”
今年，“中国制造2025”正式出台。

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同时，“人”这一因素往往容易被忽视。迈

飞森指出，罗克韦尔自动化看待人员的方式

“有所不同”。

穆孔德表示，审视制造过程时，会发现

“人”是造成生产力差距的主要因素。机器操

作人员、控制人员，乃至经理、生产主管、销

售人员，必须了解制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以

相关知识作为支撑，才能采取最为正确的措

施。实现互联企业之后，用户可以安全地访问

长期以来作为运营历史记录保存的数据，罗克

韦尔自动化将这些数据实境化，帮助相应的人

员获得准确的信息，提升响应速度，实现人员

之间的协同工作，并不断探索如何运用信息来

改进工作。总而言之，罗克韦尔自动化希望通

过智能制造实现“人尽其才”，而不是再次重

复“自动化造就失业”的误读。

现在，已经有新的岗位在互联企业的实践

过程中出现。比如，理解和运用信息来探索改

善流程的“信息工人”，分析大数据的“数据

科学家”等等。Khristopher Kammer认为“熄灯

工厂”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人类有思想，而

机器没有”。因此，罗克韦尔自动化提出的互

联企业品牌口号是“连接人员、生产过程与技

术”，人员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左上 ：罗克韦尔自动化软件业务市场发展总监迈飞

森（Keith McPherson）；左下 ：微软（中国）有限

公司开发体验及合作事业部资深技术顾问周闻钧 ；

右上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软件业务经理穆孔德

（Mukund）；右下 ：罗克韦尔自动化信息合作伙伴及

能力开发经理 Khristopher Kammer。

罗克韦尔自动化软件市场发展总监迈飞森（Keith McPherson）和罗

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自动化及控制软件产品事业部总经理李翔在做

TechEd 互联企业主题演讲。



美国

日本

挪威

英国

环球新闻    WORLD NEWS  

通用电气拟收购

阿尔斯通电力部门

 据外媒报道，美国通用电气计划以124

亿欧元)的价格竞购法国阿尔斯通电力部门，

料能获得欧盟批准。这是通用电气公司史上

最大的一笔收购。目前的这笔交易得到了

法国的支持，若能成功，通用将从建筑

集团Bouygues 手中购买阿尔斯通

20%的股份。

ABB 获挪威电网

1.9 亿电力变压器订单

日前， ABB集团宣布获得挪威电网运营

商Statnett价值约合1.9亿人民币的电力变压器订

单，帮助后者加强中部电网系统建设。据悉，

ABB将为挪威电网运营商提供9台电力变压

器，包括7台1000兆伏安420/300千伏自耦

变压器和2台300兆伏安420/132千

伏电力变压器。

欧姆龙收购美国

运动控制专家 DT 公司

欧姆龙日前宣布将斥资近100亿日元

全资收购美国加州的自动化运动控制专家

Delta Tau Data Systems公司（简称DT公

司）。该项收购是欧姆龙长期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助于提高其工厂

自动化技术和加强其在运动控制

领域的市场地位。

中英将签单

机容量最大核电项目

世界单机容量最大、预算近2500亿元

人民币的欣克利角C电站，预计在数周内将

最终签约，这也是中国与英国的首个核电项

目。除中核集团和中广核以外，包括东方

电气和上海电气在内的多家中国核供

应链企业也参加了英国新建核电

项目上海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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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电传感专家到综合自动化产品

供应商
一直以来，邦纳的角色是光电传

感产品专家，但是在进入 2010 年后，

邦纳开启了向综合自动化产品供应商

的成功转型之路。到今天，邦纳已经

从原先光电传感器、测量与检测、机

器安全、机器视觉及工业指示灯产品

的五大类产品线，发展到工业无线通

讯、PLC 控制器、触摸屏、变频器、

编码器、开关电源及条码阅读器等

十二大产品线，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

自动化产品供应商。

“邦纳未来的产品战略有两个方

向，一个是继续加大在高端传感技术

方面的投入，不断推陈出新，研发高

精尖的创新传感器产品，持续引领全

球自动化传感检测领域的发展 ；另一

个是邦纳也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推出传

感器以外的自动化产品，进一步加强

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胡勇

谈到，邦纳在近两年推出新产品线的

同时，原有的传感产品也一直在推出

重磅新品。比如在 2014 年发布了十

年以来最重量级的 Q3X、Q4X“钢

铁侠”系列高端激光传感器，这些产

品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光电传感器的

产品，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客户过去

很多很难且要花高成本才能解决的问

题，现在可以用邦纳最新“钢铁侠”

系列传感器来解决。预计今年第三季

度，邦纳还将推出新一代技术的激光

传感器。

美国邦纳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胡勇专  访

自动化黄金十年已过 
产品创新和整体解决方案成为新阵地

随
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自

动化产业正告别高速发展的

黄金时代，进入了“减速增质”

的新常态。如何才能在黄金时代终结之

后继续领先发展呢？所幸一些厂商已经

开始了提前布局，美国邦纳就是其中一

家。为此，我们专访了美国邦纳大中国

区董事总经理胡勇。胡总明确提出了自

动化的黄金十年已过，企业产品不断创

新，提供综合自动化解决方案和强大的

系统集成能力成为未来角逐新阵地。

自动化的黄金十年已翻页而过
许多人认为，以智能制造为特征

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将给自动化产业带

来又一个黄金时代，但在胡勇看来，

自动化产业轻松赚钱的黄金时代已经

终结，虽然有中国制造 2025 等国家战

略，但是想重复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

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黄金十年对所有的自动

化厂商都是机会，如果你有好的产品，

大多都会有好的发展，”胡勇说道，“虽

然期间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但是后

来的 4 万亿投资弥补了过来，但是从

2014 年开始，我们中国经济就开始进

入了新常态，自动化产业发展速度也

随之逐渐下降了，所以黄金十年是到

了 2013 年基本终结了。”

智能制造开启自动化产业的“慢牛”

模式
对于目前大力倡导的智能制造和

工业 4.0，胡勇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

为，工业 4.0 要求我们的工业制造随着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

发展和融合，随着物联网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模块化、越来越智能化，越来

越网络化。为此，邦纳在产品研发上

也已经做了策略调整。

比如邦纳的传感器产品会要求能够

便利地接入自动化网络，之前邦纳很少

研发 Profibus 的产品，但现在邦纳开始

同步发布 EtherCAT 和 Profibus 的产品，

来满足于不同的通讯的要求。在工业无

线产品上，邦纳也会特别考虑如何把这

种工业化的现场跟互联网去能够很好的

融合。在 PLC、触摸屏和变频器方面，

邦纳也会对应地开发新产品来满足工业

4.0 的模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要求。

“自动化的黄金十年虽然已经过去，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就会变得很差，特别

是智能制造战略带来很多机会，会给自

动化产业开启‘慢牛’模式。”胡勇在

谈到自动化产业未来十年时说道，“我

认为机会肯定是有的，一方面随着人力

成本的增加，会推动中国自动化产业继

续往前走。第二个随着互联网 、物联

网技术的进一步的快速发展，工厂制造

的自动化技术会跟智能工厂、智能生产、

智能物流和智慧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

起，这样工厂就会爆发出一些对自动化

控制全新的需求，能在其中抓住机会的

企业仍会取得相对快速的发展。但是我

认为智能制造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会是

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封 面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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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业

务 成后“黄金时代”再发力新阵地
如果说由于客户的需求和邦纳自

身发展的需要促使了其近些年产品线

的不断扩充，那么邦纳从 2010 年悄然

开始的系统集成可以说是被客户“逼”

出来的，很多客户要求邦纳为其提供

更多产品和服务，要求邦纳具备更强

的整体方案解决能力、更全面的产品

线和更强的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随着

邦纳在汽车、电子、包装和物流等数

个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业务

不断开展，特别是在食品包装、药品

检测、汽车行业涂胶检测、智能手机

生产等领域，邦纳已经通过大量的实

践从中尝到了甜头。现在，邦纳中国

已经把为客户提供以传感检测技术为

核心的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

成作为一个战略新业务来发展，成为

其在后“黄金时代”再发力的新阵地。

“这个其实也是邦纳本土化的一个

典型方面，因为邦纳在美国其实仅有

小规模的集成业务，且集成业务并不

是美国本土的业务重心。”胡勇解释说，

“经过多年的发展，邦纳中国现在已经

成为以传感检测为核心的自动化整体

方案的提供商，已经有能力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产品和服务，并给客户提供

远远超越传感器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

和以传感器控制及机器视觉系统为主

的自动化系统集成的服务。很多项目

都是规模不小的跟自动化控制甚至机

器人高度相关的系统集成项目，邦纳

自身的产品和技术团队的系统集成能

力通过大量的项目实践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

据胡勇介绍，在没有提供系统集

成服务之前，有时虽然用户想用邦纳

的产品，但是发现邦纳只提供单个产

品，最后客户还得重新找一个厂家去

集成，而集成商又未必一定会选邦纳

的产品。现在，邦纳自身就可以提供

整个的电控系统甚至从控制、传感、到

视觉检测，到传输、支架、机械装置等

一整个工艺段。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以往

系统集成商往往提供多种品牌产品可能

产生的问题，而且客户整个系统的档次

也提升了，也不用再用一些低端的按钮、

指示灯了，最重要的是今后维护起来只

要找邦纳一个厂家就可以了。

“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

业务既为客户提供了省心的交钥匙工

程，又为客户避免了许多后期维护的难

题，而且还巩固了邦纳跟客户的关系，

目前集成服务对邦纳整体业绩的贡献率

还不是很高但是从战略角度来说，自动

化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服务是作为

两个增殖服务推向客户，未来中国客户

将会逐步认同服务的价值，到那时就会

成为我们两个新的增长点，这也是自动

化后黄金十年我们的一个发力点之一。”

胡勇最后满怀信心的说道。（CEC 石林

才 采写）

封 面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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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Daniel Capano

无线网络
如何提高工厂的通讯能力？

带有最新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SCADA）的工业无线网络，是斯坦福德水污染

防治公司一项为期5年、耗资4700万美元的升级改造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实施恰

当，无线应用会使工厂永不过时，这样就可以和未来的升级换代实现无缝整合，

并且将投资降低到最小。

美
国斯坦福德水污染防治公司 (SWPCA)

最近升级了其工厂的无线网络系统以及

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SCADA），这是

一项为期 5 年，耗资 4700 万美元的改善计划的一

部分。

SWPCA 公司运营管理着一个具有 2,400 万加

仑 / 天处理能力的污水厂。该厂通过总计长达 275

英里的收集系统，为 20,000 名纳税人服务，涉及

排放区域近 12,000 英亩。过去两年，SWPCA 公

司董事会已经同意升级工厂，并促进员工参与运营

政策的制定。升级后，工厂的工艺流程及能源利用

效率都得到提高，运营成本也在逐步降低。

升级污水处理流程，使污水厂的运行能够

满足美国州政府最新的排放要求。升级换代现有

SCADA 系统 ：分布式控制单元以及相关的通讯设

备将被替换或升级。

在升级换代中，覆盖全厂的无线网络是目标之

一，这样就可以将无线现场设备集成到过程控制网

络而不需要费用昂贵的布线。

工厂现有布线和管道系统的状况已经纳入考

虑。由于工厂恶劣的环境，有些布线和管道处于年

久失修或者是退化的状态。现场情况包括从破损、

金属退化以及将 PVC 管和接线盒接入到过分拥挤

的管道和受损的电线等各种情况。低压系统，包括

通讯和仪表，是受损最严重的部分。

SWPCA 公司决定探索与过程仪表接口的其它

■ 污水处理企业安
装了两个无线网络
来实现 SCADA 系
统通讯 ；

■ 无 线 网 络 的 集
成可以降低资金支
出、运行费用，从
而降低用户费用 ；

■ 在该应用中，较
少的安装时间、更
大的灵活性，是使
用无线网络的附加
收益。

关键概念

埋在电缆沟中的330英尺有线连接 330英尺无线连接

挖掘140码 $6,500 设计/现场调研 $2,500

300英尺锯切路面 $3,000 接入点AP ：2@$800 $1,600

石头地基 $1,000
电气工程师（1天@$1,120

每天）
$1,120

回填 $4,500 IT配置 $1,200

补坑 $3,500

护线管和电缆 $500

路由器及其附件 $600

电气工程师（5天@$1,120每天） $5,600

设计，管理，IT配置， 及其他杂项 $5,000

有线总计 $30,200 无线总计 $5,420

表格 1 ：有线和无线连接的费用比较

■ 无线应用为斯坦福德水污染防治公司的升级改造项目节约了大量的费用，从 30,200 美元降低到 5,420 美

元。本文所有图标和图片来源 ：SWPC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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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以便消除由于物理接线所带来

的高昂成本，包括维修或更换的费用。

无线技术所具有的先进功能，以及实

施这样的无线系统可以带来的成本节

省，使得在市政污水处理环境下采用

无线系统变得具有可行性，SWPCA 公

司董事会于2014年2月批准了该工程。

无线系统的设计
项目的第一步首先是要验证概念，

以及验证无线网络在类似污水处理厂这

样严酷的环境下的可连接性能。目标是

设计一个在工厂范围内满足 IEEE 802.11

标准的 WLAN 网络，为无线仪表、通用

网络资源接入和安全等提供通讯。无线

图 1: 此图展示了 SWPCA 公司的厂区布置图。了解布局对于无线网络的设计至关

重要。

图 2: SWPCA 公司的 WiFi 覆盖范围预测图，展示了厂区布置图和无线接入点（AP）

位置以及预期的信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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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选择标准是基于设备的可靠性、可用性、

是否易于管理以及是否满足开放标准。

典型的污水处理厂非常适合无线传播。

各种处理工艺所需要的罐子一般布置在地

面，或者即使抬升到高于地平面，也是在同

一水平 ；这就为视距传输提供了广阔、没有

障碍的开放空间。几个高架构筑物为收发器

提供了非常好的安装位置，这进一步改善了

本已有利的传输环境。钢筋混凝土结构可能

会导致信号衰减和射频死区。正确的网络结

构可以尽可能减少其影响。

设计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系统要开放，

也就是说，不能是专用封闭的，就像广泛采

用的工业以太网（IEEE 802.3 以太网）一样。

需要非专用的电缆、软件或接口，以满足系

统增加或扩展的要求 ；基本上就是“即插即

用”型。IEEE 802.11 WLAN 标准的发展及

完善，使得全厂范围的无线网络成为未来工

厂通讯扩展的最佳选择之一。

但是，在仪表层并没有现成的标准，各

种各样的低层级通讯协议正在争取成为标

准。这些通讯协议的“半 - 专有”性质意味

着一般需要专门电缆和电缆标准、单独的接

口和驱动器、专用的测试设备、经培训的设

计人员以及技术员。所有这些都会增加项目

费用，无论是在项目开始前的准备阶段、执

行阶段、还是在实施完成后的收尾阶段。

WLAN 遵循开放标准 IEEE 802.11 WiFi。

在实施时，并没有仪表具有 IEEE 802.11 通

讯功能。为了和现场仪表接口，需要一个机

柜用于模拟量信号接线并将其转换成所需的

IEEE 802.11 无线信号 ；实施所需的时间和费

用基本上抵消了无线所带来的好处。

另外一个无线系统，使用智能网关和模

块来实现仪表层的无线通讯。HART（可寻址

远程传感器高速通道）是众所周知的仪表层有

线通讯方案。利用 HART 可以对现场设备进行远程管

理；无线传感器与具有 HART 功能的仪表使用，这就

产生了 WirelessHART。该系统遵循 IEEE 802.15（个

人区域网络）标准，在仪表间组建一个单独的网络。

选择该系统，因其便于将现有仪表集成到无线

系统中，只需较少的接线工作以及工厂电气人员的介

入。收发器串联安装到现有的电流回路中，由回路供

电。仪表层网状结构可以主动的重复从任何设备收到

的信号，发送到网关。该功能可以完美的与整个系统

的概念相匹配。即使遵循了标准，大多数仪表，在某

种程度上都是专有的。每个仪表或设备内部，物理或

电气特性对设备的功能来讲，都是独特的。

该项目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使用开放系统以便

于未来的扩展。由于 WLAN 系统的使用日益广泛，

IEEE 802.11 结构将会成为标准特性 ；新仪表或移

动设备将可以更容易的连接到网络，即使需要配置，

也会非常少。

成本和效率分析
在考量升级改造项目时，成本是一个主要因素。

成本的节约不容忽视。数据采集是探索在这种环境下

使用无线技术的原因之一。可以预见的是，最终安装

的系统将在安全性、集成到计算机维护管理系统的可

行性、实现低成本或无成本场内通讯、全厂范围内操

作人员的移动性方面具有更多的选择和便利性。

所有这些应用都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运行成本

的降低。使用无线通讯系统所节省的成本，可以用于

更换失效的布线系统，并将其升级到更先进的系统。

被选择做试验台的异味控制系统拥有一个便

利条件 ：距离控制室大概有 330 英尺，这样就可以

在无线和有线两种技术间做同类比较（一个以太网

网段被限制在 328 英尺或 100 米内）。

实验发现，达到同样的连接功能，所有环节都

算上的话（设备、设计、管理、IT 和安装），采用

无线连接费用最多为 5,420 美元。与之相较，有线

连接系统需要 30,200 美元。仅仅是这种简单的连

接所节省的费用就接近 25,000 美元，节约了总费

用的 83%。如果工厂有 4 条有线线路，那么替换

为无线后节省的费用更加明显。

此外，有线操作系统的安装完工时间大概需要

两周左右，而无线系统只需要两天时间。有线系统

只能在两点之间连接，无线系统则可以与多个仪表

和移动客户端连接。

与传统的有线连接相比，无线连接的安装不

是劳动密集型的。无线连接需要两个户外防护等级

为 IP68 的无线接入点（AP）；一个 AP 安装在控制

图 3 ：SWPCA 工厂现场安

装的 WiFi 接入点并不是厂

区的最高点。

图 4 ：SWPCA 工厂控制室

内的有线接入点不需要安装

在屋顶上。

图 5 ：SWPCA 工厂内压力和

液位仪表配有无线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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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户外的墙上，另外一个则安装在异味控制系统的

洗涤塔维护平台上 ；两个距离地面的高度都约为

12 英尺。两个 AP 都可以实现 PoE（以太网供电），

所以单线即可，利用 CAT5 电缆穿过建筑物的墙，

提供数据和电源。在异味控制系统那一侧，配置了

PoE 发射器，为 AP 提供电源。

在异味控制系统中安装了 5 个变送器。其中 3

个安装在洗涤塔上的污水液位、

pH/ORP( 氧化还原电位 )、以及

差压（DP）测量装置上，为验

证提供实时信号。另外两个变

送器则安装在其它两个区域以

提供额外的网点。安装非常简

单，不需要特殊的工具或设备，

工厂人员安装，所需的时间不

超过 3 个小时。没有网线连接

到位于洗涤塔的传感器网络；

AP 完全依赖无线网络来实现通

讯。洗涤塔上的 AP 主要负责

和洗涤塔仪表的通讯。

一旦通电，AP 就会自动

组成一个网状网络，开始实

现数据交换和控制流量。每

个 AP 都有一个秘钥，可以使

AP 自动配置到网状网络中。

至少有一个设备应该通过有

线连接到网络中。如果没有有

线连接，要实现和维护安全接

入到有线网络资源非常困难。

利用无线网络在线管理

系统，通过两个无线网络接入

点，在数分钟内就可完成管理

仪表盘的填充。当网管 / 热点

完成配置和供电后，就会出

现在管理接口的用户清单上。

网络的安装和设置，包括解

决网络协议的转换问题，所

需要的时间不超过两天。在

这样的应用场合，类似的有

线网络安装、配置估计可能

需要两周的时间。

无线通讯的实现 
AP 为双频段 ：2.4 GHz ISM 频段和 5 GHz UNII 

频段。为实现可靠性和可连接性目标，设计人员提

出在两个 AP 上使用工业、科学和医疗（ISM）所

用的通信频段来实现局部连接（仪表和移动客户

端），同时，从异味控制系统返回信号到控制室则使

用 UNII 频段。UNII 频段并没有广泛使用，因此具有

系统可以如此优雅夺目!   

© Phoenix ContaCt 2015CiS 02-15.002.L1

tel:025-52121888
www.phoenixcontact.com.cn

菲尼克斯电气工控机不仅注重提升

系统形象，而且从品质上保证！臻选系

列Designline工控机，整机IPC65防护等

级，圆角设计，支持多点触控，VESA 

100安装方式，无需控制柜，荣获2015工

业界iF设计奖(IF Design Award)。

优选2代VL2工控机，窄边框设计，

宽屏显示，具有15.6"，18.5"，21.5"三

种尺寸供选择，支持多点触控，具有不

同性能等级CPU选择，荣获2015红点奖

（Red Dot Award）。

* Red Dot与iF奖是工业界非常著名的设计大奖，是

对产品出色、高品质设计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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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安静的射频环境。这种方案消除了对周围

的家庭和商业造成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因为

他们使用 ISM 频段来实现 WLAN 连接的可能

性比较大。UNII 频段可以实现较高的可靠性，

并且受到外界射频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小。

当影响到 IEEE 802.15 设备和 IEEE 802.11 

AP，即从 WiHART 到 WiFi 之间通讯的时候，

这个项目就比较有意思了。需要将来自仪表的

数据从 IEEE 802.15 WirelessHART 协议转换成

IEEE 802.11 WiFi 数据流，以便通过无线回传，

将过程数据传递给控制室。仪表层的接收器与

IEEE802.15 智能网关通讯，将数据转换成符合

IEEE 802.3 以太网协议的数据，然后经由有线

网络连接到符合 IEEE 802.11n 的工业 WiFi 热点，来

实现与洗涤塔 AP 的通讯。

在两个系统之间，安装了一个“转换网桥”，

这样洗涤塔 AP 就可以通过无线方式将数据发送给

控制室。以简单形式呈现在网关的主页上的数据，

会定时更新。接收到的没有错误的数据，与现有仪

表所展现的过程数据一致。

最初，智能网关只能简单的与现有工厂网络骨

干网接口并连接到现有的 SCADA 系统中。由于网

状网结构以及其可以组建较大规模的网络，这个系

统在生产制造以及炼油企业内的过程监控中获得了

广泛的应用。然而，这个网络只能使用一种通信协

议，基于 IEEE 802.15 标准协议的 WirelessHART

来传输数据。如果所有仪表均使用同一种通信协

议和传输标准，那结果就是网络非常具有鲁棒性。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持和使用

WLAN 802.11 作为主要网络来实现除了数据采集

之外的其它额外功能。

无线网络的性能和覆盖范围
在设计阶段，另外一个关注点是 ：射频溢出到

周围邻居，并对周围的家庭和商业环境中的 WLAN

造成干扰，尤其是在 ISM 波段。工厂面积大约为

800×1200 英尺。AP 大概在整个区域的中心，两

个 AP 的 WiFi 网络可以有效的覆盖 60% 的厂区。

在实施前，工程人员做了一个前瞻性的测试工作，

并没有发现所关注的溢出区域。信号在围栏附近减

弱。覆盖范围与预测吻合的很好 ；在现场使用移动

电话原装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以及不同厂商的平板

电脑进行了粗略调查，所有情况都和预测图相吻合。

系统的仪表段经过验证，并且数据也经过验证

是可靠而准确的，然后就有几个班长被授予网络接

入权限，并被要求“试着破坏它” 。从最初的担忧，

运行人员开始赞赏系统的移动能力。在很多运行领

域，系统被认为是稳定而有效的，性能也十分可靠。

在整个覆盖区域内，视频性能（指导和信息视频）

都比较可靠、流畅。在移动设备端，对智能网关和

OCS 仪表的远程访问也比较容易实现。即使在覆盖

区域的边缘地带，因特网接入也能保持无错和可靠。

 当系统达到 650 MBPS 的吞吐量时，被监视数

据所占的带宽也非常低。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过程

数据变化的越快，所需要的带宽也就越高。异味控制

系统的过程数据变化比较缓慢，经常是几个小时才能

观察到变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系统并没有被充

分利用，这样网络通讯资源就可以用于执行其它任务。

经过 6 个月的运行，对系统进行初步评估的

结果是 ：在稳定性和性能方面，升级后的系统已

经超过了期望。来自异味控制系统的过程数据准

确、可靠。工厂区域的覆盖范围具有令人吃惊的

鲁棒性和可预测性，而且没有差错。工厂人员对

系统的接受以及他们对使用网络的期望，使得接

下来能够在实际环境中对其进行测试。测试并没

有遇到大的困难或者缺陷，因此对扩展网络及其

利用不会造成障碍。

如果实施恰当，无线应用会使工厂永不过时，

这样就可以和未来的升级换代实现无缝整合，并且

将投资降低到最小。将无线技术集成到工厂控制网

络及系统中，可以减少资金开支和运行费用，降低

用户的费用，尤其对于市政设施来说是一个值得期

待的目标，最终必将惠及广大纳税人。

有线 无线
成本较高 成本较低

劳动密集型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较长的安装时间 较少的安装时间
较多的停机时间 较少的停机时间
长期使用会退化 不容易老化

技术落后，灵活性低 新技术，灵活性地高

表 2 ：有线与无线通讯之性能比较

■ SWPCA 公司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线网络

以其不易退化、可扩展、灵活性等特性使得工厂节

约更多成本。

图 6 ： WirelessHART (IEEE 

802.15) 到 WiFi ( IEEE 

802.11) 的接口显示了网络在

SWPCA 公司内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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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反馈控制来讲，死区时间就是控制应

用发出控制指令与过程变量开始响应之

间的时间延迟。在这个时间间隔内，过

程根本不会响应控制器的动作，在死区时间结束

前，任何试图操作过程变量的努力都不可避免的会

失败。

当物料需要从执行器所在的位置输送到传感

器读取参数所在的其它位置时，就会产生死区时间。

除非物料已经到达传感器，否则无法检测到执行器

所做的任何改变。

例如，图 1 中所示的、用于辊轧机的“简化

死区时间示例”，该过程以速度 V（英寸 / 秒）连续

生产某种材料的板材。反馈控制器利用活塞来改变

一对辊轴之间的距离，从而可以将材料挤压成期望

的厚度。该过程的死区时间由辊轴和测厚仪之间的

距离导致。

在该例中，控制器可以比较板材当前的厚度

（过程变量，PV）和期望的厚度（设定值，SP），

并据之产生输出（CO），但是，它必须等待至少 D 

= S/V 秒，以便仪表能够检测到厚度的变化。如果

希望响应的更快，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最后的控制动

作对其并没有影响，这样控制器就会持续发出更大

的校正指令给辊轴，直到传感器开始检测到厚度朝

着期望的方向改变为止。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太晚

了。对于最初的厚度误差，已经补偿过度了，也许

已经在相反的方向造成了更大的误差。

控制器补偿过度的程度，取决于调节的力度以

及实际死去时间和预期死区时间之间的偏差。也就

是说，如果控制器假定的死区时间比实际的要短，

利用史密斯预估器
            克服过程死区时间
过程的死区时间能够导致控制对扰动或设定值变化产生过调。配备精确过程模型

的控制器可以解决死区时间的问题。

Vance VanDoren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增加其输入，直到成功改变

过程变量。如果控制器调节的力度比较大， 那么在

该时间段内，输出的增加速率就特别高，所造成的

补偿过度就会特别严重。

控制器的解调
解决死区时间问题的首选方法是从物理上更

改工艺，降低死区时间。在上面谈到的辊轧机的例

子中，可以通过将测厚仪布置在更靠近辊轴的位置

或加快板材的速度。

如果通过重新布置传感器或加速过程，仍然

不能解决死区时间的问题，那么死区时间仍然可

以通过修改控制算法来解决。最简单的方式是解

SP(t)

PV(t)CO(t)

图 1 ：在简化的辊轧机示意图中，板材从辊轴移动到光学测厚仪所需的时间

为 D = S/V 秒。

■ 过程的死区时
间能够导致控制对
扰动或设定值变化
产生过调。

■ 如果不能等待
一定的时间间隔，
可以在设计中采取
某些技术，来加速
变化。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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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控制器的调节，以便降低响应速度。一个解调

的控制器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导致过调节，除非死

区时间特别长。

积分器是一个线性 - 积分 - 微分（PID）控制器，

对于死区时间非

常敏感。根据设

计，只要设定值

和过程变量之间

存 在 偏 差，PID

控制器就会持续

增加输出值。在

死区时间存在的

情况下，积分器

需要更长的工作

时间。Ziegler 和 

Nichols 断定解除 PID 控制器的调节以便在 D 秒内

处理死区时间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将积分调节常数

乘以系数 D2 以便降低积分能力。由于微分功能只

有在过程变量开始改变以后才会动作，因此不受死

区时间的影响。

通过解除调节，可以将饱受惯性过调的控制

回路恢复到稳定状态，但是如果控制器能够在第

一时间意识到死区时间，不必非得解除调节，只

需要耐心的去等待稳态的出现即可。这就是 Otto 

Smith 于 1957 年所提出的 Smith Predictor 控制

策略的本质。

从回路中去掉死去时间
史密斯预估控制策略从回路中移除了死区时

间，如图 2 史密

斯预估框图所示。

它包括一个一般

的反馈回路，再

加上一个内回路，

在内回路中将两

个额外的参数直

接引入到反馈路

径中。第一个参

数是在没有任何

扰动的情况下，

用于估计过程变量。该参数通过在控制器中运行过

程模型，有意忽略扰动的影响。如果模型能够精确

的代表过程的行为，那它的输出就是未受扰动影响

的实际过程变量。

用于产生不受扰动影响的过程变量的机械模

型包括两个相互串联起来的元件。第一个元件代表

的是所有不会导致死区时间的过程行为。第二个元

件则仅仅代表死区时间。无死区时间的元件一般按

照普通的差分或微分方程，该方程包括了对所有过

程增益及时间常数的估计。模型的第二个元件只是

 “如果不需要处理类似死区时间等问题，

那控制器满足其目标就容易得多，但是形

成符合该策略所需的过程模型并非总是

一件易事。即使过程和模型之间哪怕是最

轻微的不匹配，也可能导致控制器产生输

出，使实际过程变量变得糟糕。”

+
-

+
+

+
++ -+ -

E

+
-

+
+

+
+

图 2 ：史密斯预估器利用过程模型来计算在没有扰动的情况下的过程变量，从而可以估计扰动以及在没有死

区时间的情况下的过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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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时间延迟。输入的信号被延迟后输出，

但是没有任何改变。

史密斯策略引入到反馈路径的第二个参数为

在没有任何扰动以及死区时间的情况下对过程变

量的估计。该参数通过在控制器中运行过程模型

中的第一个元件（增益和时间常数）来产生，但

是没有时间延迟元件。这样死区时间结束后，模

型能够精确的预测最终过程变量，这就是史密斯

预估器。

从实际的过程变量中去掉不受扰动影响的那

些变量，其结果就是对扰动的估值。将这些偏差加

入到预估的过程变量中，史密斯创造了一个包括扰

动、但是不包括死区时间的反馈变量。

现实远比模型更复杂
所有这些数学运算的目的在“史密斯预估器重

置”框图（如图 3 所示）中得到了最好的解释。该

图采用同样的框图显示了史密斯预估器，以便产生

同样的数学结果，只是计算的顺序稍有不同。这种

布置更容易明白 ：通过将扰动估值增加到无扰动过

程变量中，史密斯预估器能够有效的估算过程参数

（包括扰动和死区时间）。其结果就是一个死区时间

在回路外的反馈控制系统。

+
+

+
+

+
+

+
+

E

     
+ -

图 3 ：史密斯预估器可以有效的从回路中移除死区时间，从而使得控制器在控制预计过程变量时就像死区时

间根本不存在一样。

史密斯预估器是用来控制改进的反馈参数

（带扰动的预测过程变量）而不是实际的过程变

量。如果它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并且过程模型确

实和实际过程匹配，那么控制器就会自动驱动实

际过程变量向设定值方向改变，而不管设定值是

否改变或负载是否会干扰过程。死区时间变得无

关紧要。

不幸的是，这仅是一种假设，在现实世界中并

不存在。如果不需要处理类似死区时间等问题，那

控制器满足其目标就容易得多，但是形成符合该策

略所需的过程模型并非总是一件易事。即使过程和

模型之间哪怕是最轻微的不匹配，也可能导致控制

器产生输出来调节修改过的反馈变量，但却使实际

过程参数变得糟糕。尽管已经有了很多应对方案来

改进史密斯预估器，但是死区时间仍然是一个特别

难的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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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提前或延迟用电高峰的影响，在一定

时期内移峰填谷可以有效的降低峰值负

荷所带来的影响，直到供电系统能够容

纳更多的负荷为止。如果负荷无法调节，则可以使

用能源储存系统，一般情况下采用在非用电高峰期

充电来改变用电负荷曲线。

在工业或大型商业设施内，利用负荷的平移来

降低用电高峰期间的电力需求，相应的减少能源成

本，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应用经验。尽管该项技术

正在获得更多的注意，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在以往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它还能非常明显的

改变对系统负荷的影响，降低对机组容量的需求。

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

最近获得了指数式的增长。它们提供的是不稳定的

电力供应，这主要是由于气象和大气条件所限。由

分布式能源控制
分布式能源控制所带来的收益包括：利用智能电网技术实现能源用户和能源供应

方之间的整合，利用能源存储技术实现移峰填谷，并且由可再生能源（非基本负

荷）来平衡负荷。

Robert C. Corson 于这些电力能源承担电网中的负荷比重越来越大，

因此对电网电力质量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由这些可

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所导致的不稳定波动，对系统

维持瞬态以及动态稳定性不利。对可再生能源电力

质量的关注包括电压瞬变、频率偏差以及谐波。

能源存储系统可以将这些间歇式能源转换成

具有相对统一、稳定的输出。这样，能源存储系统

能够帮助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的大规模应用，从

而实现能源利用效率和性能的最大化。

降低成本
能源存储系统的收益会随着峰值电力价格的

变化而变化。例如， 2014 年 6 月 27 日，从下午 1

点到 4 点，美国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

的定价在大约 35 美元 / 兆瓦时到 1000 美元 / 兆瓦

智能电网的发展趋势

了解了什么地方需要电力、需要多少电力，智能电网就可

以实时调整电力负荷的分配。那么，智能电网未来有哪

些新的发展趋势呢？下面几位专家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建筑物日益成为电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在不

断的部署自己的发电机、存储和能源管理系统。Milsoft utility 

solutions 智能电网战略总监 steven collier 认为，这种趋势的

原因包括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可持续性、独立性等方面，

这样可以使其获得最大的收益。智能建筑物将不再仅仅接受智

能电网的服务，而逐步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KJWW 公司电气工程师 chris Edward 也认为 : 商业建筑

物开始有与电网直接通讯的需求。公用设施公司已经开始使

用智能电网技术来对系统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提供更高的

可靠性，而这正是监管层所鼓励的。动态或实时价格将会有

助于公用设施公司和独立的系统运营商，根据每天发电的实

际成本来对客户收费。

西门子电力技术国际业务拓展经理 John cooper 坦言，

过去几十年，电网极力寻找某种方式，将客户纳入到需求响

应程序中去。在该程序中，当客户使用电力来缓解电网在经

济性、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不断增加的问题时，他们

自身也会发生改变。由于商业建筑物的业主 / 运营商在经济性、

可靠性、安全性服务质量和可持续性等方面日益不满，于是

他们就开始投入自己的能源生产、存储和管理系统。

分布式系统的可靠性和不断提高的能源输送效率是智能

电网技术应用的推动力。Affiliated Engineers 公司首席工程师

Kevin Krause 谈到，提高的电力可靠性来自于和客户计量仪

表之间更好的通讯，这些仪表在公用设施停机、低电压、或

者是电力质量较差时发出报警。通过对公用设施的监视控制

和数据采集系统（scAdA），可以识别并隔离这些异常现象。

■ 控制和监视技术
正在帮助分布式能
源和智能电网技术
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 能 源 存 储 系 统，
一般是在谷底时充
电，可以平移负荷曲
线，从而节省费用。

■ 智能电网技术将
会持续的推动电力
生 产、 传 输 和 分 配
技术的发展。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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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间波动。如果在峰值时放电、波谷时充电，每

兆瓦时可以节省 965 美元。对于用电大户来讲，每

天可以节省上万美元。

电力质量的控制
通过维持额定电压和频率值，能源存储系统可

以提高输送给工厂的电力质量。快速和高效的储能

装置，比如电池或超级电容，可以吸收或释放电能，

帮助平抑公共电力负荷的瞬时波动。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展，越来越有必要将不断

变化、间歇式的电力输出转变成更稳定和可靠的电

力供应。

由于太阳能发电主要集中在日出和日落之间，因

此很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电源的生产和电网的峰值

需求并不一致，在乌云蔽日、太阳能无法发电的时候，

电网更需要与太阳能发电装置连接，以满足夜间高峰

的电力需求。此外，太阳能发电量的上升代表着向电

网输入越多，就会出现稳定性问题，这和那些广泛应

用风能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

充分利用储能系统
能源存储系统为最终用户保留着降低费用的希

望，同时通过打时间差，改变电力生产的时间，将

发电机接入到更高质量的可分配电力生产上。

通过调节负荷，吸收电力峰值，在电力供应突

然降低时注入电力，就地能源存储可以缓解由可再

生能源生产输出所造成的电源波动。生产曲线的平

缓可以为电网提供更稳定、可靠的电力来源。有些

电力公司对连接到电网的发电设备有要求，这就需

要通过能源存储的方式来调节电力生产的波形。

能源存储系统的利用，可以帮助电力公司推迟

承担基本负荷电站的升级改造，或者是延迟增加新

的发电能力，因为增加新的发电能力会导致成本指

数级的增加。

目前应用的存储能源方式多种多样，取决于特

定的应用和所需的系统特性。能源可以存储的形式

有 ：电力式、机械式、热能或者化学存储系统，每

一种都有其优点和适用场合。电力式存储是最常见

的一种方式，一般为电池或电容。小到手表电池，

大到数据存储中心最新式的锂电池，以及电力公司

大规模的存储系统。

据 Navigant Research 研究报告显示，2014 年

全球分布式储能系统收益达到 4.52 亿美元，预计

到 2024 年将突破 165 亿美元。该机构高级研究员

Anissa Dehamna 解释说，“先进的化学电池技术的

发展，包括锂离子、液流电池、铅酸电池和其它新

一代化学电池，将促进分布式储能系统的迅速发展。

这些先进的电池技术将有助于满足分布式太阳能光

伏发电、电动汽车、充电桩和家用能源网络的需求。”

不过，高成本、软件和控制系统以及专业的集成技

术是分布式储能系统发展所面临的几个难题。

“能源存储系统可以调节负荷控

制，吸收电力峰值，在电力供应

突然降低时注入电力。”

■ 该简化的智能电

网图给出了能源存储

是如何允许可再生能

源纳入到电网中，成

为 智 能 电 网 的 重 要

部分的。在每个连接

点，在不同区域的分

配、 传 输 和 生 产 系

统，都有机会实现由

智 能 电 网 技 术 提 供

的 嵌 入 式 智 能、 监

视、 控 制、 信 息 流

的机会。图片来源 ：

Tr iad Consu l t i ng 

Engineers 公司



28   2015.08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技术文章  |  tEchnology FEAturEs

在
80 年代后期，PLC、DCS 两

类控制系统先后推出远离控

制室安装的远程 I/O 卡件，

它安装在现场，可就近与现场装置连线，

而这些远程 I/O 卡件与安装在控制室的

控制器是通过单根电缆的通信实现信

息交换。之后，自 80 年代远程 I/O 凭

借其适合远程传输控制、能大量节省布

线成本及减小控制室面积等优势，成为

SCADA（远程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油气开采输送、冶

金、电力和化工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智能仪表和工业以太网等通

讯技术的发展，远程 I/O 的作用日渐

式微，特别是未来工业物联网不断深

入，工业云得到逐渐使用的预期下，

远程 I/O 是否会成为明日黄花，或再

度焕发新春 ? 为此，我们采访了北京

安控科技远程 I/O 产品专家任瑞军。

CEC ：安控科技作为一家油气行

业远程控制和监控方面的解决方案供

应商，有没有自己的远程 I/O 产品？ 

任瑞军 ：安控是 RTU 产品供应

商，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系统集成方案

提供商。而在一些 SCADA 系统大的项

目中，有时会遇到用一个 RTU 点数不

够，两个 RTU 又增加太高成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考虑用远程 I/O 来作为

RTU 的扩展，这样使得所有的自动化

集成 RTU 都能以低成本进行必需的扩

展，大大降低了系统扩展的成本。以

前，我们也是通过采购其他厂商的 I/O

来做我们 RTU 的扩展，到了 2014 年，

我们推出了自己的 FlexE 系列远程 I/O，

弥补了我们产品线的空白。

CEC ：安控的 I/O 产品目前是供

给自己的项目上使用还是也对外作为

独立产品销售？

任瑞军 ：其实我们的远程 I/O 产

品现在不仅可以作为 RTU 的扩展模

块使用，也可以作为其他任何第三方

的控制器的扩展模块试用，而且它支

持 Modbus RTU 从站协议，可以通过

RS485 串口直接接入计算机系统，这

样对于简单的 SCADA 系统，用户就无

需采购 CPU，可以降低了系统扩展的

成本。因此，我们的 FlexE 也在对外作

为单个产品销售，未来也准备通过电

子商务在网上销售。

CEC ：远程 I/O 现在处在什么样

的发展状况？安控对远程 I/O 的发展计

划是什么样的？

任瑞军：远程 I/O 有 2 个基本功能，

一个是数据采集，一个是通讯，随着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和无线技术的

发展，远程 I/O 的采集和通讯业经历了

这么一个过程，从刚开始的 RS485 串

行总线，到支持 Modus 等现场总线，

到支持工业以太网和 Wifi 无线技术。

从趋势上看，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的发展，支持以太网和无线技术

的远程 I/O 将成为发展方向，特别是无

线远程 I/O 将为未来工业物联网提供最

末端的数据采集功能，将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安控目前的 FlexE 系列已经有

支持 Modbus 的，也有支持 Zigbee 无

线技术的，我们基于 Zigbee 无线 I/O

目前已经研发成功正在进行小规模的

试用，预计明年开始会有较大规模的

应用。

CEC ：现在很多现场仪表和传感

器本身就具有了联网功能，无须通过 I/

O 模块就连入到控制网络中，那么是

否意味着远程 I/O 是否会逐渐消失？

任瑞军 ：确实，越来越多仪表和

传感器可以通过通信总线连接到网关

甚至工业云中，从而加入到控制网络，

但是这并不是说今后的控制系统中就

不需要远程 I/O 了。一方面单个仪表或

传感器要占用总线上一个节点的资源，

会导致总线在物理层上距离太长，导

致控制网络过于庞大，所以现在来看

把所有采集数据直接加入到控制网络

也不现实。另外不得不考虑一点，现

在已经有大量没有联网功能的仪表和

传感器在使用，也不可能为所有这些

旧的设备增加通信功能，所以远程 I/O

仍将在未来 10~20 年继续存在。

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未来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都采用云计

算的话，所有采集数据可以直接无线

上传到云端，再通过云端计算来控制，

也许那时候 RTU、远程 I/O 这些概念

将会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了，但是我

想这需要 IT 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才行。目前，在国内，我

们其实还没有看到哪家厂商已经通过

云端采集和控制来做实际项目，安全

性、可靠性等很多方面的问题亟需解

决才行。

www.etrol.com

无线技术为远程 I/O 注入新的生命力
特 别 企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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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久以前，水处理和污水处理厂就简单的

将其能源成本包含在其产品或服务中，

并且因为没有人质疑，就将该成本转嫁

给用户。然而，今天的水厂面临着收入的限制和

增加成本的压力，这就要求其要么增加收入，要

么减少费用，可是提高费率或减少工作岗位并不

是常用的做法。 解决挑战的一个办法是尝试缩减

其他类型的费用。由于能源消耗对于水处理和污

水处理厂是最大的费用支出，它通常位于缩减项

目列表的首位。

水处理和污水处理是一项能耗密集型的运营。

目前，仅在美国就有超过 75,000 家这样的系统，

每年消耗超过 1500 亿千瓦时，大概占到了非民用、

商业和工业行业总用电量的 12%。如果按照目前

的能耗方式推测，到 2040 年这些工厂的能耗占到

29%，此数据来自于美国能源信息管理部门。

通过高效运营降低成本
能源消耗的大部分是与运行泵的电机驱动系

统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水处理系统中泵的消耗

占到了用电量的 80%。一个水厂可以在不更新任

何主要部件的情况下，通过更高效的运行其水泵系

统，就可以实现显著的能耗降低。这些高效率的获

得可以通过使用企业资产管理（EAM）系统来分析

成本需求，其结果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最高效地运

行泵送系统的可用设备。通过在正确的时间点投入

更多可用的资产以及执行系统，并持续合适的时间

段，工厂可以在减少费用的同时满足生产需求。

分析可用资产
为了保证某个特定工艺能够连续运转，大多

降低水处理装置的泵送成本
即便不更新现有的设备，如果泵送设备运行得更加高效，都会帮助水处理和污水

处理装置降低能源成本。软件能帮助衡量各个变量并优化选择。

William Stowe数水厂为了满足持续使用和容量需求，使用内置

式泵送系统冗余设计。系统中的每一个泵站都为

支持某个特定工艺而设计，然而，由于标准化程

度低，它们通常运行的效率都比较低。泵送系统

的效率可以千差万别，主要因为在其生命周期内，

某一个资产的年限、设计、运行和维护有差异。

结合系统可用性和不同的需求，这方面就证明了

在最低能耗的情况下要使多源泵送系统运行在最

佳性能上是一个复杂的运行问题。用电成本（峰

值费率可能比正常和非高峰时段的费率高 500%）

的差异所带来的额外复杂性让这个挑战变得更加

困难。

要利用 EAM 系统实现优化的泵送运行需要对

实际的泵送硬件的参数有些了解 ：

■ 泵送系统的能源效率

图 1 ： DMWW 的 主

要 工 厂 位 于 美 国 爱

荷华州 Des Moines

河 畔。 图 片 来 源 ：

DMWW 水厂

■ 通常的节能计
划都是以将现有设
备替换为更高效率
的设备开始，而改
进操作策略可以在
不花费昂贵升级费
用的前提下减少能
源消耗。

■ 确定设备的最
佳 使 用 需 要 获 得
与 设 备 有 关 的 详
细 信 息， 以 及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可 以
计 算 最 低 成 本 产
出的能力。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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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系统运行配置

■ 优化系统的运行策略

■ 潜在的费用节省

■ 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 削减高峰负荷的机会

■ 减少需求费用的机会

■ 额外容量需求

■ 超容量需求

■ 不统一识别及通讯

■ 停用状态容量需求解决方案

■ 识别潜在维护和资产改良机会

■ 效率对策的确认

如果不能对资产有更好的了解，想要泵送系

统运行在最低费用下的可能性会非常小。实现这个

水平的智能化会带来更显著地降低能耗的潜在机

会——随着效率提高，费用会成比例的降低。

智能泵送解决方案框架
能耗最低的优化泵送系统性能可以通过能源

的汇集、资产管理和运行进行预测。这种做法必须

考虑工艺定义（例如特定的工艺包含哪种特定的泵

送系统）、系统效率、系统可用性、系统容量、能

源使用时间以及需求率、需求指令和运行策略（基

本负荷与可变负荷和峰值削减）。同样重要的是基

于最近可用的运行和性能数据有能力对这些系统进

行评估，以及泵送系统能源性能和非优化的运行异

常，同时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向合适的股东

通知正确的信息来处理潜在的机会并在运行变更后

立刻进行评估。

美国 Des Moines 水厂（DMWW）的做法是

通过优化泵送系统需求、容量和费用来系统地实

现最佳结果并量化为可能的最低费用。要获取这

个水平的效率，DMWW 求助于商业应用软件供应

商 Infor 来部署一套 EAM 系统。最终，DMWW 的

框架和 EAM 为回答下面的问题提供了必须的智能

水平 ：

■ 要满足运行需求应该运行哪些泵送系统？

■ 什么是优化泵送系统策略和系统运行配置？

■ 每个泵送系统每天应该运行多长时间？

■ 每个泵送系统什么时间应该运行？

■ 泵送系统的运行成本是否最低？

■ 每天运行泵送系统的成本是什么？

■ 是否需要额外的容量？

■ 运行对环境的影响是什么？为了计划的可持

续，需要什么管理控制？

如同 DMWW 水厂一样，在采用一套泵送系统

优化方案时需要考虑几个事项，包括 ：

1. 需要定义的泵送系统配置、设计基础以及

可用性，并系统化地保持更新。

2. 系统效率需要系统地来决定并保持更新。

3. 适用的电力供应商在不同时段费率的计划

需要与特定的泵送系统相对应。

4. 系统需求（所需的容量）需要分配到泵送

系统并启用专门的调整。

5.智能和控制需要与问责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DMWW 水厂的多源系统优化会让我们的工

厂明确知道我们的泵送系统能耗用在了哪里，更

重要的是，知道能源应该用在哪里。优化智能会

满足 DMWW 客户的用水需求，同时节约了能源

费用。

图 2 ：一套企业能源

管理系统可以提供定

制的信息板让用户分

析能源使用和优化情

况。图片来源 ：In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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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在《智能仪表的自动化之路》（2015

年 4 月封面故事）中曾提到过，控制系

统的变化正在由最终用户发起，并交由

自动化供应商最终实施的。针对这个特定情况，埃

克森美孚开发公司阐述了在实施过程中自动化系统

变得更简单、更少定制以及需要更少劳动力所带来

的好处。用户表达的一个关键需求是新的系统要具

有可适应性，特别是在建造的后期阶段，当工艺工

程师希望对自动化系统进行修改从而满足他们对工

艺设备所做的改变的时候。

埃克森美孚已经要求控制系统具备使用称为

DICED（检测、询问、配置、启动、记录）的系统

来自动配置现场仪表的能力。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联系过几家自动化

系统和仪表供应商，并问他们是否打算开发这个特

殊的功能。有两家公司已经表示他们确实在讨论大

的项目的同时在进行这方面的实施工作。霍尼韦尔

过程解决方案和横河公司均报告称他们的工程师正

在设计 DICED 功能。两家公司同样报告称这是更

加全面改进的一部分，不仅仅局限于埃克森美孚和

其他公司所描述的那样。

霍尼韦尔有一个称为自动化项目精益实施 

（LEAP）的项目，横河公司称其项目为提供灵活工

程设计（Agile Engineering）。两者在概念上类似并

且其目标都是帮助客户公司完成新项目并以更简

单、更短的时间完成升级工作。两者都采用了可配

置 I/O，以及符合 DICED 概念的自动化设备配置。

Jack Gregg 是霍尼韦尔过程解决方案的

Experion 产品市场总监及 LEAP 发起的团队领导，

他将到目前为止的努力描述成更加深入到项目管理

之中。“在过去的 30 到 40 年中，我们做项目的方

式是非常按照序列进行的过程，并且重复非常多。”

他解释道。“因此你会建立许多效率工具借此可以

更简单更快速的控制系统部署
即将到来的控制系统硬件和结构趋势会与现在大不同：更少定制，更多自动。

Peter Welander一遍又一遍的工作，然后你会查看数据、验证数据、

再编辑数据。最终，你会修改了很多并带来很高的

风险，致使控制系统可能处于整个项目的最危急的

处境。我们要在最后处理变更。通用 I/O 是解决这

个问题的一个因素。你不需要返回到设备的壳体改

变一根接线或者购买一个新的 I/O 模块并在机柜内

为其找到一个安装位置。”

Nobuaki Konishi 是横河工业自动化平台业务

的副总裁，他讲到这些改进正在被加入到最新版本

的横河的旗舰控制系统平台 Centum VP 上面。“我

们已经在 Centum R6.01 上发布了三个主要功能。”

他讲到。第一个功能是网络 I/O(NIO)，这个新的硬

件可以支持后期的绑定和通用 I/O。第二个功能是

自动化设计套装（AD Suite），第三个是支持现场

设备配置的 FieldMate。

“我们已经扩展了 FieldMate 功能，其不仅仅

包括现场设备，而且包括在 FieldMate 验证器中可

以配置的 I/O 模块。同时可以实现智能 I/O 设置和

智能网络设置。在非常早期阶段，只要具备安装的

硬件，就可以实现回路检查和验证。不需要连接到

DCS。软件和硬件的工程设计可以独立进行，也使

非常早地进行回路检查成为可能。” Konishi 说。

这些都是由那些在世界各地启动越来越大的

项目的用户公司所推动的。他们想要更少的定制设

备，从而减少其设计、测试和文件记录的费用。

正如 Gregg 对现状的总结，“我已经在这个行业

里工作了 35 年。我已经听过很多的人们讨论解决方

案。他们称呼这个为解决方案，又称呼那个为解决方

案。我们采用不同的各自可以受益的科技，再将它们

以一定方式整合在一起，从而改变工作流程并真正解

决困扰我们很多年的问题。现在，新的机遇使我们可

以改变项目进行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解决我们今天看

到的真正的大项目的同时减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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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工业的企
业 正 在 寻 求 可 以
简 化 大 规 模 项 目
实施的方法。

■ 自动化公司正
在 开 发 可 以 使 项
目 进 展 流 畅、 减
少 测 试 和 文 档 复
杂工作的方法。

■ 自动的智能设
备 设 置 也 是 这 些
新计划的一部分。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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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过程控制企业来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顺利并成功地实

施项目意味着企业需要避免不可预见和不

可挽回的各种风险、避免预算超支、进度延期并选择

将项目挑战转化为项目收益

可靠的合作伙伴，从容应对各种挑战。那么，过程控

制企业在项目执行中可以通过哪些有效途径来降低整

个项目成本和进度风险，并将挑战转化为可以预见的

项目收益呢？让我们来通过以下数字来审视项目：

56%

30% 39%
20%

 
 

 
 
 

 
40%

EMERSON. CONSIDER IT  SOLVED.

65% 35%

–

–
–

50%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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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挑战，按时、按预算地交付项目，

让您倍感压力？现在已经有大量经过实践验证的自

动化技术和项目服务实践方案可以用于降低项目成

本、加快执行速度并减轻后期设计变更的影响。通

过早期规划、选择可靠的自动化方案提供商或项目

合作伙伴，您即可将以上挑战转化为项目收益。

如果询问任何过程自动化专业人员或项目经

理团队 ：职业生涯中做过哪些令人满意的项目？每

个人都可以列举出一系列克服挑战或实现业务效益

的项目。成功地完成项目通常有两个共同点 ：按时

启动并在预算内完成。而从以上建筑行业协会的报

告数据中，我们亦不难发现如果项目进行早期规划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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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的技术、先进的软

件和硬件设施以及选择可靠、业内领先的自动化方

案提供商等等都是成功实施项目并将挑战转化为收

益的关键点 ；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选择一位能够站

在客户的角度，真正了解客户挑战并通过拥有广泛

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解决方案和丰富的行业和专业

知识人员的整体方案提供商，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客

户成功、高效地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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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的运营并获得

更多长期收益，是用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艾默生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Carmon Creek 项

目的主自动化承包商，该公司的控制系统工程师

兼 Carmon Creek 项目（加拿大亚伯达省北部）经

理 Rusty Barras 表示，完成该项目需要在所有相

关方之间建立透明、协作的伙伴关系，无论这些服

务是按需提供还是基于更广泛的主要自动化承包商

（MAC）合作关系。初期的建设和详细设计始于一

年前，项目包括一系列井场和中央处理装置，该装

置可通过蒸汽注入生产约 80,000 bpd 沥青。

经过多方评估，在前期工程和设计（FEED）

开始之前 6 个月，壳牌公司邀请艾默生过程管理

参与该项目。通过早期合作，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对项目执行进行精简和模块化，例如在其整个

DeltaV 集成过程控制和安全系统架构中使用特性化

模块（CHARM）技术和标准化远程 I/O 进行电子

布线。除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后期设计变更，这些措

施还可以让团队将大量计划内的项目工作分割成无

需现场完成的模块。Barras 说道 ：“当一切可以通

过模块化操作时，我们实现了大幅节约。”他这里

主要是指夏季，工作人员需要亲赴现场而产生的高

额人工费用。他还表示，随着规划越来越细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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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rusty Bar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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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艾默生创新中心。

们正在评估并考虑使用支持虚拟化和 WiFi 的移动

作业技术，这些技术将可以进一步简化项目的实施。

Barras 及其团队从灵活的合同模式中也获得

了特殊收益。艾默生灵活的合同方式让壳牌公司、

艾默生及其本地的业务合作伙伴 Spartan Controls

的工程师可以“快速协作、以质量为重，而无需担

心商务条款方面的问题。”Barras 表示，“我们早在

项目确立阶段就成立了优秀的综合服务团队，随后

立即按照合理且灵活的执行计划开展工作。”利益

相关者还参与了每季度一次的业务绩效审核，期间

每位股东都会评价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安全性、进度、

创新和响应速度方面是否符合预期，此外还讨论所

有不足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些实质性的交流有

助于项目综合服务团队的团结合作。”Barras 表示。

Carmon Creek 自动化团队致力于不断追求用

新的方法简化项目的执行，很少因循守旧。“许多

工作都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进行。” Barras 说，

项目 成 功 实 施 涉 及 多 个 方

面，艾默生过程管理高级

管理层总经理兼集团副总裁 Jim 

nyquist 也就“成功实施项目，

消除不确定性”进行了阐述。

随着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复

杂性日益增加并且工期越来越紧

凑，按预算、按时地实施十亿

美金的项目也变得日趋困难。然

而，无法应对这些挑战所带来的

不良影响却与日俱增。逾期成本

和收入损失可能比项目成本高出十倍。那么新的出路，或者变

革方案在哪里？艾默生过程管理高级管理层总经理兼集团副总

裁 Jim nyquist 认为，通过创新型服务和技术可以帮助项目管

理人员应对这些挑战并降低项目风险。

首先要谈的是人员。我们的人员通过早期参与和灵活地签署

合同等方式精心地构建项目团队、建立客户关系和其他供应商关

系。近期，一位客户将我们的艾默生课题专家描述为“实时参与

并仔细聆听”的项目成员，是其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位客户说：

“就好像我们和这些专家是一个团队。”这样的团队构建方式可以

成功实施项目，消除不确定性

避免沟通障碍，从而快速解决问题。他继续说 ：“始终参与意味着

艾默生真正地了解我们从始至终对项目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技术。艾默生不仅仅变革了项目服

务方式，而且还利用技术推动了项目规划和执行，从而从根本

上改变了策略执行方式。我们不再只通过刻板的方法去了解潜

在的解决方案。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更加紧密地协作，

例如利用虚拟平台，从而更方便地与客户一起分享信息、测试

解决方案并制定决策。

我们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如 deltav ™分布式控制系统

的电子布线技术以及无线网络，其高效性和灵活性可通过减少

项目的后期变更成本，从而显著地改善项目实施过程。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降低复杂性。我们找到了许多避免人

工作业和简化项目启动的方法。正如我们的客户所说 ：“人工

作业越少，则项目风险越低。”我们的人性化设计理念是我们

技术和项目执行、消除非必要工作、降低复杂性并将我们的专

业知识融入技术和服务的基础。顺利并更快地实施项目对于项

目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致力于让项目顺利实施，避

免任何意外 ；正如我们的一位客户所说 ：“大家都猜测可能会

有一些小问题会阻碍项目启动，然而一切顺利进行，没有任何

意外。”

Jim Nyquist 

艾默生过程管理高级管理

层总经理兼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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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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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MOBY D RFID 系统
在“中华专线”箱式储丝物流系统中的应用

一、RFID 简介 
  RFID ：无线电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术，是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

的一种自动识别技术。与其他自动识别技术一样，

射频识别技术也是由信息载体和信息获取装置组成

的。其中信息载体是射频标签，获取信息装置为射

频识读器。射频标签和射频识读器之间利用感应、

无线电波或微波进行非接触双向通信，实现数据交

换，从而达到识别的目的。 

与当前广泛应用的条形码相比 RFID 有以下优

势 ：  快速扫描 ；体积小型化、形状多样化 ；抗污

染能力和耐久性 ；可重复使用 ；穿透性和无屏障阅

读 ；数据的记忆容量大等。

二、MOBY D 系统选型及安装 
1、选型 

一套完整的 MOBY D RFID 系统主要分为四个

部分 ： 通讯模块、读写设备、天线和电子标签（载

码体）。每个部分根据现场不同的需求和应用有若

干型号以供选择（如图 1 所示）。

上海卷烟厂“中华专线”成品烟丝库电气控制

系统基于 Profinet 总线网络且设备布局紧凑、RFID 

设备较多，故选用如下配置 ： 

1）  通讯模块 ：RF180C ； 

2）  读写设备 ：SLG D12S ； 

3）  天线 ：无外部天线，采用内置天线集成于

SLG D12S 内部 ；

4）  电子标签（载码体）：MDS D100。

2、安装 

鉴于读写设备 SLG D12S 内部集成了天线，

因此必须进行现场安装，根据电子标签（载码体）

在烟丝箱安装的位置，采用底部向上安装，并需要

对其提供 DC 24V 电源（如图 2 所示）。

通讯模块 RF180C 虽然达到 IP67 的防护等

级，但考虑到布线、安装便利、整体美观等因素还

近年来，随着技改和扩建，箱式储丝也称为烟丝库物流系统在各大卷烟厂相继建

立，其生产灵活、质量可控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相比传统的柜式储丝，系统

对箱式储丝的信息存储和跟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中华专线”成品烟丝

库为例，介绍了西门子MOBY D RFID 系统的具体应用。 

杨志成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卷烟厂

图 1 ：MOBY D 系统选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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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其安装于现场柜中。RF180C 具备一拖二功能，

除与现场 SLG D12S 进行连接外，还需要供给 DC 

24V 电源，并接入 Profinet 总线。 

电子标签 MDS D100 安装于烟丝箱底部，为

保证稳定性和牢固性，可选用西门子提供的专用支

架进行安装。

为保证 RFID 读取的有效性，在安装读写器（含

天线）及电子标签时均需要考虑金属对射频信号的

干扰因素，以 SLG D12S 及 MDS D100 为例，技

术手册均表明了金属与器件之间的合适距离。

三、设备布置及流程应用 
成品烟丝库物流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将制丝掺

配加香后的成品烟丝进行装箱，入库存储并达到一

定的醇化时间，随后出库翻箱将烟丝输送至指定的

卷烟机进行卷接。 

然而，根据烟丝品牌系列、批次批号、生产时间、

卷烟机台的不同，必须对每个烟丝箱所装载的物料

信息进行可靠、详细、准确地记录，否则将引发产

品质量事故，同时对产品质量的追溯也无从入手。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要求，RFID 系统极为适合

在成品烟丝物流系统中使用，并在各个工艺段分布

了 MOBY D 设备用于信息的写入及校对。 如图 3

所示，MOBY D 设备无缝嵌入了成品烟丝从装箱入

库到出库翻箱的整个流程。 

  各环节的设备配置数量如下 ： 

1、“RFID 信息写入”环节 ：2 套，安装位置 ：

链式输送机 ； 

2、“出库 RFID 校验”环节：4 套，安装位置：

堆垛机、穿梭车 ； 

3、“翻箱 RFID 校验”环节：15 套，安装位置：

喂料机。

在成品烟丝装箱后的“RFID 信息写入”环节，

控制层将箱内烟丝的批次、重量、时间等信息通过 

MOBY D 设备写入电子标签存储，同时将相关信息

上报上位计算机。 

在“出库 RFID 校验”环节控制层根据上位机

计划下达的烟箱信息与电子标签读出的信息数据进

行比对，比对成功后继续向下一级设备输送，出错

则进入异常处理流程。 

翻箱倒料为整个工艺流程的末端，翻箱机器人

举起烟箱经过“翻箱 RFID 校验”环节比对成功后

的烟丝将直接翻入喂料机中，之后将不会存才任何

错误的可能，所以此环节需要对现场每台喂料机配

置一套 MOBY D 设备，从而最终确保烟箱电子标

签信息的准确性。保证配料符合系统要求，不出任

何差错（如图 4 所示）。 

 四、软件配置及信息定义 

（一）软件配置的主要步骤

1、项目的硬件组态（软件 ：Step7）

1）通过 HW Config 安装 GSD 文件，文件可

通过西门子 RFID 产品 DVD 光盘“RFID Systems 

Software & Documentation”获取 ； 

2）在 HW Config 中将 RF180C 插入已有的项

目，分配相应的 IP 地址和 Device Name ； 

3）对 RF180C 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连接的读写设备是 SLG D12S，因此

其对应的通讯波特率需要调整为 19.2k，否则将无

法建立设备之间的通讯。

图 2 ：在烟丝箱底部安装读写设备 SLG D12S。

图 3 ：MOBY D 设备无缝嵌入了成品烟丝从装箱入

库到出库翻箱的整个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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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RF180C 本体设置 

1）IP 地址分配，使用 Edit Ethernet node 功

能寻找到已连接的 RF180C，为其分配指定的 IP 

地址 ； 

2）Device Name 分配，完成 IP 地址分配后可

进行 Device Name 分配，需与硬件组态中保持一致。 

3、控制程序装载（可通过“RFID Systems Software 

& Documentation”光盘获取） 

1）装载 FB45“MOBY FB”，设备控制程序 ； 

2）装载 UDT10“MOBY D”，UDT10 是为 

FB45 提供 MOBY 基本接口参数而定义的数据类

型，用户可自行建立 DB 进行使用 ； 

3）装载 UDT20“MOBY CMD”，UDT20 是

为 FB45 提供 MOBY 命令接口参数而定义的数据

类型，用户可自行建立 DB 进行使用。 

4、必要的程序建立和配置 

1）基于 UDT10 和 UDT20 建立相应的参数 

DB 和命令 DB ； 

2）建立数据 DB 用于存放读取和写入的数据； 

3）对参数 DB 进行配置，如“ASM_address”

设备 IO 地址、“ASM_channel”通道号、“command_

DB_number” 命令 DB 的编号、“command_DB_ 

address” 命令 DB 的地址等。

4）对命令 DB 进行配置，如“Command”

命令类型（如读操作或写操作）、“length”数据

长度、“DAT_DB_number”数据 DB 编号，“DAT_

DB_address”数据 DB 起始地址等。 

 5）对 FB45 进行调用，填入用户建立的参数 

DB 的编号和地址。 

 

（二）烟丝箱信息格式 
“中华专线”成品烟丝库烟箱 RFID 记录的信

息主要有以下内容 ： 

1）  标签写入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 

主要用于醇化时间的达标核对，以及产品发生质量

问题的追溯。 

2）  烟丝箱编号。 防止操作人员误修改上位计

算机记录或下达至控制层的烟箱编号，每次在电子

标签信息写入时进行读取，以此为准再次写入。  

3）  烟丝箱的空箱重量。 由于烟箱本体重量存

在一定的误差，在入库时每一箱均精确计量并记录，

保证所装载烟丝净重计算的准确性。 

4）  烟丝净重。 记录所装载烟丝的重量，并上

报上位计算机。 

5）  烟丝批次号。 记录所装载烟丝的批次，主

要用于出库的核对。

上述众多信息的记录有效保证了信息的准确

性，为防止人为误操作及计算机数据异常等提供了

有效的技术防范手段，也在成品烟丝库整个工艺流

程中为众多卷烟机进行指定烟丝配送环节起到了最

终把关的作用。 

五、结束语 
目前，西门子 MOBY D 系统为物料品种多、

工艺流程复杂、信息记录量大、准确性要求极高的

工业物流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其防护

性好、处理速度快、识别率高、故障率低的特点也

得到了用户的认可。除上海卷烟厂“中华专线”成

品烟丝物流系统外，卷接滤棒物流系统、半成品烟

丝物流系统也均使用 MOBY D 产品，在信息跟踪、

质量防范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4 ：翻箱机器人举起烟箱经过“翻箱 RFID 校验”环节比对成功后的

烟丝将直接翻入喂料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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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年初美国举办的 A3（自动化推

进协会）商务论坛上，来自福特汽车公

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工程师们分享了各

自关于机器视觉技术的发展愿景，他们认为目前广

泛应用于汽车工业的机器视觉系统仍然存在着机遇

和挑战。A3 代表着自动化推进协会，它包括了如

下组织 ：机器人工业协会（RIA）、运动控制协会

（MCA）以及自动化图像处理协会（AIA）。

福特公司动力传动部门先进生产工程组的技

术专家 Frank Maslar，分析了汽车行业对于机器

视觉参数及其性能的特殊需求。汽车组装过程的

特性包括 ：在所有方位（重复和相似的部件、表

机器视觉技术的未来
能够满足未来机器人以及运动控制所需要的下一代机器视觉技术是什么呢？来自

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工程师们认为，更快的机器视觉设置和恢复能力，更好的

3D工具以及离线仿真功能都是未来机器人视觉系统的发展方向。

Mark T. Hoske 面的差异）误差小于 5mm，部件在工作站停留

20 到 30 秒，生产线 24/7 运行。因为在汽车组

装生产线，每分钟的停机会导致上万美元的损失，

所以易于从机器视觉故障中恢复对生产商来说十

分重要。视觉被定义为标准生产线的一部分。如

果机器视觉故障，生产线就会停止。任何视觉系

统都应遵循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标准，即每百万最

多有 3 个不合格产品。

机器视觉的光源设计
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动力传动生产工程的首席

工程师、认证高级视觉专家 Stephen Jones 认为，

艺术和科学不是一回事。实施机器视觉系统需要科

学，也应该按照科学的、而不是艺术的态度来对待。

应提前制定规则，量化结果。

有时，机器视觉应用的开发是一个迭代的过

程，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必须做足准备，

充分理解部件设计性能和实际性能之间的变动。此

外，也需要具有足够专业知识的应用专家和更好的

工具来应对，Jones 说。例如，如果一个部件是潮

湿的，那在视觉表现上可能就有非常大的差距。

当采用 LED 光条用于机器视觉时，如果可以

以文件的形式提供波长、光强、在整个现场区域光

源的一致性以及由于距离而导致的衰减等信息，无

■ 汽车工业严重
依赖于机器视觉 ,
如 果 机 器 视 觉 失
效， 生 产 线 就 会
停止 ；

■ 机器视觉的发
展， 会 持 续 促 进
机 器 人 和 其 它 运
动控制应用。

关键概念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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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非常有帮助的。Jones 说，最近检查的产品中，

半数没有量化光源输出。没有这样的规格书，就没

有办法非常确定地回答是否可以使用某种特定的光

源作为替代。

 “如果生产线的配置改变，照相机将不得不向

后移动 8 英寸，这将会有哪些影响？” Jones 说道，

“如果没有光源强度信息，我们无从知道。”

被检测物品的表面差异对于金属表面，其反

射特性对机器视觉质量的影响非常大。随着切削

工具路径和深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根据不

同的表面状况，当同样的部件旋转 45 度时，在照

相机中采集的结果可能是完美的，也可以是糟糕

透顶。

问题是，“给定差异，我们如何给出解决方案？” 

Jones 问道。

Jones 展示了不同的图片，一张发灰，一张发

亮，放在同样的传送台上，但是曝光时间增长，并

问道，“如果第一张的质量较差，那第二张是否可

以接受？利用多个部件，是否可以将多个图片整合

起来？这些选项并不是那么容易配置的。”

对于集成了处理器、镜头的智能相机，在光线

不是最佳的情况下，需要在软件上下足功夫，以便

从 6 个图片中获得最佳的图片，Jones 建议道。

当采购相机时，也许能够获得或猜测目前应用

或将来应用的光线特性。一旦选定智能相机，可能

很难去适应未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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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优的资源分配

汽车工业的时间周期与很多其它工业的不同。

更长的时间周期意味

着过程资源经常是空闲

的。将来， 150 GigE 相

机可以连接在多个网

络，利用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PLC）来触发需

求。计算能力可以分布

在位于一个软件开发环

境下的多核处理器中，每个工作站都有可用的工具。

3D 机器视觉
Maslar 展望了 3D 数据的可视化进展。目前，

我们通常采用 2D 图像来显示 3D 数据。系统需要

在 3D 空间内工作，利用数据展示实体模型，实现

缩放或旋转功能。3D 视觉数据尚不能提供这些功

能 ；还需要 3D 边缘处理工具 , 以及 3D 环境下所

需的其它复杂的视觉工具。

目前，有一种 3D 点云数据（Point Cloud），

它是将扫描资料以点的形

式记录，每一个点包含有

三维坐标，有些可能含有

颜色信息（RGB）或反射

强度信息（Intensity）。点

云数据除了具有几何位置

以外，有的还有颜色信息。

颜色信息通常是通过相机

获取彩色影像，然后将对应位置的像素的颜色信息

（RGB）赋予点云中对应的点。它可以将部件的材

质和颜色等一对一的展示在统一的工作空间内。它

更直观、易用，可以对各种数据进行操作。

离线编程和虚拟化
3D 机器人导航系统已经出现 10 年了，但

是仍然复杂得难以应用。在机器视觉系统和机

器人控制器之间应该有一种标准——即插即用，

Maslar 建议。

3D 机器人导航应充分利用视觉系统的离线编

程优势。视觉系统的应用程序编程应利用可视化工

具。部件的实体模型应包括表面材质以及提供机器

图像展现的形式。  

视觉系统离线编程应该将在任何部件连接起

来之前，通过虚拟的方式完成，Maslar 说道。机器

人工作单元的故障恢复，应利用嵌入式故障恢复提

示来图形化显示故障，从而充分利用仿真环境。

 “今天，大多数与机器人的交互，都是通过基

于文本的交互装置完成。我们应该将仿真装置引入

到工厂车间，充分利用虚拟工具。故障恢复可以采

用虚拟化的方式执行，以便降低机器人动作中的风

险。” Maslar 补充道。  
视觉数据可以来自于不同源头：

■ 传统的2D灰度图像

■ 2D彩色图像

■ 3D信息

■ 多镜头或立体照相机

■ 3D点云数据（通过激光类型扫描仪或区域照相机）

表 ：视觉传感器的数据融合

■ 利用视觉传感器的数据融合，而以前每种数据类

型一般情况下只在其原始环境中使用专门为这种环

境而开发的工具进行处理。

“3D 机器人导航应充分利用视

觉系统的离线编程优势。视觉

系统的应用程序编程应更好地

利用可视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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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

众）是一家中德合资企业，作为国内规

模最大的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之一，上

海大众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安亭为总部，辐射南

京、仪征、乌鲁木齐、宁波的五大生产基地。基于

大众、斯柯达两大汽车品牌，公司目前拥有 Polo、

Tiguan 途观、Santana 桑塔纳等系列产品，覆盖

A0 级、A 级、B 级、SUV 等不同细分市场。

上海大众南京分公司是上海大众汽车的主要生

产基地之一，工厂全面采用上海大众先进成熟的工

艺技术，以及生产制造、质量控制等管理体系。冲

压车间采用先进的全自动化冲压生产线，冲压 20 线

使用了一模双件（含内外覆盖件）、一模四件的设计

理念，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车身车间采用了先

进的激光焊接技术、高度自动化的机器人焊接等技

术。总装车间采用了先进的模块化生产方式以及先

进的整车检测系统，确保了轿车制造质量稳定可靠。

在总装车间，过去汽车蓄电池的装配都是通过

人工搬运的方式来进行，不但效率低下，而且严重

影响生产节拍，甚至会出现员工不小心砸伤自己的

情况。因此，必须采用先进的视觉技术来改进汽车

蓄电池的作业方式。

应用视觉系统对汽车蓄电池型号区分和定位的

作业流程是：1）蓄电池分布在托盘上，呈 5 层排列，

叉车工需要通过叉车把蓄电池从货车中取出放到指

定位置，机器人通过视觉定位每个托盘上的蓄电池，

进行定位抓取，然后把不同型号的蓄电池放入到不

同的滑道中，以自动区分型号，为下一步生产做准备；

In-Sight 视觉系统 ：
实现汽车蓄电池型号区分和定位的高效敏捷抓取

过去汽车蓄电池的装配都是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来进行，不但效率低下，而且严

重影响生产节拍，甚至会出现员工不小心砸伤自己的情况。因此，采用先进的视

觉技术来改进汽车蓄电池的作业方式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祥玉  

上海大众汽车南京

分公司  

2）视觉系统根据到位的产品，首先通过每个蓄电池

上的标识卡片来读取蓄电池型号，来区分产品型号，

然后读取区域内的二维码，其次是定位蓄电池的坐

标和角度，并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机器人。

但是，在汽车蓄电池型号区分和定位中，应用

视觉系统存在诸多问题 ：1）产品的表面反光问题，

蓄电池表面的标识卡片是人工贴上去的，所以反光

区域不确定 ；2）叉车工在放置托盘的时候，位置

不确定问题 ；3）最后一层的蓄电池颜色和托盘底

部的颜色很接近。

这时，一家本土工业机器人厂商 ESTUN 公司

向上海大众南京分公司，就汽车蓄电池的机器人项

目推荐了康耐视公司的 In-Sight 视觉系统。

在测试中，当一批蓄电池从货车上卸下来之

后，工人使用叉车把码垛在托盘上的蓄电池放到指

定的位置，机器人带动视觉系统到初始位置，机器

人给出触发信号，In-Sight 1402 视觉系统来找到每

个蓄电池的位置。

■ 产品来料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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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实现机器人的自动抓取，就

必须每次把产品的准确位置发给机器

人，使机器人调整到准确位置实现自

动抓取堆垛。In-Sight 产品的 PatMax

功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检

测的产品在其视野范围内就可以实现

准确定位。

康耐视的 PatMax 图案匹配技术

经过编程，可识别托盘中的每个蓄电

池，并使用定位器工具来精确确定蓄

电池中心的位置。通过检查蓄电池中

心的特征以确定中心旋转的角度，字

符读取工具可有效的读取蓄电池上的

字符。然后，系统将此信息传给机器

人的控制器。机器人旋转其腕部使其

与蓄电池转动的角度保持一致，接着

机器人引导抓手对准蓄电池边界，只

需 1 秒即可把蓄电池稳定抓起。

In-Sight 视觉系统在现场应用中的

表现给上海大众的技术人员带来了全新

的感觉，“我们在汽车蓄电池定位上使

用了 In-Sight 1402 视觉系统之后，均出

色的完成了定位抓取工作，”他们说道，“令人感到

震惊和放心的是——我们甚至在白天和晚上的情况

下只做简单的遮挡，视觉系统都可以稳定的实现定

位抓取工作。”

上海大众的技术人员进一步指出，“In-Sight

视觉系统先进的几何图案匹配技术给了我们很大惊

喜，无论元件对比度变化、照明变化、图像焦距变

化、外观质量下降、多个元件还是部分隐藏的元件

读取问题，In-Sight 视觉系统均能灵活处理。”

“PatMax 技术把产品的横坐标、纵坐标及角

度偏移量发给机器人，就好像为机器人提供了一双

眼睛，让机器人能够高效准确的抓取产品，”康耐

视的技术工程师表示，“PatMax 的自动定位功能是

其他视觉产品所不具有的。”

另外，In-Sight 视觉系统所含有的标准通信协

议模块，能够很轻松的与市场上任何一家机器人厂

商（包括国产机器人）进行快速的通信工作。对于

自动化行业中所支持的 TCP/IP 协议、串口、现场

总线、标准以太网 /IP 协议等，In-Sight 视觉系统

都能轻松应对。同时康耐视还提供驱动器的模板和

脚本文件等辅助功能，可以快速建立通信通道。

In-Sight 视觉系统还可使用读码器所提供的电

子数据表（EDS）文件，通过以太网 /IP 标准轻松

连接到机器人和其他常见的工厂自动化设备。第一

步是将 EDS 文件下载到机器人编程软件中。EDS

文件是简单的文本文件，由网络配置工具使用，以

帮助识别产品，并在网络上对它们进行调试。然后，

EDS 文件会给读码器分配一个标签，其包含读码器

的唯一名称和 IP 地址。最后一步是定义输入和输

出节点。然后，工程师就可以在熟悉的机器人软件

环境中编写应用，并定义相关的逻辑。

“采用了 In-Sight 视觉系统配合机器人工作后，

其效果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不但操作简单，而

且稳定性极高。”上海大众的技术人员指出，“同时

其软件通信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与机器人通信接口对

接，整个调试过程非常顺利。”

现在，利用机器视觉来引导机器人实现定位抓

取的自动化应用，不但将上海大众的工人们从困难

和危险性较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机器人加视觉的应用，解放了人力，”

上海大众的技术人员最后强调，“我们公司会一如

既往的坚持自动化水平的改善，已达到整个生产结

构的改造。”  

■ 机器人和视觉工作的状态。

■ 程序调试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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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级In-Sight家族成员

遇上2025中国制造 
 

今年，中国工业行业提出一项新目标——

中国制造 2025，目标从“制造业大国”向“制

造业强国”转型。在如此重要的全国性课题

下，康耐视推出三款世界级视觉系统来“应战”，

以满足市场对更灵活更专业的高精密产品的

需求，帮助生产企业转型与升级，让我们一起

来认识 In-Sight 产品家族配备 PatMax RedLine

工具的 500 万像素最新成员。

配备 PatMax RedLine 的 In-Sight 5705 的运行速度通常要比配

备 PatMax 时快 4 到 7 倍，被称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独立式 500 万

像素视觉系统。In-Sight 5705 可以帮助您缩短周期时间，确保您能

够执行更多的检验，轻松满足您的生产线需求。 

In-Sight 8405 是世界上最小巧的独立式 500 万像素视觉系统，

非常适合集成到各种狭小的应用空间。小巧的封装内提供以太网供

电（PoE），最大限度地减少布线需求，并提供与千兆以太网高速通

信的功能，因此，In-Sight 8405 能够安装到以前任何视觉系统均无

法安装的狭小应用空间。

真彩色滤波、易于使用的彩色 ID 和色彩提取工具使色彩检验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要使用这些工具来设置并执行

色彩检验，只需选择一个色彩区域进行色 彩培训即可，无需了解

R-G-B 值或者其他复杂的机器视觉概念。除了灰度滤波之外，In-

Sight 5705C 还提供彩色图像滤波，允许您使用色库培训多个彩色模

型，以识别目标元件是哪种色彩。In-Sight 5705C 是世界上唯一一

款独立式 500 万像素彩色视觉系统。

堡盟带USB 3.0接口的VisiLine相机
 

大获成功的堡盟 VisiLine 系列相机现

在可支持 USB 3.0 接口。首批相机于今年

10 月份上市，它们配置了高性能索尼 CCD

传感器，其优异的成像质量和高帧率——

分辨率为 VGA 时，帧率达 160fps ；分辨率

为 120 万像素时，帧率达 42fps——令对

手望尘莫及。另一款相机则配置了 VGA 全局快门 CMOS 传感器，帧

率可达 373 fps，能满足高动态应用场合的苛刻要求。

该相机采用了内置图像存储器，可以将图像安全地传输到个人

电脑。在需要利用触发信号以及每张图像都需要计数的应用场合，

安全传输至关重要。具备多面安装性能的机械设计可提供最大的安

装灵活性。USB 3.0 视觉相机还具备完善的、经实践检验的 VisiLine

典型功能（如序列器发生器、可配置用户组等），可以快速完成系统

设计集成。

该款新型照相机的另一个优点是可通过 USB 3.0 电缆直接供

电。采用同一根电缆传输图像和供电减少了电缆数量，方便电缆管理。

VisiLine 相机配件范围广泛，包括已通过认证的 USB 3.0 组件（如采

用螺丝紧固的电缆应力消除和 PCI 接口卡），提供多种不同的配件选

择，以满足多种多样的工业应用和生命科学应用。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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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工业自动化领域，特别是在调试过程中，

有一些影响我们所遇危险的特别因素。

通常情况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办公

室环境下实现的，而实际的调试过程却在工厂实

施。有时，第一次见到一个地方时，一切都是陌生

的。工作可能包括尝试在笔记本电脑上对PLC编程，

将笔记本电脑置于迷宫式的管道和马达旁的折叠桌

上办公等。我们可能会在复杂的工厂环境中面对如

下的危险情况 ：

■ 绊倒的危险。我们永远需要小心。下水道可

能没有盖，地板的管道或配件可能松动，地表可能

有浮油或凹凸不平。

■ 烧伤的危险。有时启动过程中，蒸汽管道从

非工作状态转换为工作状态。如果管道已经一个星

期未使用，则很容易忘记管道已变热，并且有的情

况下可能还没有安装隔热。

■ 碎片坠落的危险。同绊倒的危险一样，施工

过程中可能出现碎片坠落。在所需的工作区域进行

现场作业时，需要做好瓷砖以及碎片的清理工作。

■ 管夹和管帽。管工使用管夹时，有的管夹未

拧紧，这很常见。管帽也如此。例如，一个管帽在

第一次试水时脱落，让一个在邻近管道施工的焊工

浑身湿透。

■ 锁定程序。在正在安装新的配电设备和马达

控制中心的新施工现场，特别是现场还需进行新设

备测试时，锁定程序比普通的更复杂。

■ 不完整的建筑。对清洁电路进行测试前，在

现场周围走动观察，看看是否存在一些尚不完整的

施工，比如排水管道等。如果管道没有完全安装好

就进行测试，热水就有可能倒到下方的人身上。

这些危险也许并不会导致事故。有些只需特别

注意即可避免。这里有几个小技巧 ：

1. 不要认为工厂和办公室一样，即使你做的

工作相同。

2. 特别注意安全，安全是必须的。

3. 不要产生“隧道视觉”。我们可能只需要完

成一个特定的任务，但关注周围的人所做的事可以

提醒我们什么时候事情可能不对劲。

4. 沟通。对于首次测试运行中的设备，这一

点尤其重要。要确保每个人都了解何时将发生何事。

5. 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有时只需花几分钟在

工作区域或沿管道走动走动就能发现程序和安全

问题。  

如何避免工业自动化
       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危险？

识别安全隐患在任何工作环境下都非常重要——如办公室、工厂调试或建设过程

中。文中阐述了五个避免常见危险的方法。

Evan Pe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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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启动团队都包括流程工程师、控制工程师、电气技师、机

械技师，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工厂操作员。组建一支全面的启动团队是项目成功实

施的基础。

交给运营部门。

寻找和补充工厂人员，获取经验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工厂电气技师和操作员

参与到项目仿真当中，以协助项目启动。使用工厂

电气技师和操作员，可以让工厂的员工接触到新安

装的技术，了解新设备的位置。最为重要的是，操

作员和电气技师会不断

地获取有关新系统的知

识和经验。一旦操作员

和电气技师进入到开发

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

在启动团队离开之后，

与其他人员就可能发生

的变更问题进行沟通。操作员还可以和工厂中其他

受到启动影响的人员进行沟通。

后续支持
一旦启动团队的工作范围得到确认，就会有很

多任务或者改进工作分配给启动团队。我们正好可

以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任务分配给操作员和电气技

师，让他们和启动团队一起完成，从而扩展他们的

相关知识。项目团队可以看做是工厂操作员和电气

技师持续提升技术能力的重要资源。

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将工厂人员纳入到启动项

目当中，无论他们是操作员、电气技师亦或是变更

经理，这些人员都可以成为知识和经验传递的桥梁，

保证了项目的成功。

一
个伟大的启动团队是怎样构成的？很多

传统的团队都包括流程工程师、控制工

程师、电气技师和机械技师。然而，还

应该考虑为这样的团队加入一些新的力量，比如操

作员乃至变更经理。

对于协议项目来说，每个团队都需要一位工

厂的联系人，我的意思是那些与启动业务直接关

联的工厂人员。在协

议项目当中，执行

团队一般都是远程

工作，也就是说他

们可能有数个小时

甚至几天都不在工

厂 里 面。 那 么， 如

果将执行和实施联系起来呢？谁应该留下来支持

工厂中的新系统？工厂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能力进

行故障诊断、维护新安装的系统？将工厂操作人

员纳入到项目团队当中，就可以尽早地将启动团

队和工厂员工联系起来。

组建你的启动团队
每一个启动团队都需要一个核心，包括那些

已经为项目启动工作了几个月的成员 ：比如与机

械承包商紧密合作的流程工程师、运行了大量控

制工作的控制工程师、以及日常维护需要的操作

员和工厂电气技师。您的启动团队的核心成员应

该来自各个岗位。传统上，协议项目和启动都是

由外部技术力量完成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转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项目成功的秘诀，

组建一支优秀的启动团队

Ryan Harris

“将工厂操作人员纳入到项目团队

当中，就可以尽早地将启动团队和

工厂员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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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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