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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几

年 在

游 戏

和电影行业风生水

起的虚拟现实技术，

正在向着更广阔的

工业、医疗、教育

和智能家居等领域

发展。在工信部近日发布的《虚拟现实产

业发展白皮书 5.0》中指出，我国虚拟现实

产业正在高速发展，虚拟现实的行业应用

有望全面展开。而随着工业 4.0 和智能制

造的推动，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应用中的

价值将获得更多的关注。

作为一种计算机仿真系统，虚拟现实

技术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

新的交互系统。通常，将虚拟现实定义为

三类技术应用方式 ：虚拟现实（VR）、增强

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VR 技术

相对发展较早，对于工业领域来说也并不

陌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虚拟现实技术

就开始用于航空领域。例如，美国约翰逊

航天中心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对哈勃望远镜

进行维护训练，波音公司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辅助波音 777 的管线设计等。此外，工

业仿真在产品论证、设计以及企业培训等

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近年来 AR 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

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相比于 VR 技

术带来的沉浸式、全封闭的体验环境，具

有能够对真实环境进行增强显示输出特性

的 AR 技术，在精密仪器制造和维修、复杂

环境下导航以及远程机器人控制等领域有

着更明显的优势。三菱电机负责监督增强

现实项目的加布里尔 • 韦斯说，公司正在

把来自增强现实软件公司 Metaio 的软件应

用在爱普生的 Moverio 智能眼镜上，以测

试空调服务技术人员能否受益于三维叠加

影像。通过采用 AR 技术，即使是能力一般、

经验不足的“菜鸟”，也可以准确地完成各

种各样的现场维护作业。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Digi-Capital 近日发

布的对全球 VR 和 AR 市场规模现状及发展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AR 技术离工业级应用有多远？

趋势的研究报告显示，至 2020 年，VR 市

场规模约为 300 亿美元，而 AR 市场规模

则将达到 900 亿美元。“从明年到 2017 年，

VR 市场的收入规模很可能领先于 AR 市场，

但随着科技进步，我们认为 AR 市场的规

模将远超 VR 市场，至 2018 年占据整个市

场约 80% 份额。” Digi-Capital 创始人兼董

事总经理蒂姆 • 梅内尔认为。

AR 技术的应用前景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看好，各大公司相继推出的多款 AR

头盔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市场的热度。除

了微软在 2015 年初发布的 HoloLens 全息

眼镜以外，还有 Daqri 公司研发的智能头盔

Smart Helmet，被称为“工业级 HoloLens”

的 Air 眼镜，以及具有较高性价比的 Meta 

2 眼镜等。其中，专为工业环境而设计的

增强现实头盔 Smart Helmet，将安全防护

功能与 AR 技术巧妙融合在一起，可能是

工程师们见过最具科技感的“安全帽”了。

此外，全球工业软件巨头之一 PTC 公

司去年以 6500 万美元收购了增强现实平台

Vuforia，也让一些业内人士开始对 AR 在工

业级市场的应用产生了遐想。Vuforia 是一

个 AR 移动视觉平台，能让 App 识别物理

世界，并将其与数字体验相联系。目前该

平台已经吸引了 17.5 万开发者加入，并支

持超过 2 万款 App。

“AR 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将有非常多

的应用机会。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结合

能够帮助制造业厂商更好、更直观地了解

产品在现实世界的运作和使用情况，同时

也可以让厂商针对产品提供独特的服务方

式。”PTC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ames 

E.Heppelmann 说。

也许对于已经习惯头戴各种装备的工

程师而言，接受起 AR 设备来会比普通消

费者更觉得轻松自在。期待未来的 AR 技

术能给工业领域带来着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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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米勒ACT20P Pro DCDC II模拟信号转换器  
——   高精度的通用解决方案   
魏德米勒ACT20P Pro DCDC II模拟信号转换器仅有12.5mm宽，拥有全功能输入信号的同时
提供出众的测量精度和电气隔离能力，独立可编码的防呆端子以及特殊设计的端子释
放杆保证了可靠方便的联接体验。
ACT20P Pro DCDC II具有简洁清晰的集成显示模块，工作状态设置不再需要任何其他外部
设备。输入信号在±300VDC及±100mA范围内可配置，广泛适配于各种应用场合。
• 输入输出可配置为通用电压电流信号
• 提供有源和无源输出
• 通用的宽电压范围供电24…230 V AC/DC
• 三端电气隔离
• 标准信号通过拨码开关配置的同时，可使用按钮配合LED指示配置各种非标准信号，
 无需外接参考信号源

扫一扫，关注魏德米勒官方微信

Let's connect.

精确的数据记录	
转换和传输数据精度
可达0.05%

可配置的非标准信号
使用按钮配合LED指示，
可配置各种非标准信号，
无需外接参考信号源

高度的过程控制可靠性	
高达4KV的电气隔离保
证系统工作的安全性

灵活的应用
超宽交直流供电范围
24...230 V UC适配于
各种应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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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16 PLC, PAC 和 IPC 的趋同
 对于三种主要的工业控制器 PLC、PAC 和 IPC 来讲，“趋同”似乎是描述目前市场状态和现有特性的最佳词汇。尽管很多应用都跨越了不同分类之间

的界线，但是总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更适用于某一个平台，需要工程师根据不同的应用做出选择。

20 为过程工业选择最适合的控制系统
 通过技术选择流程，可以帮助工厂设计人员和系统采购人员，确定哪些自动化技术最适合于过程工厂的特定应用。本文将帮助你通过 6 个步骤在 PLC

和 DCS 之间做出选择。

24 如何在 PLC、PAC 和 IPC 之间做出最佳选择？
 选择太多有时候也会造成困扰，了解不同控制器的特性、局限性以及兼容性，有助于工程师在 PLC、PAC 和 IPC 之间，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特别报道

12 2016 ABB 自动化世界特别报道

技术文章

28 提升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液压控制的 5 个技巧
 先进的机器设计和最新的工业 4.0 技术，在机电一体化的协同作用中，将机械运动和电子控制整合在一起。本文介绍了改善液压系统的 5 个技巧，帮

助工程师提升液压驱动的性能。

30 工业无线通讯技术的最新进展
 现有无线电技术，可以满足最新工业标准，为特定工业应用增加附加值。在很多工业应用，对无线连接可靠性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对吞吐量的要求。

专题文章

封面故事 技术文章

技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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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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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构建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实用建议

 为工业应用搭建无线传感器网络时，需要评估通讯协议、设备可用性、以及当前和未来的用

户需求。

34 升级过程控制系统所要具备的条件
 更简单的工艺控制系统集成需要对标准方面的了解、生产运行与功能需求方面的经验、设备

以及系统应用方面的知识、并且满足操作员、维护人员、质量监测人员和管理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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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

业 4.0 大潮席卷全球整个制造

业，特别是在中国，国家大力

倡导制造业和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来促进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作为具有传统优

势的工厂自动化厂商三菱电机，将在此

次中国实现未来“智”造的过程中扮演

什么角色呢？为此，我们在近日举行的

“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上，采访

了三菱电机名古屋制作所 e-F@ctory 推

进专案部楠和浩部长。

制造智能化的三个层次
在现阶段，对于什么是工业 4.0，

其实很多专家和厂商都没能给出明确的

定义。在楠和浩部长看来，三菱电机对

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 4.0 已经有十

分明确、清晰的理解，那就是智能制造

不仅要追求制造现场量产阶段智能化，

还应延伸到整个产业链的领域内，实现

最优化。

楠和浩部长认为，制造智能化包

括三个层次。首先，除了制造现场的智

能化、信息化外，还需加强与上位系统

（ERP、MES 等）的协作，来提高企业

的整体价值。第二，除了量产阶段外，

还需实现从设计到量产及服务的整个业

务流程和系统的协作。第三，不仅在本

公司内，智能化、信息化还需要包括够

成供应链的供应商和外包商。

对于智能制造的实施，楠和浩部长

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在实施智

能制造前，首先要明确目的，是要提高

品制造整体的最优化，要想使设备厂商、

设计辅助的软件厂商及构建生产线所需

的系统集成商等构成整个产品制造的价

值链实现最优化，就必须实现外围厂商

的智能化、信息化。为此，三菱电机于

2011 年在日本发起并成立了 e-F@ctory 

Alliance 合作伙伴计划，到 2016 年 5 月

为止已有约 3320 家以上的合作企业参

与其中。

 “三菱电机的 e-F@ctory 方案其实

在 2003 年就推出了，当时首先考虑的

就是如何使生产现场的数据实现可视

化。随着 e-F@ctory 多年不断地发展我

们又朝着有效利用采集到的可视化数据

方面发展，这些和工业 4.0 可以说是不

谋而合。”楠和浩部长自豪地说。

 “实现 e-F@ctory 需要现场信息的

感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过共通网

络传输、和云端、MES、ERP 等上位系

统的协作这四个技术关键点，这与中国

目前倡导的‘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

网 +’融合这一发展趋势也是十分吻合。”

楠和浩部长表示，“e-F@ctory 实质就是

通过‘数字空间’、‘机械’及‘人’的

协作，实现新一代的智能制造。”

 “e-F@ctory 虽然已经推出十多年

了，但是它本身也一直在不断演进，今

后我们将积极活用云端、IoT、BigData

等最尖端的技术，支持企业活动和生产

活动和中国各方面共同实现制造业的升

级换代。” 楠和浩部长最后对 e-F@ctory

未来发展作出了总结。（CEC 石林才 

采写）

三菱电机名古屋制作所 e-F@ctory 推进专案部部长  楠和浩

e-F@ctory 与工业 4.0 不谋而合

CE insighTcE视点

生产效率，还是要提高生产品质，或是

要降低生产成本，不能为了实现智能化

而盲目的实施智能化。虽然依靠我们的

技术可实现全自动化产线，但对于使用

机器人或自动装置反而会耗费高成本的

工序，有时以人工进行辅助作业比全部

使用机器人的产线更优化，所以我们提

倡在设计时导入当时最佳技术和理念实

现最合适的成本。”

e-F@ctory 的解决之道
三菱电机对于制造智能化中的三个

层次都有身的实现之道。

在生产现场与上位系统的无缝信

息共享层面，楠和浩部长认为，在生产

现场和 IT 系统 ( 生产管理、业务支援基

干系统 ) 的各层中所需的信息不同，特

别是在 IT 系统侧，需要的大多不是生

产现场的各设备的数据，而是以生产

线、工厂等为单位汇总的信息，所以

在 e-F@ctory 解决方案中准备了在制造

现场和 IT 系统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中间

层 -FA-IT 的信息共享产品群。

对于从设计到量产再到实现业务流

程与系统共享这一层面，楠和浩部长表

示，无论是从设定用工具到 CAD/CAM/

CAE，还是从仿真软件到分析工具等，

只要使用连接 S/W 工具之间的通用界面

平台“EZSocket”，就能使工具之间或

设备与工具之间共享数据，可大幅改善

工程链各环节的设计效率。

对于第三个层面，楠和浩部长指出，

仅依靠公司内的智能化无法充分达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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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西门子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签署了延续全面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当日正在对中国进

行正式访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见

证了备忘录的签署。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凯飒（Joe Kaeser）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分别代

表双方在北京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三十余年来，西门子与

中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

系。我们今天再次续签谅解备

忘录，这将开创西门子与中国

全面合作的新格局。我们将携

手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

为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做 出 贡

献。”凯飒表示，“凭借丰富

的行业专长、创新技术、可靠

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以及广泛

6月16日，中控流体公司和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就顺北

地区顺北1区奥陶系油藏第一期

产能建设及其信息化项目正式签

订合同。此项目包含调节阀、球

阀、蝶阀、闸阀共63台，是中控

控制阀产品在石化行业油田项目

上的一次突破。

中控流体公司于 2 0 1 2 年

成为中国石化的一级物资供应

商，积极参与中国石化的招标

活动，各方面表现良好，与中

nEWs新 闻  

数字

按 照 《 机 器 人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年）》，到2020年我国

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计划达10

万台，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超过300

亿元。同时，多个权威机构预测，到

“十三五”末，我国机器人产业集群产

值预计突破1000亿元。

2016年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0%（以下增加

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

率），与4月份持平。从环比看，5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45%。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5.9%。其中，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下降2.3%，制造业增长7.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2.4%。

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公司 IHS表

示，虽然全球工业PC市场在最近几年

来起起伏伏，但预计从2016年开始重

拾升势并在2018年稳定发展。短期增

长的主要因素是过程工业的预期投资

提高以及工业PC在工业自动化现有领

域之外的持续应用。预计从2014年至

2019年，全球工业PC将以6%的复合年

增长率增长至43亿美元。

“十二五”期间，我国阀门行

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2015年

全国有规模以上阀门企业（年销售收

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计1806

家。资产总额1948亿元，同比增长

2.01%；生产阀门994.11万吨，同比增

长1.32%；实现利润总额172亿元，同

比增长-5.78%；利润率6.7%；阀门产

品价格指数98.5%。 

300
亿

5.9%

1948
亿

43
亿

西门子面向“十三五规划”开创与中国全
面合作新格局

中控控制阀产品中标中石化西北油田项目

的业务和远识，西门子将助力

中国达成‘十三五规划’所提

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

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的目标。”

根 据 延 续 合 作 备 忘 录 ，

西门子将在智能制造、智能基

础设施和可持续能源领域与中

国开展重点合作。西门子将响

应“中国制造 2 0 2 5”战略和

“互联网+”行动，积极与中

国分享“数字化企业”技术和

解决方案，支持中国的产业转

型与升级。西门子还将以其在

交通、智能电网、能源管理和

绿色智能楼宇领域的技术与经

验支持打造现代化基础设施。

在能源领域，西门子将继续分

享高效、清洁的能源技术，特

别是在分布式发电领域的解决

方案，支持中国能源转型。此

外，西门子还将着力支持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

国 石 化 的 合 作 项 目 也 越 来 越

多 ， 产 品 质 量 得 到 其 充 分 认

可。5月17日，该项目由中国

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负责招

标，在乌鲁木齐市开标，共有6

家国内知名供应商参与投标。

此次评标过程非常严格，从价

格、资质、技术实力、商务、

标书制作规范、服务能力等各

方面进行评分。经过评标，中

控方的商务和技术得分均排在

第一位，成功拿下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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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克斯电气中国智能战略的新阶段

5月30日，2016年菲尼克斯

电气创新与行业发展论坛（PHIIDF 

2016）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本届PHIIDF为期三天，以“智•变 

赢未来——连接智能的世界，助力

中国制造2025”为主题，包括主论

坛、分论坛、展厅参观等活动，全

面展示了菲尼克斯电气的核心竞争

力，带领大家进入一个面向未来的

菲尼克斯电气智能的世界。

30日上午举行的主论坛上，德

国菲尼克斯电气集团CEO斯顿伯格

先生阐述了菲尼克斯电气今年发布

的集团2023战略。菲尼克斯电气将

积极参与中国制造2025，加强本土

合作，加强洲际合作，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准备好进入工业4.0。

作为菲尼克斯电气全球三大竞争力

中心之一的中国公司，将和美国公

司一样建立与德国相似的架构，打

造核心竞争力，中国公司总裁顾建

党先生也于今年正式进入集团执行

委员会，中国战略将进一步融入全

球战略，集团会更多地关注中国市

场，坚定的支持中国区业务。

随后，菲尼克斯电气（中国）

公司总裁顾建党先生在大会上作了

题为《菲尼克斯电气中国智能战

略》的精彩演讲，与大家分享了在

过去三年菲尼克斯电气中国智能战

略的新阶段、新思考和新践行。

新常态下的新超越
“面对新常态下的新阶段，中

国制造业正面临三十年未遇的困境

和挑战：产能过剩，自然资源和人

力资源倒逼，新技术新行业试图颠

覆传统产业，唯有凤凰涅槃方可超

越过去。” 顾建党坦言。在过去的

十年，已经处在一个中国传统模式

向新的模式超越的过程，越来越多

的企业在思考，在工业文明时代，

什么是制造企业成功的运营指导？

“首先，真正去理解客户的需

求；其次，与供应商形成共赢的协

同合作关系。同时，在我们去拥抱

未来数字世界的过程之中，我们必

须要有坚实的基础，就是坚定的创

新和以品质、以质量为根本的企业

发展战略。” 顾建党说，“对菲

尼克斯而言，在过去的十年和十五

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是一个真正

把德国创新和中国创新有机结合

起来的跨国公司。在未来智能转型

里，创新和品质是所有企业真正能

够引领未来的根本。”

顾总指出，未来三到五年能源

形态的变化和信息形态的变化，将

成为推动服务产业革命性颠覆的驱

动力。去年10月，菲尼克斯电气正

式注册了菲尼克斯（南京）新能源

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将工业4.0的

解决方案和未来的智能电动汽车整

个体系结合在一起，致力于为中国

的电动汽车行业提供安全可靠的充

换电技术和解决方案。

融合 IT 的智能未来
“以融合IT的智能未来作为菲

尼克斯电气未来5到10年智能转型

最重的一个方面。”顾总谈到。在

过去的30年，菲尼克斯已经把越来

越多IT技术和智能化技术有机结合

在一起，包括互联网、物联网、无

线、控制、软件和信息安全技术等

等，已经融入到菲尼克斯产品的技

术和解决方案里面。

“对制造业而言，未来的发

展趋势一定是三个IT的融合。”顾

总认为。三个“IT“分别代表工业

技术、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从

工业连接到 IT Automation，菲尼

克斯电气已成为工业4.0在中国落

地、和中国智能制造战略融合的

积极推动者。

谈到未来的制造业的趋势，

顾总认为有三个方向：第一，连

接 成 为 未 来 智 能 世 界 最 重 要 的

竞争力，也是最重要的技术；第

二，未来分布式控制、分布式的

连接将成为常态；第三，智能将

成为未来整个制造业和工业界最

核心的一个方向。

此外，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公

司副总裁、菲尼克斯电气工业4.0

大使杜品圣博士也谈到，“未来的

互联网时代，要从工业4.0走向产

品4.0，才能持续增强企业的竞争

力。”菲尼克斯电气已经走在产品

4.0的路上。你有互联网，我有连

接器！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菲尼克

斯电气将把打造智能产业生态作为

2023战略发展重点之一。顾总说：

“菲尼克斯未来将会真正融入到整

个中国智能产业。同时通过本土合

作伙伴计划，能够跟越来越中国优

秀企业进行深度全方位的合作。我

们希望中国越来越多优秀的企业能

够在菲尼克斯的产业生态里引领中

国智能制造，同时走向全球。”

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公司总裁顾建党先生在 PHIIDF 
2016 大会上作了精彩演讲。



美国

印度

德国

西班牙

10   2016.06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新闻  |  NEWs  

工信部等牵头设立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2021 年全球电能质量监测仪市场或增至 82.4 亿

经国务院批准，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发

起，联合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

工商银行等其他投资主体共同出资

设立了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2016年6月8日，先进制造产业投

资基金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基金

成立大会并讲话。

辛国斌指出，先进制造业是我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是

国际市场研究公司Marke t s 

and Markets预计，全球电能质量

监测仪市场预计从2016年的8.70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7.3亿元）增

至2021年的额12.52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82.4亿元），期间年复合增

率达7.5%。

输配电基础设施上的增长投

制造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

《中国制造2025》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编制发布了“1+X”体系，遴

选了年度重大标志性项目，设立了

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专项

资金，组织开展了试点示范城市创

建工作，并加强对各省市的引导，

推动形成区域联动、错位竞争的发

展格局。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首期

规模2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资

资，以及增多的工业化及基建活动

等因素正推动全球电能质量监测仪

市场发展。全球电能质量监测仪市

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 ABB、西门

子、通用电气、施耐德电气、伊顿

集团等。

电能质量监测仪主要应用在工

业&制造设施。2015年，工业及制造

60亿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采

用有限合伙制，按照市场化原则

独立运作。在《中国制造2025》

十大重点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

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

海洋工程装备、工业机器人、新

能源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

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等市场

潜力大、产业基础好且符合产业

发展趋势的重点领域。

业成为市场的最大领域，占据市场最

大份额。监测仪被安装在电力入口来

监测电压及谐波的变化。任何波动对

于发动机、服务器及其他设备都是有

害的。电能质量监测仪广泛用于保护

昂贵及关键设备不受损坏。反之，发

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增长会提

高电能质量监测仪的需求。

LG 电子俄罗斯数据中心采用台达模块化 UPS 提供电源保障

全球电源管理与散热解决方案

的领导厂商台达，近期为LG电子位

于俄罗斯莫斯科的工厂提供了台达

DPH 系列 75 kVA不间断电源系统

(UPS)，应用于其新服务器机房，提

供可靠的电源供应和电源保护。

随着业务的发展，LG电子俄

罗斯工厂开始了设施扩充计划，包

含原厂区的扩充及新建筑的兴建。

搭配新建筑中的机房基础设施，该

公司的信息科技部门经过对多款

UPS的甄选之后，决定选用台达模

块化UPS—DPH 系列75kVA，用于

确保其关键业务的持续运行并拥有

良好的随需扩容能力。

DPH系列UPS除具有台达不

间断电源产品一贯的高可靠性、优

异效能和卓越整机效率外，更具有

(N+X)容错设计，可通过内置控制

机制来达成电源模块的自动冗余。

分布控制逻辑让系统在某个电源模

块故障的情况下，能够自动同步并

自动切换到备份模块，确保UPS持

续运行。其关键零组件和模块的热

插拔功能可提高UPS系统的可维护

性，从而降低MTTR至趋近于零，

并保证数据中心有最长的正常运作

时间和最佳可用性。

LG电子俄罗斯工厂的信息部

门主管  Sergey Sapunov 表示：

“台达DPH系列 75kVA UPS为厂

内的新数据中心提供可靠的电源供

应和电源保护。DPH解决方案让我

们能免除不必要的成本，并能提供

全额定功率的电力；同时DPH模块

化的设计，可以随需扩容的特性为

后续扩充提供了绝佳的方案。因此

我们能达到新建筑的营运要求并节

省数据中心占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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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新闻    WORLD NEWS  

美国５月工业生产环
比下滑 0.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期公布的数据

显示，受汽车生产和公共事业产出下滑影响，

５月份美国工业生产在４月份上涨后回落。

数据显示，包括工厂、矿业和公共事业产

出在内的美国工业生产５月份环比下滑

０.４％。这是美国工业生产过去９

个月来第7次出现环比下滑。

三峡集团 126 亿元收
购德国最大海上风电项目

6月13日，三峡集团与美国私募股权巨

头黑石集团、德国WindMW风电公司的代表共

同签署了《关于德国海上风电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黑石集团通过竞标方式转让其所持德

国Meerwind海上风电项目80%股权。此次

收购为三峡集团未来开发海外海上风

电提供了平台。

“印度制造”将推动
印钢铁产业发展

6月16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将提高印度国内钢

铁及能源需求，促进钢铁和矿产企业发展。

铁路方面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1280亿美元

建设轨道网络，预计 2017财年，仅铁

路建设新增铁轨需求就将达到

11.8万吨。

西门子收购歌美飒或
成为全球最大风电企业

据德国媒体报道，西门子公司将出价

约10亿欧元收购西班牙风机制造商歌美飒

59%的股份，一举超过维斯塔斯成为全球最

大的风机制造商。西门子的战略意图是借

助歌美飒公司在亚洲的布局和陆上风电

的优势弥补自身短板，加快占领

中国和印度风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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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先进技术推进中国过程工业 4.0

2016 年 5 月 18 日，第八届“ABB 自动化世界”活动在武汉成功举办。作为一年一度的自动化盛事，ABB 首

次选择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举行，为华中地区的用户带来了一场“物联网+”的视听盛宴。2016 AW 无论在展区、展

品范围，还是与会观众人数上都创造了新的记录。 

作为 ABB 自动化重要的组成部分，ABB

过程自动化业务部也携带其最新产品和行业

解决方案重装亮相本次盛会，向 4000 多名

与会嘉宾集中展示了具备超强信息集成和安

全性的最新版过程控制系统 800xA，用于

电力与水行业的新一代全厂自动化解决方案

Symphony Plus，为石油天然气行业提供的具

有强大的数据检索和趋势查询功能的解决方案

SCADAvantage，能提供系统化性能诊断和服

务的远程交互平台 ServicePort，以及数款融入

“物联网+”先进技术的仪器仪表新品。

据 ABB 过程自动化业务部总裁唐维诗 

(Peter Terwiesch) 介绍，其实这些新产品有很

多都是源自于在中国的研发，“ABB 在全球有

8000 多名研发人员，其中有 2000 人在中国，

中国已成为 ABB 全球最重要的研发基地之一。”

据悉，ABB 十分重视本土化运营和投资，在中

国，超过 80% 的销售来自于本土产品、解决

方案和服务。

物理网 +  与人的连接最重要
在“新阶段”的战略下，ABB 提出了“物

联网+”的概念，又可以称为 IoTSP，这里的 S

代表服务，P 代表人。IoTSP 旨在通过互联网

实现物、服务与人的互联，帮助用户改进数据

分析、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可靠性、节约能源、

降低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IoTSP 让我们

更清晰地认识到“人”在未来智能制造中的重

要作用。

讲到物联网，人们经常只是谈到智能设备，

“其实物、服务与人的互联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概

念，唐维诗认为。未来，“物”这方面将看到有

更多的智能设备互联 ；在“服务”方面也出现

了大量新的数字化服务以及业务模式等，但是

唯独在“人”这一方面似乎没有还看到摩尔定

律的体现。

实际上“人”在整个自动化过程当中，特

别是人的决策，将在整个操作环境当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物联网 +’我们确

保‘人’能够随时保持警惕，或者说拥有他所

应该获得的合适信息。”唐维诗说。

以船舶行业为例，过去，很多时候船员可

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比如说遇

到电力推进系统或电力供应方面的问题。现在，

船员可以通过关键设备数据的卫星传输，跟公

司船队管理平台进行联系，也可以跟 ABB 船舶

运营中心进行联系寻求帮助。“通过这样和客户

的合作，我们将帮助他们解决‘人’这方面遇

到的问题。在岸上的技术人员将能够通过数据

分析，实现对船舶的远程维护，优化运营，而

船上的船员则可以侧重于他本身所要做的更主

要的工作。”唐维诗说。

ABB 过程自动化业务部总裁
唐维诗 (Peter Terwiesch)

ABB 过程自动化业务部
中国区负责人蒋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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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  有挑战更有机遇
自 2015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把“去产能”列为 2016 年五

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并提出以

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对地方和

企业化解产能过剩进行奖补政策以

来，很多钢厂和煤矿企业都深切感

受到了“去产能、调结构”的紧迫性。

而对于从去年开始执掌 ABB 中国过

程自动化业务部的负责人蒋海波来

说，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

定是光明的。

“在经济的新常态下，要看我

们做得好不好 , 很重要一点是要看

我们对这个市场适应和响应的速度

是否足够。”蒋海波说。为此，在过

去一年里面他对 ABB 中国过程自动

化业务做了很多调整 ：

首先，深入挖掘细分市场的机

会。因为中国市场很大，哪怕细分

市场非常细，但是只要有机会，总

量是非常可观的。最近，ABB 在船

舶、冶金、矿山等领域都做了很多

工作，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而

且还实现了在很多细分市场的突破。

例如在今年年初，ABB 与中海集运

达成协议，为其 23 艘船舶上安装的

113 台涡轮增压器提供维护保养服

务 ；ABB 控制系统也赢得了一系列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订单。

第二，提升现有存量市场的效

率。中国市场正在慢慢走向成熟，

从大规模的投资新项目到现在慢慢更注

重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怎样提高生产

效率和环保性能成为了用户关心的问

题。在这方面，得益于过去二十多年的

技术储备，以及熟谙本土市场的技术专

家，ABB 能够更好地去适应市场的变化。

第三，借“一带一路”东风走向国外。

在过去一年里，ABB 顺应国家“去产能”、

“走出去”的政策，积极调整战略部署，

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ABB 已与中

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众多石化企业

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开展了项目合作，例

如中石化炼化的新加坡项目、中石油建

设的哈萨克斯坦 - 中国天然气管线、中

石油总包的伊拉克油田电厂项目等。

整合资源  深耕过程制造业
相较于刚刚在德国汉诺威展会上大

放异彩的“智能传感器”和 Yumi® 双

臂协作机器人来说，ABB 过程自动化

部似乎给人的感觉略显低调。事实上，

ABB 在石化、冶金、造纸等传统过程

制造领域都有很强的优势。据悉，ABB

已在超过 100 个国家安装了 10,000 多

套 800xA 系统，在全球油气行业上游

领域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市场占有率排名

第一。

以石化行业为例，“我们应用于

石化领域的各种产品和解决方案非常

全，”ABB 过程自动化业务部中国区负

责人蒋海波坦言，“但是由于架构原因，

我们实际上跟客户接触更多都是点对

点，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客户在各个领

域进行合作。外界对 ABB 在石化领域

的应用缺少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

为此，ABB 在今年 3 月开启了全

国路演，将 ABB 在石油、天然气及化

工领域包括自控系统、分析仪器、电气

产品、通信集成及安全系统在内的领先

技术和全套解决方案，通过巡展车的方

式集中展示给石化行业的用户。“有不

少客户反馈说以前不知道 ABB 有这么

多东西，他们以前只看到点没看到面。”

蒋海波说。而这样的集中展示在本次

AW 活动中也收到了积极的反馈。

中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为 ABB 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中西部有非常多的

产业是跟过程自动化业务部相关联的，

如矿山、石化、冶金等行业，”蒋海波

谈道，“例如，武汉钢铁采用了 ABB 的

板形测量及控制系统 ；2013 年投产的

中石化武汉 80 万吨乙烯项目应用了大

量的 ABB 分析仪表，在去年我们还拿

到了在铜矿研磨机的项目等等。”此外，

在更为广泛的工业领域，包括像食品饮

料等行业也会用到 ABB 过程自动化的

产品和系统。

对于 ABB 来说，现在还只是一

个开始。“未来，我们期待秉持着‘物

联网 +’先进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的

ABB，在推进中国过程工业 4.0 进程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帮助中国过程工业

用户提高生产效率、能源效率并实现可

持续发展。”蒋海波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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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测量”   创新技术助力中国制造 2025

如果说智能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那么智能化的仪表则是实现“工业 4.0”愿景必不可少的基石。

而对于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级仪器仪表解决方案供应商 ABB 来说，这些还不足够，实现物、服务与人的互联才是

智能制造的关键所在。

“物联网 +”技术让测量化繁为简
现阶段的中国过程工业正面临着产能过

剩、转型升级的艰巨挑战，怎样在降低能耗和

维护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在行业

的竞争优势，是用户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物

联网+’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用户改进生产流

程，在自动化监测与管理方面提升效率，在产

能和营收方面带来更多收益，让其生产过程更

加环保和高效。”ABB 测量与分析业务单元全

球负责人 Ian Rennie 先生表示。“物联网+”让

预防性诊断和维护变为可能，而这对于过程用

户来说至关重要。

本 次 ABB 自 动 化 世 界 展 出 的 Field 

Information Manager(FIM) 现场信息管理器就是

这样一款智能的设备管理软件。据 ABB 测量

与分析业务单元北亚区负责人潘瑛女士介绍，

FIM 是仪器仪表行业首款基于 FDI 现场设备集

成技术的设备管理软件，它可以让仪表组态、

调试、诊断和维护更实时、快速、便捷。这款

产品也是“物联网+”技术与仪器仪表特点结

合得非常好的应用体现，基于新的工业“现场

设备集成”(FDI) 标准，具有独立于系统厂商的

控制平台的优势，可以使用户在短短几分钟内

启动装置，并且访问所有必要的设备信息。

用户对物联网应用的关切也带来了对智

能传感器需求的增多，这点在过程行业也不例

外。ABB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汉诺威展会上发布

的智能传感器，能将低压电机的运行状态和预

防性维护建议实时发送到云端，降低 70% 电机

故障停工时间。“其实这对于我们的过程仪表产

品来说，已不是新鲜事。”一名 ABB 的技术工

程师在测量与分析业务单元的展台上告诉记者。

“ABB 的测量与分析仪表绝大部分已经实现了

自诊断功能，可以自己检测自身的状态，并在

二次显示仪表上显示，通过总线等通讯方式将

状态显示在上位机系统中。”

智能传感器与过程仪表的组合早已成为一

种趋势。就像这次展会新推出的产品——科氏

力质量流量计 CoriolisMaster FCB400 系列一

样，配置了数字信号传感器的流量计，能够独

立工作，远距离传送数字信号给变送器或者第

三方设备。

最广产品线全方位服务中国制造业
作为 ABB 过程自动化业务的重要一部分，

ABB 测量与分析业务单元多年来一直秉持着创

新的理念。尤其是最近几年，高密度的研发和

资金投入，让本来就品类齐全的 ABB 仪器仪

表产品线更加宽广。“今年的 AW 我们推出了 6

款新品，”Ian Rennie 说，“加上去年的 AW 上

发布的 6 款产品，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

将 12 款新产品推向中国的用户，这既体现了

ABB 测量与分析业务单元全
球负责人 Ian Rennie

ABB 测量与分析业务单元
北亚区负责人潘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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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发团队的雄厚技术力量，也

体现了我们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

除了前文提到的 FCB400 系

列科氏力质量流量计，本次 AW 上

还重磅推出了新一代旋进流量计

SwirlMaster FSS400 系列、一体式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 LST300、266 无

线压力变送器、ATS430 浊度 /TSS

传感器，以及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LMT100。用户对于仪器仪表新品的

热度从展台上便一窥而知。虽然整

体的过程行业大环境不是很好，但

是测量与分析业务单元的展台前却

总是围满了专注的观众，详细地询

问着工作人员关于产品的新性能，

人气一点也不输给隔壁又酷又炫的

Yumi 机器人。

“‘物联网+’不但要帮助用户

降低能耗，还要在产品质量和性

能上帮助用户提高生产效率。” Ian 

Rennie 说。例如，本次 AW 发布的

新品 LST300 一体化超声波液位变

送器，可通过强大的两线制回路供

电实现最大 10 米量程，而功耗却非

常低 ；而另一款新发布的 FSS400

系列旋进流量计，借助独特的旋涡

测量原理，气体、蒸气与液体测量

精度均达 ±0.5 %，达到了目前业

界的最高精度。

随着工业物联网的推广，无线

仪表产品也成为大家关注热点之一。

谈及无线技术在过程领域的应用趋

势，Ian Rennie 认为，虽然无线技术完

全替代传统供电回路的产品，在控制和

调节的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可

否认的是，无线技术是一种可靠的技术，

也将是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和有线仪表相比，无线仪表可以节

省安装成本，具有更快的执行时间，并

且易于进行远程访问以便对仪表进行诊

断。本次 AW 上新发布的 266 无线压力

变送器，不仅具有超低功耗设计，还可

以连接到一个外部能量收集器，从而进

一步提高可用性和减少电池更换间隔。

细化行业需求把握“一带一路”新

机遇
一方面，中国钢铁、煤炭等过程行

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国际油价的持续低

迷，给中国过程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中西部大开发政

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又带

来的很多新的机遇。硬币的两面，取决

于你看问题的角度。显然，ABB 是一家

善于发现机遇的公司。从 2015 年 AW

落户重庆，到今年移师武汉，深耕中西

部为 ABB 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面对经济的新常态，最需要的是

耐心和细致。潘瑛认为，对于特定行

业市场的深耕细作是 ABB 测量与分

析业务保持稳中有增的关键。“首先，

ABB 的技术力量能够实现为特定的市

场提供定制化的产品 ；其次，具有丰

富经验的本地化专家服务团队，帮助

我们针对不同的市场或者是某一特定

的产品，给客户提供定制化的咨询服

务。” 潘瑛谈道。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ABB

的力测量产品。一百多年的技术沉淀，

加上中国本土的强大服务团队，使 ABB

的力测量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非常

高。成功为武钢等钢铁企业的冷轧生产

线提供了力测量、板形测量及控制系

统，帮助用户降低次品率、缩短轧制时

间，保障轧机可靠运行的同时提高产品

质量。

ABB 自身发展所秉持的态度，也

正是“物、服务与人互联”的最佳体

现。“怎么样把技术服务和人真正的有

机的融合到一起，是‘物联网+’最最

重要的一个环节。” Ian Rennie 说，“未

来，随着中国经济对全球影响力的逐步

提升，我们不仅要在中国为中国，还要

在中国为全世界。”

“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让 ABB

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据悉，ABB 已

经在白俄罗斯的造纸项目、中石化哈萨

克斯坦炼油厂项目等诸多 EPC 项目有

深入的应用。而更远的未来，ABB 的

目标远不止于此。“在深耕石化、化工、

钢铁、造纸等成熟发达行业的同时，未

来我们还将在市政、环保等行业加大投

入。” 潘瑛坦言，“我们很愿意为改善我

们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做贡献，因为我们

每一个人都生存在这片土地上。”（CEC 

金蕾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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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PAC 和 IPC 的趋同

对于三种主要的工业控制器PLC、PAC和IPC来讲，“趋同”似乎是描述目前市场

状态和现有特性的最佳词汇。尽管很多应用都跨越了不同分类之间的界线，但是总

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更适用于某一个平台，需要工程师根据不同的应用做出选择。

Jeff Payne

通
常，我们对于“差异”的定义为 ：趋向

不同或者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很多公

司经常以一种细微的方式，努力实现差

异化，以便赢得竞争，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对于对工业控制器来讲，“趋同”是描述市

场状态和现有特性的最佳词汇。“趋同”被定义为：

越来越接近，尤其是在特性或者理念上。这更适合

于定义目前工业自动化市场上，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可编程自动控制器（PAC）和工业 PC（IPC）

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不同类型的

工业控制器之间的趋同是如何实现的。

控制器的发展历史
首先，Dick Morley 发明了 PLC。PLC 的发明

和 Modicon 的创建，充分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创

业天才，它永久的改变了设备控制的方式。在过去

45 年间，这种继电器的替代品变换了无数种方式，

已经从单纯的逻辑计算，转换为很多自动化系统所

采用的真正的多任务处理核心。

PAC，该名称最早于 2001 年，由 ARC 咨询

集团公司最先提出，它在市场上提供了一些有别于

PLC 的特性。一方面，市场仍然存在很多传统控制

器，另一方面，在工业控制领域内，一大批新技术

正被应用到控制中。

和 PAC 相关的大多数创新，都源于 PC 技术

以及其它商用技术的发展，比如 1990 年代中期移

动电话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工业新

产品的革新带来了契机。由消费驱动的市场，突然

开始生产同时适应于工业控制的、体积更小、价格

更低、速度更快的元器件。最初，很多部件被认为

并不具备工业品质，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

化。

实际上，IPC 的出现要早于 PAC，至少在

1980 年代中期就出现了。第一代 IPC 体积庞大、

价格昂贵，比如 IBM 的 IPC，其体积和 50 马力的

电机产不多，价格约为 10,000 美元。但是随着时

间的发展，IPC 的体积和价格逐步接近、甚至要优

于 PLC 或 PAC。

由于微软公司的台式机操作系统，对于实时

控制系统而言，缺乏足够的鲁棒性或确定性，因此

图 1 ：AutomationDirect P2000 将 PAC 的强大功能和
PLC 的模块化外形和可靠性结合起来，就是基于 PLC 的
PAC 系统的典型例子。图片来源 ：AutomationDirect。

■ 新技术的应用
使得 PAC 变得更
紧凑，使其非常适
用于很多设备控制
和其它 OEM 场合。

■ IPC 的 编 程 功
能，是所有控制器
中最强大的。IPC
提供了更高的编程
内存，而且可以按
需扩展，从而可以
提供最好的集成运
动和视觉功能。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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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 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放系统。解决方法就是

创建实时操作系统主机，这样就将 IPC 硬件转变为

适用于工业应用的高性能控制设备。

在这些不同的平台之间，有某些独特的特性 ；

但是正如过去几年我们所见到的一样，彼此之间的

界线正在加速模糊、逐步消失。

最新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 PLC 的功能越来

越强大，远远超过了 45 年前所设计的最原始的继

电器替代产品。表 1 所列出

的内容，不能代表每种控制器

类型的特性，但是可以从通用

角度，提供一种评估不同类型

控制器的参考方法。

最基础的 PLC
以 最 基 本 形 式 出 现 的

PLC，是很多工业控制应用的

主力军，通常可以运行 10 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仅需要很

少的维护。经常与专用门阵列

处理器和专有通讯协议配套

使用，这些控制器在设备控制

和简单的过程控制应用，比如

水 / 污水泵站中，比较受欢迎。

它们的梯形图逻辑编程，非常

适合于控制简单和复杂的自

动化顺序控制，但是在控制逻

辑变量和数据处理方面则有

所欠缺。

由于安装空间或模块化

的外形较小，因此 PLC 在空

间受限的情况下，非常受欢

迎。尽管其扩展能力相对受

限，但是由于硬件和编程软件

的成本较低，因此 PLC 在原

始设备制造商（OEM）和其

它应用场合大受欢迎。

尽管程序仅能配置低到

中等大小的内存，但是 PLC

可以和运动以及视觉系统集

成，以便提供更复杂的控制。

快速，坚固，简便
来自菲尼克斯电气的Axioline 

I/O系统，给您带来更多选
择。无论是控制柜内还是工
业现场，无论您选择哪种网
络，Axioline都是您I/O合适
的选择。Axioline的响应速度

非常快并拥有增强的EMC特性，
由于它的机械结构和设计，使得
Axioline非常坚固，同时安装也非常
简便。

Axioline
各种网络，各种环境

ION04-13.000.L1.2013 © PHOENIX CONTACT 2015

Anz IE Axioline IO-System full CN.indd   3 15/4/3   下午3:02

向基于 PLC 的 PAC 演化
尽管 PLC 诞生于 1960 年代，但是由于现代

电子技术的发展，为新一代控制器（见图 1）的发

展提供了很好的氛围。部件更小、速度更快、价格

更低、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靠。这就使 PLC

具有以下能力 ：增加 PLC 的功能而不会导致价格

更高，或者降低典型高端控制系统的价格而不会以

牺牲性能作为代价，这样就诞生了以 PLC 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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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AC 系统。

由于 PAC 发源于 PLC，继承了 PLC 的很多最佳特性，比如可靠

性、紧凑的外形等，使得 PAC 可以被称为基于 PLC 的 PAC。这可以

被看作工业领域内技术趋同的绝佳案例之一。这些控制器可以满足从

简单、低成本的设备控制到具有很多输入 / 输出 (I/O) 点的大型系统

等应用场合的复杂控制。

最新的技术发展，促成了基于 PLC 的 PAC 的出现。这些技术，

使供应商能够以比传统的控制系统更低的价格，提供性能更好的控制

器。这些控制器中所使用的技术，也变得更紧凑，使其可以适用于诸

多设备控制和其它 OEM 应用。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为了满足 OEM 厂商设定的设计规格，很多

设备都需要具有较快的扫描速率。过去，设备制造商经常面临着这样

一种窘况 ：需要使用 PLC 系统，以便满足 I/O、外形等的需求，但是

在性能方面则不得不妥协。

一般需要采用高端 PAC 或 IPC 的替代方案，以便满足设计工程

师设定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这些大型控制器需要更大的外壳，

更高的软、硬件成本，容易导致整个系统的设计成本急剧上升。但是，

现在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基于 PLC 的 PAC 系统，它可以以紧凑的外

形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用户所需的性能。

PAC 的快速发展
除了完成设备控制，基于 PLC 的 PAC 系统，还可以很好的适应

功能 PLC PAC 基于IPC/PC的控制

处理器 专门设计的门阵列 通用处理器 多核处理器

通讯 专有通讯，有限的标准协议 标准协议 大多数协议，只是因为需要专用的硬件而
导致一些限制

编程 梯形图逻辑，可能还有功能
块图

可用多种语言（IEC61131-3） IEC61131-3，基于PC的控制语言（流程
图，等），计算机语言（C++,VB等）

外形 小型/中等规模，模块化，机
架安装

中等/大型规模，机架安装 利用总线连接器与现场I/O连接

可扩展性 有限 中等/大 仅受总线规格书的限制

软件费用 免费到低 低到中等 最高

硬件费用 低到中等 中等到高 最高

程序内存 低到中等 中等到高 高，可扩展

集成运动控制 好 较好 最好

集成视觉控制 好 较好 最好

集成人机界面 不适用 不适用 最好

表格来源 ：AutomationDirect

表 1 ：通用 PLC、PAC 与 IPC 的比较

图 2 ：PAC 控制器提供了强大的功能，适用于从简单到复杂的设备和过程
控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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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复杂的应用场合。比如，现代 PAC 能够扫描

成百上千的模拟量通道，并将数据点存储到集成

内存端口上的文件中，然后通过内置的网络服务

器，经由标准的网络浏览器来获取这些数据（见

图 2）。

这些功能更强大的 PAC 控制器，一般包含

一个通用的处理器。还会提供各种标准通讯协

议，使其可以与不同的设备连接。它们还配置了

IEC61131-3 标准中所定义的多种编程语言，这样

就具有大量的控制功能。这些具有中到大型规模

的外形，采用机架安装的系统，可以为 I/O 点数和

内存提供更高的扩展能力。

虽然这些功能使其硬件和编程软件价格要高

于 PLC，但是基于 PLC 的 PAC 却可以为某些特定

应用提供更高水平的性能。

例如，大内存能力，使其非常适用于创建一

维或二维矩阵，以便在某些详细的应用场合追踪

产品的数据，如质量特性、运输数据、客户信息

等等。基于 PLC 的 PAC 具有标签名功能，使其与

人机界面 / 监控和数据采集 (HMI/SCADA)、OPC

服务器、数据库 ERP 软件，以及运动和视觉应用

之间的接口变得更容易。

功能强大的 IPC
对于某些更专业化的自动化和集成领域，IPC

可以带来特殊效益（见图 3）。先进的运动控制和

视觉系统，是两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受益于 IPC

内置的运动控制功能，可以实现多轴协调控制。

如果需要利用编程环境来设计视觉应用系统，那

这些优点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IPC 处理器，一般是基于 PC、多核处理器，

其通讯选项从本质上讲是开放的，仅有的限制就

是通讯协议需要专门的硬件。到目前为止，以太网

是最常使用的连接方式，支持的通讯协议也非常

广泛，比如EtherNet/IP、ModbusTCP和 Profinet等。

IPC 的编程功能，是所有控制器中最强大的。

不仅提供 IEC61131-3 编程语言，还包括基于 PC

的编程语言，比如 C++、微软的 .NET 框架。正是

由于其 PC 基因，基于 PC 的 HMI 可以配置在同样

的机架上，并在多核系统中运行其专用处理器。

IPC 一般通过总线连接器和 I/O 点连接，这样

就实现了分布式控制系统。它们的设计还使其成为

市场上最具扩展性的控制器，通常只会受到总线规

格的限制。

伴随着这些广泛的控制功能和高性能而来的

是高价格，无论是硬件还是编程软件，价格都比较

高。而回报则是 IPC 提供了更高的编程内存，而且

可以按需扩展，从而可以提供最好的集成运动和视

觉功能。

尽管很多应用，都跨越了不同分类之间的界

线，但是总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更适用于某一个平

台。PLC 和 PAC 具有更多的共同点，最新的硬件

技术只是加强了两者之间的重叠，从而产生了基于

PLC 的 PAC、以及 IPC 这一现状。

图 3 ：通常，只有最大型和最复杂的应用才需要 IPC 功能。

PLC 和 PAC 具
有更多的共同点，
更新的硬件技术
只是加强了两者
之间的重叠，从
而 产 生 了 基 于
PLC 的 PAC 以及
IPC 这一现状。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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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满足新的应

用领域的需求， PLC 的生产制造商提出

新方法，将 PLC 与 SCADA 结合起来，

就可以提供与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同样的功能。

用 PLC 和 SCADA 替代 DCS 系统的想法来源于 ：

• 不断增加的内存容量和中央处理器单元

（CPU）的处理速度，使 PLC 能够处理更多调节

回路 ；

• 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和可用性，实施不同层

次的冗余，几乎可以与 DCS 冗余性能相媲美 ；

• 增加 PLC 和 SCADA 之间共享变量数据库

功能，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为逻辑控制和 HMI

实现统一的工程环境。

另外一方面，DCS 生产制造商则被推动着努

力保护它们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 DCS 占据主要

地位的石化行业 ；而且还在不断试图进入到相对

没有那么复杂的过程工业，比如水和污水处理工

业等（在这些行业中，主要使用 PLC）。DCS 生

产制造商正在 ：

• 通过增加先进的过程控制技术，比如神经

网络、自适应调节或模型预测控制（MPC）等，

来提升过程控制的门槛 ；

• 通过满足 IEC 61131-3 编程标准，来增加

离散控制功能，同 PLC 一样 ；

• 大幅度调整硬件价格，以便与高端PLC竞争。

生产制造商已经允许在彼此之间进行某种程

度的互换，直到某一水平，两种系统都无法服务

于所有的应用。

为过程工业

选择最适合的控制系统

通过技术选择流程图，可以帮助工厂设计人员和系统采购人员，确定哪些自

动化技术最适合于过程工厂的特定应用。本文将帮助你通过6个步骤在PLC和

DCS之间做出选择。

Shady Yehia PLC/DCS 选择流程图
流程图描述的是 PLC 或 DCS 系统的 6 步选

择流程，以帮助用户确定哪种技术最适合于某种

特定应用。每一步都是一个问题，对每个问题的

回答有助于用户理清思路。

第 1 步 ：过 程 确 实 需 要 实 施 先 进 过 程 控 制

（APC）吗？
毋庸置疑，传统的调节技术，利用比例 - 积

分 - 微分（PID）技术，或者结合其它传统调节技

术，比如前馈、串级、分程控制、比例调节等，

就可以处理绝大多数过程控制应用。然而，由于

过程工业的工厂不断对稳定性水平、过程波动水

平、以及对包含多变量和较长工艺延时的控制问

题，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对先进控制技术，比

如神经网络、自适应调节或模型预测控制的需求，

一直在稳步增长。DCS 生产制造商，在集成 APC

工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PLC 主要应用在传统的

控制方法中。如果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或多个 APC

技术，那么 DCS 是首选。

第 2 步 ：过程包括很多调节回路吗？
尽管高端 PLC 系统，完全具有处理多个 PID

回路和其它调节控制功能的能力，但是单个 PLC

系统可以处理多少个回路的问题，仍然会限制其

在过程工业中替代 DCS 的能力。

PID 回路会消耗大量的内存，急剧增加 PLC

程序的执行时间。这可能会上升到影响 PLC 逻

■ PLC 和 SCADA
的组合可以实现通
常由 DCS 系统实
现的应用。

■ 通过 6 步流程中
的一些列问题，可
以 帮 助 用 户 确 定
PLC 或 DCS，到底
哪一个是更适合过
程应用的最佳选择。

■ 经过对应用环境
的合理分析后，再
来评估控制器的采
购是明智的选择。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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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有效执行的程度。另一方面，DCS 则在设计中

考虑了这个因素，因为它将控制程序分散到几个

CPU 中执行，同时还可以在不同 CPU 之间共享

信息。

如果 PLC 供应商，不能证明其 PLC 能够在

处理所要求数量的回路时，还有能力来处理离散

逻辑功能，那么选择 DCS 将更为明智。

第 3 步：工艺过程的特性需要操作员控制室吗？
详细的过程信息可视化和频繁的操作员交互，

是 DCS 的主要功能之一。PLC 主要面向逻辑执

行和过程顺序控制，需要利用 SCADA/HMI 来扩

充能力，以便实现过程信息的可视化，但它所提

供的信息一般要少一些。

如果过程不需要操作员进行交互，也不需要

从主控室进行 24/7 小时的监视，那么配置就地

HMI 的 PLC 或者安装面板、配置 SCADA 软件

IPC 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DCS 系统，

或者是从成本角度考虑可能并不划算。这样的例

子就是撬装或集成化的系统。

如果运行需要一个完整的控制室，那么无论

是 DCS 还是 PLC-SCADA 组合，都是可行的选择，

即使只有非常少的控制监控回路需要管理。

第 4 步 ：是否需要高速离散控制？
谈到离散控制逻辑的执行，PLC 没有对手 ；

强大的 PLC 可以在十分之一秒内，运行具有数千

个输入 / 输出（I/O）信号点的程序而不出任何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PLC 总是被选择用于执行紧急停机

系统的原因。另一方面，DCS 在离散控制方面则

没有那么快，因为 DCS 的强项在于处理连续控制

回路。

如果过程需要高速执行，那么从技术角度来

讲，PLC 是首选。如果对于第 1 步和第 2 步的回

答有 1 或 2 个为“是”，说明 DCS 也是必须选择的，

那么可以考虑构建两个隔离的系统——DCS 用于

过程控制，PLC 用于离散控制和安全相关系统。

第 5 步 ：工艺过程是否需要频繁的修改？
无论是 PLC 还是 DCS 系统，都是可编程的，

都可以修改程序、重新编程，甚至初始化到工厂

设定状态，重新开始。然而，确实也存在一种可能，

对 PLC 和 SCADA 的组合执行类似的程序修改，

更让人感到头疼。DCS 系统的逻辑、HMI、报警

和历史参数使用同一个数据库，与此不同，PLC

和 SCADA 系统一般使用不同的数据库，有些时

候还需要利用 OPC 服务器数据库作为桥梁。这就

使得为工厂增加一个设备或者修改逻辑是一件费

时费力的事情。而且，也会增加组态错误的风险。

如果工艺过程不需要频繁的修改设备或逻辑，

那 PLC 是合适的选择 ；如果需要频繁的修改，那

应该考虑 DCS 系统，但是需要在回答完最后一个

问题之后才能确定。

此图描述的是 PLC 或 DCS 系统的 6 步选择流程，帮助确定哪种技术最适
合于某种特定应用。图片来源 ：Shady Yehia

启动PLC/DCS
选择流程

是否需要

先进过程控制？

是否需要
较多数量的
控制回路？

是否需要

主控制室？

是否需要

高速离散控制？
是否需要

高速离散控制？

是否需要

频繁的系统升级？

升级由工厂

内部合格人员

完成？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否

否

否

否

文章下转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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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项目一开始就选择最合适的控制平台，

可以增加项目成功的机会。在控制器的

选择上，系统集成商可以提供帮助。

现在的控制系统，功能更强大，更灵活、便

于组态和编程，也更容易与之通讯。但是，如果

选择太多的话，也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尤其是

在为项目选择合适的控制器的时候。如果了解了

不同产品的特性、局限性和兼容性的话，在 PLC、

PAC、或者 IPC 之间，工程师就可以做出恰当的

选择。

控制器替代继电器
直到 1960 年代末期，仍是由继电器组成的

控制系统控制离散功能，独立的回路控制器控制

模拟功能。这带来了很多挑战，包括继电器要占

用大量空间，变更时费时、费力、费钱，故障诊

断时也非常麻烦。

在 1970 年代早期，PLC 横空出世，被广泛

的应用于工业生产中，逐步取代了继电器系统。

第一代 PLC 体积庞大（尽管这样，仍然要比继电

器墙要小），用专用的终端系统完成编程，指令集

也非常小巧。

70 年代末期，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开始

取代独立的回路控制器，将过程模拟控制环境集

中化。典型的 DCS 系统包括多个输入 / 输出 (I/O) 

机架（布置在终端控制器附近），基于 PC 的可视

化和工程师站。图形或工程屏幕是 DCS 系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主要用于与过程的交互或者调节

如何在 PLC、PAC 和

IPC 之间做出最佳选择？
选择太多有时候也会造成困扰，了解不同控制器的特性、局限性以及兼容性，有助

于工程师在PLC、PAC和IPC之间，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Ryan Williams 回路。在 1980 年代早期，PLC 系统开始向 DCS

系统靠近，开始包含部分分布式部件和机架。

PLC 发展很快，包括增强的处理能力、增大

的内存和提升的位处理能力以及减小的体积。这

些进步，使其远远超越了初始 PLC 的概念，并

派生出几种新自动化控制系统。两类自动化系统

包括 PAC 和 IPC。尽管 PLC 的基本概念仍然同

1970 年代早期的一样，但是 PAC 和 IPC 增加了

一些新的功能，使其与基本的 PLC 概念区分开来。

PLC
对很多小型自动化系统来讲，PLC 仍然保持

着最基本的组成模块。现在，PLC 的控制器能力

超强。通常的用途包括 OEM 设备，比如包装机、

填料器、托盘堆垛机以及小型的过程装置。一般

情况下，PLC 与设备层的 HMI 配合使用，以便

实现可视化和报警。PLC 能够处理超高速 I /O、

顺序控制、PID 控制、数字和模拟 I /O 以及指令

集，这已经远远超越了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

PLC。根据不同的 PLC 模型和制造，经常会有很

多其它特殊的模块以便实现高速计数、网络接口、

运动控制和其它功能。

几乎所有的 PLC 都有内置的用于现场层

面、设备层面和以太网层的通讯。这些网络包括，

EtherNet/IP、 Profibus、Profinet、基金会现场总

线以及 Modbus TCP 等。这些网络协议可以使用

点对点（PLC 到 PLC）通讯、分布式 I /O 功能以

及 HMI/SCADA 通讯。尽管现在的 PLC 系统，与

■ P L C、P A C、
和 IPC 服 务 于 多
种控制应用。

■ 制定具有权重
的 矩 阵， 有 助 于
确 定 哪 些 是 最 优
的方案。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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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的系统相比，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也有

其局限性。在这个竞争的年代，为了将价格保持

在较低的水平，厂家限制了所能处理的 I /O 点的

数量以及可以安装的逻辑的数量。

PAC
与基本的 PLC 单元相比，大型项目通常需要

几个分布式机架，而超大的应用一般需要更多的

处理能力和内存。PAC 除了具有上面的 PLC 系统

所列的功能外，还有其它的特性。

PAC 系统面向大型的分布式控制，比如大型

包装线、离散的生产控制系统、大型装置或工厂

的过程控制系统。现有的指令集更先进，并且是

专门定制的，比如专门为过程控制、顺序控制、

批处理和设备控制等定制。某些生产制造商则更

近一步，开发并发布了专门为行业定制的指令

集，比如油气行业、核电、酿造以及其它特殊的

领域。这些特殊的指令集一般非常强大，需要较

高的处理能力，这就需要 PAC 具有较强的能力，

以便正确的执行控制功能。PAC 经常与企业级的

SCADA 系统配合使用，来实现全厂范围内的控制

和数据收集。

PAC 指令集的发展以及相应的 HMI 库，使

得 PAC 和 DCS 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很多功能、

电源以及 DCS 的集成，都是由 PAC 厂家完成。

PAC 能够执行的先进控制，原来一般是由 DCS

系统完成，比如模式预测控制（MPC）以及模糊

控制。如果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或者在非常复

杂的闭环控制回路中，单纯使用 PID 并不能实现

其功能，就可以使用上述控制。

IPC
1990 年代，自动化公司开始通过设计软件在

标准 PC 上仿真 PLC 的环境，这就是工业 PC 的

诞生。PC 用于自动化初次尝试，经常会碰到稳定

性方面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主机操作系统以及

非工业计算机的故障率造成的。

从那以后，IPC 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包

括使用强化的工业计算机，更稳定的操作系统，

甚至某些生产制造商采用了适用于自动化环境的

实时内核，制造了它们自己的专用 IPC。这些实

时内核，使得自动化从操作系统环境中独立出来，

从操作系统出获得优先级的控制权，比如 I/O接口。

因为 IPC 运行在 PC 平台上，因此和标准 PLC 相

比，它们拥有更现代的处理器和更大的内存。IPC

经常可以像自动化程序一样，在同一台设备上运

表格所示的是一个技术选择矩阵的例子，黄色部分为最高等级。创建客观的表格，有助于用户在 PLC、PAC 和 IPC 之间选择时，消
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当用户没有可用的衡量标准，或者系统集成商帮助推荐方案类型或者品牌时，这个表格非常有用。图片来源 ：
Stone Technologies

目标 技术1 技术2 技术3 技术4

权重（x/4） %满足 总计 %满足 总计 %满足 总计 %满足 总计

价格 3 90 270 50 150 100 300 10 30

速度 4 75 300 100 400 100 400 25 100

可扩展性 2 100 200 75 150 100 200 50 100

备件 2 100 200 50 100 100 200 50 100

系统集成商的支持 4 50 200 50 200 50 200 25 100

第三方支持 3 75 225 75 225 75 225 75 225

标准7 3 100 300 80 240 90 270 50 150

标准8 2 100 200 90 180 100 200 25 50

标准9 2 100 200 10 20 20 180 10 20

总计 2095 1665 2175 875

控制器选择决策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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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如果由于工艺过程需要频繁的修改，只能

考虑 DCS 系统 ；但是工厂员工如果不能执行上述

修改任务，那最好选择 PLC 和 SCADA 组合，因

为这更经济有效。

评估控制器的采购
尽管最近几年，DCS 和 PLC 技术的相似性

越来越多，但对每个工艺过程应用需求进行彻底

的分析可以发现 ：单独某个自动化技术可能无法

满足目前所有的过程工艺或者未来需求的领域，

各种控制产品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因需而定。

 

 

观的表格，有助于在做决定时，消除主观因素的

影响。当客户没有可用的标准，或者当标准为系

统集成商留下空间，可以推荐方案类型或者品牌

时，这个表格非常有用。

解决方案可能是 PLC、PAC、或者 IPC 的混

合体。即使使用多个品牌的多个控制器，工业网

络也可使得工厂车间紧密的结合起来。

具有丰富经验的系统集成商，应该能够基于

需求和客户的期望，为工程制定正确的决定。从

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正确的控制平台，可以增

加项目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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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HMI 应用，从而可以降低成本。IPC 的应用包

括 OEM 设备、撬装设备和空间受限的工程等。

选择合适的控制系统
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确定什

么时候使用 PAC、PLC 或者 IPC。很多因素需要

考虑，比如预算、规格大小、技术支持力度、复

杂性以及未来的扩展需求等。对于那些需要安全

等级水平（SIL）认证和平均故障时间（MTBF）

过程的系统，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通常，客户（内部或外部）至少需要确定控

制系统的品牌。这主要取决于现有程序的授权、

维护和工程培训、熟悉程度以及区域供应商对系

统的支持等。

还不清楚？可以创建一个选择矩阵，列出权

重标准，就可以对每一技术进行打分，为选择提

供帮助。给重要的标准或者需求更大的权重，而

对想要或者不是那么重要的标准较小的权重。客

第 6 步 ：工厂员工是否有能力自己修改系统？
在技术选择过程中，并没有考虑硬件成本。

大多数 PLC 和 DCS 生产制造商，已经证明只要

愿意，它们有能力根据项目降低价格。如果考虑

控制系统未来的升级，并将其作为系统整个寿命

周期内使用成本的一部分时，硬件成本就非常重

要了。

PLC 供应商目前的商业模式是授权合作伙

伴 ；每个 PLC 生产制造商都有系统集成商，供应

商为其提供良好的 PLC、SCADA/HMI、以及其

它相关自动化产品的培训。大多数的 DCS 生产制

造商的商业模式为提供工程和集成服务。雇佣系

统集成商来执行修改任务，费用可以低至 300 或

400 美元 / 每天，而大多数 DCS 供应商提供类似

的工作的报价为 1000 美元 / 每天，有时甚至更多。

为工厂员工提供 DCS 培训，需要一定的成本，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其实是一件非常划算的

文章上接P23

如果选择的控制
平台不适合于应
用，那么组态和
启动后将是非常
痛苦的时刻。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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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某些特定的工业生产领域，由于在速度、

力量、功率密度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液压技术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在这些应

用场合，利用现有的技术，电气机械式驱动不太可

能替代液压系统。在机器设计中，如果使用液压驱

动，这些技巧可以帮助用户改善功能、提升性能。

技巧 1: 利用速度来稳定和提升性能
几乎所有的电气机械式驱动，都使用了某种形

式的速度反馈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被紧密的整合到

驱动控制器的功能之中。这就是

精确定义的速度 / 单位信号（速

度增益），这些信号被用于驱动。

然而，在液压驱动中，执行器的

速度除了是指令信号的函数，还

受到驱动器负载的较大影响。

速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驱

动器回路的增益，最终会影响运

动的稳定性和精度。为控制增加

速度反馈传感器，可以排除这一

问题，但是很少有这样做的，尤

其是当控制工程师对液压驱动不

熟的时候。为了实现完整的系统

功能，与液压驱动配套使用的控

制器，必须具有补偿功能，以便

补偿系统增益方面的变化。这些

特性一般会使用某种形式的速度

预估技术，来计算估计速度，从

提升机电一体化系统中

液压控制的 5 个技巧

先进的机器设计和最新的工业4.0技术，在机电一体化的协同作用中，将机械运动和

电子控制整合在一起。本文介绍了改善液压系统的5个技巧，帮助工程师提升液压驱

动的性能。

Paul Stavrou 而稳定整个系统的增益。

专用的过滤器，或者“观察器”，可以通过反

馈信号，获取预估的速度信号，在控制中使用。观

察器使用简化的系统数学模型，导出计算速度信号。

技巧 2 ：使用基于控制的阻尼
在现代高性能驱动系统中，阻尼是关键因素。

当使用电气机械式驱动时，在驱动控制器内置的力

矩和速度回路，可以为驱动提供较高水平的刚性和

阻尼。液压驱动流体的顺从性或者弹性，与负载惯

■ 大多数电气机
械式驱动都使用了
某种形式的速度反
馈传感器，这些传
感器被紧密的整合
到驱动控制器的功
能之中。

■ 利用基于观察
器的阻尼，就可以
在驱动器内的控制
器中使用简化的数
学模型。

■ 输出力矩控制，
在液压控制中的重
要性在不断增加。

关键概念

图 1 ：使 用 观 察 器，
可以提高控制能力。

增益f0D

增益f0D

指令
控制器 阀门

液压缸

加速度

速度

观察器模型

模型校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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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质量结合起来时，可以产生相对低频的“弹簧 -

质量”系统，具有内在的低阻尼。由于性能需求比

较严格，驱动系统也许会有震荡的可能。

控制技术为液压驱动所提供的先进阻尼方法，

可以分成三种 ：基于变送器的、基于观察器的和实

时导出的。在基于传感器的阻尼中，驱动中增加了

传感器。传感器可以是速度、加速度或压力传感器，

或者是各种传感器的组合。使用电子滤波技术，这

些传感器能够测量由于不稳定所引起的不期望的运

动，然后通过校正信号来补偿不期望的运动。不过，

增加传感器也会增加成本和复杂性。

利用基于观察器的阻尼，就可以在驱动器内的

控制器中使用简化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了共

振和驱动器内在的低阻尼。使用可用的反馈信号（一

般情况下是位置传感器），观察器可以预测到不期

望运动的存在，然后提供补偿信号抵消其影响（图

1）。大多数标准性能的计算机数字控制（CNC）系

统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并没有纳入先进

的功能，所以可以使用为液压控制专门设计的高性

能控制器。

技巧 3 ：利用专门设计的液压控制来管理力量
输出力矩控制，无论是单独实现还是与位置控

制联合实现，在液压驱动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

在使用传统控制器的典型应用中，比如印刷工业，

额定的印刷力矩只有在给定位点才会达到。尽管适

用于某些应用，但是控制或限制力（力矩）的能力，

基于不同的工艺过程需求，正在逐渐成为关键需求。

在具有工业 4.0 属性的工厂内，随着灵活的生产单

元越来越普遍，对于很多系统来讲，能够依据生产

应用需求（控制速度和位置），来改变和控制不同

等级的力量，成为一种必须具有的功能。

技巧 4 ：记住，液压驱动是非线性的设备
液压驱动器的控制一般是非线性的。控制阀门

是阻性设备，与电阻类似，流量（电流）是设备上

压力降低（电压降低）的函数。流量与供油压力和

负载端压力的差值成比例。

因此，对于给定阀门指令，流量会随着负载压

力和供油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很多液压控制

阀门的流量和信号特性并不是线性的（图 2）。结

果就是液压轴的控制回路增益变化范围非常大。专

门为液压控制设计的先进控制器，具有补偿阀门特

性或使阀门性能曲线线性化的能力。从而可以极大

的改善系统的性能。其它的控制功能还包括监视负

载力矩或压力，从而可以适当的调整控制器的增益，

进而改善现有性能。

技巧 5 ：位置积分器可以帮助优化终点定位的

精度
当液压执行器由控制器定位时，其基本的控

制特性可以改变。由阀门控制的液压定位系统，在

移动的过程中具有积分的特性。这就意味着阀门控

制信号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执行器速度的变化。

因此，位置被定义为 ：

X= ∫ ( 信号输入 ) dt。

然而，当执行器到达期望的位置时，控制特

性会从积分控制改变为比例控制。这是由于液压阀

门内部的流量泄露所致。也许结果就是永远不会到

达期望的位置。此外，负荷越大，或者是终点位置

所需要的力矩越大，潜在的位置偏差就越大。

在定位控制中，使用积分器，可以实现终点

定位的高精度，但是也会在运动过程中导致明显

的不稳定。解决方法就是当位于定位点附近时，

在控制中使用动态预处理以及打开积分项 ；当位

于运动中的其它位置时，切掉积分项。这样可以

大大改善最终的定位精度，而不会导致运动过程

中的不稳定。

积分器的切换点，一般基于数个条件，这些

条件被用于优化控制。专门为液压轴控制而设计的

先进高性能控制器，就具有该特性。  

图 2 ：很 多 液 压 控 制
阀门的流量和信号特
性并不是线性的，因
此其结果就是液压轴
的控制回路增益变化
范围非常大，如果对
此 没 有 深 刻 的 认 识，
就会导致系统性能较
差或不稳定。图片来
源 ：博世力士乐

标准 线性补偿 线性和重叠

输出信号
输出信号输出信号

放
大
器

阀
门

结果信号

控制器
信号

正重叠 正重叠 正重叠

液压控制可以提
供某些特殊的优
势。它们越来越
多地和先进控制
配合使用，以便
在精度和灵活性
方面与电气机械
式驱动相匹配。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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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工业 Wi-Fi 网络，主要部署在 2.4GHz

频段。这些无线网，在 5GHz 芯片被广

泛接受之前就已经设计完成了。2.4GHz

设计具有较低的成本，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客户端设

备，成为现有 Wi-Fi 应用的主流。

除了工业场合，在其它很多地方，也可以见

到 2.4GHz 无线技术的应用。例如，在车辆收费系

统，以及车辆快速识别系统中使用的有源射频识

别 (RFID)，都运行在 2.4GHz 频段。IEEE802.15.4

包括 ZigBee，这是一种应用于监控的低带宽

无线网络，也运行在 ISM 2.4GHz 频段。很多

IEEE802.11b/g 接入点，被部署在不同的工业应用

中。该频段可由企业和客户网络、以及工业监测和

控制网络共享。IEEE 802.11 标准系列是无线局域

网络标准的一个集合。

很多老的工业控制网络，使用的是 IEEE 

802.11b 标准，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这

些接入点和客户端，在与其它更高速度的网络共享

的通信信道上传输数据时，比如 IEEE 802.11n网络，

会降低在共享信道上所传信息的传输速率。事实上，

工业无线通讯技术的最新进展

现有无线电技术，可以满足最新工业标准，为特定工业应用增加附加值。在很多工

业应用，对无线连接可靠性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对吞吐量的要求。

Mike Werning 只要有一个客户端频繁的连接并以 1 MB/ 秒的速度

传输，高速网络共享信道的性能就会非常明显的降

低。

在 2.4GHz 频段，只有 3 个没有相互重叠的通

道。如果其中一个 IEEE 802.11b 网络在一个相互

重叠、非常接近的通道上，就会对通讯性能产生巨

大影响，因为在相互重叠的通道上的冲突，会造成

性能的降低。也可能会导致现有装置出现数不清的

问题，因为这些网络可以被各个不同的个人或部门

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无线局域网（WLAN）

的专业人士，不推荐在 2.4GHz 频段部署新的无线

网络。

IEEE 802.11n: 更高吞吐量与速度
IEEE 802.11a 标准主要用于工业应用场合，在

商业领域内的接受度比较低。随着对 IEEE 802.11a

标准的接受，越来越多的应用开始向 2.4GHz 频段

转移，到现在，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了。现在，

随着 IEEE 802.11n 以及低成本 5GHz 芯片的发展，

在工业领域内，正在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向主要应

■ 最新的无线标
准， 能 够 改 善 数
据吞吐量，但是这
并不是其被工业领
域所接受的主要因
素。

■ Wi-Fi 的 下 一
波浪潮将是 IEEE 
802.11ac， 它 带
来了实现千兆无线
传输的希望。

关键概念
图 1 ：工业环境产生了多
路径干扰，如图所示的
是由 Moxa AWK-1127
构建的无线接入点。对
于 支 持 介 质 访 问 控 制

（MAC）克隆或 MAC 透
明特性的无线射频，比
如 Moxa AWK-1127，
从启动时开始，无线射
频就能够识别在其局域
网（LAN）端口上的设备，
复制其在无线网络上的
MAC 地址。图片来源 ：
Moxa。

AWK-1131A 
无线接入点 接收器

控制室

多路径

反射物体

发射器

发射器

发射器

AWK-1131A 
无线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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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K-4131A
IEEE 802.11n
无线接入点

AWK-4131A
IEEE 802.11n
无线接入点

嵌入式计算机

IP摄像头

用于企业和工业的 5GHz 技术的转移。5GHz 信道

相当清净，几乎没有干扰。通道规划做的非常出色，

20MHz 的信道之间没有相互重叠。

IEEE 802.11n 提高了吞吐量。IEEE 802.11a

的 通 讯 速 度 最 高 可 达 54Mbps。 利 用 IEEE 

802.11n，带宽为 20MHz 的通道和单空间流，其

最大传输速度可达 72Mbps。IEEE 802.11n 还使

得使用多个天线（MIMO: 多入，多出）、发送和

接收链、以及利用 40MHz 的带宽实现理论上最大

为 600Mbps 的通讯成为可能，这种数据传输速率

的提升令人吃惊。十分关键的一点是要做好规划，

小心谨慎的防止这些更宽信道的重叠，避免以前

2.4GHz 应用所面临的问题。

IEEE 802.11ac: 千兆 Wi-Fi
Wi-Fi 的下一波浪潮将是 IEEE 802.11ac，它

带来了实现千兆无线传输以及其它方面改进的希

望。为了更快地利用这项技术，工业领域已经开始

分期部署 IEEE 802.11ac 标准。第一波基于 IEEE 

802.11ac 技术的部署出现在 2014 年。

与 IEEE 802.11n 支持 2.4 GHz 和 5 GHz 不同，

IEEE 802.11ac 只支持 5 GHz。它支持 20Mhz 和

40Mhz 带宽的信道，也支持在 80Mhz 带宽下更高

的数据传输速率。尽管允许进行更高的数据传输速

率，却也减少了在整个频段内可用的信道数量，因

此必须进行信道的规划，以避免彼此间的相互重叠。

IEEE 802.11ac 还提供了被称之为 QAM-256 的更

高密度的调制技术，可以实现更高的性能。由于该

技术需要非常高的信噪比，使用该调制技术时，客

户端离接入点必须非常近，尤其是在车间等存在严

重干扰或者高噪音的场合，更是如此。

第二波关于 IEEE 802.11ac 技术的发展出现在

2015 年，它引入了 160MHz 的信道宽度，实现更

高的带宽和多用户 MIMO，或者 MU-MIMO，可以

同时服务于多个客户。

工业应用环境的考量
最新的无线标准，能够改善数据吞吐量，但

是这并不是其被工业领域所接受的主要因素。IEEE 

802.11n 持续为工业用户提供更多的价值，并且由

于其适用性，它已经成为工业无线应用的共同标准。

在工业环境中，无线网络经常被用于监视或数据采

集和监控系统（SCADA）。从某个客户端发送的数

据，相对较少，有可能要少于数百个字节。这些数

据轮询的频率也比较低。对高速传递数据块的支持，

对大数据文件的传递也许有效，但是对此类应用并

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与工业用户关系更密切的，

是对信道数据传输时间的优化，这样在同一信道内

就可以支持更多的用户。

IEEE 802.11n 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大量多通

道干扰存在的环境下，可以对信号进行重构的能力，

这一点和工业用户关系比较密切。在工业环境下，

金属结构可能导致大量的多路径干扰。既然典型的

IEEE 802.11n 无线系统，包括两个以 2x2 结构布

置的天线，那它们就可以支持多空间流和多通道反

射的信号重构。

冗余与回路保护
除了芯片生产制造商所提供的基本技术以外，

工业应用有时还需要某些特殊的功能，来确保为不

同应用提供优化和可靠的性能。例如，在轨道应用

中，如果需要列车无线通讯，那么设计人员就需要

设置多个主动式无线连接，以便实现冗余。这就需

要多个无线电发射、创建可能的网络回路，实现列

车和地面的通信，必须使用冗余和具有回路预防功

能的通信协议。在过去，生成树协议被用于处理该

类问题，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有点无能为力，主要原

因在于无线网络的失真特性（这意味着减弱或耗

散），以及在漫游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恒重现象。

总之，用于工业应用的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

大大超过了工业标准组织之前在芯片创新方面所达

成的共识。无线技术能够满足最新的工业标准，为

特定的工业应用场景提供附加值。  

在很多工业应用，
对无线连接可靠
性的要求，要远
远高于对吞吐量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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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 共 汽 车 停 车
场 展 示 了 典 型 的 智
能、无线运输（电子
化 汽 车 或 eBus） 应
用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图 中 所 示 的 是 Moxa 
AWK-4131A， 一 种
兼 容 IEEE 802.11n、
防 护 等 级 为 IP68 的
无线接入点，以及兼
容 IEEE 802.11n 的
Moxa AWL-3131A 无
线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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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很多情况下，无线传感器技术被用于监

控远程、难于到达或者即使能到达但是

成本较高的应用场合，或者用于监测时

刻运动的应用。在选择无线方案时，可能需要做很

多技术方面的权衡，还要考虑供应商方面的因素，

才能选到最适合的方案。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技术文件，会搜索到大量的

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IWSN）的

技术比较。对于大型最终客户或者

工程公司中，专职做技术细节评估

的那些人来讲，这些文章提供了非

常详细的分析。但是很多目标最终

用户缺少这类资源，而且没有如此

正规的选择流程，也许在评估各种

不同方案时，并不能确切地了解彼

此之间的关键差异。

工程师做选择时，一般综合

考虑相似的影响因素。根据不同的应用案例，赋予

各影响因素不同的权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 ：

• 通讯连接的可用性 ；

• 安全 ；

• 可扩展性 ；

• 与期望设备的可连接性 ；

• 危险区域等级 ；

• 满足期望发布周期的功能选项 ；

• 易用性 ；

• 与控制系统的集成 ；

• 投资搁浅的风险 ；

• 某些特定现场所需考虑的其它因素。

构建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的

实用建议

为工业应用搭建无线传感器网络时，需要评估通讯协议、设备可用性、以及当前和

未来的用户需求。

Kevin Zamzow 选择无线网络的步骤
通常来说，IWSN 选择过程包括两个步骤 ：首

先是无线网络协议的选择，然后是供应商和单个设

备的选择。协议确定网络的运行方式，特定应用则

决定设备的选择。两者必须协同工作。如果一个协

议，能够满足所有期望的网络需求，当然很好 ；但

是，如果解决单个应用所需的设备并不存在，那这

个协议仍然不能使用。

某些选择标准也许太绝对，因此会导致一些潜

在资源不合格。例如，如果需求为危险分区为 1 级

1 区、防护等级为 IP67，那么任何没有获得上述认

证的解决方案要么被筛掉，要么需要增加费用和围

栏空间，提升安全等级以满足上述要求。

某些用户也许坚持认为，一个 IWSN 如果基于

国际通用的标准而不是某些专有的、单一来源的方

案，那才有考虑的价值。搁浅的投资、有限的可扩

展性、较少的安全审查、从单个供应商获得有限的

产品供应，都会导致专有方案的出局。

ISA100 和 WirelessHART 协议都是 IEC 标

准。这些标准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得到很

多国际性过程自动化供应商的支持，所以不会因

为供应商的倒闭而导致投资的失败。ISA100 和

WirelessHART 协议，即使不能通过全部，也能够

通过大多数通用审查标准，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

一些关键的差异，这就是下面我们所要重点提及的

因素。

IWSN 设计的灵活性
网状网络提供了很多好处，包括自我构建、自

■ 工业无线传感
器 网 络， 帮 助 连
接传感器和逻辑设
备 ；

■ 基于标准的无
线传感器可以减少
风险 ；

■ 认证试验帮助
确认设备的互操作
性。

关键概念

“开放、基于标准的方案

更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并被 IIoT 应用所支持，

比如资产管理系统之于

专用的、单一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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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复以及管理通讯数据包的传送。它还能提供多

个外接点（网关），以便实现冗余和可扩充性。它

的自我管理能力，依赖于确定网络设计或拓扑结构

的复杂算法。

它需要经常评估在无线传感器间指定给每个

中继点的通讯路径，还应评估每个中继点的信号质

量，避免由于丢包率过高而导致中继点不停的重发

信号。对具有足够网格密度（意味着有足够多的节

点来提供多个通讯路径）的 IWSN 来讲，给定网络

的拓扑结构，一般来讲都是稳定的。

网状网络仅仅依赖其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自我

组织，也许并不能满足监视或控制应用中关于确定

性的要求（不能忍受较长时间的延迟或者延迟中的

偏差）。所以，某些无线网状网络，允许用户设定

从传感器到接出点之间可能的最大数量的中继点（，

但是期望结构的特定网络所带来的设计灵活性，经

常是有利的。

WirelessHART，只支持网状拓扑结构，这就

要求所有的无线设备都像带路由的传感器一样工

作。ISA100 支持 3 种可能的组态 ：无线路由，带

路由的传感器，以及不带路由功能，但是在网络故

障时，能够选择多个路由器或网关以实现自我修复

能力的传感器。

ISA100 支持单点对多点的网络结构（星型或

带中继器的扩展星型）、网状网络、或者是星型与

网状网络的组合。

无线网络的性能
ISA100 的灵活性，允许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在

更密集的网络结构中，提供最优的信号质量，来满

足延迟性要求，而不需要更多的接出点（ISA100

骨干路由器或 WirelessHART 网关），就可以提高

IWSN 网络的可用性。

关于 IWSN 设计的灵活，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

因素是对不同设备通讯速率或发布周期的支持。某

些传感器可能需要每隔 1 到 5 秒钟监视一次，例如

压力或温度传感器，而其它传感器要求的时间可能

就相对较长，或者它们的数据可以在更长的连续时

隙中传输，比如振动传感器的波形。ISA100 的时

隙灵活性，使得具有不同发布速率的无线设备能够

共存在同一个网络，增加了较低发布速率设备电池

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网络带宽的使用。

星型或组合网络的灵活性，为管理功耗和电

池寿命提供了一种工具。如果一台设备，配备了较

低的报告速率，可能具有较长的电池寿命，因为在

不工作时其处于睡眠状态。对于网状网络，每个设

备必须作为路由器来运行，以便支持网络的召唤，

所以所有设备都要消耗功率，以便执行其功能，而

这一切与报告速率无关。

工业物联网 ：面向未来的网络
对于任何重大投资而言，包括 IWSN，降低投

资风险都非常重要。尽管只有很少的过程自动化投

资真的面向未来，但是有些无线技术在未来出现并

被应用于新的应用的几率，比如工业物联网（IIoT），

要比其它 IWSN 技术要高。开放、基于标准的方案

更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并被 IIoT 应用所支持，比如

资产管理系统之于专用的、单一源方案。即使基于

标准的 IWSN 协议，也提供了某种程度的面向未来

的规定。

WirelessHART 协议，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一

样 ：HART 通过无线网络，实现主 / 从指令的通讯。

另一方面，ISA100 则支持很多协议，因为它的通

讯是面向对象的，所以很多不同的通讯协议都可以

通过其进行通讯，ISA100 网络包含了 HART 和其

它通用的过程工业协议，如 Modbus 等。

ISA100 支持网际网路通讯协定第六版（IPv6），

为 ISA100 网络上的每个设备定义地址。使用

HART 协议的 IWSN 网络，与 HART 设备通讯，可

能不支持未来的应用，比如 IIoT，因为 IIoT 从本质

上讲基于 IP 的。  

如果使用互操作
标准，集成是否
更容易一点？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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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SN 上设备作用
的方式包括 ：传感器、
带路由功能的传感器、
网关。传感器只与网
关（星型网络）通讯，
但是为了应对网络的
崩溃，它们可以选择
多个网关。带路由功
能的传感器可以在每
个中继的基础上将数
据传递给网络上的其
它设备。通讯路径有
必要做一定的改变来
适应网络的崩溃。图
片来源 ：横河

网关/网络管理员

路由器

传感器/路由器的组合设备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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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几年中，为了让他们的硬件和软件

平台可以更简单的集成，过程控制自动

化系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一

直在追求进步。一些 OEM 厂商辛苦工作，通过增

加一些组件来扩大他们的自动化系统的运行范围，

例如鲁棒性数据历史记录和事件历史记录、过程

对象的软件库、可联网的变频调速驱动、仪表、

以及可以在安全环境下快速部署的网络交换机。

除此以外，控制器软件可以识别输入 / 输出网络

上的设备，以及它们的全部特性和运行参数。

升级过程控制系统的好处
当今的过程控制自动化系统供应商们提供设

计和配置工具，供应商们利用这些工具在系统配

置过程中指导系统集成商或系统设计人员 ；进而

分析设计，然后针对设计的可能表现和鲁棒性参

数进行报告。这些过程控制系统平台为设计人员

和集成商提供了一个良机，使他们可以为客户（工

厂的生产部门）提供前所未有的有效的过程控制

水平以及有效地进行故障诊断和支持生产的能力。

新的控制系统平台性能强大且高效。一个成

功的系统设计人员或集成商一定具备知识、经验

以及证书，并且完全了解部署新工艺控制技术的

微妙之处和细微差别。

成功的升级需要具备的条件
要想运行这些更新的过程控制系统，设计人

员或者集成商需要具备以下几点 ：

升级过程控制系统

所要具备的条件

为了让过程控制系统的升级更加简单且高效，需要对相关标准以及生产运行与功能

需求进行了解，并具有设备与系统集成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Stephen J. Malyzsko 1. 了解程序设计标准，例如 ISA88，批量控

制系统，操作员画面最佳实践，例如高性能的人

机界面（ISA101，HMI），用于企业范围的控制系

统（ISA95，企业 / 控制集成委员会）的 S-95，用

于网络化的 CPwE（融合的工厂范围的以太网），

以及用于系统和网络安全性的 SANS。

2. 具有开发背景和经验，能够满足客户的操

作和功能需求，使生产环境更加高效并可以满足

客户目标的需求。

3. 能够敏锐的感知操作人员、维护人员、质

量人员以及管理层的需求。

4. 能够恰当的应用并且知道什么时候去应用

自动化系统供应商提供的元器件和工具。一个优

秀的系统集成商懂得如何最有效地应用技术并将

集成商对过程控制的感觉和理解结合在一起，从

而提供可以让生产运行更好、更快、生产的产品

质量更好的过程控制自动化系统。

当一个自动化项目融合了许多具备过程知

识的供应商提供的有效且高效的平台和工具，

以及高质量的且经过认证的集成商的项目执行

经验，其结果可以令人震惊。相反，如果使用

没有过程控制知识、经验以及经过认证的系统

集成商提供的自动化平台或者工具， 可能带来

灾难性的结果。

过程控制自动化需要合格的性能良好的系统

和操作员。系统集成商应该具备技术方面的知识、

认证信息、经验以及可以让自动化项目成功完成

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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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的许多智能过程变送器都是全能的设

备。它们在提供简单的压力读数以外还可

以提供大量的信息以及执行更多的功能。

这些额外的数据可以包括温度、设备历史、

标定信息、诊断信息以及更多。一台智能变送器

可以检测到内部问题，可以远程进行重新标定和

重新设定范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定位过程

异常现象，例如阻塞的取压管线。

除了直接测量压力数值，压力测量可以用来

确定或推断出流量、液位、产品密度以及其他参数。

因此，压力变送器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过程仪表的

应用更加广泛。

无线技术为压力变送器的功能又增色一分，

无线技术让用户从以前不便于测量的地点获取信

息成为可能。过去，因为担心配套的导管、电缆、

输入 / 输出（I /O）机柜、以及其他有线仪表所需

的基础设施所产生的成本，有些测量点因不具备

经济可行性而被放弃。

有了这个“在任何地点测量任何参数”的额

外能力，工程师只需决定需要测量什么及其原因。

对该地点进行某种测量的正当理由，以及什么设

备对于满足他的目标最适合？

本文将提供一系列问题的建议以及其他注意

事项，给那些负责为压力应用和变送器选择制定

关键决策的设计师提供指导。

压力变送器的基本常识
在选择适合的压力变送器时，首先要考虑的

问题应该包括 ：

• 该应用的正常工作压力是多少？在这个范

围内选择一个最优的变送器。

• 正常工作时会出现的最高和最低压力是多

正确选择压力变送器的要点

在选择压力变送器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注意事项，而且这些很少会在学校里学习

到。本文提供了一些建议，避免你在工作中得到深刻的教训。

少？精度通常在极值的时候会降低，要确保设备

在这些情况下可重复使用，不会受到任何损伤且

不需要重新标定。

• 在最差的情况下，设备会承受的最大压力

是多少？为了安全考虑，变送器可以承受的最高

压力必须可以达到其所连接的容器或管路的额定

压力，且不会发生爆裂。所有连接的管路、法兰、

阀组以及其他会承受相同最大压力的配件都必须

满足这个额定限值的要求。有一些设备在过压事

故之后还可以继续工作并保持精度，可是其他设

备可能需要重新标定或者甚至更换，不过这里的

首要考虑因素是安全。

 

连接到过程上
由于压力变送器也可以用在流量和液位应用

场合，它们经常与其他组件整合在一起，例如测量

流量的孔板或用来监控罐体液位的

压力传感器。有三种安装类型可

以用来将变送器与组件或过

程连接起来 ：1）直插式

（In-line），变送器直接安

装在一个工艺开孔上；2）

共面式（coplanar）；3）

双平面式（biplanar），变

送器通过两个接口连接到过

程上。

一台直插式安装的变送器（请

见图 1）有一个接口，通常在测量

单元的底部，用于测量表压或绝对

压力。直插式安装的变送器一般重量

轻且不需要安装支架。

一台共面式安装的变送器（请见图

■ 压力传感器是
使用最广泛的工业
测量设备之一。

■ 针对各种特定
的应用，有数不清
的配置设计。

■ 要做出正确的
选择应当先了解所
应用工艺的需求。

关键概念

Wally Baker

图 1 ：直 插 式
（In-line）压力
变 送 器 具 有 一
个过程连接口。
本 文 所 有 图 片
来 源 ：艾 默 生
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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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测量单元底部有两个工艺接口，用于

连接不同压力。这种变送器重量轻，通常安

装在一个过程法兰上面。双平面式连接可以

测量差压、绝对压力或表压类型的应用。

 双平面式配置是一个更加传统的过程连接方

式，在测量单元下部两侧有两个接口（请见图 3）。

这是用于差压测量的传统过程连接，它同时支持

表压和绝对值测量。它重量更大一些，相比直插

式和共面式设计的连接更加具有挑战。一

台用于差压流量应用的变送器也可以直

接安装在一个包含孔板的法兰上。

在考虑连接类型的时候，要考虑是否存在已

有的连接点，还是必须在过程管路上制造一个新的

开孔。这两种情况都可能需要停止工艺过程，这会

带来很高的成本以及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也可

以在工艺过程运行中进行带压开孔并增加一台变送

器，不过这需要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操作才行。

其他与连接相关的需要考虑的事情包括 ：

• 能否增加一个法兰来实现连接？如果可以，

什么类型的法兰适合该应用？

• 现在用的是哪种螺纹？

• 是否已经安装了阀组？

所有关于监控点的安装考虑因素也同样适用

于控制点。但是对于控制，更加方便维护的连接

点是比较理想的。例如，如果有沉积物堆积，能

够清理和清洗连接点很重要。通过添加一个三向

或五向的阀组，或者一个可泄放法兰，你就可以

轻松地清洗任何堆积物。

远端密封
连接一台压力变送器通常包含从工艺过程开

孔到变送器之间的取压管线。这些管线可能会被

沉积物阻塞或在冬天结冻。处理阻塞的取压管线

的一个方案是远端密封以及毛细管系统，即工艺

过程压力是通过一个充油的毛细管传送到压力传

感器的。

该系统扮演了压力变送器的延伸作用，并保

护其隔膜免受热的、冷的或腐蚀性的过程流体的

影响，同样避免黏性流体或包含悬浮固体的流体

阻塞取压管线。在卫生健康的应用中，远端密封

也会让清理过程连接更容易，防止在不同批次之

间产生污染，同时减少充满流体安装和未充流体

安装经常需要的维护工作。

对于测量罐体液位，还可以使用电子远程传

感器。与在罐底和罐顶使用取压管线连接时采用

一台差压变送器的方式不同，这种方式使用了两

台变送器。一台位于罐底部，另一台位于罐顶部。

两个传感器通过电子方式连接在一起，而不是通

过一个充满流体 / 未充流体管路或毛细管路连接。

这尤其适用于较高的罐体，因为避免了对很长取

压管线的需要。对于这种方式的一个提醒是相比

液位的差压测量方式，罐体内的高静压力会对精

度产生影响。在考虑这种布置方式时，最好咨询

工厂专家来帮助选择最好的技术。

 

环境方面的考虑
压力变送器所在的工作环境很重要。需要考

虑的问题包括 ：

• 工作温度是多少？如果使用远端密封系统，

要保证选择的填充管道的流体可以满足过程温度

和环境温度。在低温的时候，取压管线可能会结冻，

或者填充的流体会胶化。在高温的时候，远端密

封系统填充的油可能会沸腾或退化。有一些经过

特殊配方的流体适合大范围的温度。

• 是否会有明显的机械振动？变送器的安装

总是要将振动、冲击和温度波动控制在最低。

• 工艺过程是否涉及明显的压力脉动？安装

在正排量泵排出端的变送器可以因为快速的脉动

而损坏，测量精度下降并且传感器寿命缩短。可

能需要一个脉动阻尼器或减震器。它可以是一个

简单的金属多孔过滤器或插入到脉动管路中的可

调节针阀。

• 设备是否会被用在危险区域？如果是，需

要哪些认证？相关的认证可能包括 ATEX、IECEx、

CSA 以及 FM。许多设备具备多种认证，因此它

们可以适用各种危险区域。

• 彻底冲洗时会怎么样？在食品、饮料和制

药的应用场合，变送器可能要适用热的和腐蚀性

的化学品来彻底清洗。

了解变送器多久需要重新标定也是很重要的，

以及在执行这种操作时需要包括什么。有可能需

要把设备本体拆下来并送到仪表实验室，那样会

图 2 ：共面式安装的
变送器有两个过程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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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工艺过程停止工作。如果变送器可以通过截

止阀进行隔离，对工艺过程的中断影响会少得多。

除此以外，现在的一些变送器提供更长久的稳定

性特性，由于它们需要的标定更少了，因此减少

了维护费用。

通讯协议的选择
一台变送器最简单和最常用的输出方式是通

过 4-20 毫安的电流回路的模拟量方式 ：4 毫安代

表着设备处于量程下限值，20 毫安代表处于其量

程上限值。例如，这可能分别代表空的储罐以及满

的储罐。电流回路要求每一台变送器都要通过接

线连到控制室（在某些工厂里该距离可能达到一英

里甚至更长），再加上其自身在控制室内的输入点，

因此增加一个工艺测量点会增加很大的成本。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HART 协 议 出 现 了。

HART 在 4-20 毫安的输出信号上叠加一个低水平

的数字信号，使控制系统和变送器之间以 1200

比特 / 秒的速度进行双向通讯。来自于设备端的

数字信号所含的信息包括设备状态、诊断信息、

测量的或者计算的数值以及其他。HART 的优势

是可以利用已有的 4-20 毫安现场接线，安装起来

简单且不贵。

另一种接线的架构是使用例如 Ethernet/ IP、

基金会现场总线或 Profibus PA 的数字化数据总线

接口。这些总线协议使安装的灵活度高得多，因

为不再需要将每一台变送器都与控制器进行接线，

多个变送器可以在连接到一束线缆上。同时可以

让大量的信息以相对更高的速率进行传输。

无线选项
从根本上消除变送器接线成本的方式是省略

所有的电缆连接，不管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即

使用无线系统。或者，无线可以用来为已有的有

线系统增加功能。尽管 HART 是一个行业标准，

在所安装的 3000 万台有线 HART 仪表中，只有

不到 10% 可以远程访问二级数据。技术人员通过

手持式设备使用 HART 检查并重新设定变送器的

量程。

现在有一些无线适配器，可以插入到具有

HART 的 4-20 毫安变送器中，使其成为无线网络

的一部分，从而能够提供配置数据、状态信

息、标定日期以及过程数据，包括主要压

力数值和例如温度等其他数据。

尽管最初用在工厂里的无线网络几

乎都是仅用于资产设备的监控目的，IEC 

62591（无线 HART）以及其他无线仪表协

议的出现，让用于监控和控制应用的无线传

送过程变量信息普遍得到了增加。该系统采

用的是自组织网状网络的形式，有一个网关作

为其连接点通过数字总线连接到工厂的主控制

系统。

无线仪表网络协议使用各种方式将每个设备

的数据传送到网关。使用无线 HART，每个变送

器构成一个网络节点，既扮演数据来源，又扮演

路由器。来自于一个节点的信息会从一个节点传

递到另一个节点，直到送到网关，而从网关传送

到某一特定节点的信息也会通过类似的方式在网

络中经过多条路径送到目的接收者。因为数据传

送不依赖于一条路径，因此这种冗余设置提供了

可靠的通讯。

一个无线网络可以在不需要在铺设任何电缆

的情况下扩展一个工厂的仪表系统。仅仅需要将

网关与控制系统相连接。无线变送器可以通过电

池供电或者本地硬接线供电，变成网络中的节点。

对于那些曾经被认定不具备经济性的地点，

现在通过无线压力变送器可以测量压力、流量和

液位等数据的测量。有了这种功能，工程师可以

考虑在过程工厂的任何地方将无线变送器用于控

制、监控或安全。

考虑到设备选择和部署的复杂性，请不要担

心要求工业供应商提供帮助。许多为仪表制造商工

作的应用工程师具有很多年的工业经验，并且处理

过很多各种有挑战性的测量情况。他们经常可以在

技术选择方面提供相当于免费咨询的服务。  

图 3 ：双平面式连接，
侧面两个接口，支持
表压、差压和绝对压
力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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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过程自动化  |  INsIdE ProcEss

“控制并维持为燃烧器单元输

送氯气和氢气喷嘴的气体压力

至关重要，但是电解器薄膜两

侧的压力差也不容忽视。”

CI2 H2

CI2

CI-

CI-

H+

OH-

OH-

32% NaOH

30% NaOH

215 g/l NaCl

305 g/l NaCl

NA+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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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H+  +   2 e-                   H2

生
产盐酸（HCl）需要在一个燃烧器中混合

氢气和氯气。用作原料的这些气体是通过

氯碱工艺制造出

来的，在被称为电解器的反

应器中通过电解作用将盐水

（NaCl）和氢氧化钠 (NaOH)

分解。电解器的主要组成部

分是阳极和阴极，通过薄膜

分隔开。该薄膜对于氢气和

氯气喷嘴之间的薄膜两侧的

压力差波动非常敏感，因此最重要的工艺参数之一

是控制两个喷嘴的气压，从而维持阳极与阴极之间

的压力差达到预想值。要想实现薄膜寿命最长并且

避免因为一个扰动而带来潜在的工艺安全事故，就

一定要一直维持该压力差（请见图 1）。

位于电解器电解槽室薄膜两侧的气压必须要

不断地保持在大约 8 in. WC 的压力差。一般来说，

为盐酸生产维持稳定的气压
在氯碱薄膜法工艺中，使用电解器生产氢气和氯气。在薄膜两侧维持稳定的压力对

于安全和设备寿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氯气喷嘴的压力是 112 in. WC，而氢气喷嘴的压力

是 120 in. WC，以保持期望的压力差。使用一个

差压控制器可以将其稳

定。如果压力差超过安

全限值或氯气压力过高，

电解槽室会被关闭。过

量的氯气压力会通过将

气体释放到废气脱氯系

统或者应急通气洗涤器

（EVS）系统得到缓解。

类似的，把氢气释放到烟囱的也可以避免过高的氢

气压力（请见图 2）。

来自于电解器的气流经过处理被送到 HCl 合

成燃烧装置中。注入合成器（一般是美尔森装置）

的气体压力应该处于 77-80 in. WC 之间。

具有挑战的启动和停机
快速地启动和关停 HCl 燃烧器单元会给喷嘴

造成压力扰动，这会引发报警并在几秒钟之内暂停

工艺。因此，不仅控制并维持为燃烧器单元输送氯

气和氢气的喷嘴的气体压力至关重要，而且保证电

解器薄膜两侧的压力差也不容忽视。具有多个燃烧

器的单元会增加复杂程度。

流量转移是一种将压力扰动控制在最小的方

式。如果燃烧器跳闸并停机，将被那个燃烧器使用

的准确的气体量转移到一些其他目标，这样可以减

轻或消除喷嘴的压力扰动，这些目标对于氯气来说

一般是 EVS，对氢气来说是向大气排放的烟囱。

基本的控制描述
基本的策略是使用输送到燃烧器气体的流量

测量以及位于通往安全区域管线上的节流控制阀的

位置，这样经过那个部分打开的控制阀的流量与流

■ 化学工艺经常
有一些独特的关键
变量必须进行精确
的控制。

■ 不同形式的控
制扰乱会激发创造
性的工程设计。

■ 对于所有的工
艺来说，启动和停
机都是至关重要的
时刻，需要仔细的
规划。

关键概念

图 1 ：电解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阳极和阴极，通过一层薄膜分隔。该薄膜
对于压力差波动非常敏感，因此最重要的工艺参数之一是在阴极和阳极之
间控制两个喷嘴的气压差使其维持在 8 in. WC。图片来源 ：Neelesh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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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的 Cv 值。但愿压力可以保持得足够

稳定，这样就没有必要为压力和差压变

化做持续的补偿了。最初，该数学方程

式不应该包含压力或差压补偿。这会让

Cv 与流量的关系简单得多。流量值被

用来计算控制阀大小，作为结果的 Cv

可以确定系数 K，从而会为任何流量确

定节流阀的 Cv 值。输出可以将百分比

开度转换为 4-20 毫安的输出。  

停机或跳闸：只要燃烧器停机或跳

闸，燃烧器上的安全截止阀和流量控制

阀就会关闭，而且流量分流开关阀会打

开。流量分流节流阀已经在正确的位置

上，因为在跳闸之前它们就已经根据流

向燃烧器的氯气和氢气的流量一直维持

在其位置上。这会将可能向上游移动并

扰乱电解器的压力波动控制在最小。  

向燃烧器的流量相一致。流经节流阀的

流量是通过第二个上游断电关闭的开关

阀来截断的。开关阀与燃烧器的安全截

止阀在电气上连接在一起，所以当燃烧

器跳闸时，燃烧器安全截止阀会关闭，

分流线上的开关阀会打开。流量经过分

流并稳定以后，节流阀慢慢关闭，为正

常的压力控制系统留出时间来调整新的

流速，这会使进料的浪费控制在最少量。

详细的控制描述
每一个 HCl 燃烧器单元都有一个

对应的节流阀以及在每条供应线上的

开关阀分流装置。图 2 展示了两个 HCl

燃烧器的设置，每一个进料都有两套分

流阀装置。燃烧器启动、运行以及停机

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详细

的考虑这些流程。

燃烧器启动模式一般包括下面几

个步骤 ：

• 启动流程

• 氮气吹扫

• 建立软化水流量 / 空气流量 / 再

循环酸流量

• 引燃火焰

• 主火焰 / 氢气流量逐渐增加

• 使用氯气置换空气流量

• 工艺稳定在正常的水平

一旦启动流程，氢气节流阀逐渐

打开到它们预设定的位置，由于燃烧器

关闭导致安全截止阀关闭，开关阀保持

打开状态。这一步建立了从氢气喷嘴到

排放烟囱的氢气流。这是燃烧器的主火

焰步骤所要求的流量。

在主火焰步骤中，氢气安全截止

阀打开，氢气流量控制阀打开到预设定

的位置，以获得保证主火焰的最小的氢

气流量。一旦安全阀打开，分流开关阀

关闭，将氢气从烟囱分流到燃烧器。

正常运行 ：一旦所有环节都稳定

了，并且 HCl 燃烧器正常工作，氢气

和氯气分流线上的开关阀保持关闭。节

流阀跟踪氢气和氯气的流量轨迹并调整

其开度到合适的位置。这是依据一个基

本的数学方程式 ：

Cv = F / (K * SQ RT dP (P))

该等式包含了变量、流量、有效

压降（dP）、上游压力（P）以及节流

氯气（CL2）喷嘴

氢气（H2）喷嘴

电解器..1

电解器..n

H2
冷
却
器

CL2
冷
却
器

H2
除雾器

用于1号和2号HCl
单元的H2分流系统

用于1号和2号HCl单元
的CL2分流系统

漂白单元

2号
HCl
单元

1号
HCl
单元

安全截止阀

安全截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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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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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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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来自于
电解器的两股
气流被分别处
理，然后在合
成燃烧器单元
内混合。分流
阀可以将两种
气体分流到安
全区域，防止
在气体喷嘴处
的压力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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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  aPPlIcatIoN uPdatE

典
型的污水处理工艺包含三个主要阶段 ：

机械处理阶段、生物处理阶段和最终的

加氯和过滤处理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使

用变频器。生物处理阶段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因

为在该阶段好氧菌可以消耗污水中的有机物。生物

处理在曝气池中完成，好氧菌被强制倍增，以很高

的速率繁殖，这些都是通过增加水中的有效含氧量

完成的，因此需要使用风机将空气鼓入曝气池。

曝气工艺
为了促进好氧菌完成该项工作，离不开两种资

变频技术

在污水处理曝气控制中的应用

在典型的废水处理厂，曝气风机是最大的单一能源用户。能源效率提升最主要的途

径之一，就是采用基于变频控制技术将空气吹入曝气池的方式。从通过流量控制阀

（FCV）转变为由鼓风机的转速来控制流量，可以减少高达50%的能源消耗。

源 ：用来呼吸和繁殖的空气，以及用来消耗的有机

物质或食物。曝气风机将空气鼓到曝气池中，水中

的溶解氧（DO）不断增加。曝气池中，溶解氧容

量的最佳范围取决于污水量、曝气池大小和污水流

速。

控制向曝气池中注入的空气数量对在整个工

艺十分关键（见图 1）。如果空气较少，就会降低

细菌的繁殖速率，现有的细菌无法消耗流经曝气池

的所有有机成份，这样处理就不完全。如果注入的

空气再少点，甚至是没有空气注入，那细菌就会消

耗光曝气池中所有的溶解氧并死亡。在这种情况下，

实施变器曝气控制
策略有助于 ：

■ 降低能源消耗
和维护成本 ；

■ 增加工艺稳定
性 ；

■ 提升整个工厂
的功率系数。

关键概念

Shady Yehia

空气控制对于曝气工艺的影响

过少的空气 过少的空气

非常低或
不供应空气

低空气
供应量

充足空气
供应量

高空气
供应量

非常高的空气
供应量

没有足够的空气来

维持细菌的生命，

因此细菌会死掉

细菌生长较慢，污

水处理不完全

污水处理完全，并

且运营的能源利用

效率较高

污水处理完全，但

是运营的能源利用

效率较低

细菌生长太多，所

以细菌会因饥饿而

死亡

健康而有效的处理工艺

不完全的处理，处理流程可以进行，不会完全停止

运营受到干扰，不能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流程必须重启

图 1 ：曝气池的空气控制对于污水处理工艺的正常运行非常关键。 所有图片来源 ：Shady Ye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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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过程就停止了。必须重新启动该过程，重

新建立细菌菌落，该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

另一方面，如果注入的空气太多也不好。即使

超过适量的空气可以确保细菌的生长，但是从能源

消耗角度来讲并不经济。而且，如果过量的空气注

入到曝气池中，细菌的生长就会超过容许的界线，

曝气池中的有机物就会被消耗的过快，细菌将会忍

受饥饿甚至是被饿死，同样也会导致处理流程的中

断。

传统的曝气控制
典型的曝气控制策略基于比例、积分和微

分（PID）控制。控制器可以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甚至是独立的

PID 控制器。

图 2 所示的传统回路，使用溶解氧探头和传

感器，来测量水池中的氧含量 ；并将其与溶解氧设

定值比较（一般情况为 2.0 到 4.5ppm），并计算所

需的控制输出，通过流量控制阀来调节进入水箱的

空气流量，从而改变水池中的溶解氧。

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可以将水池中的溶解氧

值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并不能满足现

代工厂关于低能耗的要求，而变频驱动则在曝气池

控制方面发现了它的用武之地，是一种有效的替代

传统流量控制阀的途径。

用变频器代替流量控制阀
应用该策略时，系统不再需要流量控制阀，变

频器一般作为电机控制中心（MCC）的一部分提供

给工厂，接受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一般为 4-20mA），

来改变鼓风机的转速（见图 3）。

变频器将输入的固定电压、固定频率的电源，

转换成可变的电压和频率。同样的概念，就是改变

电机的转速而不需要调节皮带轮或齿轮的理论基

础。

使用变频器所节约的能源，可以从以下相似定

律中得出 ：

• 流量正比于轴的转速 ；

• 压力正比于轴转速的平方 ；

• 功率正比于轴转速的立方 ；

将变频器应用于离心式风扇或风机的功率消

耗曲线，与应用流量控制阀的曲线相对比，可以看

出，在同样的运行点，变频器节省出更多的能源 ；

当流速减少 20% 时，节省的能源消耗高达 50%（见

图 4）。在容积式鼓风机的应用中，虽然变频器节

省的能源相对较少，但是也不能忽视。

变频器应用于曝气池的效益
将变频器用于曝气池，不仅可以节约能源，还

将提高工厂的投资回报率。考虑到不同工厂 6-18

个月的投资回报周期，变频器在曝气控制方面的应

用，还可以带来以下超额的效益 ：

• 系统不再需要控制阀，可以降低维护费用，

图 2 ：利用流量控制阀来实现曝气控制。

图 3 ：基于变频驱动的曝气控制。

H2排放烟囱

流量控制阀

空气鼓风机

溶解氧变送器

曝气池

溶解氧探头

空气鼓风机

溶解氧变送器

控制器

交流电源

变频器

曝气池

溶解氧探头

曝气控制策略和
基于变频器的曝
气控制之间的差
别是什么？

思考一下 ：

文章下转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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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控制系统的安全

 需要 IT 与 OT 的融合
信息技术（IT）和运营技术（OT）需要更好的彼此沟通来防止潜在的攻击。在

应用中对信息物理系统的相关性进行可视化对确保工厂安全很有帮助。

Gregory Hale

不
久以前，由于大量非工业领域的信息技

术 ( IT) 安全人员的涌入，一家著名的工

业控制系统（ICS）安全专业公司感到

很消沉。

“现在这里有太多连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与电磁线圈的区别都不清楚的人正尝试向那些想做

正事的人提供建议。可是这些人不知道如何从虚构

中分离出事实来。”专家说道。

谁会不同意？
尽管 IT 与 OT 的分裂仍然是引起关注的直接

原因，在参加完主要以 IT 为中心的美国 2015 黑

帽安全会议之后，才了解到 IT 领域已经想要开始

全面了解工业安全的重要性和区别。关键基础设施

安全的重要性已经逐日提升，运营技术 (OT) 方面

的 IT 环境越智能，

制造业自动化公

司才会越好。毕

竟，IT 对于安全

方面有着良好的

记录，即便是从

不同的角度，它

们也已经从事这

方面很长时间了。

IT 安全的专

业人士需要知道可用性的重要。他们需要知道不能

为了几项工作任务而让系统停机几个小时。在某些

情况下，它们必须保持一次性运行数年而不中断。

在由 Invincea、Kim Zetter( 倒计时到零日攻击

的作者 ) 和 Vikram Thakur（来自赛门铁克的资深

研究员）参与的预备会议上讨论了震网病毒攻击的

重要性以及那意味着什么。即使这样的谈话有着 IT

的偏见，并没有真正涉及到攻击核电站控制系统的

重要性，但是辩论小组成员们的确针对攻击进行了

长时间的讨论。

不管别人对辩论小组的观点是赞同还是反对，

但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保护工业控制系统的重要性。

化工厂攻击
此次会议还有关于如何攻击化工厂的对话。来

自欧洲计算机网络资深安全顾问 Marina Krotofil 做

了题目为“动摇经济来源 ：为了竞争和敲诈而对化

工厂进行黑客攻击”的演讲。

有趣的是因为危险的黑客攻击成功的可能性

比较高，Krotofil 快速简单地讲解了一下制造业自

动化行业保持系统健康运行的重要性。

了解信息物理系统安全的未来会在确保工厂

安全方面获得很多帮助，Krotofil 说道。

另一个对话是关注于全球星的卫星传输，它被

用于监控水管线以及由于信息的变化而产生盗采结

果的油气的钻孔应用场合。

“黑客可以将数据注入系统中。这些系统已经

有 20 年历史了，在建造它们的时候还没有安全意

识。”Synack 安全研究员 Colby Moore 说道。

在这些老系统中，“没有加密，而且每件事都

是用纯文本书写的，”Moore 说道，“几年以前那可

能还是事实，可是今天就没有理由了。”

从油气设备到船队跟踪，再到消费品，应用了

“IT 安全的专业人士需要知道可用

性的重要。他们需要知道不能为了

几项工作任务而让系统停机几个小

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必须保持

一次性运行数年而不中断。”

■ 信息技术（IT）
和运营技术（OT）
需要更好的彼此沟
通来防止潜在的攻
击。

■ 了解信息物理
系统安全的未来对
确保工厂安全很有
好处。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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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控制阀是一个需要较高维护资源的元件。在较

低的压力下运行鼓风机，可以降低机械系统部件的

应力和振动。

• 更快、更精确和具有更好响应性的控制。一

般情况下，这可以减少工艺过程的波动，确保在所

有的时间内，经处理后的水都能维持在工艺要求的

范围内。

• 提高工厂功率系数，因为变频驱动器包含内

部电容器，提供了驱动电机所需要的大部分电抗功

率要求。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曝气鼓风机是污

水处理厂最大的负载，因此所带来的功率系数提升

也非常显著。

实施变频器曝气控制策略，在工厂运行的多个

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效益 ；它可以节约能源，提升过

程控制，提升工厂的功率系数，降低维护费用。我

们不应忽视这些效益，尤其是在能源价格上涨、运

行标准日趋严格的情况下。  

图 4 ：从图中变频器对比流量控制阀的能源消耗曲线，
证明了变频器带来的能源节约更多。

流量，%

泵
/风

机
功
耗
，

%

在流量减少20%的情况

下，相对于阀门控制，变

频器转速控制可以提供高

达50%能源节约。

阀门控制

变频器转速控制

数以百万计的缺少安全保护的设备，Moore 说道。

Shamoon 病毒攻击
另一个对话关注于 Shamoon，2012 年这个残

忍的攻击发生在石油巨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身上，导致了 35000 台计算机瘫痪。

Shamoon 是一个攻击微软 Windows 计算机的

病毒。它的可怕之处在于，Shamoon 可以通过开

发共享的硬盘而扩展到其他计算机上。一旦一个系

统受到了感染，该病毒会继续从系统中的特定位置

编译一个文件列表、删除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的信

息发回到攻击者。

病毒覆盖主引导记录
最终，病毒覆盖了系统的主引导记录以阻止

系统的启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拉

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公司以及沙特阿拉伯化肥公司都

成为这种病毒攻击的受害者。Christina Kubecka 说

在斋月期间该攻击是双管齐下的。超过半数的微软

Windows 系统被感染，病毒令 35000 个系统崩溃。

曾经针对 Shamoon 发表过题为“灾难之后如

何实施 IT安全”演讲的Kubecka不仅关注于 IT方面，

同时也了解 IT 与 OT 的区别。

“IT 不了解的是一个发电厂不能对其系统进行

快速重启，”她说道，“在攻击过程中 ICS 被分离开

来，那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该攻击没有让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遭受损失，但是其后果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仍然造成

了不小的困扰。

“油罐车排队数英里长来等着灌装精炼汽

油，”Kubecka 说道，“攻击发生的 17 天之后，

整个沙特阿拉伯面临石油短缺。ICS 和 IT 网络仍

保持被隔离状态。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电话、也

没有传真机。”

IT 和 OT 是否会完全达成共识？不可能。不

过他们具有类似的认识。这个会议带来了一个好

的结果，尽管针对 ICS 领域中工作的 IT 还有怀疑

者和反对者，而且会花费数年的时间达成共识，

但是仍然有希望可以让 IT 和 OT 形成一种良好的

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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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

凌华科技首推支持CompactPCI Serial
工业标准的处理器刀片

2016 年 5 月 31

日，全球智能云计算

服务平台、网关、嵌

入式计算机及行业应

用平台供应商——凌

华科技推出旗下第一

款支持 CompactPCI 

Serial 的处理器刀片 cPCI-A3515。这款全新的 3U CompactPCI

处理器刀片采用了 Intel Core 处理器，支持 CompactPCI Serial 工

业标准，非常适合需要高速、高带宽数据通信的应用场合，如铁路、

工厂自动化以及国防领域。

CompactPCI Serial（PICMG CPCI-S.0）标准是由 PICMG 

2.0 规范演变而来，是目前 CompactPCI（CPCI）开放标准中最

快速、功能最丰富、最具成本效益的标准。CompactPCI Serial 标

准在机械结构和电气规范上兼容 3U 和 6U 欧规卡，并针对高速的

Fabr ic 交换（星形拓扑）定义了一个接口。点对点的连接器允许

一个系统槽上最多支持 8 个外围卡，并且无需交换或者桥接。以

太网数据传输可以配置为全网拓扑，与所有外围卡槽的连接最高

支持 1000Base-T，从而满足系统对冗余性和安全性的严苛要求。

CompactPCI Serial 标准通过 PCI Express、SATA、以太网和

USB 对并行 PCI 进行了扩展，且传输速率最高可达 600Gb/s。凌华

科技 cPCI-A3515 通过 PCIe 接口提供了极大的吞吐量选择，包括 1

个 PCIe x8，2 个 PCIe x4 和 3 个 PCIe x1 接口。除此之外还提供了

4 个 6Gb/s SATA 接口和 10 个 USB 2.0/3.0 接口。背部 I/O 接口包

含了 8 个 1000Base-T 千兆以太网口，可连接到与之兼容的背板上，

从而支持混合型或者 CPCI 2.0/S.0 标准的 COTS 产品。

ProduCTs新品发布

自动化软件

智能资产管理的好管家——FactoryTalkAssetCentre v7.0

机器视觉

美国邦纳发布

全新一代VE系列智能相机

来 自 美 国 邦 纳 的

全 新 VE 系 列 智 能 相

机，融合了现有邦纳视

觉产品线的成功基础，

结 合 iVu 易 于 使 用 和

PresencePLUS 强大检

测能力的特性。其视觉

管理软件具备 PC 模拟

器和在线编辑功能，为

用户创建和升级检测程序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两百万

像素成像仪提供了更大的视野以及小物体检测能力。

易于使用的视觉管理软件提供方便快捷的设置，

简化了设备管理。无论你是视觉新手还是高级用户，

都可以轻松浏览直观的用户界面、调试功能、日志，

几乎不需要售前或售后支持。

VE 系列智能相机的主要特点 ：一体式设计，外形

更加小巧 ； 2MP 像素，1600*1200 ；简单易用、免费

的视觉管理软件，提供众多检测工具满足多种检测需

求；在线调试功能，最大程度保证产能；离线仿真功能，

无需连接硬件即可通过软件完成编程工作 ；自带两行

数字显示功能 , 配合按键可以完成切换检测程序、修改

IP 地址等多种操作 ；坚固的金属外壳，配合镜头防护

罩可达到 IP67 防护等级 ；千兆以太网、支持 Ethernet/

IP, Modbus/TCP, Profinet 通讯协议 ； 1 路输入，5 路

输出 ；具有 CE 和 UL 认证。广泛适用于汽车、电子、

制药、包装、物流等行业。

罗 克 韦 尔 自 动 化 的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v7.0 软件可在整个工厂或生

产运营范围内自动发现设备、网络交换

机及工作站计算机软件，并跟踪其状态。 

该软件可简化生命周期管理，帮助减少

意外停产时间。

现代生产环境中拥有成百上千的资

产。随着工业物联网 (IIoT) 的兴起，资产

更加智能化，但系统中各个资产的识别以

及库存管理仍然是一项挑战。FactoryTalk 

AssetCentre 资产 - 库存代理通过扫描网

络，可发现工厂内现役资产的硬件、固

件和软件信息。随后可在现役资产库存

中跟踪设备。 

利用规划功能，资产 - 库存代理可

定期扫描或根据需要进行扫描。新发现

需要经过用户的确认，而后才会添加到

现役库存中。对更新进行持续跟踪可提

供系统变更历史记录和潜在的危险信息，

例如工作站计算机在运行未经授权的软

件。对于扫描期间无法识别的设备，仍

可以手动输入，或者也可以手动输入方

式填写已发现设备的缺失信息或属性。

最新版本的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软件还包含适合移动设备的仪表板，可随

时随地访问最近搜索结果的状态信息，并

能通过详细浏览功能查看失败和成功信

息。该仪表板还可显示变更及资产绩效审

计日志，从而帮助用户通过自己选择的设

备远程访问系统并解决潜在问题。

为进一步简化，FactoryTalk AssetCentre 

软件支持无人值守安装。对于条件恶劣地

区，该软件还支持远程安装，从而降低劳

动力和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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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以太网

德国赫优讯以太网分析仪

最新支持MECHATROLINK-III

近日，德国赫优讯（HILSCHER）的工业以太网

分析工具 netANALYZER，通过了 MECHATROLINK 成

员组织的认证，可以全面支持 MECHATROLINK-III 实

时以太网协议。

目前，赫优讯的实时以太网分析工具 netANALYZER

是 MECHATROLINK 组织中唯一支持多种实时以太网

诊断分析的设备。配合可以免费获得的 Mechatrol ink 

Analyzer 分析软件，在 MECHATROLINK-III 网络中的

数据流可以被记录并显示，同时通过滤波器和触发器

功能，可以检查所有抓取数据。

除了 MECHATROLINK-III，赫

优讯的 netANALYZER 分析工具

还适用于 PROFINET、EtherNet/

IP、EtherCAT、Sercos、

M o d b u s / T C P

和 E t h e r n e t 

POWERLINK 等网

络。netANALYZER 

Scope 是相应的

在线诊断示波器软

件，可以直接抓取网络数据，适合过程数据的图形化显

示，可以分析数据报文的时间抖动以及网络负载。

变频器

西门子推出

迄今最小尺寸的Sinamics变频器

西门子推出了 FS AA 和 FS 

AB 尺寸的 Sinamics V20 变频

器，这是公司迄今为止向市场

推出的最小型 Sinamics 变频器。

凭借 68 毫米的宽度和 142 毫米

的高度，西门子大大降低了用于

低功率电机的 Sinamics V20 的

安装尺寸。

FS AA 外形尺寸的全新变

频器总深108毫米，功率为0.12、

0.25 和 0.37 kW，FS AB 外形尺寸的全新变频器总深 128 毫米，功

率为 0.55 和 0.75 kW，采用单相 230 V 电源供电。变频器可选配

集成 C1 级 EMC（电磁兼容性）滤波器，这使得变频器符合 DIN 

EN 61800-3 标准，完全适用于民用和商业环境。一方面，全新的

Sinamics V20 是工业应用的理想选择，比如 ：泵、风机、压缩机和

传送带系统。另一方面，这种紧凑型变频器还可用于民用和商业环境，

比如冷冻柜、健身器材、通风系统和商用洗衣机等商业应用。

Sinamics V20 的突出特性是快速、直接的调试，简单的操作和

强大的产品耐用性。“保持运行”模式能实现连续操作，甚至在供电

电压出现波动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设备正常运行。改进的冷却概念和

带涂层的 PCB 板带来了电气和机械高可靠性，更加适用于恶劣的环

境条件。这款紧凑型变频器还可通过集成式 Modbus RTU/ USS 接

口与上位控制器进行连接。

ProduCTs新品发布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HPS）近日

宣布推出全新的、一体化集成的过程软

件解决方案——Uniformance Suite。该

系统能够将工厂数据转化为可操作的信

息，从而实现智能运营。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高技术解决方

案部副总裁阿里 • 拉扎（Ali Raza）表示：

“Uniformance Suite 作为霍尼韦尔数字智

能的分析平台，是霍尼韦尔工业物联网

（I IoT）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软件包

拥有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以帮助客户采

集所需的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发展趋势

分析，得以与其他用户协作，预测和防

止设备故障，并能够采取行动，做出明

智的业务决策。”

自动化软件

霍尼韦尔推出全新工业物联网分析平台Uniformance Suite

Uniformance Suite 使用通用资产模

型，能够有效地 ：

• 收集和存储所有类型的数据，便于

检索和分析 ；

• 在基本模式与关联性的基础上预测

和检测活动 ；

• 关联过程指标和业务关键绩效指标

（KPI），做出更好的决策 ；

• 实现工业物联网、移动性、云、大

数据、预测性分析和企业分析。

Uniformance 洞察力解决方案能

够关联历史信息和 KPI 指标，并将它们

及资产数据库在内的所有数据融于同一

工具中，实现与其他工具的高效协作。

Uniformance 洞察力解决方案可帮助客

户提高生产力，将事件调查时间缩短高

达一半。无论是使用 PC 还是平板电脑，

用户可通过网络从任何浏览器登陆到

Uniformance 洞察力解决方案，并通过网

页分享趋势、数据表等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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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无线网络的安全并免受未授权用户的攻击，需要对WIDS和WIPS系统的深入了解

以及正确的软件策略。

无
线入侵检测系统（WIDS）以及无线入侵

防御系统（WIPS）被用来持续保护无线

网络以及在一定情况下的有线网络免受

未授权用户的攻击。在一个 WIDS 中，通常使用一

套传感器系统来监控该网络接收到的未授权设备的

入侵，例如未授权访问点。在一个 WIPS 中，系统

检测到未授权的设备后会通过采取将其从无线网络

中分离出去的步骤来减轻威胁。

WIDS 和 WIPS 的工作是 24/7 不间断的，并

且一般不需要管理的介入。它们不间断地保护无线

本地局域网（WLAN）并收听所有 WLAN 工作频率

上的无线通信量。WIDS 与 WIPS 有相似性，大多

数目前可用的系统都扮演着 WIPS 的角色，因为它

们被设计用来检测并防止无线的入侵。

一个典型的 WIPS 具有三个部分：一台服务器、

一个管理控制台和分布式传感器。WIPS 服务器可

以是基于硬件的，也可以是基于软件的。服务器承

担着系统管理和配置的任务、对信号、行为和协议

进行分析、以及用来检测入侵的射频（RF）频谱

分析。

信号分析监控通信量的模式与已知的攻击有

关联，例如拒绝服务（DoS）以及中间人攻击。行

为分析寻找信息行为方面的异常情况，例如故意使

用扭曲的管理帧使攻击者可以观察到网络所做出的

行为结果。这种行为会揭示安全方面或者应用程序

方面的缺陷，该缺陷可能会导致入侵。在信号分析

寻找已知的攻击模式的时候，行为分析寻找新的攻

击的异常模式。行为分析同时会将历史上使用的软

件度量与异常通信量进行对比，来指出异常的通信

量可能是在尝试寻找有漏洞的系统。

协议分析被用来检查并拆分第 2 层信息——

MAC 协议数据单元（MPDU），来发现帧头和帧尾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浅析入侵检测和防御系统

中的异常现象。协议分析也用来分析帧主体第 3 层

到第 7 层的数据，其中包含了净负荷。这被称为

MAC 服务数据单元（MSDU）。MPDU 和 MSDU

数据经过分析鉴别那些可能会被利用 , 来危害系统

安全或中间仲裁功能的伪造数据。

WIPS 架构类型
有三种 WIPS 架构类型，分别定义如下 ：重叠

的、集成的以及可以集成的。

重叠系统使用独立的、专用的传感器来不间

断监控 2.4-5GHz 频段的频谱。传感器不提供任何

WLAN 连接 ；它们在后台运行，监控所有系统通信

量。这种方式可以应用于独立的接入点 (AP) 系统

以及基于控制的系统，但是与 AP 分离的传感器，

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一套重叠系统很适合与现有

的或老的系统进行集成。

集成的系统通常是部署轻型或瘦 AP 的基于控

制器的系统，这些AP被用作WIDS/WIPS的传感器，

同时提供通讯功能。这个功能与整个通讯系统规则

集成在一起 ；AP 也可以作为 WIPS 传感器，而且

AP 是基于时间分隔的。

将基于控制器的 AP 转化为全职传感器有可能

会损失 WLAN 的功能。尽管比重叠系统有效并且

更经济，但是 AP 功能的时间分隔可能会导致一些

问题。如果一个攻击者了解到一个公司正在使用兼

职的传感器，他就可以在 AP 扫描的时间间隔中发

动一个很短的攻击。

根据 WIDS/WIPS 的复杂程度不同，可以获得

持续的监控以及减少被攻击的次数，而且也有系统

可以满足所有的预算和级别。WIPS 要求更复杂、

更多功能以及更多花费 ；在部署之前应该进行完整

的现场调研。

Daniel E. Capano

■ WIDS 和 WIPS
被用来持续保护无
线网络。

■ WIDS 和 WIPS
的工作是 24/7 不
间断的，并且一般
不需要管理或行政
的介入。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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