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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伊始，德

国 政 府 宣

布 在 能 源

转型领域抛出重磅

计划，又一次让全

球的目光聚焦在不

断摸索前行的能源

产业。此次德国政府提出的“哥白尼项目”

旨在为能源系统的转型寻求解决方案，在

未来十年内的投资可达 4 亿欧元，并将吸

收 230 家学术和经济界机构广泛参与，其

中也不乏西门子、ABB 这样的自动化和能

源技术巨头。

其研究重点分别集中于电网开发、多

余电力储存、适应能源供给变动的工业生

产流程、加强能源系统有关各方相互协作

等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尽管此次计划并

非专门针对新能源，但新能源必将是其中

至关重要的一环，像协调分布式和集中式

发电等对新能源应用发展极富意义的课题

也包含在内。

事实上，近年来新能源的发展道路并

非一路平坦，风电、太阳能产业尽管曾获

得快速发展的机遇，但也一度遇到种种问

题，至今也未完全摆脱产能过剩的阴影。

而物联网等技术逐步深化应用落实的趋势，

是否可以帮助新能源化量为优，重新走上

稳健、良性的发展道路呢？

在笔者看来，以应用层软件、工业通

信、传感器及其网络等组成的物联网应用

架构，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当前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

首先，物联网应用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可以使用户对新能源设备的智能化运营、

在线状态监测、预测性维护等优化的运维

手段更加高效完善，极大提高全局设备效

率及电场运营状况，降低用电成本。事实上，

这些技术在新能源领域并非新知，而早已

被 GE、西门子等设备厂商投入实际应用，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国内也有像远景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化量为优，新能源重启加速？

能源等公司在这方面表现不俗。此前，国

内很多大规模投运新能源设备的用户都曾

面临几年后设备故障、老化过于集中、设

备维护差等实际问题。这些技术的进一步

普及推广，可望为更多的设备厂商、用户

业主摆脱这一困境，解放其竞争力。

其次，风电、太阳能等分布式发电在

新能源产业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且与传

统发电形式相比，具有受自然条件影响较

大、输出功率波动大等特点。因此，这类分

布式发电如何与传统的集中式发电合理协调

应用、形成合理高效的能源供需机制，一度

成为了其面临的重要挑战。而重在广泛连接、

智能决策的物联网技术，则可以依靠实时大

数据采集和预测性算法，对供需两端的资源

进行更合理的预测和配置，以智能优化的形

式解决新能源供需失调的问题，让新能源告

别“发得出，用不好”的尴尬局面。

此外，随着新能源产业再次经历政策

升温，相应的投资活动的活跃性也有望重

新提升。此前，普通投资者对专业性、技

术性强的新能源行业了解有限，也缺乏一

定的投资评估能力。现在，已经有一些金

融平台类产品试图打破新能源投资的藩篱，

加强公众对新能源行业的评估、投资能力。

在这方面，具有极强的信息贯通性的物联

网也有望在这一领域提供助力。

尽管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之路不尽平

坦，但新技术的发展和落地，无疑也将持

续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对此我

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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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 时代，几乎所有的工厂级

用户都在探讨一个共同的话题——如何

打造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智慧工厂？由

于广大用户需求各异，对自动化供应商

而言，向庞大的市场提供成熟可用的智

慧工厂解决方案在今天仍尤为不易。要

做到这一点，必须洞悉智慧工厂的应用

理论脉络和需求特点。近日，CEC 记者

在第 11 届中国（上海）国际机器视觉

展览会现场采访了凌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量测与自动化产品事业处产品经理杨

家玮，请他畅谈凌华科技对于智慧工厂

的独特观点和解决方案优势。

很多业界人士谈到智慧工厂，往

往觉得这个概念比较广泛。杨家玮则

认为，智慧工厂其实是由行业用户的

实际需求来拉动的。他谈到，用户所

关心的所有核心问题都可以回归到成

本和效率上，比如当前很多工厂关心

的设备综合效率（OEE），以及伴随产

品生产的定制化趋势而来的频繁换线

等需求，都是智慧工厂解决方案要为

现有自动化用户解决的“痛点”。

为了解决用户“痛点”，凌华科

技的智慧工厂解决方案着眼于三个阶

段——远程管理、生产控制与视觉检

测，即在生产控制阶段和视觉检测阶

段进行信息的广泛采集，为远程管理

提供实时、可靠、稳定的数据来源，

进而实现一系列智能、优化的效能提

升。通过打造智慧管理、智慧控制以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检测精度和检测效

率，节省人力成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

三段智慧工厂的架构有了，凌华科技

希望帮助客户达到怎样的目标？杨家

玮指出，凌华科技的智慧工厂解决方

案的目标可以用 12 个字来概括——高

度集成、应用导向、信息通透。

其中，软硬件和各个功能部件的

高度集成，不仅可以使用户实现成本

的降低，还能够提升设备的扩展性 ；

应用导向指的是凌华科技可以根据行

业用户的需求和应用特点，尽量帮助

用户简化开发和培训的难度，减少带

来的额外成本和不便。

信息通透，是以往专注自动化层面

的凌华科技近期着重发力的一点。杨家

玮指出，底层的信息和数据搜集起来之

后，用户能不能通过可靠有效安全的协

议去做连接，是能否最终切实实现生产

和管理整体优化的重要环节。

事实上，向软件领域进行重心调

整，已成为凌华科技未来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向。杨家玮谈到，“我们已经注

意到，软件带来的增值和影响，已经

不仅是在产品技术层面的改变，未来

软件在商业模式上也具有无限潜力”。

他预测，与物联网的深层结合，将使

软件在整个系统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

未来的竞争，也很可能是在附加值最

高的软件领域最为集中。

凌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量测与自动化产品事业处产品经理杨家玮

庖丁解牛洞悉三段智慧
凌华科技推出成熟的智慧工厂解决方案

CE insighTcE视点

及智慧检测解决方案，助力用户打造

智慧工厂。

凭借多年丰富的现场应用经验，

凌华科技智慧工厂解决方案在这三个

阶段都呈现不俗的表现。

在远程管理阶段，通过部署工业

物联网，打造智慧工厂的智慧管理解

决方案。凌华科技可以为整个物联网

生态系统提供全系列的产品，涵盖网

关、网络基础设备以及丰富的云计算

服务，助力用户快速实现针对垂直市

场的物联网解决方案的部署。此外，

通过在凌华科技的工业级平板电脑加

载 SEMA 工具，借助 SEMA Cloud，

可以在工厂的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快速实现远程数据访问和数据分析。

针对生产控制阶段，凌华科技推

出了完整的 EtherCAT 解决方案，布局

智慧工厂的智慧控制。凭借 EtherCAT

高度兼容性、易开发、精准的时间控制、

智能的从端系统、以及易维护、坚固

耐用的特点，能够满足工业 4.0 架构

下智慧工厂高性能与高速的运动控制

与联网应用需求。

在视觉检测阶段，凌华科技凭借

其在机器视觉领域的特长，在产线检

测、数据扫描、机器人定位导引等方

面大展身手。将基于 x86 架构的智能

相机 NEON-1040/1020 整合到机器人

手臂上，不仅能提升系统集成度，而

且占用空间更小、整体性价比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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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报 道

近
日，恰逢“工业大数据应用智造沙龙”在三一重工长沙总

部举行，笔者对三一重工如何利用工业大数据打造工业 4.0

时代的智能工厂做了深入了解。

工业大数据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18 号厂房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有混凝土机械、路面机械、港

口机械等多条装配线。在厂房规划之初，已经应用数字化工厂仿真技

术进行方案设计与验证，在工艺流程上，摒弃了传统的离散制造模式，

改为高度柔性的多品种产品混装 + 流水模式。整个厂房通过自主开发

的 SanyMES 系统与上层的 ERP 无缝集成，再通过高级计划排程系统

（APS）、仓储管理系统 (WMS)、生产控制中心管理决策系统、DNC

数控系统和物流执行系统（LES）等实现数字化生产，一个订单可逐

级快速精准地分解至每个工位，可 1 小时下线 1 台泵车，5 分钟下线

一台挖机。同时，通过 MES，自动向质检员发送标准化、电子化质

检待办，检验数据通过 MES 终端录入数据库，而数据的录入则会为

产品质量追溯提供可靠依据。

“这是一个大型计算系统加上传统的操作工具、大型生产设备的

工业大数据 ：
制造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智慧厂房，包括每一次生产过程、每一次质量检

测、每一个工人劳动量都记录在案，厂房每周都会

产生超过 1TB 的数据，运用这些数据进行生产制造，

实现智能化、柔性化、少人化，可以满足多品种、

小批量生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保证质量等要

求。”三一重工副总裁兼首席流程信息官贺东东介

绍说。

 “我们对销售在外的 20 万台工程机械进行联

网、状态监控，每天会有２亿条数据上传，目前

已经累计有超过 40TB 的大数据资源。这些数据

帮助我们实现设备位置与轨迹监控、工况实时监

控和预警、远程故障诊断和提供预测性维护，而

且还能促进我们不断改进产品质量，赢得市场。”

贺东东说。

三一重工现在对售后服务车辆和服务工程师

也配备智能终端或智能手机，将设备和服务资源“连

接”了起来，通过智能调度，客户的设备发生故障

时，公司就可以就近调遣工程师、配送配件，不但

提高了服务质量，减少了客户停机损失，大幅度提

高了为客户服务的能力。同时，贺东东表示，通过

大数据分析，进一步优化了配件周转状况，在保证

服务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库存水平下降了近 50%，

配件需求预测准确率提升了 25%。

“通过应用物联网和工业大数据，我们将建立面

向全生命周期的工程机械运维服务支持技术体系和

系统框架，创新工程机械新型运维服务模式，实现

服务型制造驱动，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给客户提供

增值服务，实现价值的延伸，在提升产品竞争力的

同时提升客户粘度。” 贺东东说，“我们甚至可以基

于客户和设备使用数据，创新互联网产业金融服务，

从而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所以，我可以坚定地说，

工业大数据将成为三一重工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国家仪器（NI）行业市场经理崔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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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和控制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可实现不同行

业、不同设备、不同信号的数据采集。在软件方

面，采用 NI 新推出的在线状态监控套件 InsightCM 

Enterprise，该套件可用于中央数据管理服务器的

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系统管理，进行分析测量、

警报生成、允许维护专家可视化和管理数据，简化

大规模部署 CompactRIO 监测系统的远程管理。

在大数据应用算法开发上，李杰教授领导的美

国智能系统维护中心 (IMS 中心 ) 通过与 NI 的合作，

开发了基于 LabVIEW 的 Watchdog Agent 预诊断

工具包，改工具包采用了一项专利分析技术和行业

标准，可在 LabVIEW 应用中添加易于使用的预诊

和健康管理算法和图形化显示功能，实现特征提取、

主成分分析以及模式匹配，从而检测和预测从关键

设备到整个机器等各种对象的故障。同时，它还可

以帮助用户创建用户界面，轻松地将预测结果以及

待测资产的分析信息传递给客户。

“NI 通过提供一个完整的平台化系统设计方

法，以快速构建分布式监控与工业大数据系统，帮

助企业快速实现工业大数据采集、分析和信息挖

掘。”崔鹏经理说，“NI 是目前唯一一家提供数据

采集与在线监测智能系统的供应商，全球范围内，

已经用于石油与天然气、发电、矿业、铁路与工业

制造等领域大数据应用，目前正和部分国家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进行合作，以推动更多工业大数据的应

用。”(CEC 石林才 采写 )　

　　

工业大数据 ：工业 4.0 的关键支撑手段
当前，全球制造业都在走向智能制造、工业 4.0

时代，工业大数据的价值和方法是什么呢？其商业

价值实现路径又是什么呢？在此次工业大数据应用

智造沙龙上，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做了不同

层面的解读。

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工业大数据研究中

心副主任、原 IBM 中国研究院副院长陆薇认为，

无论是德国的工业 4.0，还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都

以数字化、互联化、智能化为特征，而工业大数据

是关键支撑手段。她指出，工业大数据就是在工业

领域信息化相关应用中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不仅包

括企业内，还包括客户、用户、产业链以及互联网

上的数据，其核心是机器数据。

来自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李杰教授则从制造

业未来的竞争说起，他认为，“我们过去追求的机

器质量、速度、效率等都是可见的竞争，未来，智

能制造更多的竞争是不可见的，这些不可见的竞争

就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更多的智能服务，而智能

服务需要通过工业大数据来分析和挖掘。”

李杰教授指出，工业大数据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一个技术手段。与其他技术手段的目的相同，

工业大数据的核心目标是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体

现在去避免和解决不可见的问题，并且从不可见的

世界中创造新的知识。

工业大数据应用平台化解决方案
工业大数据的应用架构通常是这样的，首先是

通过传感器或者执行器采集机器设备的各类模拟数

据转换为数字数据，由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处理后

实时传送至云端或者数据中心，再运用数据分析工

具将数据转换成有用的信息。整个过程不仅涉及到

传感、采集、传输等硬件技术，同时还必须有相应

的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平台和工具，对于专注于工业

研发和生产的企业来说，要构建这么一个大数据应

用平台并非易事。一直专注于数据采集和分析的美

国国家仪器公司（NI）在此次沙龙上，展示了其新近

推出的平台化架构工业大数据采集和应用解决方案。

NI 行业市场经理崔鹏介绍，在 NI 的解决方案

中，硬件采用基于开放、灵活的 LabVIEW RIO 架

构的模块化 CompactRIO 嵌入式控制器，可以采

国家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之一——三一重工 18 号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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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怀进鹏在参加亚洲智能机器人联盟成立

大会时介绍，我国新近发布的“十三五”发

展规划纲要，已把大力推进机器人等新兴前

沿领域的创新和产业化列为重要内容。有数

据显示，过去 5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实现

了36%的年均增速。按照机器人产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5 年后中国工业机器人年销量将

达到 15 万台，中国机器人产业产值将突破

1000 亿元。

最新数据显示，从 2009 年到 2014 年，

有关大数据分析的风险投资增长 1700%，对

大数据公司投资的资金倍数超过了新的技术

公司。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2016 年，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将开启新时代。他表

示，谷歌已经实现可以将视频变成文字、也

可以进行翻译、对暴恐视频进行搜索和管理，

这些就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根据 Wohlers Associates 公司日前发布

全球 3D 打印行业最新年度报告显示，2015
年全球增材制造和 3D 打印市场销售额达

51.65 亿美元。此外，Wohlers 还报告了全球

3D 打印行业的年复合增长率，过去三年里，

全球 3D 打印行业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33.8%，

2015年的26.2%的增长率是过去三年最差的。

尽管面临挑战，但是在 3D 打印的许多细分领

域，尤其是金属 3D 打印和桌面 3D 打印机领

域表现还是不错的。

智能物流是工业 4.0 核心组成部分，智

能物流仓储位于后端，是连接制造端和客户

端的核心环节。尤其值得看好的是锂电设备

行业的物流自动化需求。2001-2013 年，自

动化物流系统市场规模从不足 20 亿元迅速

增长至 360 亿元，复合增速 30%。中投顾

问产业研究中心预测，2020 年智能物流系

统集成市场规模将接近 1400 亿，年均增长

超过 20%。

根据美国调研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

显示，预计到 2020 年全球过程分析仪市场将

增长到 49.8 亿美元 , 复合年增长率为 5.50%。

其中液体分析仪市场于 2022 年将达到 23.9
亿美元，保持 5.67% 的年复合增长率。成为

整个过程分析仪市场的一大助力。到 2022年，

北美过程液体分析仪市场将占全球最大份额。

2015 年，北美过程液体分析仪市场占全球最

大市场份额，接下来是亚太地区和欧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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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米勒的“樱”城之约

中德智能制造联盟正式成立

中德智能制造联盟4月9日在深圳成立，将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

德国“工业4.0”对接，推动中德两国在智能制造合作上迈出实质步伐。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在联盟揭牌仪式上指出，信息技术和

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智能制造将成为未来

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尽管术语有

所不同，但无论从理念还是核心目标都高度一致。

怀进鹏强调，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拥有巨大市场、物流网

络以及丰富的人才和资金资源，中德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德两国

政府非常重视智能制造领域的对话交流，中德智能制造联盟的成立将把

双方合作推向深入。

中德智能制造联盟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电子学会

共同发起成立，首批会员单位包括海尔、西门子、华为、SAP、沈阳机

床、博世、三一重工、菲尼克斯、恩智浦、中移物联、铂力特、徐工信

息等60余家知名企业，以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

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研究总院、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等科研

机构、大学和行业组织。

联盟定位为非盈利组织，将支撑建立中德智能制造企业、行业间对

话机制，搭建产业与技术合作交流平台，促进中德两国在智能制造领域

的务实合作与共赢发展。

3月的武汉美丽的让

人动容，在樱花绚烂绽放

的季节，这个粉红浪漫的

城市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橙

色风景。3月25日，魏德

米勒应“樱”城之约，在

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圆满

举行了魏德米勒“智•造

精彩  联•接未来”2016年第一场客户交流会，吸引近百人前来参与，客

户朋友们与魏德米勒的技术专家在现场畅快交流。

交流会现场座无虚席，客户朋友们专注的听魏德米勒的产品经理们

讲解产品，留意着会传递出哪些新的动向。这样的场合当然少不了魏德

米勒人声情并茂、实力呈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交流会间隙客户朋友们

纷纷拿起魏德米勒产品研究探索，并约上产品经理进行一番细致探讨。

今年伊始，魏德米勒为了更好的顺应市场发展，公司进行了战略调

整，作出了三大行业事业部划分的重大决定，以实现从产品导向到行业导

向的转型，未来魏德米勒也将从元器件供应商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商。

这种调整体现了魏德米勒对中国市场前景的信心，魏德米勒会更好

地将德国品质和本土化服务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推出更多真正贴近中国

用户和中国市场需求的新品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创新、领先、可靠

的解决方案和价值体验。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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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智能制造联盟正式成立

左起 ：CC-Link 协会中国事务局长张蓉女士，CLPA China 主席陈启军教授，CC-Link

协会会长木村文彦教授，CC-Link 协会全球事务局长中村直美女士，CC-Link 协会技术

部长大谷治之先生，CC-Link 协会中国地区专员钓莉加女士。

突破性合作旨在工业 4.0 时代降低互联互通成本

——CC-Link 协会专访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一直存在着多

种工业以太网协议标准，由于采用各自的

技术标准，不同协议产品和设备一直不能

通用或者无缝连接，这种相对封闭式的发

展方式事实上给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阻

碍。然而，工业物联网的应用浪潮正一波

波涌向工业自动化领域，作为贯通工业物

联网架构的重要一环，工业网络也亟需向

更加开放和易用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各

大工业通讯协议组织之间顺势而为，打破

技术壁垒，为行业发展带来新突破。

近日，我们欣喜地看到，CC-Link协

会 (CLPA) 与PI (PROFIBUS & PROFINET 

International)率先开启了合作先河，共同发

表声明，决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而强

化CC-Link IE 与 PROFINET网络互联，成

为了此次合作中最为受人瞩目的话题。借

此契机，CEC记者对话CC-Link协会事务局

长中村直美等协会主要负责人，对CLPA与

PI的合作前景，以及工业开放式网络的发

展趋势进行了专访。

用户的现实需求促成两大组织的强强合作

此前，诸多工业通讯协议之间的激

烈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工业网络

“百花齐放”的姿态。但不同网络协议间

融合与互联互通的趋势，显然更有利于推

动工业4.0和工业物联网的未来发展，也成

为了广大用户和设备供应商的普遍诉求。

对此，中村直美向记者介绍，CC-

Link和PI分别是亚洲和欧洲最大的工业网

络专业组织，双方对于此次的合作构想早

在前年秋天就已提上日程。双方正是希望

基于此次合作，更好地满足当前工业 4.0 

和工业物联网发展趋势下的用户需求。

她谈到：“对用户来说，如果在一个

工厂里应用不同的网络协议，实现方便的

连接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用户能否真

正实现更高的效益和生产效率。今天，很

多用户在工业网络协议的选择上会首先关

注连接的便利性，而加强与PROFINET网

络的互联带来的便利，会促使更多用户应

用CC-Link IE的网络，并且从中受益。”

CLPA China主席陈启军教授也谈到：

“由于CLPA与PI这两个组织的规模都非常

大，那么它们在协议标准层面的合作将大

大降低用户互联互通的成本，给用户带来

的利益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以前用户选

择设备的时候，往往会担心将来如果使用

其他设备的连通问题，现在这项合作事实

上可以打消双方用户的这样的顾虑，更加

有利于用户选择支持这两个组织的协议的

设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两大协议在中国

市场的推广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正如中村直美和陈启军所说，不同种

工业以太网协议间的“壁垒”，曾经是工

业用户和设备供应商们共同存在的一个挑

战。由于不同网络系统中的仪器和设备面

临无法相互无缝传输数据的问题，往往使

得设备供应商必须为不同用户开发出使用

不同网络协议的设备，即便如此，用户也

常常由于网络协议的限制，与拥有最佳性

能的设备“擦肩而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CLPA与PI此次

旨在通过CC-Link IE与PROFINET之间的标

准化接口，在用户无意识的情况下轻松实

现双向通信。为此，双方将制定必要的技

术规格，并最终普及到广大的会员合作伙

伴，让用户在设备的选择上更加自由。

两种互联互通方式实现数据的无缝传输

对于互联互通实现方式，CC-Link协

会技术部长大谷治之介绍，CLPA与PI将

推出一个两者互联互通的协议标准，凡是

CLPA与PI的成员都可以根据这个协议标

准，开发出Coupler（耦合器）和Link（链

接器）这两种标准化的网关实现两大协议

间的无缝通讯。

耦合器可对设备间或系统间的通信

进行处理，支持任一网络的设备通过作为

准黑匣子的耦合器连接到另外一个网络，

循环式的数据传输仍能像以前一样发挥作

用，收集设备或系统数据的工作通过非循

环通信和SLMP方式进行。系统集成商运

用耦合器解决方案可以减少设备整合时所

需要的工程工时以及测试工时。

链接器可以轻松实现设备之间的连

接，并且可以将任一网络中的驱动产品与

另一网络中的控制器相连。用户可以运用

无缝式的循环数据传输功能，而通过非循

环通信和SLMP方式收集设备的信息。还

可以无障碍地更换设备，配置文件、网络

管理、设备地址等都保持不变，网络状态

和非循环数据的显示也保持不变。

采用这两种方式连接不同网络有什

么优势呢？大谷治之指出：“在两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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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耦合器和链接器的连接都是一

个标准方式的连接，用户无需改变自身

使用的设备和使用方式，就可以实现两

个网络之间的连接。此前，尽管用户也

可以通过转换适配器对两种网络进行连

接，但这种方式只能实现不同网络之间

的循环数据的通讯连接，像诊断数据和

模拟监控数据等非循环数据的传输就无

法实现了。而通过此次合作形成的新的

解决方案，则可以使这些非循环数据也

完全能够实现传输，这也是新旧两种转

换方式最大的不同点。”

此外，新的解决方案优化了网络构建

中的人工、工时等因素，还有利于帮助用

户降低整个网络构筑的总体成本；同时，

由于此次合作是建立在现有的CC-Link IE

与PROFINET网络规范上，使用户无需更

换现有的设备也可以受益于新的解决方

案。这些有利因素，无疑将使新的解决方

案对广大用户而言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CC-Link 将支持工业物联网整体架构
谈到CC-Link IE在合作之后的未来技

术发展，大谷治之谈到：“目前，CC-Link 

IE已经普遍实现了IO控制、运动控制和安

全控制等现场型的控制，我们今后会更重

点关注CC-Link IE对上位系统以及对云系

统这样的工业物联网架构的支持，让用户

在工厂里实现更高的效率。”

而在市场的扩展上，中村直美则意在

长远，对中国自动化市场潜能的进一步开

发信心十足。她谈到，比起现在中国取得

的成绩来说，她更看重的是中国以后的市

场，因为今后将是中国自动化市场经历更

大发展的一个阶段。

对此，中村直美解释说：“实际上，

当前很多中国工厂的自动化水平还不是很

高，它仍是一个潜在的自动化市场，所以

我们相信中国自动化在今后会得到更大的

发展，也很看重中国的市场。”

在谈到CLPA今后是否还会推进与更

多协议组织的互通互联时，中村直美表

示，目前从合作的优先顺序来说，CLPA

现在首先考虑的是与PI的合作，并致力于

把与PI之间连接的技术规范做得更好，在

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如果用户或者设备供

应商有更多的与其他网络协议组织合作的

要求的话，CLPA肯定会考虑在下一步与

其他网络协议组织进行更多的合作，以便

让更多用户受益，降低互联互通的成本。 

（CEC 石林才 采写）

智能互联：PLM 的革命性突破，连接虚拟与现实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让世界各国

开始重视工业发展战略，其核心是产品、

设备甚至是整个生产供应链与人的信息交

互能力和沟通能力，让产品、装备、制造

和运营过程更加智能化。PTC作为一家全

球性的技术平台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仅

能够帮助企业提升产品研发、制造和服务

管理水平，还能够实现数字世界和实体世

界的智能互联，走在了智能互联时代的前

端，PTC近期推出的新一代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软件（PLM）Windchill 11就是最好的

证明。

Windchill 11可使用户通过智能互联

产品获取产品在实体世界的使用情况以及

质量数据，从而帮助企业改进设计和控制

产品质量；此外，用户还将更广泛、更容

易地获取产品信息，以扩大沟通协作并

加快决策过程。在3月16日PTC的媒体见

面会上，PTC高级售前总监纪丰伟博士对

Windchill 11的研发背景和最新技术突破作

了全面的解析。

从技术发展角度，PTC的发展有4

大策略：1、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

化；2、贯穿智能产品研发到智能制造；

3、打通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的互联化；

4、提高灵活性、降低复杂度。

“ 产 品 全 生 命

周期PLM平台的覆盖

范畴已经从原来产品

研发阶段的数字化扩

展到了贯穿工艺、制

造、服务等环节的真

正 意 义 的 全 生 命 周

期 ； 从 另 外 一 个 维

度，PLM平台还可以

通过物联网技术和实

际物理产品对接，从

而实现更广外延的闭

环全生命周期管理。”纪博士介绍道。

PTC通过物联网平台可以把物联网的数据

传到研发系统，分析产品的问题以及提供

远程诊断和漏洞修复，使物联网和传统

PLM进行很好的整合，这使得Windchill 11

成为一个划时代意义的PLM平台，即第一

款面向智能互联产品的PLM平台。

Windchill11相比于以前的版本，具有

智能化、互联化、完整化和灵活化4个重要

的技术突破。“Windchill 11有很多关键特

性，其中一个就是基于角色的应用，即APP

化；另外一个就是聚合搜索。”纪博士表

示。对PLM而言，质量非常重要，因为很多

质量问题在于重复设计，聚合搜索的目的

就是让设计师尽量地重新使用原来的设计

和知识，此外，还能保护知识产权（IP）。

“Windchill 11的4个技术突破与PTC

整体的技术发展策略是保持一致的，但是

要真正达到这4大策略，Windchill 11并非终

点，而是开始。”纪博士表示，“Windchill 

11只是PTC4大策略的开始，未来PTC会把

更多的物联网、大数据、增强现实等技术

融入到Windchill平台，我相信Windchill平台

通过不断地完善，一定会越来越完整，越

来越智能，越来越互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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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强势回

归，或 5 年内超过中国

 德勤全球与联合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近

日公布了《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

告，该份报告指出，预计未来5年内美国有

望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

业大国，届时中国将屈居第二。先进

的制造技术和创新发展，将是未

来制造业的主要特征。

ABB 与 Welspun
合作推动印度太阳能发展

4月6日，ABB宣布与印度最大的太阳

能开发商Welspun合作，共同完成总计约700

兆瓦的太阳能光伏项目的安装。该项目中还

包括一项拉马蒂的重点项目，拥有52兆瓦

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发电公司。印度大

部分5100兆瓦的逆变器的安装

工程都出自于ABB。

日政府将助中小企业

用“智能工厂”提高生产率

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帮助中小企业

引进使用信息技术的新一代“智能工厂”，以提

高企业的生产率。通过提高订发货以及库存管

理的效率，灵活地转换生产体制来迅速地适

应消费者需求和流行变化。日本与在该

领域领先的德国展开合作，力争

到2020年投入商用。

西门子宣布与空客联

手开发混合动力电动飞机

据路透社报道，空中客车集团与西门

子公司日前联合宣布，已签署协议共同开发

混合电力推进系统，目标是在2030年前开发

出以电力作为部分动力来源的小型飞机。

两家公司在声明中称，将在2020年前

完成各种混合电力推进系统技术

可行性的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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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
         与工业 4.0 的实施与应用

联网的自动化和分析功能让工厂变得智能。工业物联网和工业4.0概念会如何帮

助你的工厂实施下一次的自动化项目以及控制系统和仪表的安装启用？ 

Mark T. Hoske

关
于工业物联网和工业 4.0 可以帮助制造

企业实现智能工厂的宣传已经足够多，

如何实施才是大家更关心的问题。本文

中，来自不同领域的自动化专家从各自的角度给你

提供了建议，帮助你了解下一次实施自动化项目以

及控制系统和仪表的安装启用时，会因为这些框架

而产生哪些变化以及如何应对。Richard Soley 博

士是工业互联网联盟 (I IC) 的执行董事，他说，“正

如任何新技术或管理手段来临一样，选择一个需要

处理问题更少的方式，并邀请合适的专业人士来解

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不要忽视那些将最终用户、

供应商和研究人员聚在一起的组织，这样的地方可

以提供可靠的经验和良好的建议 !” 

如
果使用了工业 4.0 技术，一个新的加工

制造生产线可以实现多达 25 种的产品

变化，同时将产量提高 10%，库存减少

30%。工业 4.0 架构的应用让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

可以获得更丰厚的投资回报率。

工业 4.0 是一场工业的革命，目的是将信息

技术 ( IT) 的虚拟世界、机器的物理世界以及互联

网合为一体。其中心是将具有 IT 功能的所有工业

领域都整合起来。这些科技提高了灵活度和速度，

能够使产品更具有个性化，生产更高效且规模可

扩展，以及在生产控制方面具有更高的可变性。

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讯和先进的机器智能化，提

高了工艺的自动化水平，并带来了更多的自我监

控以及实时数据。开放的基于 Web 的平台会增加

制造企业的竞争力。

关于 IIoT 的 5 个注意事项
博世力士乐公司电气传动和控制部门的产品经

■ 与自动化组件配套的分布式智能设备通过使用数

据而不是依赖“云”来提升工艺水平，包括调整生产

量、更加有效的使用能源等。图片来源 ：博世力士乐

将真实的加工制造连接到工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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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Allen Tubbs 说道，工业物联网（IIoT）

设备要想创建工业 4.0 生产制造环境需

要注意以下 5 个方面。

1. 分布式智能

这里说的分布式智能是指在智能

传动和控制技术网络的机器设备中，

加入尽可能多的智能和控制功能、或

者单独的传动轴，而不是从一个中央

处理单元（CPU）来处理所有的动作。

拥有机器层面的过程数据并决定

用它做什么，反映出了人们相信一台

机器可以经过装备使用过程数据做一

些事情并且独自改善工艺流程，诸如

实现调整产量、更加有效率的利用能

源等目标，而不是依赖“云”来处理

所有这些任务。

联网的机器可以与更高的生产

线级别、工厂级别以及企业级别的

网络进行通讯，从而能够实现对特

定事件或特定产品的实时调节。集

成了传动的伺服马达和无机柜传动

系统将传动组件和运动逻辑顺序放

到了单独的轴向上。

2. 快速连接

那些允许数据在整个企业架构中

自由流动的系统，往往需要持续的投

资和改进。一家工业 4.0 工厂车间所

产生的大数据和信息流，可能会让公

司的网络不堪重负。我们该如何改进

自动化系统中的硬件和软件的功能，

使这种设计流程更简单、花费更少的

时间以及更加开放？通讯路径随着其

创建和实施而变得更加流畅。在决定

应该使用现场总线的什么功能时，应

该看一下生产平台是否支持例如 OPC 

UA（来自于 OPC 基金会）这样的标准。

消除不同供应商系统的障碍，而且对

通讯和控制平台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

方式很重要。

3. 开放标准和系统

重点是要思考系统到底“开放”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6.04  17   

■ 在工业 4.0 中，对机器工具或一组机器的操作，应该允许使用诸如智能手机或平

板电脑这样的智能设备进行简单的连接。图片来源 ：博世力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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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么程度，是否支持新兴的通讯协议和软件标准，

以及开放的独立组件如何让工业 4.0 成为现实。

开放标准允许基于软件的解决方案可以更加灵

活地集成，并有可能将新的技术移植进现有的自动

化架构中。开放的控制和工程软件也沿着这个方向

将自动化和 IT 软件程序之间的间隙弥合。一个开

放的控制器核心能够使用常用的高级 IT 语言（例

如 Java 和 C++）来创建自动化应用程序。

一台机器的操作应该支持与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进行简单的连接。软件可以借助控制器与 3D 模

型软件的连接来加快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和调试。一

个运动控制器可以与模型之间发送指令以及接收反

馈，使得机器的功能性在机械设计阶段通过运动控

制就得到优化。这也让机器测试和编程可以在调试

之前进行。在部件订货、组装机器之前，虚拟机器

可以用来进行测试并完善设计。

4. 实时数据整合

在工业 4.0 的工厂里，可能利用实时的机器和

工厂性能数据来改变自动化系统和生产工艺的管理

方式。不用捕捉并分析数月以来有价值的关于生产

率、机器停机时间或者能源消耗的数据，支持工业

4.0 的平台能够将数据整合到常规的工厂管理报告

之中。这会让制造商和机器具备详细的信息来执行

快速的工艺和生产变更，以实现产品满足特定客户

需求的愿景。

5. 自适应性

现实世界中的主动性可以让生产更加连贯并

以需求为导向。科技帮助生产线变得主动。目标

就是让工作站和模块可以适应个性化的客户或产

品需求。

在一个制造液压阀的工厂里，一套新的自适应

组装生产线在每一件被加工件上都使用射频识别芯

片。生产线上的 9 个智能站会识别出最终产品是如

何被装配的，以及哪些工具设置和操作步骤是必须

的。每个相关加工件都带有蓝牙标签，会自动将信

息传送给装配站。装配步骤信息会根据不同的产品

以及相关加工件的技术水平不同而显示出来。该生

产线可以生产一批相同尺寸的液压阀，也可以不需

要人工干预就能生产 25 种不同产品型号。不再需

要设定时间或者多余的库存。这使得生产线的产量

增加了 10%，库存减少了 30%。 

工
业4.0和工业物联网 (IIoT)能够为设备（从

传感器到大规模控制系统）、数据和分析

之间提供更好的连接性，Beckhoff 自动

化的 TwinCAT 产品专家 Daymon Thompson 这样

认为。传感器和系统需要网络连接来共享数据，分

析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物联网主要包括 4 个基本元素 ：实体的设备、

与设备之间的双向连接、数据以及分析。设备可以

是小到一个传感器大到一个大规模控制系统中的任

何一种。传感器和系统需要与更大的网络进行连接，

以共享由传感器或系统产生的数据。对此数据进行

的分析会产生可执行的信息，其结果是让人们做出

精明的决策。

在 I IoT 的实际应用中， 企业通过将设备或资

产连接到云或者本地信息技术 ( IT) 设施上来进行

数据的采集和传送。然后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

析，可以发现设备或资产更多的潜在信息，防患

于未然。

例如 ，监控机械组件运行温度的传感器可以

追踪任何异常状况或者偏离底线的情况。这使公

司可以主动地处理不希望发生的行为，从而在可

能造成有害危险的系统故障加剧之前进行预测性

维护，否则这些系统故障可能会导致工厂停机以

及生产收益损失。这种类型的信息有助于企业新

产品的设计、系统性能效率的提高以及实现利润

的最大化。

工业 4.0 让加工制造更灵活
在一个生产制造流程，甚至是整个供应链中，

通过连接性推动更多的新发现和系统优化，这是工

让工业 4.0 和 IIoT 在智能工厂里运行

■ IoT 和工业 4.0
包括大量设备和系
统的连接。

■ 基于 PC 控制的
硬件和软件对于智
能工厂来说是很有
用的工具。

关键概念

■ 今天，工业 4.0
技术已经在使用，
致 力 于 帮 助 企 业
增 加 产 量 并 减 少
库存量。

■ 工 业 4.0 技 术
可以提高制造商的
灵活度和速度，能
够使产品更具个性
化、生产更高效且
规模可扩展、以及
在生产控制方面具
有更高的可变性。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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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4.0 的核心概念之一，这种科技进步也被称为第

四次工业革命。

工业 4.0 工作组成员、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

院 Acatech，将 18 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定义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革命是 20 世纪早

期在装配线上使用传送带。第三次革命是在 20 世

纪中叶开发出来的微电子学、PC 和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 (PLC)。第四次革命是将 PC 和机器连接到互

联网，并启用信息物理系统（CPS）。

工业 4.0 要求传统的生产制造工业实现计算机

化。使用物联网和信息物理系统的概念会帮助实现

“智能工厂”的目标，使生产制造具有前所未有的

灵活性和非常高的精益生产效率。在生产制造中，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重点关注的领域从产品本身扩展

到了生产这些产品的工艺上。

制造商需要灵活的生产线来适应快速变化的

客户需求。灵活的机器运行能够生产很多类型的产

品，通过调整批量大小来获得更高的生产利润，这

使得同一个生产线可以运行更复杂的混合产品以适

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从大数据到工业 4.0 的实施
今天，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在同一款软

件上实现，使得机器控制编程可以有多种语言，有

助于提供更大范围的工程工具来完成必要的任务。

协议的选择应该考虑到控制平台 ，尤其是在工业

4.0 的连接性。许多传统的 PLC 提供现场总线，考

虑到与传感器、伺服系统、以及其他运动控制硬件

之间的确定性通讯，机器需要更快的、更灵活的通

讯协议，例如 EtherCAT。

实现这一层面上连接性的关键部分在于一个

安全的、容易配置的协议，能够安全地向企业或

云、以及向其他机器发送数据。来自于服务工业

环境 OPC 基金会的 OPC 统一架构 (UA ) 协议，

提供了集成的安全功能、数据加密以及先进的信

息建模。

工业 4.0 正在今天发生。德国一家厨具制造商

Nobilia 公司已经开始将工业 4.0 的理念运用到实

际生产中，基于 PC 控制的成功集成为需要高度连

接性的智能工厂提供了支持。该公司每天生产超过

2500 套整体厨房，并且每套橱柜都是按照每个客

户的特定外观要求而生产的。“批量为 1”的自动

化生产需要一个高度灵活的系统，而这通过工业 4.0 

概念的实施得以实现。

当一个订单到了工厂里，系统会决定必须用

到的材料，完成组件需要的机器，计算如何在工

厂里最好地完成个性化的订单，以及高效地打造

个性化的橱柜。这个例子说明了智能工厂的独特

魅力——高效生产和出众的灵活性、很少需要工

厂人员的干预。

关于智能工厂的 3 个思考
在决定实施工业 4.0 之前，要对智能工厂提出

的 3 个问题是 ：

1. 你是否想要自动完成快速的产品转换，以

及对市场需求的响应更好？

2. 你是否想通过识别出可以进行持续改进的

区域来提升你的设备综合效率（OEE）以及生产总

产量？

3. 你是否想要根除浪费，例如能源、原材料

和闲置时间？

在确定和完善真实世界里智能工厂的目标之

后，采用基于 PC 控制的硬件和软件有助于帮助你

早日成功。

■ 德国厨具制造商 Nobilia 使用基于 PC 的控制来支持“批量为 1”的自

动化生产，在其智能工厂里使用工业 4.0 的概念，使得该公司每天能够生

产超过 2500 套定制化的厨房。图片来源 ：Beckhoff 自动化



20   2016.04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 通 过 松 下 的

Toughbook 就可以远

程无线访问 DeltaV 软

件。 在 实 施 IIoT 的

Ergon 精 炼 厂， 移 动

办公的工作人员可以

在遍布全厂的 WiFi 网

络中，通过手持式工

业 PC 查 看 传 感 器 的

状态和其他数据。传

感器的数据经过软件

的分析被转化为可操

作的信息。图片来源 ：

艾默生

为什么要部署工业物联网？

一
家炼油厂在其用于监控阀门的工业物联

网 (IIoT) 中使用无线声学变送器来提高对

法规的遵守，并通过及时的检测和维修

故障阀门，使得每年减少了 3 百万美元的损失，据

艾默生过程管理的无线业务副总裁 Bob Karschnia

说，项目在 5 个月之内就收回了成本。

IIoT 因为在工业世界里普遍使用了联网的传感

器而比商业的物联网 (IoT) 更加先进，这些传感器

就是物联网里面的“物”。数以亿计的联网的有线

及无线压力、液位、流量、温度、震动、声波、位

置、分析仪表以及其他传感器被用于工业领域，而

且每年以数百万台的速度增加，为工厂提供了更多

的监控、分析和优化。

连接到更高级别的软件平台上的传感器，有现

场的，也有非现场的。现场的连接一般是通过本地

内部网创建了一个 I IoT。互联网一般用于进行非现

场连接，通过基于云技术的存储。更高级别的软件

从事控制和监控、资产管理以及特定的数据分析。

在远程数据分析中心，专家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

来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案。

I IoT 通过将传感器连接到分析和其他系统中，

来自动提高性能、安全性、可靠性和能源效率，具

体方式为 ：

1. 从传感器上采集数据比以往经济有效得多，

因为传感器很多都是电池供电和无线通讯的。

2. 使用大数据分析和其他技术将这些数据翻

译成可以理解的信息。

3. 将这些可操作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呈献给

正确的人员，要么是工厂人员，要么是远程专家。

4. 如果工作人员采取了正确的操作，将带来

性能上的提升。

在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的 Ergon 炼油厂里应

用了 IIoT 技术，连接了震动、声波、液位和位置等

传感器的设施通过一个有线的现场总线网络（基金

会现场总线）和一个无线网络（WirelessHART）连

接到一套资产管理系统。无线网络通过由无线仪表

和接入点组成的无线 Mesh 网络将仪表与工厂控制

和监控系统连接起来。

传感器数据被发送给具有为阀门和智能仪表

进行特定数据分析应用功能的资产管理软件。通过

软件分析传感器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可操作的信息。

控制室内的操作员在人机界面 (HMI) 上浏览这些信

息，移动的工人们可以通过连接到全厂 WiFi 网络

上的手持式工业 PC 浏览信息。资本支出减少了。

无线方式消减了传感器安装成本，增加了产量和经

营收益，并通过无线储罐监控降低了成本。

资产管理软件和报警管理软件可以进行持续

的调整并消减调试成本。在难以到达的位置安装自

动震动监测 ( 之前是人工巡检 )，提高了安全水平，

通过无线蒸汽疏水阀的检测，节省了能耗。 Ergon

工厂的无线架构（用于数据采集、分析和发布）使

得添加无线传感器和任何改进都变得很容易。

另一个使用 I IoT 的案例是在一家炼油厂里使

用无线声波变送器，通过及时的检测和维修故障的

阀门，提高了合规性，并且将碳氢化合物的损失减

少了 300 万美元。该项目在 5 个月内就收回了成本；

按照使用超过 20 年计算，估计每年的投资回报率

为 271%。

今天 I IoT 就在我们身边。低成本的无线传感

器和自带的分析功能可以极大地提高工厂的绩效和

投资回报率，并增加安全性。

■ 许多已经安装
到 位 的 传 感 器 让
IIoT 比 IoT 更 加
先进。

■ 互联性和分析
功 能 增 加 了 IIoT
的价值。

■ 根据一些已有
的 IIoT 应 用 案 例
显示，它能帮助企
业快速提高投资回
报率。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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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平台的工具克服了 IIoT 的复杂性

更
加智能的基于平台的方式可以解决工业

物联网 ( I IoT) 在启用时给系统带来的复

杂性挑战，美国国家仪器 NI 公司的市

场部副总裁 Ray Almgren 解释道，I IoT 系统的特

点是自适应、规模可扩展、安全以及连续改进和

维护。

这个世界很久以来都是由要么联网的要么智

能的设备所构成，而非两者兼备。联网的系统例如

电话线和电灯开关，它们可以传送信息，可是几乎

没有任何智能。智能系统例如引擎控制单元和温控

装置在车上具有智能处理能力，可是无法与闭合回

路以外进行通讯。现在，人们使用将这两个概念联

姻的系统和设备，就变成了物联网 (IoT) 里面的既

智能又联网了 ：传统意义上不相干的两个系统发生

了碰撞。

特别是在工业和消费者领域里，这种连接性

增加了对传统设计和制造测试系统的需求量。曾

经一度流行的诸如固定功能、黑盒子仪表和交钥

匙数据记录软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企业需要的

各种标准、协议和功能性方面要求。这些系统要

求软件满足例如在节点上配置原型、灵活性以及

决策制定这些关键需求。今天，在建立一套系统

的时候，使用一个基于平台的方式作为基础，能

够适应甚至预测变化的系统需求。一套基于平台

的方式可以让公司和制造商在 I IoT 的时代里加快

生产、创新和探索。

联网的 I IoT 系统需要灵活性来演进和适应。

开发和部署 IIoT 系统意味着会有数十年的大规模投

资。满足未来需求的唯一方法是部署一个足够灵活

的、能够演变和适应的系统网络。

基于平台的方式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硬件架

构，可以部署在许多不同的应用场合中，消除了

硬件的复杂性，并让每一个新的问题基本上都成

为软件方面的挑战。系统设计师选择的平台应该

基于一个对信息技术 ( IT) 友好的操作系统 (OS)，

这样它们可以安全地进行供给和配置，进而来正

确地认证和授权用户维护系统的整体性，并让系

统最大程度地可用。

一种基于平台的方式在消费者 IoT 上帮助用户

减少了上市的时间和成本。被称为第五代或者 5G

的网络可以改变生活并且释放巨大的经济上的机

会 ；5G 的研究人员需要采取一种基于平台的方式

快速设计，更快推出原型概念，加快进入市场，并

且部署和释放 IoT 的潜能。

集成的硬件和软件将帮助制造商推进 IoT 的发

展。世界范围内的制造商都在积极投身于创造智能

的小工具、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可穿戴设备。创新

不再是数百万美元级别企业的垄断。 取而代之的

是在自家车库和与伙伴合作的工作场所打拼的制造

者们。它们在网络上分享发明来激发其他制造者的

创新。

无线连接和云计算的普及也进一步助推了 IIoT

的发展。在这个互联的世界，为现有和新的设备提

供了更多的功能性和洞察力。集成的硬件和软件平

台会让制造者在促进 I IoT 发展的方向上继续前进，

就像移动应用的开放平台推动了新的智能手机经济

的繁荣一样。

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制造者正在采用一种更加

智能的、基于平台的方式来解决 IIoT 带来的复杂性

挑战。最终，这会让具有自适应、规模可扩展、安

全以及持续改进和维护的 IIoT 系统成为可能。

■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IIoT 的设备需要一个开放的、集成硬件和软件

的平台以及一个能够兼容新技术的实时网络。智能的自动测试设备使测试工

程师能够预测，通过一个基于模块化硬件和可扩展软件的开放式平台，将技

术的进步整合到测试系统。图片来源 ：美国国家仪器 NI

■ 一个基于平台
的 IIoT 的 方 式 可
以让一个灵活的硬
件架构部署在多个
应用中，并消除了
硬件的复杂性。

■ IIoT 系统在未
来数十年中会有大
规模投资。

■ 作为更快的无
线网络，5G 会有
助 于 发 挥 IIoT 的
性能。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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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没有数据，就没有大数据、云和分析

功能，也没有区别于物联网 (IoT) 的工业

物联网 (IIoT) ；PI 北美组织的副总监 Carl 

Henning 说，IIoT 中的“物”造就了 IoT 中的“物”。

IIoT 需要开放的标准，以太网和软件标准可以为控

制和制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提供数据。

每个人看起来都对 I I oT 的云和分析功能感

到兴奋，可是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云或分析

功能。是谁把“工业”这个词放在了“物联网”

的前面？事实上，Henning 认为，I IoT 不是 IoT

的一个子集，两者的“物”有太多不同，就像两

种方式之间的许多方面一样。物联网中的“物”

是面包机、咖啡机和冰箱 ；I IoT 中的“物”是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输入 / 输出（I/O）模块、

传动和视觉系统。

或许 I IoT 应该被称为工业数据互联网。I IoT

的数据来自于 ：开关和按钮、传感器和执行机构、

以及传动和视觉系统。IIoT 的应用扩展到了控制器

（例如 PLC）、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以及可编

优化布线是提升工业物联网性能的基石

基于数据的工业物联网

通
过将信息、自动化、以及运行在工业

物联网上的生产系统之间不断融合，

物联网正在积极地影响着未来的工业

自动化，Softing 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裁 Mark 

Knebusch 指出。随着以太网速度越来越快，电缆

系统的集成更加重要，而电缆的认证有助于提升工

业网络的性能。

■ 工业物联网并不

与物联网重叠，也不

是物联网的子集，工

业物联网中的“物”

与物联网中的“物”

并不相同。图片来源：

PI 美国组织

随着工业物联网的不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工业自动化设备连接到网络中。预计未来 10

年会有超过 600 亿台设备连接到物联网，工业以

太网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

对于工厂的专业人士来说，持续不断的信息、

自动化和生产技术的汇聚最终会带来更加有效率的

通讯，这会减少人工成本并提高供应链的管理水平。

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将来自于不同设备的数据

整合起来创建行动。从这一点上，数据被转变为信

息，通过 OPC 统一结构 (UA) 用来与人机界面 (HMI)、

数据历史站以及分析程序包进行通讯。

根据CONTROL ENGINEERING 的一项最新研

究显示，大多数用户觉得互操作性和开放标准是 IIoT

最重要的特性。当被问到工业4.0（IIoT是其中一部分）

时，大多数人认为最有用的特性是实时功能。

工业 4.0 小组很看好 Prof inet 和 OPC UA， 

视其为合适的开放标准，将 OPC UA 称为一个“工

业 4.0 的推荐标准”。

Profinet 是一种开放标准的、实时的、周期

时间最短达到 31.25 微妙的确定性以太网。开放

标准在以太网之下扩展到了现有的现场总线，例

如 Profibus 和 DeviceNet。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具有

RJ45 连接头。在简单的开关和执行机构上加入以

太网太昂贵了，而且有数亿个这样的设备已经被安

装。拆除并更换对于大多数开关和执行机构来说都

不可行。Profinet 标准能够兼容非以太网设备。

■ 随着 IIoT 被更
加 看 重， 对 可 靠
的 网 络 的 需 求 也
在增加。

■ 电缆标准和认
证有助于提高网络
系统的可靠性。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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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对物联网概念的接纳，运行速度更快的机器对于

更多带宽的需求是必然的。

拥有各种工业协议的以太网媒介将是未来工业物联网

的主要形式。为了适应 I IoT 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工厂管理

者们用以太网全面取代了现场总线。随着更多的设备联网、

更多的信息被传送，对网络电缆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

如果调试被延迟或数据传输不可靠，会产生更严重的不利

影响。

电缆标准
管理电缆标准的主要组织包括电信产业协会（TIA）、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以及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

每一家都致力于实现更快的速度。

不断提高的网络频率意味着阻抗、串扰、以及其他更

加关键的参数。在选择供应商和电缆安装工人的时候需要

更多的关注。

T IA 568 布线标准的演化反应了网速的提升需求。

Cat-5e 的电缆（100MHz）是常见的，Cat-6（250MHz）

和 Cat-6A（500MHz）正越来越多的被用于工业应用

场合。将被广泛用于数据中心应用场合的 Cat-8 的电缆

（2000MHz） 目前正在起草中，预计最终会成为一个新

标准。

增加的网络需求
确保电缆系统能够胜任在工厂自动化架构内所有设备

和控制系统的集成和运行，对于提升业绩来说是最重要的。

借鉴商业电缆安装工人的经验，工业应用在连接更多设备

时可以减少一些问题。在 I IoT 导致的更重的网络负荷和压

力前，建议对所有电缆进行认证。认证一种电缆需要先进

的适应快速变化的标准测试仪。每一项测试可以采集将近

20 万个测量数据，包括阻抗、串扰、回波损耗以及传播延迟。

IoT 正在影响未来的工业自动化。随着以太网速度的

提高，电缆系统变得更加重要。经过认证的电缆可以帮助

IIoT 实现更有效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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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以太网作为工业网络不断地更新升

级，各个公司也在加速工业自动化系统

和企业应用之间的深化整合。通过分析

在 IT 网络通讯过程中收集到的装配故障数据，会

呈现出怎样的效率提升？或者在与材料供应商的货

品计价相关联的材料的废数据中可以发现什么珍贵

的商业情报？网络灵活性开启的业务新模式，让已

经企业的管理层越来越难以忽视。

IIoT 需要工业以太网
工业物联网 (I IoT) 在传感器技术、无线连接、

能量采集、大数据以及云计算方面的创新，是在设

备、系统和人之间进行无缝信息交换的一部分，它

为制造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上提高业绩、灵活性和响

应能力铺平了道路。I IoT 的发展需要工业以太网，

通过以太网提供的数据，大数据分析可以为企业提

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考虑到更加高速的工艺对以太网的要求，以及

更多的数据采集，工厂需要一个冗余网络，这样就

可以很容易地在控制层解决网络问题。全网的可见

性也会给边缘设备提供可依赖的网络。

一个具有三层路由器和二层管理型交换机的主

机就可以满足核心网络的需求。二层非管理型交换机

要求扩展包含在 IP 地址层的端口状态透明度，以及

提高端口的服务质量，使之适应需要大量自动化网络

的企业运行环境。不过缺点是这样的交换机价格昂贵

以太网为工业应用增加透明度
随着工厂网络中的设备数量增加，对于自动化和信息技术专业人士来说，管理和

诊断功能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融合的网络方式和更多边缘设备的可见度，为制

造企业提供了顺应工业物联网和大数据发展趋势的可靠的工业网络。

Ken Kao

图 1 ：用来处理大数

据方案的工业以太网

会 为 中 央 IT 层 提 供

设备层透明度。研华

ProView 交换机能够

满 足 IIoT 和 大 数 据

的大规模网络升级。

ProView 交换机系列

支 持 Modbus/TCP

和 SNMP 协 议， 使

得 SCADA/HMI 软件

和 IT 网管理软件可

以实时监控交换机设

备的状态。图片来源：

研华科技

■ 工 业 物 联 网
（IIoT）需要以太网。

■ 工业通讯的可
靠 性 需 要 以 太 网
的 透 明 度 和 诊 断
功能。

■ 智能开关可以
提高可靠性。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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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实施的时候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启动时间。

低成本管理型交换机
市场研究机构 IHS 的 John Morse 预测，“低

成本的、较低功能性的二层交换机的采用，会更经

济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就像更多的网路被扩展，以

满足 IIoT 时代对于连接程度的需求。”在 IHS 2014

年的一份关于工业以太网基础设施组件市场的报告

中就指出， “从长远来看，随着企业对于成本的考

量，非管理型交换机的需求将会逐步放缓，就像网

络集线器一样。”

为了让自动化和 IT 软件获取更多端口状态

的可见性，作为边缘交换机的二层非管理型交换

机必须支持 Modbus/TCP 以及简单网络管理协

议（SNMP）通讯。这会允许监测控制和数据采集

(SCADA)、人机界面 (HMI) 软件、以及 IT 网络管理

系统（NMS）软件实时地监控交换机设备的状态。

以太网的可靠性
随着更多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输入 /

输出 (I/O) 设备、终端计算机以及 HMI 等与以太网

相连接，对以太网的鲁棒性要求会越来越高。对于

那些没有进行升级、无法获得网络边缘透明度的自

动化团队来说，可能会带来指数级的能源消耗。随

着边缘设备的增加以及数据采集功能的提高，需要

人工检查交换机的机会会减少，通过自动化的连接

系统，会将损失的数据和设备情况及时上传。

更大的网络透明度加快了自动化和 IT 团队的故

障诊断。支持 Modbus/TCP 以及 SNMP 协议的边缘

交换机技术也让故障诊断更容易。在这个融合的网络

模式里，团队可以快速地获得网络问题的解决方案。

例如，来自于工厂车间中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可

能对于工程师进行工艺分析，以及 IT 部门进行云存

储和商业过程分析来说都很重要 ；一旦发现数据丢

失变得明显，两个团队都可以及时发送或接收报警。 

启用诊断功能
更强大的是增加了诊断功能，来自系统控制

和 IT 部门的两个团队都可以进行诊断。例如，他

们诊断出以太网线与托管温度传感器的边缘交换

机 I/O 输入的第五个端口之间的连接中断，并通知

相关部门进行必要的修复。对于一个具有板载代理

Modbus/TCP 和 SNMP 协议的边缘交换机来说这

完全可以胜任。更加智能的边缘交换机甚至在每个

端口上提供详细的统计信息，包括速度、连接计数

器、多路广播信息包计数、单路广播信息包计数以

及误差计数等。使用同时支持SNMP的边缘交换机，

可以让 IT 团队的网络管理系统或软件执行前后连

续的状态监控。

为了跟上设备数量的增长和数据需求的多样性，

将会发生更多类似这样的以太网应用，可以从设备层

到控制层以及中央办公室上轻松地查看以太网。

图 2 ：一个网络诊断

模型支持在 SCADA/

HMI 以 及 中 央 IT 使

用的 NMS 上查看实

时的端口状态。研华 

Proview 系列的交换

机 允 许 IT 控 制 或 执

行某些配置功能，例

如本地设置设备、设

备 IP 模式、设备 IP、

设备网络掩码、默认

网关以及读 / 写群落

名称。交换机可以提

供包括每个以太网端

口上的单一传播、多

路广播和广播信息包

计数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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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增材机器加工（使用 3D 打印创造实

际零件）在十多年前出现，它迅速成为

原型制作的奇迹。如果我们有设计原型

数据，那么就通过 3D 打印机快速生产出实体模型。

所以制造业很欣赏这个工具，因为这可以让他们看

到实际零件切割时潜在的工艺问题，在加工制造的

同时可以修改有问题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完善零件

的功能。所以，对于估价者来说，这个工具可以让

报价更加的准确合理。

由于 3D 打印材料的迅猛发展，市场很快意识

到这项技术所具备的生产潜力，在这样的机器上短

期内制造出零件已经变成了现实。尽管 5 到 10 年

以后 3D 打印机器才会被日常生产单位的工厂使用，

但是这种将增材和减材技术融合在新一代混合型机

器上的发展已成必然趋势。

看起来不能兼容的技术已经融合在一起，例如

激光金属沉积和芯片切割机器。其核心是装配制造和

机器加工。现存的标准数控机床（CNC）技术已经在

这些机器上得到应用。不管参数是否涉及激光气体、

金属粉末沉积、惰性气体或真空、铣刀头或转盘的五

轴旋转，控制的功能基本保持不变。通过 CNC 技术，

装配制造和芯片切割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控制技术实

现，可以在单通道或双通道的单元上。

这项技术在 2014 年国际制造业科技展（IMTS）

上向参会者做了介绍，当时在同一台 CNC 上运行一

个车床和一个机器人已经成为可能，而不需要第二

个可编程控制器 (PLC) 或特定的机器人语言指令。按

照逻辑推断，下一步将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创造出增

材和减材技术。使用钛合金、不锈钢或不同的金属

粉末制成的零件会在现在的机器上进行机械加工或

其他工艺操作。例如，从动齿轮利用激光焊接的方

式将机器加工和冲压的部件加工成一个组件。

增材制造助力 CNC 的技术融合
随着增材和减材制造的出现，现在的很多控制技术问题都能够解决。通过计算机

数控技术，装配制造和机械加工能够通过两种不同的控制技术实现，这种将增材

和减材制造技术融合在混合型数控机床上的发展已成必然趋势。

当使用 CNC 控制不同的机器运行时，使用的

是一组修改过的程序，而不是不同的程序，就像之

前与机器人集成时一样必要。因为先进的 CNC 单

元还有第二个通道，如果指令不会被并入到主通道，

也可以很容易在第二通道里设置。根据运动的复杂

程度以及受控制参数的总量不同而不同。同步控制、

监控激光金属沉积以及五轴铣刀功能对于今天市场

上的高端 CNC 来说不会带来什么挑战。

图 1 ：增材制造使用的激光金属沉积满足了在同一台

机器上同时运行传统的金属切割和消减制造工艺，同

时在在惰性气体中可以运行 CNC。图片来源 ：西门子

图 2 ：一个钛合金的

涡轮机外壳使用这里

描述的机器和工艺制

造加工。

Randy P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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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机器加
工中的复杂程度、
材 质 以 及 零 件 数
量 的 不 同， 增 材
制 造 比 减 材 制 造
在 成 本 方 面 更 具
有竞争力。

■ 将增材和减材
制造技术融合在混
合型数控机床上已
成为新的趋势。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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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数的制造业工厂使用基于 PC 的人机

界面（HMI）来操作和监控自动化设备。

不幸的是，几乎每一个这样的工厂所拥

有的 HMI 软件或硬件早晚都会变得陈旧过时（请

见图 1）。

如何才能高效地从一个基于 PC 的 HMI 操作

系统升级到其他设备上，并且能够将现有 HMI 的

画面、编程和配置的重复工作量控制在最少？办

法就是从一个 HMI 软件的版本升级到另一个版本，

或者从一个 HMI 软件供应商升级到另一个供应商。

复杂的操作系统升级
升级一个基于 PC 的 HMI 操作系统（OS）往

往要面对很多问题，但通常以 PC 的硬件故障所引

起的问题居多。要执行这种升级，必须要对表格 1

中所列的问题进行评估并得到解决。

通常，第一步做的就是咨询 HMI 软件供应商

哪个版本的 HMI 可以与新的操作系统兼容。因为，

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 HMI 供应商在创造新产品

如何高效地升级 HMI ？
在有限的开发时间下，如何能够高效地升级HMI的硬件、软件和应用程序，将现

有HMI的画面、编程和配置的重复工作量控制在最少的程度呢？

Justin Robinson 时很容易受到诱惑，往往会忽视与老旧操作系统的

兼容性。

HMI 软件最初设计的应用程序不会一直更新，

要想支持新的操作系统，它必须要迁移至不同的

HMI 软件 – 不仅仅是相同软件的新版本。

如果必须要迁移，应用程序一般需要部分或

者全部重新设计，但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与

工程设计和停机相关的高额代价。如果在购买 HMI

软件的时候，供应商承诺通过先进的技术能够使当

前的应用程序与旧版本的应用程序兼容，那么这些

成本就可以减少甚至得到避免。

实现专有物理层的通讯协议（例如数据高速公

路（DH+）、Profibus DP 等等）需要一个实体适配器

来连接专有网络和 PC。这样的适配器需要定制的设

备驱动，这样操作系统才能识别他们。迁移到一个

新的操作系统通常需要对这些设备驱动更新版本。

长远来看，如果可行的话，应避免与这种迁移相

关的风险和代价，或者将其控制在最低程度的最好的

方法就是替换，使用支持通过标准的基于以太网的通

讯的协议替换基于专有物理层的协议和网络。

以太网已经成长为自动化系统中的标准实体网

络。提供抽象层或通讯接口与标签数据库之间隔离

的 HMI 软件有利于新的配置，并且能够简化未来的

升级操作。

■ 操作系统与现有HMI软件不兼容
■ 通讯协议
■ 设备驱动变更
■画面分辨率
■ 屏幕大小因素
■触摸屏操作
■ 外观尺寸和形状

表 1 ：升级 HMI 操作系统和 PC 时的注意事项

图 1 ：如 果 一 台 HMI

看起来像一部生锈的

老 爷 车， 那 就 是 时

候考虑升级操作系统

和 HMI 或者重新选择

一 个 新 的 HMI 软 件

供 应 商。 图 片 来 源 ：

Wonderware 工业软件

■ 在一台基于 PC
的 HMI 上进行系
统升级操作可能会
引发平台问题。

■ 如果必须要进
行变更，升级到一
个新的 HMI 可以
带来各种好处。

■ 自动的机制可
以 通 过 保 留 关 键
的 功 能 使 升 级 更
简单。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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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MI 软件项目的影响程度取决于 HMI 软件

提供的通讯接口与其它项目接口（例如画面显示和

脚本）之间隔离水平的高低。

硬件迁移问题
在升级 PC 的显示器的时候，画面分辨率的变

化可能会产生两个常见的问题 ：

1、不同的画面分辨率具有相同的屏幕高宽比

（例如从 800x600 迁移到 1024x768）。有一些产品

能够自动调整画面尺寸，所以不需要修改原来的应

用程序来适应新的分辨率。但是不具备自动调整功

能的产品只能通过离线自动转换，或者最坏的情况

就是通过手动调整屏幕画面。

2、分辨率和屏幕高宽比同时修改，例如从

1024x768 迁移到 1920x1080 的同时升级到 16:9

的宽屏显示器和面板。这种情况下的迁移比较经济

有效的方法是使用 HMI 软件开发平台的自动画面

尺寸调整功能。另外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设计一个

可以一直显示关键报警提示的画面，这样就可以填

补由于新屏幕高宽比造成的间隙。

在我们更新 PC 的外观尺寸时，经常会忽视机

械方面修改，特别是当设备必须和机柜门大小相匹

配的时候。触摸屏的操作也可能变化，HMI 软件必

须与新的工作站的诸如触摸屏、实体钥匙以及鼠标

等输入方式兼容。根据原来软件的属性，也可能需

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配置调整。

升级 HMI 版本的注意事项
升级现有的 HMI 软件有很多功能方面的原因，

例如改善的用户界面、增加的特性以及改进的通讯。

另一个升级的理由是持续获得软件供应商的客户支

持服务，因为大多数供应商为其最新版本提供的支

持服务相对于老一些的版本会更好。最后一个升级

的原因是考虑到各种补丁和修复的问题。

决定升级 HMI 软件版本的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一

个关键因素是向下兼容性。如果当前的 HMI 软件供

应商不能提供平滑的迁移路径，那我们需要考虑更

换一个可以顺利提供迁移的供应商，因为这样可以

减少未来升级所需要的工程投资（请见表格 2）。

检查 HMI 软件供应商为新版本发行的版本注

释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因为通过寻找那些已经得

到解决的潜在问题可以发现新的特性，新的特性

可能会促进新功能的实施，例如支持多点触摸和

手势。

机器或工艺的改进也会涉及到 HMI 和控制器。

在许多情况下，新的控制器支持基于标签的通讯，

而不仅限于内存寻址。在这种情况下，将 HMI 升

级到一个支持标签与控制器集成的版本会显著地减

少调整应用程序所需要的时间。不需要手动输入，

只需从控制器中浏览和选择标签即可，这样会将配

置错误控制在最少。

新版本的 HMI 软件通常包括可追溯性和授权

认证、可以降低达到规定要求的难度以及改进操作。

新的软件版本提高了连接性
连接性或互操作性是现代系统的一个关键因

素。新的 HMI 版本能够提供额外的工具来与新设

备进行数据交换 ，而且也可以与 ERP 系统、数据库、

历史站、基于云技术的系统等交换数据。

许多 HMI 软件产品最初被设计只是用来在安

装并运行这些 HMI 软件的 PC 或其他设备上显示信

息的。但是，大多数新产品支持远程维护、故障诊

断、甚至应用程序的可视化。从 PC、平板电脑或

智能手机上进行的远程访问可以将停机时间控制在

最短，同时还可以提高产量。

基于云技术的系统和广域网连接的集成在地域

上分散了系统，物联网 (IoT) 架构在实质上已经提高

了自动化系统中网络安全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或缓解网络攻击的

办法，不过保持 HMI 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是一个最

大程度控制和消除以前版本漏洞的有效方式。

更换 HMI 供应商的注意事项
一些基于 PC 的 HMI 软件包可以从已安装的

■ 向下兼容
■ 包含新的特性和画面
■ 标签集成
■ 可追溯性和认证授权
■ 新的内置驱动替换老的个性化通讯驱动
■ 连接性
■ 安全性
■ 远程访问

表 2 ：迁移到新的 HMI 软件版本需要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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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 的 HMI 导入已有的应用程序，甚至那些由

其他供应商生产的 HMI，也可以包括各种驱动的标

签集成，这使得直接导入 HMI 标签更简单（请见

表格 3）。使用这些导入工具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

供应商切换到另一个供应商，其结果是让你拥有改

进功能的、更好的 HMI( 请见图 2)。

正常来讲，将 HMI 应用程序迁移到可以提供

更大价值或更佳性能 HMI 软件平台是一笔极大的

开销，但是导入工具可以极大地降低迁移成本导入

工具可以自动从旧系统中导入标签，甚至可以将旧

的应用程序与现有的应用程序合并。

当本机的导入工具不支持要迁移的 HMI 产品

的应用程序时，通常的可能是从一个外部列表（例

如从微软 Excel）中复制标签列表，并粘贴到应用

程序的标签表单中。导入向导也可以导入诸如对象

和图片的屏幕图形化组件，也可以导入与它们相关

的属性和动画。

安全设定一般不会自动导入，主要原因有两

个。第一个是尊重授权设定的保密性，主要指的是

密码。第二个是版本或不同系统之间的差异。新升

级的软件以及相关的安全系统在本质上很可能更复

杂，也可能是使用了与旧系统不同的设置。因此，

极力推荐通过最终产品的图形化用户界面 (GUI) 来

对导入的应用程序安全设定进行配置。

所支持协议的通讯设定应该会自动导入。这

对于在标签数据库和通讯驱动之间具有分隔功能的

HMI 应用程序是可能的，这也有助于使用新内容替

换旧的驱动和协议配置。

报警条件和信息也应该可以自动导入。这使得

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消息进行远程报警通知的配置

更简化。

对配方数据的支持要根据旧的应用程序所配

置的格式而定。考虑到 HMI 应用程序导入，或支

持各种格式的配方数据和趋势历史数据，包括文档

文件（CSV，XML，TXT 等等）或数据库（MDB，

SQL 服务器等等）。

HMI 的升级决策
升级 HMI 软件或其他系统时，都应该根据成

本效益分析来制定和决策。任何系统，不管是硬件

还是软件都最终会老化。随着硬件或者软件的逐渐

老化，停机时间和安全风险会逐渐增加。

在一个 HMI 软件平台老化之前，升级到一个新

的系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好处，也会让升级系统的

成本合理化。尽管迁移到一个不同的供应商在短期内

比升级到现有供应商成本会高一些，但是从长远来看

会大大地降低成本。如果切换到一个可以促进向下兼

容、开放、互操作性、支持各种标准以及减少维护成

本的 HMI 供应商，这是相当值得考虑的。

一些硬件制造商设计的专有软件会将限制用

户只能使用他们的 HMI 硬件、控制器和网络。从

另一方面看，与硬件无关的供应商提供的 HMI 软

件为硬件和 OS 隔离提供了关键的临界层。这有效

地提高了灵活性和可移植性，在决定将 HMI 系统

升级到最新版本时，会节约很大一笔费用。

■ 导入工具
■ 标签、忽略、导入、替换等等
■ 屏幕画面
■ 安全性
■ 通讯配置
■ 报警
■ 配方

表 3 ：变更 HMI 软件供应商需要注意的事项
图 2 ：最新的 HMI 软

件可以实现诸如远程

访问、标签集成等功

能，同时还能提高网

络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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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有害气体和尘埃的存在，经常可以在

工厂里找到分级的区域。当自动化组件

被安装到这些区域时，为了确保安全，

必须要满足一些规则、规程和设计标准。

危险区域的分级标准出自美国国家电气规范

（NEC）或者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表 1 显示

了这个分级系统的简化版，更多细节可以在详细的规

定中找到，具体是在 NEC 条款 500 和 IEC 60079。

使用 NEC 的标准作为参考，表 1 显示了 1 区

比 2 区更有危险性，因为危险更有可能出现。因此，

在 1 区安装的自动化组件比安装在 2 区的自动化组

件要求更高级别的保护。

有 3 种主要的手段被用来在需要保护的危险区

域实施不同级别的保护：防爆、清吹以及本质安全。

所有这些保护手段都需要仔细的设计，而且经常需要

昂贵的组件、安装和维护。检查这 3 个保护手段为另

一种在分级区域安装自动化组件的方式提供了机会。

防爆措施
防爆外壳和导管系统通过两种方式在危险区

域保护自动化组件。首先，它们是密封的，限制了

进入壳体或导管系统的气体量或尘埃量。其次，它

们必须有完整的结构来控制爆炸，所以爆炸不会传

播遍及到分级区域。这些外壳一般都用在 1 区。

使用外壳的保护方式已经被使用了几十年，而

且被很多工程师、设计师和工厂维护人员深刻的理

在分级区域实施自动化的更好方式
通常，保护安装在分级区域的自动化组件的3 种主要方式是防爆外壳、清吹外壳

以及本质安全系统，但是每一种方式都需要投入相当大的前期成本和后期维护成

本。如果将自动化系统转移到危险程度较低的区域，并使用符合在这些区域使用

的组件，不仅简化了设计，还有效地减少了运行和维护的成本。

Steve Massie解。许多供应商提供防爆外壳和导管系统，而且这

种系统的设计标准已经是现成的了。

不过，与标准的 NEMA4 外壳相比较，防爆外

壳非常昂贵、很大而且非常沉重（请见图 1）。因

为这些外壳是密封的，唯一可行的散热方式是通过

外壳本身，限制了外壳里可以安装的组件类型，或

者要求外壳尺寸过大，这样会进一步增加成本。

 任何操作员接口组件必须满足在该区域使用

的规定，这排除了在 1 区使用任何类型的图形界

面。图形界面可以安装在壳体内部并通过窗口进行

观看，不过可见性受限。

在安装这些外壳和导管系统时要非常的小心，

并确保维持正确的密封，在从 1 区转变为 2 区的时

候，导管必须经常密封。允许进行热加工并且需要

相关的预防措施来打开防爆外壳，为外壳内的组件

进行服务非常昂贵和困难。

危险发生的频率 NEC分级 IEC分级
连续的危险 1区 0区
间歇的或周期性的危险 1区 1区
异常状况的危险 2区 2区

表 1 ：NEC 分类和 IEC 分区

图 1 ：防爆外壳比无等级的同等设备要重得多，也贵得多，而且一般需

要定期检查来确保其完整性。图片来源 ：Vynckier

■ 在危险区域使
用 的 自 动 化 设 备
需 要 特 殊 的 保 护
来 防 止 火 灾 和 爆
炸发生。

■ 多保护措施比
较昂贵或者产生很
多问题。

■ 将设备安装在
规定最严格的区域
之外会简单得多。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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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分级区域里，要求对防爆外壳和导管系

统进行定期检查，在其他区域里是强烈推荐这么做

的。检查会核实密封系统的完整性并提出一些维护

的需求。

清吹问题
另外一种将自动化组件安装在危险区域的方

法是使用压缩空气或者惰性气体清吹外壳内部。清

吹系统不会让危险气体或尘埃进入壳体，因为壳体

内部总是正压状态。

根据清吹系统的类型不同，这种方法允许在 1

区和 2 区采用标准的外壳和未分级的自动化组件。

不过清吹系统会很贵，特别是当它们被用在 1 区的

时候（请见图 2）。

 由于清吹系统需要连续的供给压缩空气或惰

性气体，成本不会随着安装完成而停止。这种方式

会让维护壳体内部的组件成问题，因为在正常运行

的时候不能打开外壳。

本安选项的限制条件
本质安全 (IS) 系统可以安全地安装在 1 区和 2

区的危险区域，因为其组件和接线系统不能释放出

足够的能量点燃该区域的气体或尘埃。与防爆或清

吹系统不同，这种保护方式允许在正常运行的时候

进行许多类型的维护。

因为每个组件必须满足在危险区域使用的规

定，可供使用的组件范围有限。许多像可编程逻辑

控制器 (PLC) 和电机传动的常用自动组件不具备本

安等级。即便可以买到本安等级的组件，供应商通

常都会加价。

本安系统的设计需要具有高水平的工程设计

经验，并且需要实施时间和花费。从一个分级区域

转入到另一个分级区域通常需要本安护栏，进一步

增加了这些系统的复杂性。

高昂的成本
正如上文所述，所有这 3 个主要的保护手段

需要详细的设计并且经常需要相当大的系统采购和

安装的费用。花费不会随着安装结束而停止，因为

IEC 60079 要求对安装在分级区域的组件进行初始

检查以及后续的定期检查，通常是每年做一次。检

查经常会显露出需要进行维护的区域，这会进一步

增加花费。

意识到这个，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供应商开

始推出可以在一级 2 区（或者一级 1 区）分级区域

安全安装和运行的组件。尽管上面的两个区域处于

同一级别下，它们之间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对于可

用的设备和组件的要求也是显著不同的。

位置是最重要的因素
就像房地产一样，当它出现危险的时候，完全

是位置决定的。通常处理危险的最好办法是远离危

险。尽可能在一级 1 区以外的区域安装自动化设备。

即便是移动到 2 级区域也会产生很大的区别。这实

际上没有听起来那么难。在许多工业厂房和设施中，

被分级为 1 区的区域相对较少，而且这些区域经常

很小。即使它们占地面积很大，经常可以进行改造

来限制释放到大气中的气体量，这样减小了被定级

为 1 区的占地面积。

一旦 1 区的面积缩小到最小的实用面积时，

所有新的自动化组件应该安装在相邻的 2 区，或者

更好一些。安装在未分级区域，除非有强制理由不

能这么做。在某些情况下，将现有的位于 1 区的自

动化组件重新布置在 2 区来避免相关的检查和维护

比较有现实意义。

对于很少必须要在 1 区内布置自动化组件的

情况，通常可以使用本安级别的组件并沿着 IS 护

栏与位于 2 区的组件连接。当所有的 1 区面积缩到

最小， 2 区和未分级区域面积增大，就可以仔细选

择那些只满足在 2 区使用标准的自动化组件。

图 2 ：使 用 空 气 或 惰 性 气 体

的 清 吹 系 统 可 以 让 未 分 级 的

组 件 用 在 危 险 区 域， 但 是 必

须 要 对 空 气 或 惰 性 气 体 的 供

给进行连续维护。图片来源 ：

Pepperl+Fu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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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的选择和应用
20 年以前，很少有自动化组件满足在一级 2

区使用的标准（这些设备中的许多是与 PLC 和继

电器有关的）。正如表 2 中所示的自动化组件，在

过去的几年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显著的变化。而且随

着供应商响应最终用户的需求，这个列表稳步变长。

如果一个组件符合在 2 区使用的标准，它可

以安装在一个标准的壳体中并且不需要任何额外的

保护就可以安全使用。由于符合标准的可用组件很

多，那么现在使用人机界面（HMI）、PLC、输入 /

输出（I/O）设备、电源、电机传动以及其他需要

的组件组装成的一套完整的控制系统，都满足在一

级 2 区使用的标准。

这种方式与其他 3 种主要的保护手段相比要

求的详细设计少得多，并且成本更低。不需要初始

的或定期的检查，而且维护量也极大地减少。

当适合 2 区使用的自动化组件首次推出的时

候，相比未分级的同等组件，它们经常会有大量的

价格溢价。不过在最近几年里，这些价格溢价已经

明显减少，经常是被完全减去（请见图 3）。

在很多情况下，产品的零部件和材料没有改

变，只是为满足规定而要求检查。例如，对于一个

机电式接线器的隔室的情况，产生火花的组件必须

是塑料密封的。2 区分级确保了密封的隔室在组件

的寿命内不会泄漏。其结果是现在有很多各种满足

一级 2 区使用标准的机电式和固态继电器。

随着 LED 灯变得普及，可以买到新的一级 1

区和一级 2 区的灯，而且经常在炼油厂和其他工厂

进行照明系统现代化改造时得到翻新。

典型的在一级 2 区的区域使用自动化组件的

应用主要包括 ：

■ 进行勘探和生产的上游石油天然气设施

■ 中游的石油天然气管线和储存设施

■ 炼油厂

■ 石油化工厂

■ 油漆和调漆厂

■ 水处理和污水处理厂

■ 采矿设施

■ 制药厂

■ 农业设施，例如谷仓

■ 食品加工厂

保护 vs. 位置
通常，保护安装在分级区域的自动化组件的 3

种主要手段是防爆外壳、清吹外壳以及本质安全系

统。根据特定的应用和自动化组件不同，每一种手

段都可以很有效。不过每一种手段都需要相当大的

前期成本和后期持续的照料、服务和维护成本。

在许多情况下的一种可行的变通办法是将自

动化组件和系统安装在 2 区而不是 1 区里，并使用

满足 2 区使用标准的组件。这不仅简化了设计，削

减了成本，还减少了维护的时间。

为了响应用户的要求，供应商已经推出了很

多适合在危险区域使用的自动化组件，可以买到

的组件越来越多。有了对组件的仔细选择，大多

数类型的自动化系统都可以安全地安装在 2 区的

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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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员接口设备
■ PLC及其他控制器
■ I/O设备
■ 智能继电器
■ 接口继电器
■ HMI
■ 最高额定100马力的变频器
■ 按钮
■ 指示灯
■ 选择开关
■ 电源
■ LED散光灯

表 2 ：满足 2 区使用标准的自动化组件

图 3 ：现在许多满足

一级 2 区标准的自动

化组件只收取很少甚

至不收额外的费用。

图片来源 ：I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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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LIR 红外热像仪
帮助简化自动化解决方案

E
igen Innovations 通过为工厂

提供解决方案，从工厂实地获

取实时数据，应用先进的分析，

自动改善生产流程，让工厂变得更加智

能。这样不仅提高了工厂的生产力，保

证了稳定的产品质量，还降低了生产成

本。Scott Everett 是 Eigen Innovations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和联合创始人。

“我们最初是为制造系统提供软

件控制解决方案，主要针对那些需要

使用多种传感器的行业，比如注射成

型。通过检测机器生产的成品温度分

布就可以进行质量检查。但这样做质

量检查有一个问题——产品需要先降

设置机器视觉系统从而确保各部分流程配合，可以说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您需要集成硬件

和软件，且通常要用到多台热像仪。Eigen Innovations公司，作为在多个行业领域提供实时

监控解决方案的专家，开发了一种智能硬件模块，可以简化集成过程。Eigen为其客户安装该

模块时，独独青睐使用FLIR热像仪。

温，这就需要等上一段时间。而使用

热像仪，通过非接触型传感器就无需

等待了，可以实时监控产品质量。我

■ FLIR A 系列红外热像仪功能更强大，

性价比更高，可替代红外扫描仪。

■ 使用热像仪可以实时监控产品质量。

■ 热像仪能让您看到物体完整的温度

分布，而不仅是一个点的温度。

们在某一展销会上发现了 FLIR 热成像

技术，并很快认识到它的功能远不止

是一台热像仪 ：它还是实现实时过程

监控的智能反馈传感器。”

性价比的集成
为固定安装的自动化应用系统安

装监控和报警程序是一个困难而昂贵

的过程。因为每个应用系统都不同，

除了传感器、通讯和处理硬件外，通

常客户还需要软件解决方案。Eigen 公

司的智能模块 (ESM) 消除了过程中这

一昂贵的步骤。

“要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性价比

的监控系统，很明显我们需要找到一

种方法，让热像仪、硬件和软件集

成起来更加便捷。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开发出了 Eigen 智能模块，”Scott    

Everett 说，“除此之外，使用 FLIR 热

像仪能简化我们的工作。工业解决方

案类产品，比如我们的产品，销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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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般比较长，但当我们通过热图像

向客户展示它所能呈现出的生产流程

信息时，就能立即帮助我们开启业务。”

EIGEN 智能模块 
Eigen 智能模块是一个坚固的

GigE Vision 热像仪模块，带监控和报

警功能，可用于固定式自动化应用。

该模块可简化温度阈值配置，支持

PLC 通信。Eigen 智能模块设计用于

支持监控 和报警应用中固定式热像仪

的快速部署，免除了定制集成的需求。

模块能同GigE Vision热像仪进行通信，

显示检测区域的温度计算结果。

Eigen 智能模块也是一个自学习

系统，可用于单独的解决方案中，但

如果作为更大架构中的组成部分，或

用于更复杂的处理系统，该模块就会

从热像仪中收集培训数据，在云端排

列数据，并反馈到模块中。实际上，

也就是该软件会自编写。该模块可用

于多种自动化应用系统中，包括零件

制造、造纸、食品加工、消防和状态

监控。当然，Eigen Innovations 一直

走在研发新应用的前沿。

运用 FLIR 的核心技术
最早发布的 Eigen 智能模块完全

基于 GigE Vision 标准和 FLIR A 系列

热像仪。

Scott Everett 说 ：“FLIR 的专业性

显而易见。如果您了解 FLIR 以及它的

历史，你就会知道选择 FLIR 热像仪有

多明智。除此之外，我们还和 FLIR 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FLIR 帮助我们

打开了自动化市场的大门。所以这是

一种互利双赢的关系。”

“热像仪的一大优势是您可以看到

物体完整的温度分布，而不仅仅是类

似热电偶测出的点温度。这样就有了

大量的数据，同时还有其他传感器的

A 系列热像仪使用 GigE Vision 标

准，支持长距离低成本标准电缆的快

速图像传输。借助 GigE Vision，不

同供应商的硬件和软件能通过 GigE 

Vision 连接实现无缝集成。

迎接物联网的时代 
“在我们的行业中经常讨论关于工

业互联网或物联网，复杂的机械设备

连接了并网的传感器和软件，”Scott 

Everett 坦言道 ：“当然，想要最大化

的发挥这些传感器数据的潜力，首先

就需要高品质的传感器传来高品质

的数据。从这个角度来看，FLIR 和

Eigen Innovations 有着让人激动的光

明前景。”

信息，如压力、速度和湿度数据。我

们的模块会全部将这些传感器信息进

行整合，并试图进行解读。”

应用案例 ：后车窗除雾器，硫堆积

物监控
Eigen Innovations 成功的将 Eigen

智能模块应用于一家汽车制造商客

户。具体来说，是将 Eigen 智能模块

和 FLIR 热像仪安装在汽车装配线上进

行后车窗除雾器检测。在该装配线上，

打开除雾器，使用 FLIR A 系列热像仪

检测加热器是否运行正常。

“通常在自动化系统中，需要监控

部分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所以就需要

等到汽车到达镜头范围内。这就是为

何我们模块中所集成的算法需要先判

定汽车的位置。”

另一个案例是用于在户外监控硫

堆积物。为了防止硫堆积物发生自燃，

使用 FLIR 热像仪监控可能引燃的热

点。Eigen 智能模块明显提高了检测性

能，减少了比如飞禽经过的热点检测

误报情况。Eigen 智能模块能进行数据

排列，判断热像仪检测到的究竟是鸟、

汽车、还是真正的火点。

FLIR A 系列 ：功能强大，性价比高 
Scott Everett 已安装了多个智能

模块的，并非常高兴采用了 FLIR 产品，

特别是选择了 FLIR A 系列热像仪。“我

们非常喜欢 A65 热像仪和它漂亮的高

分辨率图像。功能如此强大还能如此

小巧让我很是惊讶。”

“譬如，拿目前 FLIR A35 和 FLIR 

A65 的市场售价来说，你可以轻松地

在一个装置中使用三到四台热像仪。

FLIR A 系列热像仪不仅是一款高性价

比解决方案，同时还能替代传统的红

外扫描仪。不同的是 FLIR 热像仪不仅

扫描一整条生产线，而是呈现一幅完

整的热图像。”

■ 涂抹在黑色塑料部件上的热黑胶，

一般的热像仪无法观测。Eigen 智能模

块能轻松辨别出损坏的部件，并向控制

系统发出报警。

■ 卷纸轮上水迹纹的热图像。Eigen 

Intellexon 平台能辨别出哪个热湿模式

造成了造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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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导体公司谨慎地管理着他们的半导体晶

圆片生产线 (“晶圆厂”)，旨在实现正

常运行时间、良率和生产量的最大化。

工厂运营团队不断地寻找新的方法以从制造工艺中

“挤出”哪怕是百分之零点几的效率升幅。

在硅谷晶圆厂里的晶圆片制造工艺中，使用了

超过 175 个特种气体钢瓶。必须密切地监测这些

气体钢瓶以确保不间断的气体供应。一次意外的供

气中断将导致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晶圆报废、收入损

失和在产品发运给客

户的过程中出现不可

接受的延误。为避免

停机，技术人员一天

三次手动地记录晶圆

厂中每个气体钢瓶的

压力。但该手动过程

容易出现人为错误，

而且维护成本高昂。

此项工作通常以

手动方式完成是因为

在晶圆厂中进行通信

布线是昂贵和不切实

际的。气体钢瓶遍布

整个工厂，而且对于

大多数钢瓶而言其附

近并没有 AC 插座或

以太网插口。出于安

无线传感器网络
简化了半导体制造作业

通过在工厂里安装SmartMesh IP 无线网格网络，一家半导体公司能够实时监视

气体钢瓶使用情况并把读数转发至工厂管理软件，确保及时地进行气体补给，从

而减少停机时间和气体的浪费。无需昂贵的布线成本，无线网格网络就可以帮助

企业简化制造作业。

全原因建筑物是由混凝土墙搭建的，因而使得安

装新的电线成本太高。此外，安装电力线和通信

线的大型建设项目还将扰乱生产流程，从而导致

工厂停工。

这家半导体公司采用的解决方案是，部署一个

含有 32 个节点的 SmartMesh IP ™无线网格网络，

以监测气体燃料仓中的气体压力。每个节点由一对 

AA L91 锂电池供电 ( 电池寿命约为 8 年 )，因此安

装该网络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布线，而且没有不必要

的停机。尽管面对着晶圆厂中的混凝土构造物和普

遍存在的金属结构，但是此网络仍然证明自身是极

其可靠的。到撰写本文的时候为止，该网络已经连

续正常运行了 83 天以上，并以 >99.99999% 的可

靠性传输了超过 2,600 万个数据读数，这比人们对

于高可用性通信和计算机系统所期望的严格可靠性

水平更高。

在气体燃料仓中，测量每个钢瓶的罐体压力和

调节压力，并通过 SmartMesh® 网络把这些读数传

送至一个中央监测系统。每个 SmartMesh 节点连

接至一对钢瓶，并通过无线网格网络把数据发送至

一个覆盖整个建筑物的网络服务器。在控制室里，

晶圆厂的站点管理软件工具显示实时读数并计算运

行率，以建立针对钢瓶更换的常规时间表 。此外，

还设定了低压力门限，以在钢瓶早于更换时间表的

进度安排便达到了低压力水平时向设备技术人员发

出警示。警示信息显示在控制室监视器上，并以“全

天整周”的方式通过互联网传递消息。

■ 半导体制造设备中的气体燃料仓，无线节

点必须在到处都有的金属和重混凝土构造物

中间可靠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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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实时气体消耗率，技术人员能够精

准地预测气体钢瓶什么时候将需要更换，从而减

少由于过早更换钢瓶所导致的未用气体浪费。在

日常运营中其好处可扩展到提升效率以外。集中

收集气体使用数据并使工厂管理层容易获得数据，

该系统可提供趋势分析，通过使读数与特定的半

导体晶圆工艺和几何尺寸相关联，可进一步确定

机会以简化工厂运营。这有

助于在需求量攀升时优化晶

圆厂的产能增长。

对于半导体晶圆片设备

而言，优化正常运行时间及

提高作业效率将导致生产量

的增加。安装必须是非破坏

性的，适合现有的空间范围，

并且在金属和混凝土结构中

可靠地工作。

在硅谷半导体晶圆片工

厂里安装了一个 SmartMesh 

IP 无线网格网络以简化制造

作业，监视气体钢瓶使用情况

并把实时读数转发至工厂管理

软件。该数据可实现快速和准

确的气体使用量估测，确保及

时地进行气体补给，从而减少

停机时间和气体的浪费。记录

数据点并将其用于帮助进行产

能的计划。

凌 力 尔 特 的 Dust 

Networks® 产品是连同无线

网格网络软件的芯片和预认

证 PCB 模块。当嵌入到客

户的传感器和网关产品中

时，形成的无线连接可实现

>99.999% 的数据可靠性和

超低功耗，从而使传感器可

以安放在严苛的工业物联网 

(IoT) 环境中。Dust Networks

的 产 品 经 过 现 场 验 证， 已

在 120 个国家部署了超过 

50,000 个客户网络。

（作者 ：Ross Yu，凌力尔特公司 Dust Networks 产品
市场经理 ；Enrique Aceves，凌力尔特公司远程办公
室设备经理）
本文全文发布在控制工程网，获取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ce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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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论您是更喜欢汽水、矿泉水、茶还是果汁，

您都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个装有饮料

的塑料瓶是从一个叫做“瓶坯”的东西

开始它的历程的。PET瓶的瓶坯使用注塑工艺制作，

看上去像一个带螺纹的瓶颈塑料试验管。接下来，

瓶坯被装载到一台吹瓶机中，在这里，它们可以被

拉伸和膨胀，然后吹瓶成型。PET 塑料瓶全球市场

的巨大份额都取决于使用加拿大塑料行业创新者赫

斯基注塑系统有限公司的机器生产的瓶坯。

赫斯基是全球塑料行业领先的注塑设备和服

务供应商之一。公司总部位于安大略湖省的波尔顿，

在加拿大、美国、中国、卢森堡、奥地利、瑞士及

捷克都设立了生产基地，其业务遍布全球 100 多

个国家，有 40 多个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支持，形

成了一个牢固可靠的服务和销售网络。公司可以提

供种类繁多的机器系列，能够生产各种塑料产品，

从瓶和瓶盖到医疗技术组件。

基于 PC 的机器控制的悠久发展历史
赫斯基是全球率先使用 Beckhoff 基于 PC 的

加拿大塑料行业领头羊赫斯基注塑系统有限公司完美实现了效率、质量和成本的

平衡。赫斯基通过使用Beckhoff基于EtherCAT的XFC极速控制技术进一步提升

了性能。

控制技术的企业之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他们就在现场使用了数千套控制系统。“我们

已经建造了一代又一代的 PC 控制系统，在过去的 

15 年里，赫斯基和 Beckhoff 建立了十分可靠的合

作关系。”电气设计主管 EndelMell 如是说道。此

外，赫斯基开发了一套综合的备件和翻新改造程序 

ENCORE ™，帮助客户将老一代赫斯基机器升级

更新为现代化的 PC 控制系统，无需购买新的机器。

注塑机行业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降低原材料

用量，同时确保一流的产品质量，即最终产品要具

有出色的机械性能特点，同时单元成本低。“只能

在创新的自动化技术基础上通过高精度工艺过程

控制才能满足这些要求。赫斯基凭借其一流的系

统设计始终站在最前沿。”开发工程部总监 Roman 

Pirog 说道。“我们围绕产品设计系统和自动化，这

样可以打造专用的解决方案。这样可确保尽可能高

的吞吐量以及物料使用效率和工件质量。”

赫斯基通过其新一代机器实施了这一方案，以

生产 PET 瓶坯。开发时，会将客户的建议都考虑

进去，赫斯基全球市场与传播经理 Paul Commisso

高精度控制技术
帮助减少注塑机的原材料浪费
高精度控制技术
帮助减少注塑机的原材料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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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 ：“HyPET®HPP5 成功地建立在长期运行的

HyPET® 平台的成熟技术上。通过为其配备附加的

功能，最终用户可以降低总生产成本，同时确保瓶

坯的一流质量。”

现代化的多核工业 PC 大大提升了注塑性能
通过其战略性的新发展，赫斯基通过预见

市场需求来有的放矢地满足他们客户的要求。公

司开发的 HyPET®HPP5 系统旨在为实现更具竞

争优势的注塑工艺方面为客户提供支持。“最近，

我们开始使用多核工业 PC，以绑定我们添加到

HyPET®HPP5 中的新软件功能 HyPETHPP5，同

时在我们的控制平台中保持更快的扫描速度。”

控制软件主管 TeodorTarita-Nistor 解释说道。

HyPET®HPP5 的中央控制平台是一台采用 Intel® 

Core ™ i7 四核处理器的 C6930 工业 PC，配备了

TwinCAT NC PTP 自动化软件。它驱动整个系统，

包括 PLC、运动控制、测量技术、与辅助设备的通

讯以及所有 HMI 功能。

为了巩固公司作为领先技术供应商的市场地

位，赫斯基格外用心地保护其机器，特别是所有软

件方面的知识产权（IP）。使用 TwinCAT 软件，赫

斯基创建了针对运动控制和液压控制的他们自己

的软件库。“在 HyPET®HPP5 中，我们在一个处

理器内核上运行 PLC，另外一个内核留给 HMI 软

件。”TeodorTarita-Nistor 解释说道。“这帮助我们

降低了 I/O 信号的采样时间，同时优化了我们的生

产过程的整个控制质量。每个运动轴的实时控制能

力和可重复性是确保最终产品质量的关键。”

定制化控制面板具有独特的机器外观
HyPET®HPP5 内 的 创 新 技 术 还 包 括 新 型 

POLARIS ™ 操作界面。由于采用了一台 Beckhoff

定制化 19 英寸 CP3919 控制面板，界面拥有一个

对 HPP5 来说非常独特的外观。这确保不仅在整体

市场上有明确区分，而且在赫斯基的各种机器系列

内也有明确区分。“在开发 HyPET®HPP5 期间，赫

斯基决定使用一个大尺寸的显示屏。CP3919 具有 

19 英寸 TFT 屏幕，分辨率更是高达 1280 x 1024，

完全符合这些特征要求。”Roman Pirog 说道。“除

了 POLARIS ™ 面板上的配色方案和 LOGO 之外，

我们与 Beckhoff 在面板布局上也有非常密切的合

作。其结果是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能够出色满足人

体工学要求的注塑工艺专用按钮布局。”

赫斯基的软件工程团队完全重新开发了 

POLARIS ™ HMI 程序，以进一步提高机器效

率，改善对用户的友好性。赫斯基使用 C# 作为

编程语言创建了 HMI 软件，并使用超越传统 HMI

软件平台的定制化注塑功能进一步进行了丰富。

POLARIS ™ 的逻辑被重新设计，从而可以监测和

操控外围设备，如温度控制器。系统软件和菜单屏

幕也经过修改，以简化机器启动。此外，还添加了

逻辑，对辅助设备的信号做出响应并在服务运营时

发出报警。HMI 也可以提供具体的指南，例如，指

导如何不借助起重机来校正一个没有对准的模具，

从而大大延长机器正常运转时间。

EtherCAT 是赫斯基获胜的另一法宝
赫斯基不仅使用先进的基于 PC 的控制系

统 ：自 2006 年起，它就采用了 Beckhoff 开发

的 EtherCAT 工业以太网通讯系统。“EtherCAT 和

TwinCAT 软件合作，可为赫斯基提供各种诊断工具，

准确地指出设备或最终产品的任何问题。当然，这

也是最大化正常运转时间的主要优点。”EndelMell

说道。

对于 I/O 系统，赫斯基集成了各种 Beckhoff

的 EtherCAT 解决方案。“通过 EtherCAT，赫斯基

更好地统一了我们的通讯系统，同时减少了 I/O 接

线工作和故障排除工作。”Tarita-Nistor 阐述道。赫

斯基使用 EtherCAT 高密度端子模块最多有 16 个

数字量输入或输出，或两者混合，端子模块外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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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仅为 12 毫米。“我们一直不断地给机器添加功

能，这需要新的 I/O 模块。”EndelMell 解释说道。“但

是，我们的机器体积并没有变大，这就是高密度端

子模块的优点所在。我们可以在相同或更小的空间

内安装更多的 I/O 点。

除了各种 IP 20 I/O 解决方案之外，赫斯基实施

了防护等级为 IP 67 的 EtherCAT 端子盒，它们可以

直接安装在机器上，能够适应控制柜外部的恶劣环

境。此外，赫斯基机器上使用的 Beckhoff 热电偶现

场总线模块 FM3312-B110 具有 EtherCAT 接口，可

以连接 12 或 32 个热电偶。这些热电偶的连接线布

置在一个坚固耐用的防溅工业插头外壳中。这样可

以快速和简单地连接以及断开连接热电偶。

EtherCAT 端子模块系统也让赫斯基能够实施

先进的 I/O 功能。例如，HyPET®HPP5 中使用的

EL3413 三相电力测量端子模块可以测量最高为 

690 V 的电压，它监测机器的电流消耗情况，并提

供有关能源使用的反馈，同时提供详细的数据用于

统计分析。“EL3413 完全集成在标准的 EtherCAT I/O 

系统中，无需再使用单独的测量仪器。”TeodorTarita-

Nistor 在描述这一解决方案的优点时说道。“一个专

用的电力测量解决方案在连接性方面会有更多限制；

它可能会让系统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且需要不断变

化、专业化程度高的软件平台。”

 赫斯基通过使用 Beckhoff 基于 EtherCAT 的

XFC 极速控制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性能。“具有超采样

功能的 XFC 端子模块 EL3702 和 EL4732 帮助我们

最小化了控制环延迟，降低了周期时间速度，同时

提高了我们的控制精度。”TeodorTarita-Nistor 解释道。

通过使用 XFC 端子模块，信号通过对总线周期时间

进行一个可调的整数倍分割来进行超采样。端子模

块的时间基可以通过分布式时钟与其它的 EtherCAT

设备实现精确同步。XFC 端子模块每通道每秒钟可

输出最多 100,000 个值，即 100,000 次采样。

赫斯基继续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HyPET®HPP5 项目于 2013 年底完成，其肯

定的成果可以通过以下数据说明 ：“考虑到系统设

计的所有方面，根据不同的应用，新一代机器的生

产效率和周期时间提高了 3 % 到 12 %。” Roman 

Pirog 如是说道。赫斯基使用 EtherCAT 实现的最

重要的结果是加工速度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我们

的应用中，我们现在可以以 500 μs 的周期时间运

行我们的工艺，这是使用其它现场总线不可能实现

的。”Tarita-Nistor 解释并继续说道 ：“在赫斯基开

发阶段的其中一个项目中，我们甚至可以实现 100 

μs 的性能。”

系统精度的提升和控制解决方案的响应时间的

改善确保 HyPET®HPP5 具有精确的重复精度，即

客户在生产瓶胚是能够精确地达到一个经过优化

的重量。这让客户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用量，

不会有生产出不符合要求的产品的风险。配备有

EtherCAT 的赫斯基注塑系统可以在六西格玛范围内

保持性能，并确保行业领先的工件精度和质量。通

过其创新的注塑系统，赫斯基让其客户每台机器每

年能够节省数十万美金的原材料和运营成本。“为了

在我们的行业中保持这一领先地位，赫斯基将继续

将最先进的自动化集成到我们的机器中，以提高我

们客户的竞争力和利润。”Roman Pirog 说道。

■ 作 为 一 个 集 中 式 多 任 务 控 制 器，

C6930 工 业 PC 驱 动 整 个 HyPET® 

HPP5 系统，包括 PLC、运动控制、测

量技术、与辅助设备的通讯以及所有 

HMI 功能。

■ EtherCAT 端子模块系统也让赫

斯基能够实施先进的 I/O 功能，如

电力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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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厂的通讯助手 ：RFID 技术
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将会在智慧工厂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让物品与

生产制造系统进行实时通讯。

Suzanne Gill

在
欧洲，智慧工厂被称为工业 4.0、信息物

理系统以及物联网（IoT）。在美国，它

被划归到智能制造领导力联盟或工业互

联网的范畴之下。不管如何定义，我们指的都是同

一件事情，即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未来制造业的前

景 ——“智慧工厂”。

工业领域专家表示，智慧工厂会在未来的 20

年中逐渐临近我们，到时候我们会看到机器、原材

料和产品与物联网进行通讯，一起推动生产过程。

换句话说，产品将独立完成生产过程。目标是高度

灵活的、具有成本效益的个性化批量生产。

Fairfield 集团的董事总经理 Mark Lynch 说，“最

近我们与西门子公司一起参与（宝马）BMW 公司

的一个项目，宝马公司使用 RFID 实现了大规模的

制造，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在订货的时候，客户为

他们的汽车选择了一些特定的功能，包括天窗以及

最新的车内娱乐功能。在英国工厂里，每一辆宝马

汽车的引擎上都安装了一个 RFID 标签。该标签通

过与生产线系统实时通讯来推动生产流程，在生产

每辆车的时候加入了用户的特定需要。这样就可以

确保大规模生产线的连续运行，在满足宝马最终客

户需要的同时避免了生产的频繁中断。这是工业4.0

原理在现实应用中的一个鲜明例子。”

智慧工厂通过互联网技术以及诸如 RFID 等技术

使物品具有通讯能力，例如组件、零件和产品通过无

线电波可以实时地与云服务器托管的制造系统进行通

讯。每一个物品都有自己的互联网协议（IP）地址。

RFID 的应用原理
RFID 使用无线电波传输一个物品的身份识别

信息，就像条形码和光学字符识别一样。RFID 减

少了获取数据所花费的时间和人工劳动力。

一套 RFID 解决方案一般包括一个标签和一个

读写器。一个 FRID 标签是一个连接射频天线的微

芯片，安装在某种类型的基板上，可以存储的数据

量从 1 字节到 64KB 不等。就制造业而言，这可能

是产品信息或装运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

要想获取标签上的信息，一个 RFID 读写器需要使

用一个或多个天线来发射无线电波以接收标签发出

的信号，然后将数据转给一台计算机。RFID 标签

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RFID 读写器向标

签发送一个信号将其唤醒并反射回一个信号（被动

式 RFID），或者广播一个信号（主动式 RFID）。

RFID 的发展背景
RFID 技术开始的时候使用低频信号，在上世

纪 80 到 90 年代，已经发展为使用更高的频率了，

然后是超高频率（UHF），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更大

的读取范围（达到 19.7 英尺）和更快的数据传输。

尽管上世纪 90 年代进行了大肆宣传，标签

的成本和缺少国际通用的 RFID 标准被认为是导致

RFID 技术没有被广泛使用的两个主要原因，尽管它

已经在许多应用方面取得了成功，例如汽车的防盗

系统和非接触智能卡支付解决方案等方面。GS1 作

为管理条形码标准的机构，正在开发一套用于 RF 标

签和 EPC 信息服务（EPCIS）的电子产品编码（EPC），

当产品在供应链中运输时，贸易伙伴可以实时的共

享这些产品的实际移动位置和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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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工厂通过
互联网技术以及诸
如 RFID 等技术使
物 品 具 有 通 讯 能
力。RFID 是 一 项
自动识别技术，可
以使用无线电波无
线传输一个物品的
身份识别信息。

■ 网络技术本身
已经推动了 RFID
技术的发展，第四
次工业革命会兼用
两种技术，因为网
络世界和物质世界
都需要。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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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

菲尼克斯推出THERMOMARK PRIME
移动式热转移打印机

菲 尼 克 斯 电 气 新 推 出 的

THERMOMARK PRIME 是可提供固定

式和移定式双重打印方式的打印系统。

因为它拥有一体化、易于使用的标记

软件和强大的电池，能够在您进行开

关设备制造、安装、工业装配和设备

管理时，为所有应用进行标示。那么，

THERMOMARK PRIME 都有哪些让人

惊喜的特点呢？

1. 机载电源

• 持续供电长达 7 小时的电源系统 ；

• 采用更换便捷的大功率蓄电池 ；

• 为您提供双重充电选择—外部电源装置以及车载适配器。

2. 塑造未来的世界

易于安装 ; 直接在现场使用移动热传递打印机。此款打印机配

有触摸屏，内置图形化的用户操作指南，一体化的材料辅助选型系

统，以及从配置到标识的统一数据流。使用这些完美的标记，您可

以让应用的安装、启动和维护更加简单化。

3. 随机软件

拥有功能强大的标识软件。CLIP PROJECT LINK ：从 CAE 系

统到打印输出的统一数据交换。通过触摸屏，可轻松输入打印内容。

4. 多种多样的材料

THERMOMARK PRIME 以卡片格式处理打印材料。600 种不

同的标识材料，可为端子，导线，电缆，设备以及系统进行标识。

ProduCTs新品发布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日前宣布，正

式上线全新 Honeywell PulseTM APP 应用

软件，通过智能手机移动终端为工厂运

营经理提供即时消息和工厂实时运营数

据及分析。

Honeywell PulseTM 是霍尼韦尔工业物

联网体系的一部分，作为公司的前沿技术，

确保了工厂经理、主管等运营人员无论身

处何处都能和企业之间时刻保持互联。该

APP 内置了相关指标和工具能够在移动端

直接解决问题，有助于提高效率和安全性。

“霍尼韦尔工业物联网 (IIoT) 的根本在

于数据、数据分析，特别是大数据分析，”

自动化软件

霍尼韦尔全新移动APP应对工业物联网信息实时发布的挑战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Bruce Calder 表示，“IIoT、云和移动端是

我们的三大支撑。Honeywell Pulse 使工厂

经理和主管可以在远程接收报警并监视运

营情况，帮助工厂人员更加快速地应对各

种状况。”

移动互联是霍尼韦尔推出一系列 APP

应用软件的出发点之一，包括其它新的云

功能等在内，能够让现有的解决方案发挥

更大的业务价值。Honeywell Pulse，霍尼

韦尔过程控制业务首款专门为移动端设计

的 APP 软件，能够连接整个企业框架内

的各类数据来源和应用系统，为工厂人员

提供更为直观的移动体验。

控制器

施耐德电气推出

用于冗余控制的昆腾+ePAC控制器

继 2013 年推出

首款从底层实现工业

以太网连接和通讯的

M580 ePAC 控制器

后，施耐德电气近日

推出了用于冗余控制

的昆腾 +ePAC 以太

网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随着此次昆腾 +ePAC 的正式发布，

施耐德电气已经成为可以提供创新一代的高端单机控制器

及冗余控制器的大型控制器生产厂商。

和 M580 单机控制器一样，昆腾 + ePAC 从内核起全

面支持以太网，可以确保不同控制层级之间、各系统之间

和系统内设备之间协同工作更顺畅、更高效。昆腾 +ePAC

控制器采用一颗双核微处理器，其中一个主处理器用作正

常的程序处理，另外一个处理器专门用做以太网通信报文

处理，这样即使面对大规模数据通讯交互，也能保证速度

和正确。

昆腾 + ePAC 控制器提供了远程 I/O、分布式 I/O 和混

合型架构等多种系统架构适用于可用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

合。同步接口模块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的同步

介质 ( 电缆或光纤 ) 来实现高达 1Gbps 的同步数据传递。

在软件方面，昆腾 + ePAC 依然采用 Unity Pro 这个通

用高端自动化编程开发平台，以确保客户编程习惯不受影

响，同时保证用户经验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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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的初步评估、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可以确保无线网络首次使用就正常工作，并

且易于扩展而不会中断。设计优良的WLAN可以提供多年可靠的服务，而且能够

很快的达到预期的投资回报率（ROI）。

无
线局域网（WLAN）作为一种不受限制的

媒介有两个主要的参数 ：射频（RF）信

号的覆盖范围和容量。所以无线系统的

设计必须能够促进 RF 信号的有效传播，这样才能

提升 RF 信号的覆盖范围和容量。 RF 能量传播到

了哪里？在它被过度使用和变慢之前有多少客户能

够有效的使用它？经过周密的初步评估、合理的规

划和设计，可以确保无线网络首次使用就工作正常

并且易于扩展而不会中断。设计优良的 WLAN 可

以提供多年可靠的服务，而且能够很快的达到预期

的投资回报率（ROI）。

对于 WLAN RF 信号的传播，不同类型的天

线系统可以让 RF“电波”呈现不同的形状来服

务特定的区域，防止其他人修改其覆盖区域。大

多数情况下，一个接入点 (AP) 会使用一个全向天

线全方位的传播信号，只是接收到的信号强弱不

同。假设一个直径为 200 英尺的线圈输出功率为

100mW(20dBm)，那么 AP 100 英尺以内的客户会

收到良好的信号（>-80dBm）。不同材质的障碍物

会对信号产生不同程度的衰减，例如，胶合板和纸

面石膏板不会带来很多衰减，可是混凝土和钢结构

会给 RF 信号带来非常大的衰减 ；人体也是一样，

因为人体是由 60% 以上的水组成的，一群人产生

的衰减度甚至会超过加固混凝土制成的电梯井。

不能指望将一台 AP 放在方便的地方就能提供

无缝的和无故障的网络连接，必须要对该设备的

WLAN 适用性进行评估。这就需要调查可以是虚拟

调查、预测性调查或者实地调查。通过调查我们会

发现哪些因素会影响网络连接 ：

■ 相邻的WLAN和其他的RF信号源会相会干扰。

■ 要确定推荐 AP 的传播模式，需要提供目标

覆盖区域。

■ 由墙壁或其他建筑特性引起的衰减对传播效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WLAN 设计的基本要素和注意事项

果的影响。

■ 有线网络设施（接线柜、铜导线 vs. 光缆）

的位置和类型。

容量是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容量不是带宽或

者吞吐量，而是在其覆盖区域内，WLAN 能够向客户

提供可靠的、可用的连接服务的能力。假设一个客户

使用 4 台 AP，其他人都出去吃午饭了，那么他就可

以得到充足的带宽和吞吐量，但是当其他人都回来并

开始使用网络的时候，网络不能用了会怎么样？

用户越多，信号传送越差。随着越来越多的

用户使用同一个 AP，争夺媒介情况越来越严重，

因为信号传送的相互冲突，不仅需要更多的处理时

间，还会导致信号的重新传送。如果一个用户只与

一个 AP 关联，处理时间也许只需要几毫秒 ；如果

其他用户也在争用该 AP，那么等待时间和重新传

送信号会随着用户量的增加而增加。

容量不能在预测性调查中得到精确的计算。复

杂的算法会将争用考虑在内，但是无法预测实际使

用的时候人们或设备会如何使用网络 ；因为设备的

机动性会进一步增加预测的复杂性。如果一台设备

是移动的，它可以从一个覆盖区域漫游到另一个覆

盖区域，可能为新的 AP 制造更多的争用用户。服

务质量 (QoS) 算法和安全漫游协议会优先处理 AP

上优先级别较低的通讯，这样进一步加剧了争用状

况。如果移动客户到了覆盖区域的极端位置，也会

遇到与其他用户失去联系的情况，因为当所有的用

户收听所有的信号传送，如果 AP 只听取一位用户

的，那么其他用户会认为媒介是空闲的。

通常有 2 个办法可以解决容量问题 ：1、增加

更多的 AP ；2、将它们运行在低输出功率情况。此

外，还有一项技术对于 WLAN 的使用和设备漫游

来说至关重要，那就是在工厂内安装的多个 AP 上

使用多个通道。

■ 无线网络是一
种 不 受 限 制 的 媒
介，系统设计必须
促进有效的无线信
号传播。

■ 合理的规划和设
计能够确保 WLAN
正常工作且进行可
靠的扩展。

■ WLAN 设计时
需要考虑的事项包
括容量、接入点和
设备类型。

关键概念



为了响应现代工业自动化对网络安全防范的需求，基于

对工业自动化网络环境的深入理解，SCALANCE S 工业

以太网安全模块及安全集成通讯产品共同构建高效可靠

的智能自动化网络。

siemens.com.cn/industrial-security

SCALANCE S 与 PLC/PC 通讯处理器提供：

• 1000Mbps 高速连接带宽

• 良好的工业环境适应能力

• 精确全面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工业网络安全组件  
关注工业自动化网络需求的安全解决方案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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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快速、
易于实施的贴标机方案

超级紧凑的一体化马达

Gold Whistle
 超级迷你型伺服驱动器

20A/100VDC

精准、高速、高功率密度
高级的运动控制设计与操作
智能型开发工具
更短的上市时间

埃莫运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
园内天安科技产业大厦2座208
电话：+86-20-39283408 
传真：+86-20-39122162

邮箱： info-china@elmomc.com

Read More:
www.elmomc.com/bottling_app
www.elmo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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