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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A310 ex
在易爆环境中进行热状态监控及早期火灾检测

FLIR A310 ex(不
带遮阳罩)

FLIR A310 ex(带
遮阳罩)

严格符合ATEX防爆规范 

在危险区域发挥热成像技术的强大功能，易爆环境要杜绝

火源，需要精选符合ATEX产品规范或类似规范的设备和保

护系统进行保护。

FLIR A310 ex就是一套符合ATEX规范的解决方案，在外壳

内安装有一部红外热像仪，可在易爆环境中对贵重财产进

行监控。A310 ex主要适用于易爆环境中的过程监控，质量

控制和火灾检测。

u    “d”级防火外壳

u    集成控制器

u    灵活的网络集成设计

u    配备加热器

u    即插即用安装

图片仅供说明参考之用，文中显示的图片并不代表热像仪真实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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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源，需要精选符合ATEX产品规范或类似规范的设备和保

护系统进行保护。

FLIR A310 ex就是一套符合ATEX规范的解决方案，在外壳

内安装有一部红外热像仪，可在易爆环境中对贵重财产进

行监控。A310 ex主要适用于易爆环境中的过程监控，质量

控制和火灾检测。

u    “d”级防火外壳

u    集成控制器

u    灵活的网络集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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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PXI, LabVIEW, and TestStand

智 能 设 备 需 要

自动化测试系统

更智能的
传统的自动化测试方法无法进行扩展，这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 请看一下您的资产负债表。 测试智能设备需要更

智能的测试系统，NI PXI、LabVIEW 和 TestStand 组成的平

台即可帮助您开发此类智能测试系统。 现在已经有3万5

千多家公司借助 NI 技术来降低测试成本⸺您还在犹豫

什么呢？

访问ni.com/smarter-test，了解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

china.ni.com/howtobuy

©2016 National Instruments。 版权所有。 LabVIEW、National Instruments、NI、ni.com和NI TestStand均为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s）的商标。 此处提及的其它产品和公司名称均为其各自公司的商标或商业名称。　25977

25977 China_AT_Ad_205x270.indd   1 5/16/16   2: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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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经多年积

累， 机 器

视觉技术

或许正在面临一个黄

金发展期。一旦成本

下降、性能提升、应

用增多，就如无线网

络普及带来的变革一样，机器视觉的软硬件

产品将成为生产制造业的标配。

美国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机

器视觉技术市场有望从 2014 年的 157 亿美

元（约人民币 1040 亿元），以 8.40% 的复

合年均增长率上升到 2021 年的 285 亿美元

（约人民币 1890 亿元）。

机器视觉系统对于实现工厂自动化来说

不可或缺的，装配定位、质量检测、产品识

别、尺寸测量……高速生产线上的高精度要

求，人眼已无法满足。

怎样让成本降下来？可以想象的空间

很多，嵌入式机器视觉系统会是个不错的选

择，而系统的核心当然离不开微处理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微处理器、半导体技术与

机器视觉技术相伴螺旋上升 ：微处理器、半

导体技术是机器视觉的发源地，欧美在其中

大量应用图像技术，后来慢慢演化成今天的

机器视觉技术。机器视觉在欧美的应用普及，

同样主要体现在半导体及电子行业。现在，

微处理器性能变得更强劲、功耗大大降低、

尺寸越加紧凑，价钱却没有变高。

以今年 2 月上市的树莓派 3 代微处理器

（Raspberry Pi 3）为例，配备 64 位 1.2GHz 

四核芯片及 1GB 内存，性能相对树莓派 2 

（Raspberry Pi 2）提升了 50%。而价格仍然

只要 35 美元（约人民币 232 元），与四年

前首发时的树莓派 1 代 B 型（Raspberry Pi 

Model B）定价相同。把高性能、低功耗、

紧凑型的微处理器大批量地应用于嵌入式视

觉系统，单个成本有望再降一半。

在通用计算机上集成机器视觉系统时，

涉及到照明、成像、图像数字化、图像处理

算法、软硬件等多门技术，对技术人员提出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机器视觉的下一个想象空间是嵌入式？

了极高的要求。使用嵌入式机器视觉系统，

软硬件配置变得灵活，开发环境与程序更加

通用。易于量产和扩线，令生产柔性得到极

大提升，企业对机器视觉技术的普遍需求将

得到快速响应。

机器视觉相关全球标准的陆续出台，加

速了嵌入式系统的进程。去年 6 月，中国机

器视觉产业联盟（CMVU）加入 G3 标准， 这

是 CMVU 成为第 15 位 G3 标准的成员单位。

其他成员包括 ：美国自动化成像协会（AIA）、

欧洲机器视觉协会（EMVA）、日本工业成

像协会（JIIA）、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等。“全球机器视觉接口标准”手

册的发行、“G3 相机标准”协议的签订，都

将缩短开发时间，减少投资成本，同时加快

产品的上市速度。

此外，为了使机器视觉能够适应“工

业 4.0”以及未来的工厂生产，德国机械设

备制造业联合会机器视觉专业协会（VDMA 

Machine Vision） 与 OPC 基 金 会（OPC 

Foundation）开始编制《OPC 统一架构机器

视觉配套规范》，旨在将机器视觉系统直接整

合进生产控制与 IT 系统，发挥最大的效能。

工业 4.0 是关于连接生产技术和信息技

术的，而机器视觉是为工业 4.0 提供信息的

最重要的基础技术之一。嵌入系统会在未来

的机器视觉系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们

可以实现紧凑型产品的设计，满足大多数图

像处理的要求，并且与基于 PC 的独立系统

相比，其与工厂流程的集成度更高。

追 踪 全 球 工 控 和 自 动 化 领 域 的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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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12 更智能、更高效的 PLC 编程
 在实际应用中，PLC 编程人员更倾向于使用哪些编程语言？根据美国CONTROL ENGINEERING 和 Automation Direct 公司联合进行的调查研究表

明 ：梯形图仍然是最简单、最受欢迎的 PLC 编程方法，虽然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

技术文章

16 IT 与 OT 融合带来的变革与机遇
 在过去十年里，公司信息技术（IT）和控制部门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 IT 和运营技术（OT）

的数据会有交叉，所以部门之间实际上也会有交叉，这对控制部门有很大影响。

20 善用历史数据挖掘云端大数据的价值
 基于云的历史数据库可以通过连接技术，利用公有、私有或混合云等基础设施，实现数据的无缝集成与优化，提高团队协作效率。

21 面向制造业的大数据和云服务
 通过使用基于互联网的软件即服务（SaaS），工业物联网（IIoT）和工业 4.0 的应用以及基本的电子服务正在从本地服务器向云端转移。

22 基于 IIoT 的设备数据采集与分析
 通过采用基于工业物联网（IIoT）测量解决方案，工厂经理可以收集和分析设备生命周期内的数据，从而及时排除设备异常和故障。

24 如何高效管理自动化系统的升级和改造？
 从微小的调整到大维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自动化系统将会经历很多变化。提前做好调研和计划，并遵循这些导则，有助于确保系统升级的成

功实施。

专题文章

封面故事 技术文章

技术文章

14 2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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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达如何助力智能工厂的实现？

特别报道

10 2016 NIWeek ：平台和
生态系统加速量测与控制

领域突破

聚焦过程自动化

28 克服流量测量的挑战

32 如何优化热交换器的温度
控制？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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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 |  ProductS

P46

P46

控制之窗

新闻	 8

智能工厂
动力系统守护神
无线振动温度传感器

传感 | 检测 | 自动化技术专家   全国技术服务热线：400-630-6336

工业4.0、智能制造的实现离不开智能工厂，工厂的各类动力系统是保障
智能工厂正常运行的动力来源。美国邦纳QM42V T系列无线振动温度传
感器是专为监测工厂动力系统设计的新型智能传感器。它可以检测设备
Z轴和X轴的振动数据，以及设备的温度情况，支持无线或有线网络传送
数据。可以准确、简单、有效监测和振动相关的潜在问题，进行预防性
维护，减少停机，延长设备寿命，提高维护效率。是各类大型电机、发
动机、泵、压缩机、风机等动力系统的守护神，为智能工厂保驾护航。

www.bannerengineering.com.cn

关注邦纳微信

应用案例

35 为控制系统增加无线网络

技术之源

48 开放标准的无线协议

机器视觉专刊 39 让你的机器视觉系统实现最优化

42 “工业 4.0”时代的机器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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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是德国推出的工业 4.0，

美国的信息物理系统（CPS），

或者是中国提出的《中国制

造 2025》，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情，

也正是中国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两化

融合，即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台达

集团 - 中达电通副董事长尹镟博先生日

前在接受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智能工厂 = 两化融合
“智能工厂正是两化融合的产物。

智能工厂的信息化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

工厂内部的管理信息化，更重要的是体

现在对外的沟通上。”尹镟博强调。通

过这种对外沟通，企业可以很迅速地了

解客户的需求信息，透过这些资讯直接

触动公司内部的资讯流，立刻生产出满

足客户需要的产品，这是智能工厂强大

竞争力的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在接到

客户订单时，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

精确地做到资源合理分配，将各个任务

分配给指定的供应商，从而使整个供应

链一层一层有效地无缝连接起来。

“未来的工业化产品将更加精致和

注重质感，而这也正是智能工厂所追求

的目标。”尹镟博分析道。一个产品既

要精致，又要有质感，就不能存在瑕疵，

除了要求设备的精密，还要求产品尺寸

的全方位精准掌控，各个边角或者棱角

都不能忽略 ；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

是人力无法达到的或者很难实现的，因

线外、层、厂之间的信息互通。在未来，

台达更希望能够研发自己的 MES 系统，

与自主研发的 SCADA 工业组态软件进

行整合，通过与第三方的 ERP 公司合

作，为客户提供自上而下的一体化解决

方案，利用最少的机台生产最多样的产

品，将机台的闲置率降到最低。

泛用型为主导，定制化是方向
“智能工厂虽然能够满足用户定制

化的柔性生产，但是面对工业自动化产

品还是以通用型产品为主，定制化产

品只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尹镟博明确

指出。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对于 70%-

80% 的客户来说，通用型产品即可满

足应用要求 ；但是从行业的发展来看，

就需要定制化的产品，因为随着产业的

发展，通用型产品会越来越难以体现一

个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优势。为了保证

自己的足够竞争力，每个企业都会生产

区别于其他厂商的产品来提高自己的

竞争力，彰显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而台达在面向未来的智能工厂所

能做的，就是追寻我们国家从制造大国

转变为强国的步伐，在发展一体机的道

路上走出自己的特色。根据市场的声音，

继续秉持‘环保节能爱地球’的经营理

念，研发更高速、更高尖、更节能的产

品，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绿色解决

方案，助力绿色智能工厂的实现。”尹

镟博总结道。（CEC 王泽红 采写）

台达集团 - 中达电通副董事长  尹镟博

台达如何助力智能工厂的实现？

CE insighTcE视点

此需要借助于机器以及各种智能设备

的配合。而这就是工业化带来的巨大价

值，它可以实现很多关键技术和工艺的

升级，轻松实现产品“美”与“质”的

共同提升。

“所以，智能工厂的实现就是工业

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尹镟博指出。

实现智能工厂以后，企业可以大幅降低

生产成本。这是国家绿色制造所追求的

和想要实现的，也是台达一直坚持在做

的事情。

多元化产品，绿色化方案
“台达一直以‘环保、节能、爱地

球’为经营使命，持续开发创新产品和

解决方案，不断努力提升产品的能源使

用效率。目前，台达已经逐步从产品生

产制造商，转型为整体节能解决方案提

供商。”尹镟博表示。就产品层面来看，

目前，台达能够提供包括伺服驱动器、

传感器、仪器仪表、机器视觉、工业机

器人等满足智能工厂应用需求的多类

型产品。与此同时，台达产品端口也日

趋多元化，为实现产品间的自由互联互

通创造了条件。

在智能工厂的解决方案方面，台

达也有自己的一系列解决方案。通过与

第三方合作，台达协助客户通过制造

执行系统（MES）把机器连接在一起，

实现设备层的互联互通，然后通过台达

自主研发的 SCADA 工业组态软件，实

现把整个工厂连接在一起，做到了线内、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6.08  7   

目
录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6.08  7   

FEATURES
Cover Story

12 Mor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PLC programming
IEC 61131-3: What’s the acceptance rate of this control programming 

standard? Ladder diagram remains the simplest and most popular approach for 

PLC programming, but may not be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echnology Features 
16 Cha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integration of IT 

and OT

20 Data historians: value from big data in the cloud 

21 Big data and cloud for manufacturing

22 Baselining, trending machine data

24 Managing automation upgrades, retrofits 

Machine Vision
39 Optimize Your Customers’ Machine Vision Investment

42 Make machine vision fit for Industry 4.0

DEPARTEMENTS
Think Again

2 Next imagination of machine vision is embedded?

CE Insight
6 Intelligent testing system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industry

Special Report
10 2016 NIWeek: Platform and ecosystem accelerate the breakthrough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field 

Inside Process
28 Overcoming flow measurement challenges

32 Applying heat exchanger control strategies

Application Update
35 Using wireless for closed-loop applications

Back to Basics
48 Open standard wireless systems

NEWS 8
PRODUCTS 46

www.turck.com.cn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无磨损!
非接触电感式
编码器

产品采用电感式测量原理，实现完全
无磨损检测。

完全灌装和密封设计，使产品永久保
持IP67/IP69K的防护等级。

通过IO-Link简单灵活地完成针对不
同现场应用的参数配置。

发送“C001”至图尔克官
方微信，了解产品详情！



8   2016.08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新闻  |  NEWS  nEWs新 闻  

数字

霍尼韦尔日前发布的2016年第二季

度财报显示，霍尼韦尔第二季度的每股

收益增长了10%，本季度销售额达到100

亿美元。据悉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

上半年，短短数个月的时间，霍尼韦尔

先后收购了埃尔斯特(Elster)、Xtralis、

Intelligrated和Movilizer，快速拓展了其

产品和服务在此类市场的竞争优势，满

足了霍尼韦尔迫切想提振其自动化业务

的愿望。

根据上海仪器仪表协会的统计，

2016年2月我国从13个国家（地区）进

口了118台DCS，总金额达到11700120

美元，均价为99154美元，其中新加坡

的均价1617500美元最高（进口1台），

瑞典的均价476304美元列第二位（进口

1台）。进口金额TOP5的国家为德国、

日本、新加坡、美国和韩国。与2015年

2月相比，进口数量减少68台，降幅为

36.56%；进口金额减少3985472美元，

降幅为25.4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 0 1 6年6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2%，比5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从环

比看，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

月增长0.47%。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0%。 分三大门类看，

6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4%，

制造业增长7.2%，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0%。 

在谷歌以及 IBM、微软等领军企业

的带领下，全球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不

断提升，市场对各类语音识别、机器视

觉等弱人工智能产品的需求得到进一

步释放。同时人脑科学研究、情绪感

知等强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十年迎来突

破。201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到达

1683.9亿元，预计2018年将达到2697.3

亿元，符合增长率达到17%。

10%

36%

2700
亿

6.2%

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十三五”国家科

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中国科技创新

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战略任务和改革举措。

《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发展的蓝图，确立了“十三五”科

技创新的总体目标。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国家综合创新能

力世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

与2015年相比，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5.3%提高到60%，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5.6%提高到20%；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量比2015年翻一

番，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5%。

《规划》提出建设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并从培育充满活力的创

新主体、系统布局高水平创新基地、打造高端引领的创新增长极、构建开

放协同的创新网络、建立现代创新治理结构、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等六个方

面提出了总体要求。

中国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美国

韩国

日本

德国

7月25-26日，“发现智造高手”——第三届“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

计大赛总决赛在台达吴江生产基地隆重揭幕。本届大赛特以“发现智造高

手”为主题，并下设“智能装备”、“智能机械手”、“智能生产制造”

三个立题方向，经过网络初赛的严格筛选，总决赛共有 56所高校的65支

队伍齐聚吴江，争夺“智造高手”桂冠。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厦门大学“云图”团队和台北科技大学“有牌有

保庇”团队凭借对智能制造的精准理解和把握，通过有效整合台达工业自动

化产品，分别打造出“工业4.0定制化激光雕刻工厂”方案和客制化 “纪念

吊牌智能激光雕刻机”方案，深受评委和观众的青睐，最终从65支决赛队

伍中脱颖而出，荣获“智造高手”特等奖。其中，台北科技大学已连续两届

获得比赛特等奖，展现了卓越的技术能力。

本届竞赛还特别增设由台达创办人郑崇华先生亲自评选并颁发的“创

办人特别奖”，虎尾科技大学的光立方研究团队通过高实用性的弹性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荣获此奖。首次参赛的三支泰国高校团队在竞赛中表现也十

分亮眼，囊括了包含一等奖在内的三个奖项。

汇集了两岸和泰国三地高校自动化好手的第三届大赛，在参赛作品上

各自呈现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台达资深副总裁暨机电事业群总经理张训海

表示，就整体参赛作品而言，大陆学生着重整体方案在市场上的应用性，

串连市场需求和自动化技术，展现更科技、更智能的未来制造。

第三届“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计大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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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韩国

日本

德国

环球新闻    WORLD NEWS  

美曝出工业控制系统中
漏洞超 600

近日，美国工控系统网络应急响应小组

(ICS-CERT)在其最新的安全报告中指出，目前包

括电站在内的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正处于危险之

中，而且由于这些关键基础设施普遍连接到

互联网，导致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业控

制系统中出现了超过600个IT安全

漏洞。

韩国投资 1.8 亿美元
扩建电动汽车充电网

据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贸易、工业与

能源部日前宣布，韩国今年将投资约1.8亿美

元用于扩建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促进

新能源产业增长。政府将于11月之前在韩

国街头建设150个充电站，300个快速

充电桩，对私家电动车辆和出租

车开放收费使用。

日本电产将收购艾默
生欧美马达业务

日本电产公司日前发布消息称，将斥资

12亿美元向美国电机巨头艾默生电气集团收购

欧美等地的工业用马达与发电机业务。日本电

产将加快大型工业用马达业务等在海外的发

展，力争扩大业务规模。据悉，对日本

电产而言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收购动作。

欧元区需求暴跌致德
国工业订单下降

据欧洲新闻台8月5日报道，德国工业

订单6月意外下降。尽管6月国内需求比5月

略增0.7%，但国外订单下降1.2%，其中来

自欧元区国家的需求暴跌8.5%。德国经济

部称工业企业景气对英国脱欧公投反

应温和，工业订单下降主要由大

订单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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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NIWeek ：
平台和生态系统加速量测与控制领域突破

NI成立于1976年，现任总裁、CEO是已

经七十多岁的创始人Dr. James Truchard，业

界尊称为Dr. T。Dr. T依然精神矍铄，他强调

一个开放平台和生态系统对一个公司、乃至

整个产业的重要性。

 Dr. T认为，Google利用云端服务与大

数据发展自动驾驶汽车，Uber建构一个手机

App平台连结驾驶与乘客，Apple 在消费型电

子产品上持续增强iOS平台建构出超过两百万

个APPs的生态圈。这些公司能够不断创新的

共同点，就是通过开放式的平台吸引大量使

用者和开发者来建构一个大生态系统，供货

商不再只是开发一个产品，而是建构一个软

件为核心的平台让客户彼此间合作，进而创造出产业的创

新。而NI在测试测量领域也是如此，一直都是扮演一个平台

提供者的角色。

Dr. T回顾过去NI以 GPIB、LabVIEW 

1.0等建立开放平台的基础，虚拟仪器等

核心理念都是在一步一步建构完整的 NI开

放平台与生态圈。此后，LabVIEW RIO将

FPGA与数据流处理做了更上一层楼的应

用，后来基于LabVIEW RIO 发展出 VST

测试平台。NI未来将持续以平台基础，满

足包括5G等各种设计与各种产业的量测应

用。

事实上，NI 的开放平台已经促成并加速

了许多领域的创新，例如LabVIEW FPGA应

用在CERN 发现了上帝粒子(Higgs-Boson)、

LabVIEW 与 PXI 建构的同步麦克风数组促成

了波音787的降噪、或是NI的软件无线平台加速了5G研究应

用在车联网方面等。

NI创始人Dr. James Truchard（Dr. T）致辞

2016 年 8 月 1 日 -4 日，NI（美国国家仪器）一年一度的技术交流盛会 NIWeek

在其总部美国德州奥斯汀会议中心隆重开幕。今年共有来自全球的 3200 余名工程师和

科学家齐聚这个富有魅力的技术分享会议，参会者从汽车和电信行业跨越到机器人和能

源行业。在今年的 NIWeek 上，NI 围绕一直引以为傲的 LabVIEW 开放平台，提出要建

构覆盖测试测量和工业控制完整应用链的生态系统，让在此生态系统上的客户彼此合

作，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突破创新。同时，NIWeek 也向全球用户展示了 NI 多项最新

技术和产品。

NI 要做量测界的 Apple、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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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N I W e e k已经是第2 2届，主题是加速生产

率、创新和发现（Accelerate productivity,innovation and 

discovery）。为此，NI在会议期间发布了众多新产品新技术

来实现这一主题。

LabVIEW 2016：LabVIEW几乎每年都会进行升级，今

年的LabVIEW 2016最大的亮点是加入了通道连线（Channel 

Wires）功能，可简化并行代码之间的复杂通信，并且可以

用到桌面和实时系统，使得架构能够跨域转移，提高代码

可读性以及减少开发时间。另外，使用LabVIEW新发布的

Python集成工具包来集成Python IP，可将Python脚本集成

到LabVIEW应用程序中。

PXI数字模式仪器：NI将半导体ATE数字功能引入PXI平

台，数字仪器提供了开发智能半导体测试系统所需的硬件与

软件功能；

LabVIEW 平台的生态系统初显威力

多项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将加速提升生产率

平台化的解决方案，是近年来产业

界的潮流。尽管许多厂商都推出了平台

式方案，但并非所有的都可以称得上是

真正的平台。NI全球研发副总裁Scott 

Rust在会上指出，一个真正的平台必须

要有三大要素：包括Massive Value（巨

大的价值）、Continually Adapting（不

断的演进），以及Vibrant Ecosystem

（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而NI基于

LabVIEW软件为核心开放平台完全满足

这三个条件。

生态系统是今年NIWeek提到最多的

词语之一，NI也携手生态系统中100多

家合作伙伴展出了众多量测和控制领域

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出，以LabVIEW平

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已经在测试测量、

工业物联网、IT和OT融合等方面逐渐发

挥威力。

一个由Flowserve, NI, PTC与HPE公

司四方合作打造的水泵循环系统Demo

无疑是今年NIWeek最吸引人的展台之

一。在这个Demo的关键位置安装有各

类传感器，通过NI的cRIO-9037控制器

采集流量、压力、温度、转速、电流等

数据，经过初级处理后以无线的方式

将这些数据传输给后端的HPE服务器。

PTC公司利用ThingWorx物联网平台将物

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实现可视化连接，然后

利用NI InsightCM SDK进行系统的预警诊

断，以增强现实（AR）的呈现方式对整

个设备进行实时状态监控和预测性维护。

思科与NI合作推出的全球首个TSN

（时间敏感网络）体验技术平台是今年

NIWeek的另一个重磅Demo。TSN是美

国工业互联网联盟倡导的新的以太网标

准，它最重要特点是能保证对时间敏感

的重要数据能够低延时、高可靠的通过

标准以太网网络设施进行传输。此TSN抢

先体验技术平台基于标准以太网实现分

布式控制和测量循环的I/O同步、代码执

行和确定性通信等功能，包含了NI全新

的CompactRIO控制器，该控制器搭载了

Intel Atom处理器和基于Intel i210 TSN的

网络适配器，这些控制器使用LabVIEW系

统设计软件来保持与网络的时间同步，并

将该时间传输给在实时处理器和FPGA上

运行的代码。这个演示系统表明，当IT和

OT融合采用TSN网络时候，TSN能够保

持时间敏感数据的优先传输，从而实现实

时性和确定性。由于TSN采用标准以太网

协议，可无缝集成现有以太网应用和标准

的IT网络来提高易用性。

交钥匙HIL仿真仪：全新的HIL仿真仪基于开放的商用现

成平台，可降低开发和测试风险，而且无需牺牲灵活性，将

提升了硬件在环测试系统的可自定义性；

首个大规模MIMO应用程序框架： 此框架可从4天线扩

展至128天线，与NI USRP RIO和NI PXI硬件平台结合使用

时，以最少的系统集成和设计工作创建各种规模的多入多出

天线系统，加速5G进程。

第二代PXI VST：拥有1GHz瞬时带宽，适用于高级数字

预失真(DPD)测试和雷达、LTE-Advanced Pro和5G等高宽带

信号，能够测量-50 dB的802.11ac误差矢量幅度（EVM）。

市场最精准的7位半万用表：业界首台PXI Express 数字

万用表，为直流电压测量提供了行业领先的15ppm精度，校

准后精度有效期长达两年，为更精准更智能的测试系统奠定

基础。（CEC 石林才 采写）

Flowserve水泵循环系统Demo，可通过iPad以增强

现实（AR）的形式查看各个关键设备的实时状态，

并利用采集的数据进行预测性维护。

全球首个TSN（时间敏感网络）体验技术平台，在

一个TSN网络中，当视频等大数据在两个交换机之

间传输时，并不影响整个网络中对时间敏感的重要

数据低延时、高可靠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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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

41%

非常熟悉

15%

有些熟悉

44%

更智能、更高效的 PLC 编程

在实际应用中，PLC编程人员更倾向于使用哪些编程语言？根据美国CONTROL 

ENGINEERING和Automation Direct公司联合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梯形图仍然

是最简单、最受欢迎的PLC编程方法，虽然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

Jeff Payne

尽
管 IEC 61131-3 编程语言标准，已经颁

布了将近 25 年左右，但是在北美地区，

由于对其范围以及特性的有限认知，使

其没能成为一种必须遵循的标准。最近，一份美

国CONTROL ENGINEERING 对读者所做的调查

研究显示 ：对大多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来

讲，梯形图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编程方法。这项受

Automation Direct 公司的委托所进行的客户研究调

查显示 ：如果更多使用其它类型的标准语言，编程

人员可以节约时间和费用。在不同品牌的 PLC 之

间进行代码移植，尚有一定的困难，这可能是需要

注意的事项。

有限的应用
在收到的有效调查问卷中，超过 585 份的调

查对象满足调查要求，包括对采购的影响和决定权，

同时还负责硬件定义或 PLC 编程方面的工作。调

查结果显示，在北美地区，对这个标准的认知度以

及接受程度比较低，也就意味着很少情况下，会规

定工程应用需要满足该标准。

调查对象的工作职责，最常见的是系统或产品

设计 , 控制或仪表工程 , 以及系统集成或咨询。这

三项总计占所有调查对象的 60%。另外 30% 参与

调查人员的职责包括过程工艺、产品、或生产制造

工程 , 运营或维护 , 或其它工程。大约 10% 的调查

对象为总经理或公司管理层，这部分人员更多的是

参与定义，但并不会直接编写程序。

超过 60% 的调查对象，受雇公司的规模超

过 100 人，有些达到 1000 个甚至更多。大概有

40% 的调查对象的受雇公司，雇员人数要少于

100 人。

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在所有回复的调查对象

中比例最高的是 PLC 的最终用户，达到 40%。几

乎半数的调查对象为系统集成人员、原始设备制造

商（OEM）、或机器制造人员，调查对象遍及整个

美国。

图 1 ：你对 IEC 61131-3 编程标准的熟悉程度如何？一项针对美国控制工程师的调查显示，41% 的被调查对象
对此知之甚少。本文图片和表格来源 ：Automation Direct 公司。

对 IEC61131-3 的熟悉程度
编写PLC程序

（基数427）

不编写PLC程序

（基数147）

非常熟悉 有些熟悉 不熟悉

■  对美国控制工
程师的一项调查结
果 显 示，85% 的
调 查 对 象 表 示 对
IEC61131-3 并不
熟悉，或只有一些
了解。

■  美国的编程人
员，目前看起来对
这种编程标准的接
受度有限，因为梯
形图和功能块经常
就可以满足需求。
也 许 在 将 来， 该
标准在北美地区可
以获得更广泛的应
用。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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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编程的全球性标准
IEC 61131-3 标准，已经颁布了将近 25 年，

包括一系列的编程语言。IEC 将其作为 PLC 编程

语言的国际标准进行推广。PLCopen 作为一个

非盈利的行业组织，致力于 IEC61131-3 的推广，

提供该标准的大量信息和技术支持。

PLCopen 组织认为， IEC 61131-3 是“唯一

可用于工业控制编程的全球

性标准。通过标准化编程接

口，它能够协调工业控制的

设计和运行”。该组织声称，

这是一个具有通用结构的标

准编程接口。

IEC 61131-3 标准包括

顺序功能图（SFC）语言的

定义，可用于组织程序内部

的结构。同时，它增加了四

种相互联系的编程语言，包

括两种图形化的编程语言 ：

梯形图逻辑（LD）和功能块

图（FBD）；两种基于文本的

语言，指令集（IL）和结构

化文本（ST）。利用逻辑元素、

定义好的数据类型、任务结

构和调度，以及执行控制，

理论上每个程序都可以实现

结构化设计，增加程序的复

用性，减少错误，增加编程

和用户的使用效率。

PLCopen 组织和技术界

一起，致力于扩充该标准。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成果

包括增加了很多功能，包括

运动控制、安全、OPC 统一

架构通讯（来自于 OPC 基金

的 OPC UA）、XML 可扩展标

记语言模式、复用水平的定

义以及一致性水平。

那么，采购人员和编程

人员对 IEC 61131-3 的熟悉程

度如何呢？

IF 02-14.000.L1 © PhoenIx ContaCt 2014

让继电器进入智能时代！

可编程逻辑运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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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Logic系统集成了逻辑控制层和
接口层的功能，通过紧凑型可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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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编程软件LoGIC+易于上手，
可帮助您实现快速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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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CONTROL ENGINEERING 杂志就此

向读者作调查时，41% 的调查对象说，他们并不

熟悉，44% 的人只是有一些了解（见图 1）。尽管

在欧洲或者世界上的其它地区，该标准可能具有更

大的接受度，但是在美国，似乎并没有这么大的影

响（仅从这次的调查结果而言）。对于在美国的很

多调查对象来讲，满足该标准并不是优先选项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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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10% 的应用需要 IEC 61131-3 的特性。

更多不做具体 PLC 编程的调查对象说，使用该标

准是因为规定，暗示其中一部分选择是由硬件的选

择来推动的。

工程师的编程偏好
当 545 个调查对象被问到，哪些语言或特性

特别重要时，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梯形图是最重

要的编程语言，功能图则紧随其后。在关于功能

块的问题中，大多数人回答，他们会在梯形图中

使用功能块图。创建客户定制功能块图并将其嵌

入到梯形图逻辑中，被认为是 PLC 编程的一个重

要特性。

不出所料，结构化文本语言，超过了其它类

型的基于文本的编程方法。然而，非常有意思的

一点是，指令集和语句列表的使用都超过了 C 语

言或 Basic 语言。显然，调查对象使用 PC 来创

建 C 或 Basic 编码，并将其下载到他们的 PLC 中，

尽管几乎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支持该功能。使用

微软的 .Net 以及其它基于 PC 的编程技术的编程

人员，则会提供一份不同的重要事项的列表。

需求，因为尽管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在美国的

绝大多数的编程人员，仅仅对该标准有些许的了解。

超过 40% 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该标准并不熟

悉，这些人高度集中在据称是 PLC 编程人员的调

查对象上。在所有自称实际编写程序的人中，仅有

15% 的人员声称对该标准十分熟悉。

为何要使 PLC 支持标准？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那些使用或定义 PLC

的人员中，以及自称熟悉 IEC 61131-3 标准的人员，

在调查中被问到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何要使用它？答

案显示 ：使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北美的工业自动

化市场将其作为强制性

的需求。最经常被提及

的原因是 PLC 产品自带

编程语言（约占 39%）。

25% 的最终用户使用了

IEC 61131-3 编程语言，

其中一部分要归功于美

国的公司需要将这些设

备发往欧洲或亚洲。

编程语言 重要性

梯形图 85%

功能块图 49%

结构化文本 29%

顺序功能图 27%

指令集或声明列表 23%

C语言 10%

Basic语言 10%

美国控制工程师对 PLC 编程语言的偏好

功能块图  51%

结构化文本  13%

顺序功能图  10%

指令集或声明列表  6%

C语言 10%

Basic语言  8%

其它  1%

图 2 ：排除梯形图编程，编程方法第二梯
队的选择有四个 ：功能块则位列被强烈推
荐的编程语言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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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1-3 的知识储备、应用和接受

程度上所得的结果，和 CONTROL 

ENGINEERING 的调查结果非常类

似。超过 75% 的用户，对该标准不

太熟悉。大多数被调查用户的 PLC

的设计或编程，并没有遵循 IEC 

61131-3 的要求。梯形图编程最通

用 ；功能块图则紧随其后。

PLC 的应用场合，经常需要先

进的编程语言和技术。尽管梯形图

仍然是最简单和最受欢迎的方法，

但它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编程方式，

有时也不能提供某些更复杂语言所

能提供的先进功能。功能块图，是

美国编程人员和 PLC 的规范制编制

人员选择的第二种语言，该语言还

有一个好处 ：形式各异，比如嵌入到梯形图中、

独立的功能块图编程、以及客户定制的功能块图。

IEC 61131-3 标准，已经颁布了将近 20 年左

右，功能仍在不断增加。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

它已经成为一个标准 ；在北美地区，对该标准的

接受度貌似也在不断增加。

某些美国的 OEM 制造商、机器制造商和系

统集成商将产品或系统发往世界各地。大多数

美国的用户能够完全接受其价值定位。对大多数

PLC 编程人员来讲，在该标准被广泛应用之前，

在自动化领域，梯形图和功能块编程还会持续发

挥作用。

请将“文章编号+评论”发送到CEC微信公众订阅号

“控制工程中文版”，我们期待您的反馈。

扫描右侧二维码或搜索“控制工程中文版”关注我们

的微信，掌握最新工控咨询，体验零距离编读互动!

文章编号 ：1608-001

互操作性的实施难度
IEC-61131-3 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客户提供

开发算法和软件代码的能力，以便可以在某供应

商的编程环境下使用 IEC-61131-3 语言，然后只

做很少甚至不做任何改变，就可以移植到另外一

个供应商的编程环境。在研讨会以及内部的调查

研究中发现，用户所建议的代码互操作性，看起

来很美，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软件的输出和导入功能，并不是特别容易实

现，在很多情况下，互操作性真正实现的程度，

值得怀疑。用户发现，当在不同供应商控制平台

移植程序时，必须重新设计编程。在某些情况下，

移植功能虽然减少了部分重写工作，但是并不能

完全消除。某种程度上，供应商应对此负责，因

为并不是所有的供应商都遵循该标准以满足可移

植性的需求。

也许最终用户所需的可移植性水平，超过供

应商所愿意提供的，主要原因在于这将会促使不

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从而会泄露大量的 PLC 硬

件和编程软件的设计细节，也许这是一个并不现

实的目标。

尽管被调查对象将梯形图作为最重要的语言

（85%），但被调查对象还强烈推荐功能块编程 ( 见

图 2), 并将其作为 PLC 的第二种编程语言（51%）。

在 IEC 61131-3 所规定的其它三种编程逻

辑——顺序功能图、指令集、结构化文本，提及

率都没有超过 13%。IEC 61131-3 对美国 PLC 的

市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北美地区的编程人员，

看起来并不太需要这个功能，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梯形图和功能块图就能满足需求。当这三者方法

中的一个成为更好的技术选择时，对于大多数被

调查对象而言，不熟悉可能成为其应用的障碍。

更有效的编程方式
在 另 外 一 个 类 似 的 调 查 中，Automation 

Direct 公 司 让 现 有 的 PLC 用 户 投 票， 在 IEC 

“用户建议编码的互操作性，虽然看起来很美，但是实际上

有时候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PLC 的应用场合，经常需要先进的编
程语言和技术。尽管梯形图仍然是最
简单和最受欢迎的方法，但它可能并
不是最有效的编程方式，有时也不能
提供某些更复杂语言所能提供的先进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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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更多公司依赖信息技术（IT）人员

来执行控制工程中最关键的部分之一 ：

采购。客户的这种改变，正在重塑控制

行业。在市场上，控制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必须采

取不同的方式，以便应对客户的这种变化。

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有些

供应商将无法适应客户的这种新需求。而其他人将

会充分利用这种采购方面的变化，从而在他们的领

域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

理解 IT 正在改变控制市场运作的方式，有助

于探寻这种变化的内在驱动力。

当以太网成为“总线”
很久以前，以太网被认为是标准的 IT 通讯介

质。它是控制和 IT 之间的分界线。任何与以太网

相关的事情都是 IT ；任何面向总线的，都是控制领

域的一部分。但是，在过去十年，这种分界线在逐

渐的模糊、消失。

目前，大多数客户倾向于使用以太网作为其控

制总线。利用现有的人员或承包商就可以部署实施，

而且它可以融入到现有的基础设施中， IT 部门可以

利用经验证的工具和实践经验，来对其实施管理。

这一转变带来的结果就是 ：不再需要专职的控

制员工来维护控制网络。很多情况下， IT 人员承担

了该项工作。他们一般直接和系统集成商合作，来

为控制工程设计网络。

IT 与 OT 融合带来的

变革与机遇

在过去十年里，公司信息技术（IT）和控制部门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传统上在有些地区IT甚至由后者来运

营。由于信息技术和运营技术（OT）的数据会有交叉，所以部门之间实际上也

会有交叉，这对控制部门有很大影响。

Corey Stefanczak 安全是 IT 的职责
最近针对控制技术的网络攻击，促使公司开始

反思目前所使用的安全方法。很少有组织结构拥有

专职的人员来管理安全问题。公司仅依赖于他们所

拥有的唯一的网络安全团队 ： IT 部门。

不幸的是，在组织结构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在

这方面给予 IT 部门帮助。控制系统的网络安全是

一个全新的领域，缺少统一的标准。目前，解决这

一问题的方法是 ：接受 IT 行业的标准，这是他们

唯一能够获得规程的地方。

信息技术现在承担着控制工程中解决方案架

构的职责。除了网络安全，该职责还带来了解决方

案全生命周期内的一些需求。在控制工程的整个实

施过程中，IT 部门必须介入，以便满足上述需求。

缩减人力成本
所有组织都希望提高盈利水平。很多公司已经

在多个领域裁员，以便提高盈利，控制部门的人员

尤其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部分职责已经转移到 IT

部门。

这样，就会在某些组织内造成雪球效应，公司

分配给已经精简的控制部门职员更少的职责，而将

其它职责转给信息技术部门，然后又可以减少控制

部门的人员数量。

由于技术模糊了两个部门的边界线，控制部门

的职员开始不得不在 IT 部门的监管下工作。很多

由 于 信 IT 和 OT
在控制方面有交
叉，两个部门之
间也是如此。

思考一下 ：

■ 在项目早期让
IT 人 员 介 入， 可
以确保平滑过渡 ；

■ 实现控制部门
的云端化，可以实
现数据共享。

■ 在 IT 的帮助下，
控制行业、控制供
应商和集成商，已
经改变了他们的工
作方法。

关键概念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6.08  19   

IT 部门开始转向远程运营的模式，这样就不需要现

场服务人员了。控制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决策权的重新分配
控制和 IT 环境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从量变到

质变，最后成为推动因素。IT 部门开始控制着某些

更高层级的项目资金。在用于控制的计算机和网络

的工程中，当 IT 成为主要的利益相关方时，IT 部

门会得到部分预算，而在以前，这部分预算会分配

给控制工程师。在某些组织内，IT 部门成为网络和

基于计算机的硬件系统的主要购买者，即使这些设

备用于 OT 部门。

融合后的新趋势
以 IT 为中心的客户改变了采购趋势，而这正

在促使供应商设计和推广产品的方式发生变化。这

些客户，改变了系统集成商销售其产品的方式。这

种变化也改变了客户判断成功的标准。

• 支持

支持，是 IT 部门的主要角色。他们投资购买

软硬件工具来提升支持功能。比如远程访问功能的

采用，减轻了 IT 运营的负担。

此外，IT 部门期望控制产品能够无缝衔接到

现有支持方案中。IT 需要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分级

支持策略，快速解决这些问题。常见的问题，一般

比较简单，第一级的支持人员就可以实施。产品需

要以标准方式来提供有用的供诊断信息。例如，产

品应支持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产品还应将周期性维护作为其主要活动。利用

现有工具，IT 部门可以追踪和更新固件。如果故障

发生，产品应该易于更换。

在设备上应有支持文档（利于基于网络的标

准）。控制产品不应为提供支持服务的工程师增加

额外的负担。

• 安全

在控制产品内采用 IT 安全标准，是一个缓慢

的进程。最重要的 IT 安全需求就是将设备与通用

认证方案集成在一起。在用户访问方面，产品应该

支持轻型目录访问协议（LDAP）。

管理数量庞大的设备授权证书是信息技术的

重要需求。这适用于那些不能提供 LDAP，但是拥

有自己的安全措施的设备集成。供应商应提供简单

的方式来实现一键升级全部设备的安全信息。

• 采购

控制产品，因部件众多和具有很多种选择而

“臭名远扬”。对于 IT 人员来讲，采购过程就比较

困难。IT 人员希望标准的订单方案、精简的选项，

这样可以简化采购流程。

用于 OT 的计算机和网络产品有时可能难于采

购，因为并不能将所有功能都在一个设备中实现。

相反，客户可以单独采购每一项元件。IT 经常将他

们的产品视为“电器”，而不是被捆绑的多个物项

的组合。

与 IT 相关的产品，或者那些希望与信息技术

通讯集成的产品，应该包含集成的 120V 直流电源

和以太网连接设备。

• 部署

IT 人员一般希望设备易于安装和配置。产品

应可利用标准技术，在安装过程中提供支持。网络

产品应包含自动识别技术。IT 部门期望使用规约而

不是配置来使实现最常见的部署。

IT 部门将外部配置和部署工具视为技术投资

不足而造成的一种补偿。他们希望设备能集成网络

服务器和主网络应用，以便易于管理。

这就允许 IT 人员减少应用维护，从而可以以

一种标准的方式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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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近发生的这些
变化，有些公司的网
络和计算机硬件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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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部门的职责。图片
来源 ：Lei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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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数据库可以帮助生产制造商收集、存

储、检索大量与过程相关的数据，用于

对比分析、以及工业物联网（IIoT）领域

内的质量改善。至少，一个优秀的历史数据库，应

该具有以超过每秒 100,000 个标签的速度从 IIoT 设

备采集存储数据的能力，还能与企业内的多个数据

源协同工作，比如 OPC UA 服务器、OPC DA 服务

器、 OPC XML DA 服务器、BACnet 设备、SNMP

设备、以及其它数据源。因为可以为组织的大量数

据源提供快速存储和查询功能，能够与云数据集成

的历史数据库脱颖而出。

数据库与云的集成
基于云的历史数据库，应能保存大量的数据，

易于和其它工具集成，以便进行数据分析，并将其

转化为可用的信息。它应允许从任何桌面、网络浏

览器或移动设备发起的对大数据的访问，无缝的集

善用历史数据 
挖掘云端大数据的价值

基于云的历史数据库可以通过连接技术，利用公有、私有或混合云等基础设施，实

现数据的无缝集成与优化，提高团队协作效率。

Melissa Topp 成到可信的云基础设施中。

基于云的历史数据库可以利用连接技术，平

衡公有、私有或者两者混合的云基础设施，从而提

高协作和效率，而不会对安全有任何影响。同样的

“云连接器”技术，可以充当本地设备，来存取来

自于工厂车间的数据，并将其发送给公共或私有云。

它应提供来自于工业物联网（IIoT）设备（比如仪表、

传感器、处理器等）的实时和历史数据，与云端的

数据交换应采取安全措施，并保持 IT 友好界面而

不会引起对防火墙或公司基础设施的修改。

在选择基于云的高端历史数据库时，应注重

从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可移动性三个指标衡量。用

户应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设备上，都

可以查看历史数据，并对其进行先进的分析。

可扩展的系统，应允许历史库节点之间的简

单融合，允许设施内和基于云端的服务器提供数据

用于历史重现。应易于增加新的站点或更多数据，

易于扩充。一个集成了私有和混合的云解

决方案的安全系统，可以利用现场存储来

确保数据安全以及与可视化的集成。它应

能够安全的在云端存储数据，而不会导致

任何会造成攻击的漏洞。

可移动的系统则提供了与数据的连

接方式，确保无论用户在什么地方，使

用私有设备都可以连接到数据。应通过

数据历史库的性能计算，来收集度量数

据，以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组

织的决策人员需要这些数据的时候提供

给他们。

■ 历史数据库帮
助 生 产 制 造 商 收
集、存储和检索数
据。

■ 历史库与基于
云的存储和应用的
无缝连接，有助于
在需要时实现信息
的安全共享。

■ 可扩展性、安
全性和移动性是基
于云的数据历史库
的重要特性。

关键概念

Iconics Hyper 的历史库，是基于云的历史数据库，它可通过微软 
Azure 平台实现连接，利用公有、私有或者两者混合的云基础设施，
提高协作和效率，而不会对安全有任何影响。图片来源 ：Ic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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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历史数据 
挖掘云端大数据的价值

面向制造业的大数据和云服务

■ 基于云的软件
即 服 务 可 以 为 工
业 机 器 优 化 的 应
用提供主机功能。

■ 利用工业物联
网 整 合 工 具 让 事
情更简单。

关键概念

针
对工业 4.0 和工业物联网（I IoT）的讨

论往往集中在先进的连接性上。连接性

对于实施来说很重要，整个企业的基

础设施和系统架构都应该被考虑在内。很多年了，

企业都在现场保留服务器硬件，作为电子邮件、

数据库和其他应用程序的主机，例如企业资源计

划 (ERP) 系统。在当今虚拟连接的世界里，甚至

是这种基本的电子服务也开始向云端移动，使用

基于互联网的服务而不是本地服务器。软件即服

务（SaaS）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I IoT 和工业 4.0

的实施当中。

为什么使用云服务？
一个常见的应用是原始设备制造商（OEM）

和最终用户利用基于云的服务来远程监控机器。

这种应用可以跨越多个企业网络来将信息记录在

云数据库中，并且搜集和分析能源消耗数据、生

产数据或者传感器数值，为制造商提供重要价值。

数据分析可以获得可行动的信息，这些信息补充

了决策者的“仪表盘”，因而可以智慧地改善设施

并管理预测性维护。在生产线停机或机器需要关

注的时候，通过基于云的信息服务以电子邮件和

信息推送的形式发给移动设备。

为工业应用提供的基于云的服务正在快速增

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服务对于工业数据的收

集和分析是有用途的。通过基于云的物联网交换

机，将工业设备和设施连接到云服务，轻松实现

完全可扩展的连接。

为了进一步提高云服务整合的效率，现代的

控制供应商正在实施领先的物联网协议，包括消

息队列遥测传输（MQTT）以及高级消息队列协

议（AMQP）。如果在工业应用中使用了这些下一

通过使用基于互联网的软件即服务（SaaS），工业物联网（IIoT）和工业4.0

的应用以及基本的电子服务正在从本地服务器向云端转移。

Daymon Thompson代云概念，在启动智能工厂开发的时候遇到的入

门障碍可能就会低得多。

让数据有的放矢
随着联网的设备和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多，制

造商需要先进的分析将原始数字转换成可执行的

信息以及一个有效的运行计划。基本的数据分析

包括数字及模拟数值的门限分析以及作业时间分

析，例如总时间、最短时间、最大时间和平均时间，

程序状态分析以及能源使用计算。在基于云的解

决方案中，数据可以在本地控制器上以标准格式

进行存储和压缩，或者根据需要可以在企业网络

上的一台服务器上或者一个公共云上。

数据分析的另一项好处是对预测性维护有深

刻的理解。通过来自于运行时间计数器、频率分析

或者均方根（RMS）计算得到的数据，可以实现高

性能的状态监控。系统为不同过程数据限值的监控

提供了方便。对于不规则和重复记录数据的检测模

式的识别进一步提高了过程顺序的可靠性。

一个真实的例子是一家机器 OEM 厂商可以

通过互联网连接，配置所有的机器控制器，并具

有将来自机器的运行数据发送到云平台的能力。

这些数据包括报警、运行时间及停机时间、平均

周期时间以及控制器 CPU 温度等。  

实施工业物联网
和工业 4.0 的目的
在于提高制造业
的生产能力，你
在使用它们吗？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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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工厂所使用的维护策略都是简单的东

拼西凑 ：持续运行直到出现故障的策略，

或者定期的预防性校准，以及对故障频

发的部件进行周期性故障诊断。

既然不能更新整个工厂的设备，那不防尝试一

下基于工业物联网（I IoT）的策略，它适用于几乎

所有的工厂，能够自动运行一个基于状态的程序来

识别异常情况。

该策略利用无线连接，将手持式测试仪表连接

到智能手机和云服务器上。无论是经理和管理层，

还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可利用软件将数据导入

到机器健康状态矩阵，再辅以相关分析工具，就可

帮助用户实现预防性的维护。这种基于状态的程序

也能帮助进行故障诊断和根本原因分析。

基于 IIoT 的

设备数据采集与分析

通过采用基于工业物联网（IIoT）测量解决方案，工厂经理可以收集和分析设备生命

周期内的数据，从而及时排除设备异常和故障。

Glenn Gardner 控制应用可从设备数据的基线和趋势分析中

获益，包括变频器（VFD）以及相关的旋转设备（电

机、泵等）；控制回路 ；可编程自动控制器（PAC）

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以及气动元件等。

大数据带来的挑战
工厂产生的大量数据对于很多传统制造企业

来说是一个挑战 , 同时，大量本地存储的数据也可

能会因计算机硬盘、火灾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产生

丢失的风险。企业应该如何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所需要的人员？随着时间的推

进，软件和数据存取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

即使有了计算机维护管理系统，也很难利用所

收集的电压、温度、电流和振动等技术参数的典型

范围来做分析。要从上述数据中得出工厂所有资产

的故障模式，是一个耗时巨大的工程。

例如，如果不能将某条关键生产线的 PLC 输

入端出现的瞬时电压源隔离出去，可能会给出错误

的信息，导致检修团队过度反应，甚至他们会建议

更换整个装置，但其实只是其中一个元件出了问题。 

没错，这仍然没有解决潜在的问题。

考虑采用先进技术、具有无线连接的测量工

具，比如热成像仪、供电质量分析仪、数字万用表、

手持式示波器、电阻测试仪，能够帮助帮助在生产

线实现系统化的数据采集。采用先进的测量工具，

有助于 ：

1. 在正常运行期间为关键设备创建参考基线 ；

2. 持续进行同样的测量，这样当故障发生时，

数据可以被用于确定故障模式。

■ 创建基于时标
的数据矩阵，用于
故障诊断 ；

■ 数据量是一个
挑战，存储有丢失
的风险。

关键概念

该屏幕显示的是喷涂在某个
设备上的数据点，以及收集
的数据点数据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图片来源 ：F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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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仪表与创建基线
指定专门团队，在基于网络的软件中，为单个

设备创建测试点并编目。例如，在电机和靠近皮带、

PLC 电压输入输出、电机联轴器以及压缩机电源的

位置涂色（热成像位置）。在软件中，将这些测试

点与相应的设备关联。

让技术人员配备适合的测试仪表，包括振动

表、红外线成像仪、电压或电流模块、手持式示波

器、电源质量分析仪，以及可以对多个测试点和多

个设备的数据进行组织、存储和分析的软件。

当生产线在正常模式下运行时，技术人员利用

连接的测试仪器对每个测试点进行基准测试。测试

按照逐条生产线进行。在初始的测试采样中，可以

对运行在同一个应用中的多个相同的设备所得的数

据进行平均，以便获得标准差。

技术人员将数据存储到特定的机器和测试点，

然后利用智能手机自动将数据从测试仪表上传到云

服务器中。（在某些情况下，工程师可能选择用电

压模块或电源质量分析仪来记录一段时间内的测量

数据。）通过 app 或基于网络的桌面软件，这些数

据也可以实时共享给任何地方。

数据采集的要点
在同一位置采集数据的 4 个提示 ：

1. 每个测试点都和可在线识别的设备相连接，

来自单个设备的数据被存储在基于云并经过加密的

服务器上。

2. 在规定的时间点，技术人员分别在 PLC 上

和连接的设备上对同样的点进行同样的测量 ；为了

达到最好的比较效果，测量最好在一致、可重复的

运行工况下进行（理想情况下是每天的同一时刻）。

3. 当生产线出现问题时，不仅要记录下被测

对象的测量，还要记录可能会影响被测设备的其它

设备的测量数据。

4. 在软件中，基于时间轴，使用分析仪表来

比较测量结果和资产性能，利用所得信息制定更明

智的预测性决策。

比较和分析
在进行分析时，需要注意以下 3 点 ：

• 检查状态变化、阈值超限情况，检查状态从

基线偏离情况 ；

• 比较测量趋势，识别出任何异常工况，比如

过电流或与系统压力相关的工况 ；

• 使用软件功能来一一比较从不同技术获得的

数据，将其与出现在 PLC 或相关设备上的特定事

件关联起来。

同时，需要思考下面的问题 ：

• PLC 输出电压波形是否发生畸变？

• 红外线检查测试点是否显示出温度突变？

• 电机拖动传送带时，振动水平是否增加了？

随着时间的积累，利用从多个测试仪表采集

的带时标的数据创建矩阵，有助于发现系统故障的

根本原因。不是查看单个设备的单个测量数据，而

是将从多个设备上获得的多种类型的数据关联起来

分析，还可与同一系统内的其它关键设备相比较。

无线测量与基于云的软件
基于云的软件和无线的测试工具，能够帮助

用户 ：

• 收集所有数据，避免因手动输入数据而导致

错误 ；

• 收集历史性能数据，建立有价值的性能基准。

• 在同一屏幕上查看所有数据，避免管理多个

软件。

• 关联多个数据点，比如电压、电流和热成像，

这样就可以快速发现异常工况。

• 获得多个数据点和趋势图形，比较每个设备，

有助于执行预测性维护计划，满足运行目标。

• 实时获取现场资产设备状态的更新信息，因

为技术人员可以使用移动电话，可以立即将设备的

状态从正常改变成有风险。

• 可以连续一贯的收集系统特性和支持信息，

而不管值班的是谁。

经过长期的积累，将这些智能数据存放在一

个便于访问的地方，只要有了访问权限，团队中的

每个人都可以实时了解。通过基于工业物联网（IIoT）

的测量解决方案，工厂经理可以更有效地收集和分

析设备生命周期内的数据，从而及时排除设备异常

和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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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级是项复杂的工作，自动化系统的升级

更是如此。它们出现的形式各异，每个

系统都有其独特的挑战性。分析纷繁复

杂的技术和运行事件，对其进行分类排序，同时还

要将预算和进度保持在控制之下，确实是一项非常

艰巨的任务，但成功升级后收获的效率提升和收益

也是巨大的。当你计划升级自动化系统时，可以参

考本文中的指导原则。

升级的类型
并不是所有的升级都要同等对待。有些升级，只

是简单的更换即可，对运营只有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影

如何高效管理自动化系统的

升级和改造？

从微小的调整到大维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自动化系统将会经历很多变化。提前

做好调研和计划，并遵循这些导则，有助于确保系统升级的成功实施。

David McCarthy 响。其它升级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配置和系统的行

为，需要大量的安装、培训和监视工作才能完成升级。

通常，升级需要对系统的物理或逻辑结构做些改变。

新的应用功能经常混合在一起出现。所以，在考虑最

佳管理之前，需要先了解自动化升级的不同类型。

最常见的升级类型是微小的版本 / 型号的升

级，包括系统中硬件或软件部分。这可能包括部

件、固件的物理更换，或者服务包升级到商用软件

(COTS) 。这些类型的升级改造一般需要很少、甚

至无需应用软件的重新更新。除了被更新的部件，

自动化基础设施的其余部分一般保持不变。

所有的系统，都是基于某种形式的硬件和软件

技术平台。对这些平台的重大升级，即使是同一生

产厂家的产品，也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软件重新

设计。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仅限于简单的配置和脚

本的变化，但是应用软件可能需要完全重新编译。

编译工具和预设的升级路径可能使该项工作变得简

单，但是整个应用则需要全部重新测试，以确保正

常运行。

细节决定成败
虽然微小的部件升级是最简单类型的升级改

造，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很简单。如果不小心应

对，部件间的细微差异可能会给你造成大的麻烦。

最常见的升级是控制器处理器和模块的升级

（见图 1）。在同一产品线内的升级，一般不需要应

用程序的变化，或者即便是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也

只需要微小的配置变化。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重要

因素是处理器固件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特定功能的
图 1 ：新安装的罗克韦尔自动化 ControlLogix PLC 替换了老的控制系统硬
件。本文所有图片来源 ：TriCor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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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例如，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逻辑

的改变，可能需要重新设定 PID 的调节参数。当这

些变化发生时，生产制造商一般会作记录，但并不

总是如此。这种类型的升级完成之后，完整的测试

和监视该系统应该是计划的一部分。

向智能部件的升级
另外一种常见的升级，是控制盘台部件的升

级。传统的电气 / 气动部件的更换非常简单明了，

可能只需要少量的组装、安装和接线，但是需要停

机的时间很少。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向智能部件的升

级。这些设备可以被操作、监视和远程配置，还可

以提供各种不同的诊断和维护功能。在大多数情况

下，需要对控制系统的地址方案进行升级，以便访

问这些设备。还需要对应用软件进行升级，以便解

锁和使用升级该功能。传统的控制接线（离散或模

拟），一般被网络电缆所取代，而网络电缆在电子

噪声、屏蔽以及其它因素方面具有不同的要求。为

了运行的可靠，必须考虑这些。

与控制系统的其它部分相比，计算机工作站

和服务器的生命周期相对短的多。对硬件、操作系

统、历史库、数据库、安装在工作站和服务器上众

多 COTS 软件的升级比较常见。难点在于将各个部

分完美的整合到一起。一个非常简单的反病毒软件

的升级，就有可能在系统中某个关键部件中导致不

可预期的问题。首先，从查看 COTS 软件经批准的

安装规格书开始。然后，在离线状态下升级系统，

在将其投入到生产系统之前对其进行完全测试。这

是管理升级以及避免出现意外情况的最佳途径。

升级 I/O 的更换准备
最后必须考虑的是，升级输入 / 输出（I/O）

子系统的情况（见图 2）。该类型几乎自成一类。

尽管应用软件需求很小，但是物理安装比较重要。

在规划 I/O 系统升级时，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 ：

• 系统切换的时间窗有多少？

• 当安装新系统的时候，老 I/O 系统的一部分

是否仍需要运行？

• 现场接线是否可以保持不变，或者也需要

更换？

停机窗口的长短，将决定一次性可以更换 I/O

的数量。如果切换时间比较短，不要丧失信心，总

会有办法降低安装时间。

如果物理空间和接线允许，那将整个接线装

置完全更换，将是最快的切换方式。将新的接线装

置布置在现有装置的旁边，在切换前应集成完毕并

进行完全的测试。现有装置内，确保现场端子侧的

接线应具有完整的标签。切换开始时，将现有盘台

内的现场侧的电缆切断，并将其连接到新装置内端

子的现场侧。

如果新装置方案不可行，或者一次仅能更换

装置的一部分，那么新盘台的子部件可以预先安装、

连接到新的接线端子排上。当停机窗口来临时，将

旧盘台端子的现场侧电缆断开，完全移除就盘台，

安装新盘台，重新将现场侧的电缆连接到新盘台的

端子上。这种更换方法，需要将新盘台的螺栓安装

到旧装置上。

如果无法更换部分盘台，那么可以考虑将新

I/O 系统安装并接线到旧盘台上。这种情况下，你

可以保持原有现场端子排不变。如果 I/O卡件允许，

预先接线和为模块打标签，可以节约时间。如果

必须更换现场接线，可预先准备好电缆、打标签、

连接到现场设备侧或控制盘台侧，这样就可以加

快更换的时间。

平台的改变
硬件 / 软件平台的改变可能非常困难，即使没

有系统功能的改变。最低限度下，所有应用软件即

使不需要重新编写，也需要被重新编译。对任何系

统来讲，一次安装所需要的停机时间一般来讲会很

图 2 ：该 图 显 示 PLC
的 I/O 机 架 已 经 到 了
寿命的末期，需要进
行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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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保持现有系统的一部分不变，同时加入新系统

的一部分，这是你可能遇到的最困难的情况。可以

先从与硬件平台改变有关的物理安装开始着手。

对采用菊花链模式安装的设备，使用公用供

电方式，要尽可能的保持系统回路不变，这可以减

少你的麻烦。当传感器和仪表输入信号必须在系统

间共享的时候，有多种选择。从接线的角度考虑，

使用网络在系统间传递信号，是最简单的解决方

案，并且不会降低信号的精度。为实现这种方案，

可能需要特殊的通讯模块。对某些特别关键或高速

参数传输，这可能并不能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可选用一个系统来控制和测量信号，并用另外一个

系统来请求和监测这些结果。

对于数字输出设备来讲，如果两个设备都应

对其进行控制和监测，也有几种选择可以考虑。在

旧系统和新系统之间通过网络进行通讯，是比较常

用的方法。一个系统在物理上控制设备 ；另外一个

系统则请求驱动或停止驱动该设备。这是最安全的

运行模式，当转换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也是

进行故障诊断、处理最简单的方式。对数字系统和

模拟设备来讲，这种方式都能很好的工作。

如果不能使用网络，那么带双触点的中间继电

器，则可允许两个系统同时控制单数字量输出设备。

在应用该方法时需要特别小心。如果任一系统请求

该设备，则它会无条件的激活，除非另有连锁控制。

如果接线和设计得当，切换完成时，旧系统就可以

从继电器上断开，继电器线圈也可以移除，继电器

就成为 I/O模块和新系统中现场设备之间的端子块。

模拟输出设备的挑战性要大多了，由于可能降

低信号精度，并不太适合这种方法。如果仅是必须

从两个设备控制模拟设备，而且两个系统之间无法

通过网络连接，并且没有其它方法，那么可以将控

制（以及相关的测量，如果必要的话）布置在一个

系统中，并将设定值或输出信号通过硬件接线连接

起来。尽管其它途径也可实现，但是学校教材一般

通过在两个系统的终端安装二 - 十进制编码模块来

实现该功能。

可视化和分析
在软件平台升级过程中，你最可能碰到的情况

是可视化和生产制造智能化。可视化软件，可以将

过程设备的状态呈现出来，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配

置或与设备进行交互。设备的描述一般使用图形化，

尽管并不总是必须这么做。它们还能显示与工厂车

间最近发生的活动相关的趋势、日志和状态数据。

生产制造智能化，源自于系统间或整个企业间

的数据交换。历史库、数据库、报告平台是这其中

的公共部分。数据可能是从其它系统推送到工厂车

间系统，来配置产品配方、调度、清洁以及其它更

多事情。从工厂车间获得的公用数据包括生产的产

品、产品的数量和消耗的原材料数量。一般情况下，

一系列的报告与系统的每个运行区域相关。

好消息是这种类型的平台升级，安装过程中对

运行的干扰较小。坏消息是有大量的应用软件修改

工作。你很可能需要从零开始重建可视化应用，包

括新符号组、编码、编写脚本和查询例行工作。在

生产制造智能化方面也是如此，修订工作包括报告

的布局、模式、查询以及其它更多事情。

由于所涉及的工作量巨大，这些升级工作的动

力一般源于新平台内在的功能需求，而老系统很难

或者根本无法实现这些新功能。在启动新系统之前，图 3 ：临时以太网线连接新服务器硬件到现有以太网网络。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6.08  27   

必须确保现有系统所有必要的运行和信息部分都已

经连接到新的系统上。

准备过程包括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同时

还要对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技术分析。这些

工作要做的比较彻底，审查所发现的一切。某些不

经常使用的屏幕、报告、查询，虽然也许不是利益

相关方提及最多的，但是对于系统的运营来讲，有

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当准备完成时，为新、旧系统的运营生成一份

详细的功能规格书。该规格书应定义所有功能细节，

规定系统应作哪些事情，由哪些系统完成这些工作。

召集有技术团队、运营人员和任何其它相关人员参

加的设计会议，来审查技术规格书（在任何开发工

作启动前进行此项工作）。这有利于大家达成共识，

为升级改造建立牢固的基础。该技术规格书为项目

进度的度量建立基础，并确定系统的性能。

在开发工作结束后，安装工作开始前，进行

详细的工厂验收测试，在测试期间，所有的相关

人员都有机会接触新系统。在工厂验收测试和系

统安装之间留足时间，以便处理在测试期间可能

遇到的问题。

当准备好安装时，可以选择完全替换旧系统，

或者让两者并列运行一段时间。可视系统的并列运

行需要额外的电缆、接线以及临时的操作员工作站。

在智能制造侧，可能需要额外的电缆、网关和服务

器等基础设施。尽管并列运行总是花费更多的成本，

但是如果可供你安装的时间窗口十分紧张，而需要

改变的又很多，那就值得考虑。

工业网络的升级
以最简单的形式升级到工业网络，可能就是将

现有系统进行扩展。COTS 软件中有很多网络通讯

流量分析软件，利用任何一种，来识别并记录所有

目前连接的设备，以便开始网络升级的准备工作。

根据升级的不同，你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网关或适当

的时候安装新网关。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再一

次运行分析软件，确保系统没有冲突或者其它事项。

如果发现问题，数据包分析软件可以对其进行分析，

提供事情发生的原因。

对老旧专用系统的升级要复杂一些。你仍然需

要从网络准备开始，但是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来识别

安装在网络上的所有设备，以及这些设备的逻辑网

络地址和物理位置。老旧系统可能会有一些工具来

帮助完成该功能。用文件记录物理电缆的类型和老

网络的接线配置，是个很好的经验（见图 3）。需

要注意，有些老旧网络，对于经由其传输的信息以

及连接到网络设备的数量非常敏感。在完成这些登

记工作之后，制定升级到新平台的详细计划。

在升级工业网络时，确保使用的电缆类型适合

于工业应用环境，尤其要注意电缆长度、屏蔽以及

连接的最优实践。除了电缆，还需要注意使用了正

确的网络设备类型。最低限度，你需要网络交换机

或集线器，如果网络上有多路传输，还需要管理型

交换机。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在事前而不是在事后

考虑系统权限和安全问题。需要考虑的事项包括 ：

物理访问、网络访问、操作系统层安全和应用层安

全。安全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人员处理以及

技术工具两方面的协同工作来保护系统。

改变，是生活的一部分
应该清楚，在整个生命周期，自动化系统可能

会经历多次变更。这些变更可以有多种形式——从

微小的改变到重大维修。每种类型的升级都有其独

特的挑战需要管理。不要低估手头的工作，即使是

最简单的自动化升级也可能并不简单。好的计划，

再加上一点调查研究，就是通向成功的门票。  

 

“应该清楚，在整个生命周期，自动化系统可能会经历多次变更。不

要低估手头的工作，即使是最简单的自动化升级也可能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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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体的体积流量对于许多工业的过程监控

和控制来说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包括

化工、炼油、石油天然气、水及污水处理、

发电、制药、食品及饮料等行业。

流量必须控制在安全极限以下 ；对流量的监控

会在流速过低或过高的情况下发出提醒。这些偏移

现象经常作为报警提供给操作员。对于实时控制，

流速可以用作控制系统中的联锁条件—例如，在罐

体或容器排干之前启动离心泵。

也许最常见的流量测量信息的用法是将其作

为比例 - 积分 - 微分（PID）控制回路中的过程变

量来优化连续的过程。例如，在一个控制阀定位回

路中，流量测量可以用作过程变量反馈来使设定值

达到或接近理想值。

有三种用于测量体积流量的主要技术，分别

是差压式、涡流式以及磁力式流量计。以前，用

克服流量测量的挑战

为应用场合匹配合适的流量计可以帮助工程师解决在流量测量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磁力式、涡流式以及差压式流量计是用于测量体积流量或者流速的主要技术。了解

什么情况下使用哪一种流量计，是提升效率的关键。

Wally Baker 户为一种特定应用在这三种技术之中选择，往往

要基于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哪种技术被成功使用

过。现在，通过向来自工程公司、系统集成商或

可信赖的供应商的流量测量专家咨询，会得到更

多有价值的帮助，包括识别备选方案，或者关于

近期的可能进一步提高流量测量和工厂性能的创

新技术和信息等。

测量差压流量
通过压力差进行流量测量是最常用的流量测

量技术，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几十年。一台差压

流量计是测量体积流量的经济有效的方式，特别是

应对一般直径在 8 英寸以上的大口径管道的时候，

例如在供水或排放管线中见到的。与其他技术不同，

差压流量测量可以用于导电的和不导电的流体，这

使其可以用于大范围的气体和液体场合。

差压流量计里的主要部件在一个管道里通过

引入限流而制造出压力下降。这个压力下降被第二

个部件（即差压变送器）测量，它会将读数发送到

控制系统。根据差压变送器的具体属性不同，余下

的部件可以包括脉冲管以及将上游和下游的压力都

连接到变送器上的连接器。

通过工程手段在管道里制造一个限流，一般是

使用孔板、皮托管（皮托管测量管道中介质的静止

压力与流动压力之间的差值）、或者阿牛巴（一台

阿牛巴是在管道截面上进行多个取样的平均值皮托

管），伯努利的方程式可以用来计算流速，因为限

流截面上的压力降的平方根与流速成正比。

一台差压流量测量设备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

然而，对于特定的应用场合，也会出现挑战，其中

最主要的挑战就是“湿腿”问题。“湿腿”是一个

■ 根据不同应用
场 合 选 择 适 合 的
流量测量技术。

■ 先 评 估 流 量
计，然后再安装，
最 后 计 算 生 命 周
期成本。

■ 考虑采用无线
流 量 测 量 技 术 的
优势和风险。

关键概念

图 1 ：通过测量孔板制造的压力差，差压流量计计算出
体积流量。本文图片来源 ：艾默生过程管理

流向

高压 低压

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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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连接差压变送器和主要流量传感部件之间的脉

冲管的术语。例如，一种气体可以滞留在湿腿中并

影响流量测量的精度。除此以外，“湿腿”也可能

阻塞以及在寒冷状态下冻住。

现在，先进的技术使得一个整体安装的压力变

送器可以直接连接到主要的流量组件上，消除了脉

冲管及其湿腿问题。这些组装件可以简单快捷地安

装，因为不需要安装脉冲管。除此以外，由于泄漏

点减少了，维护成本也下降了。

传统的孔板可能会引起另一个差压流量测量

的问题，因为其需要安装在很直的一段管道上，这

样才能减少流动扰动，其要求是上游的直管道长度

达到 44 倍管道直径，下游的直管道长度达到 7 倍

管道直径。

许多情况下，在这些直管道的长度范围内出现

的弯管部位，会引起使用传统孔板测量的不准确。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调节性孔板。调节性孔板

仅仅要求在孔板上游及下游的直管道长度为直径的

两倍，这大大的增加了使用差压流量测量的应用数

量。

涡流式流量计
涡流式流量计是根据冯卡门效应来测量流体

流量，当流体撞击一个障碍物（顶出杆）时会在杆

的后部制造出交替的涡流，或者低压区域，其频率

与流体的速度成比例。

测量的频率会转化为流速，进而转化为体积流

流量。工业涡流式流量计是在 1968 年问世的，已

经成功用于蒸汽、气体以及清洁流体的测量。与所

有的流量测量技术一样，使用涡流式流量计也会遇

到挑战和解决方案。

一般的涡流式设计会在传感器或顶出杆周围存

在小的空间或缝隙，用来制造产生涡流所需要的运

动。流体中的涂层或者颗粒物可能会堵住缝隙并抑

制传感器的运动，结果是流量测量不准确。全铸的

涡流式流量计不再需要自由传感器的运动，因此对

于涂层和阻塞不敏感。因此，它们可以用于稳定地

测量通常会阻塞传统涡流式传感器的脏的流体流量。

需要被称为“低流量截断”的最小流速来建立

涡流。如果所期望测量范围的下限流速低于这个最

小流速，则可能无法测量到，经

常需要缩小流量计和管道的尺寸

来增加速度。

 减径管涡流式流量计具有同

心异径管设计，将其安装在流量

计本体内部可以不需要进行昂贵

的破坏性的过程管道改造而实现

对更低流速的测量。对减径管涡

流式流量计的工厂标定确保了精

度并消除了在现场额外增加上游

及下游管道的需求。

在某些情况下，相比体积流

量，首选测量质量流量。例如，

在计算过程蒸汽效率的时候，首

选的测量饱和蒸汽流量的单位是

磅 / 小时，与体积流速截然相反。压力或温度补偿

被用来使得涡流式流量计可以测量流体的质量流

量。将这些补偿测量集成到流量计中会减少安装成

本和复杂性。

涡流式流量计通常用来测量腐蚀性化学品的

关键流量。传统的传感器设计存在潜在的泄漏风险，

也许会让过程流体从管道中泄露出去。要这些设计

提供服务还必须要关闭过程而且让工人暴露于过程

化学品之下。对于这些关键流量的测量，具有隔离

传感器的全铸流量计去除了常见的泄漏点，并能在

图 2 ：可 直 接 安 装 的
差压流量计避免了对
脉冲管的需求，减少
了安装和维护成本。

图 3 ：在涡流式流量计
中，顶出杆产生的涡
流的共振频率与管道
中的流体流速成比例。

顶出杆 传感器

涡流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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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运行状态下提供安全的服务。

磁力式流量计
磁力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的法拉

第定律，即当导电流体流经磁场时会产生电压。电

压的高低与磁场的强度、导体的长度以及导体的速

度成比例，其公式如下 ：

E=KBLV

其中 ：

E = 电极上测量到的电压

K = 仪表常数

B = 磁场密度（磁场强度）

L = 导体长度（电极之间的导电路径长度）

V = 导体（导电流体）的速度

磁力式流量计是在 1952 年推出来的，已经被

用于大量的导电流体的流速测量。因为它们不需要

在流体流动中引入障碍物，因此避免了需要插入的

流量计遇到的问题，例如压力下降、产品剪切或流

动的流体导致仪表磨损和消耗。

磁力式流量计可以测量磨损性以及固体物含

量高的浆液。除此以外，可以选择潮湿的表面（衬

里以及电极）与具有化学侵蚀性或磨损性流体相兼

容。流量计的潮湿表面可以选用与过程流体性能相

匹配的材料，延长流量计寿命。

材料科学以及安装技术方面的进步可以进一

步提高流量计的可靠性并延长其寿命。使用具有全

焊接设计特色以及隔离区块来避免潮湿和污染，能

够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如果使用的衬里提高了耐热温度、减少了渗透

以及对油的阻力，就像在石油生产领域测量采出水

的应用场合，将有助于延长使用寿命，可增加的选

项包括，衬里保护、防止磨损的强化材质。得当的

安装方法有助于流速的控制，进一步减少磨损或控

制温升来减少渗透率。

来自质量和法规方面的要求经常需要定期检

测流量计的精确度。这通常要求将流量计从管道上

拆下来，再送到流量实验室确认精度，或者携带额

外的设备到现场来验证对离线流量计的校准工作。

智能流量计校验是一种被接受的方式，将该技术内

置在流量计中，这样校验流量计的性能不再需要将

其离线，也不需要使用特殊设备。

智能流量计校验所检验的是硬件、软件、线圈、

电极以及连接线。校验可以连续运行、或者通过本

地操作员界面启动、也可以通过远程软件指令。一

般来说，由于免去了标定校验的过程，从而显著减

少了停机时间，并避免了断开和再次连接正常工作

的流量计所带来的故障。不仅如此，智能流量计校

验可以根据安装的流量计是否按照预想正常工作的

反馈，来简易地确认初始安装是否成功。

流体里经常含有颗粒物，会引起对流量测量产

生干扰的噪声。这样的例子包括采矿浆液、制浆造

纸机的浆液、以及携带大量沙子的采出水。颗粒物

撞击电极会引起高水平的噪音（其效果类似敲击麦

克风），其结果是降低信噪比、降低精度、以及很

差的回路性能。

处理高水平过程噪音的传统方式涉及到额外的

阻尼，可以将回路响应降低到不可接受的水平。现

图 4 ：图 中 所 示 的 4
台涡流式流量计正在
一个增强的石油采收
现场测量蒸汽流量。

图 5 ：磁力式流量计通
过其传感电极，能够
测量由流经流量计的
导电流体产生的磁场。

传感电极（E）

流向（V）

衬里

线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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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噪音消除技术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的、响应更快

的流量信号。这些技术包括可以动态监控信噪比的

诊断功能，可调线圈驱动频率来获取更低的噪声频

率，以及具有增强的信号功率的强信号磁力流量计。

 

无线选项
有无线的磁力式、涡流式以及差压式流量计设

备可用。差压式流量计的变送器已经有了集成无线

功能的版本，对于磁力式和涡流式流量计，也有了

可以将其输出信号在变送器内转化成无线信号的适

配器。

无线装置通过无线方式发送过程数据和诊断

信息，免除了对到 I/O 柜的信号电缆敷设工作的需

要。信号接线不需要敷设电缆，实现了更快更经济

的安装工作，同时减少了维护工作。

无线设备可以连接到一个无线网关，该网关会

被安装在靠近控制系统的位置，通过硬接线与控制

系统连接。无线技术同时免除了对额外的控制系统

模拟量输入点的需要，从设备到控制系统的信号接

线可以非常昂贵，特别是需要增加一个新的模拟量

输入卡的时候。

磁力式、涡流式以及差压式流量计是用来测量

体积流量或流速的主导技术。每一种技术都有其一

席之地，也都面临着挑战。首先要做的决定是为应

用场合选择正确的流量技术。接下来的任务是根据

不同的应用选取合适的流量计，包括所需的特性和

可选项，从而帮助工程师克服该应用场合所固有的

流量测量的挑战。  

图 6 ：磁 力 式 流 量 计
可以用于非常大的管
道的流量测量，这成
为了此类应用的一个
具有优势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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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数秒而不是毫秒）。只要在设计阶段已经考虑

并且标准可以接受，那就没有理由不能做。

无线设计要素
以前，大多数控制类型的应用，使用的都是

有线连接方式。随着无线技术接受度的不断提高，

以及经验证的可靠性，越来越多的正在实施的控制

系统使用无线技术（见图３）。为应用增加无线功能，

可以帮助减少接线、维护安装和手动监测的成本。

对于工厂内、短距离的应用，技术变得更具

灵活性，所以增加多个专用无线连接所产生的费用，

并不像以前那样价额高昂。有时候，距离比较短，

但是铺设电缆的物理路径并不可行。其它情况下，

虽然铺设电缆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费用高昂，

这就意味着无线系统是最佳选择。

在控制应用中考虑无线网络时，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尽早将其设计到系统中，这样才不至于在

安装期间或安装后给你地带来意外的“惊吓”。明

确构建无线网络的目标，需求的意义，并确保所选

择的产品能够按照期望的功能发挥作用。

在改造环境下增加无线网络时，建议无线系统

与现有系统并列运行作为测试。这样就给出了系统

工作的基准，并留足时间确定该系统是否能正常工

作。现在有很多种无线技术可供选择，在决策前与

生产制造商联系，讨论应用、需求和可能的障碍，

可以提高实施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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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交换器在不同的流体之间传导热能。尽管

热传导一般来说是高效的，不过要想将被

加热的液体的温度控制在一个特定的、稳

定的设定值上会很有挑战。然而，了解了工业领域

采用的热交换器控制策略可以克服这些挑战。

典型的热交换器
到目前为止，管壳式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使用最

普遍的热交换器，因为它适用于低压和高压的应用

场合（请见图 1）。它的外围是一个壳体，内部包

括一束管子。这些管子可以直线排列也可以排列成

“U”形。一种流体流经管子，另一种流体流经包

裹着管子的壳体，热量在两种流体之间传导（请见

图 2）。这一组管子被称为“管束”。

热量是通过管壁从一种流体传导到另一种流

体的。热量从管内流体传导给壳体内的流体是要降

温，或者热量从壳体内的流体传导给管内流体是要

加热管内的物质。对于壳体侧和管内侧的流体来说，

既可以是液体也可以是气体。为了有效率地传导热

量，使用了许多管子，这样会增加在两种流体之间

进行热传导的面积。

如何优化热交换器的温度控制？

通过将反馈、串级、前馈技术集成的控制策略，可以满足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热交换

器温度控制这样的应用需求。

Shady Yehia 控制目标
对于给任何控制回路设计整体控制策略来说，

很重要的是要识别相关的过程变量——被称为“受

控制变量”、操纵变量、以及不同的干扰变量，它

们都直接影响受控制变量。

对于图 3 中所示的热交换器。壳体侧的流体

是必须要加热到一定温度设定值的过程流体。最终

的温度值 T1out（受控变量）会在热交换器的出口处

测量。

加热过程是通过让蒸汽穿过管子来实现的。穿

过管子的蒸汽越多，传导给过程流体的热量就越多，

反之亦然。对于蒸汽流量 F2（操纵变量）的控制

是通过对安装在蒸汽入口侧的调节阀的节流控制实

现的。

3 个主要的干扰因素会影响出口的过程流体的

温度 ：

• 过程流体流速的变化，F1 ；

• 过程流体入口温度的变化，T1In ；

• 蒸汽压力的变化，引起的蒸汽流速的变化，

F2。

控制目标是通过调节蒸汽流速 F2，将过程流

体的出口温度 T1out 维持在需要的设定值上，无论

受到什么干扰。

反馈控制
在反馈控制方案中，将测量到的过程变量

T1out，应用在基于比例 - 积分 - 微分（PID）的反

馈温度控制器（fbTC）中，通过控制器将过程变量

与期望的温度设定值进行比较，计算并决定打开或

关闭蒸汽控制阀的控制行为（图 4）。

反馈控制方案最重要的优势是不管扰动源如

何，控制器都会采取修正措施。采用反馈控制仅

■ 了解与热交换
器 相 关 的 温 度 控
制 ：反馈、串级、
前 馈 以 及 PID 控
制技术。

■ 评估过程变量
扰 动 和 修 正 是 如
何 影 响 控 制 性 能
的。

关键概念

图 1 ：管壳式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使用最普遍的热交换器，因为它适用于低压和高
压的应用场合。

典型的管壳式热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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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流程有很少的了解。因此，尽管过程模型

会是一个优势，但设置和调节反馈控制并不需要

过程模型。

反馈控制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在控制变量受到

影响之前对扰动作出响应，即便是大的扰动。如果

发生了太多幅度很大的扰动，它们会产生无法恢复

的过程不稳定。

串级控制
在一个串级控制方案中，不会将 PID 温度控制器

的输出直接送到控制阀，而是将其作为设定值送到基

于反馈 PID 的蒸汽流量控制器（fbFC）。第二个回路

的任务是保证蒸汽流速不会因为不确定因素而变化，

例如蒸汽压力变化或阀门问题。当热交换器运行在稳

定状态下时，输出温度与设定值相一致，而且控制器

的输出 fbTC 不变。突然增加的蒸汽压力会引起蒸汽

流速 F2 增加（请见图 5）。这会引起控制变量的逐渐

变化。如果没有流量控制回路，fbTC 直到输出温度已

经受到影响之前都不会采取修正措施。

通过实施串级策略，在蒸汽流速变化的时候，

反馈控制回路 fbFC 会立刻调整阀门的位置，来将

流量恢复到之前稳定状态的值（因为温度控制器给

出的流量设定值由于输出温度不变而保持不变），

避免了在其发生之前而改变输出温度。

要注意必须将流量控制回路调节得比温度控

制回路快得多，确保在流量变量影响过程流体输出

温度之前将其取消。

前馈控制
与反馈控制不同，前馈控制会在扰动发生的

时候采取修正措施。前馈控制不看过程变量。它只

看扰动以及扰动发生时的响应。这会使得前馈控制

图 2 ：从 管 壳 式 热 交
换器的截面图上可以
看出内部的管束。一
种流体流经管子，另
一种流体流过包裹着
管子的壳体，热量在
两种流体之间传导。

蒸汽入口 过程流体入口

蒸汽出口
过程流体出口

图 3 ：热交换器仪表测量并调控流量和温度。

蒸汽入口

过程流体入口

蒸汽出口 过程流体出口

图 4 ：反馈控制将温度测量值应用到一个控制器上，从而实现对蒸汽控制阀
的开、关操作。

蒸汽入口

过程流体入口

蒸汽出口

过程流体出口

T1out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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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快速地直接地补偿扰动所造成的影响（请见图 6）。

要想实施前馈控制，对过程模型以及扰动和过程

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的了解是必要的。

对于热交换器来说，从稳定状态模型可以推导出

来下列公式，可以决定需要的蒸汽流量 ：

F2sp = F1 × (T1OUTsp– T1IN) × (Cp/_H)

其中 ：

F2sp = 要用于 fbFC 的蒸汽流速计算设定值

F1 = 过程流体流速测量的扰动

T1OUT sp = 在热交换器出口的过程流体温度设定值

T1IN = 过程流体入口温度测量的扰动

Cp = 过程流体特定的热量（已知）

△ H = 蒸汽的汽化潜热（已知）。

使用这个公式来计算所需的蒸汽流速足可以消除

流程液体流速和温度的变化。在一个几乎没有过程模

式增强功能的完美世界里，前馈控制对于完美的控制

过程已经足够了。不幸的是，没有完美的世界。

使用前馈控制的明显优点是在过程被干扰之前它

就会采取修正措施。但缺点就是它需要较高的初始投

资，因为必须测量每一个扰动、增加仪表的数量以及

相应的设计成本。

除此以外，这种方式要求对过程有更深的了解。总

是仅仅依靠前馈控制而不考虑测量的过程参数并不现实。

集成的方案
一种整合了反馈、前馈和串级控制的方式如图 7

所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功能能够满足热交换器控

制的要求。

• 前馈回路会处理过程流体中的大的扰动。

• 串级流量控制回路会处理与蒸汽压力和与阀门相

关的问题。

• 反馈控制负责处理其余的问题。

将三种技术组合在一起来优化热交换器温度控制，

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过程的变度、提高产品质量，并

提高石油化工行业的能源效率。  

蒸汽入口

过程流体入口

蒸汽出口

过程流体出口

T1out设定值

图 6 ：前馈控制处理过程流体中的大的扰动，因为它不受过程变量的影响。

蒸汽入口

过程流体入口

蒸汽出口

过程流体出口

T1out设定值

图 7 ：整合了反馈、前馈和串级的热交换器温度控制技术，最大程度减少了
过程的变度、最大程度提高产品质量并确保能量效率。

 图 5 ：串级控制可以处理蒸汽压力和与阀门相关的问题。

蒸汽入口

过程流体入口

蒸汽出口

过程流体出口

T1out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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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化在整个工业领域的应用变得越来越

普遍。用户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提升过程

的效率和降低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

工程师们努力寻找新的方法，来测试和使用自动化

技术和产品，以便实现其最大价值。

在控制生产过程领域，自动化仍然是快速增长

的催化剂，影响力与日俱增，有很多新的技术被应

用到控制系统中。例如，在过去十年间，无线技术

作为自动化技术的一部分，已经逐步成熟起来。尽

管在初期无线网络并不被认为适用于控制，但是无

线网络已经快速的从仅适用于传感器方面的应用，

发展到现在的适用于闭环控制。

不管控制系统的架构是 ：集中式、分布式、或

是闭环控制，无线系统都可以成为控制系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但是，在将无线引入到控制应用之前，

必须充分了解无线技术的差异，以及它们是如何影

响控制应用的。

为控制系统增加无线网络
如果考虑在控制应用中使用无线网络，那么在系统设计的初期就加以考虑，可以

避免在安装过程中或安装后出现意外的“惊吓”。

在设计系统时就考虑
决定在项目的控制应用中使用无线网络之前，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哪些事项可以提前预防。例如，

对无线网络的期望，应用的关键程度，以及如何根

据不同应用明智的选择无线系统。

期望 ：在考虑将无线网络应用于控制时，非常

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对无线网络的期望是什么？并

根据期望来规划系统。无线产品正变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可靠。很多用户希望无线产品，能够像标准

的有线产品一样工作，但事实是，在无线网络系统

中，总有一些延迟因素，而有线网络则不存在这种

情况。

在设计系统时，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点。

如果在项目的设计阶段考虑了这个问题，那一般来

讲，它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延迟问题被忽视，

那么在启动系统时，就会发生问题。

无线生产制造商一般会在延迟方面为用户提

Justin Shade

图 1 ：在关键的控制回
路中，丢失一个数据包，
就有可能生产出不合格
产品。每个回路可能会
需要通过其专用网络连
接到控制器，也就是拥
有专用路径。WLAN、
蓝牙、ZigBee 是最受
欢迎的选择，尤其是在
短距离传输场合，比如
工厂车间。本文所有图
片来源 ：菲尼克斯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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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帮助。对于特定的应用，系统设计工程师必须确

定延迟是否可以接受。典型情况下，延迟不会太大，

但是在部署无线系统时，必须予以考虑。

关键程度 ：即使都应用于控制，无线系统也有

不同的使用情况，通常可将它们分成两组——关键

组和便利组。

对于关键应用，无线连接被用于传输关键的实

时数据。通常情况下，如果它们是时间敏感的，那

这些数据就被视为“关键”。不论何种原因，如果

网络连接出现延迟或者中断，应用过程就会被中断。

如果无线网络的功用主要在与提供控制过程

的效率，但是其对应用本身并不是十分关键的，那

这就是便利型应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 ：对于

远程可编程控制器（PLC）或者控制设备，以前都

是派人每天数次亲自去现场读数据或记录。无线系

统则可以消除这种需求，但是如果连接断开，就地

控制仍然保持运行。

无线技术的选择 ：当为应用增加无线技术时，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没有任何一种无线技术可

以适用于每种应用。尽管某些技术可以在不同的应

用场合中使用，但这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属性使其

可以很好的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在确定哪种类型的射频（RF）技术适合于特

定应用时，主要依靠三个标准来考察 ：环境、连接

介质和数据流量。在考察环境时，必须考虑障碍物、

在该区域的其它射频源和距离。根据经验，频率越

低，经由空气传播的 RF 损耗的能量越小。因此，

频率相对较低的射频，可以传播更远的距离，可以

更好的穿透障碍物。所使用的频率也会影响数据传

输速率。在低频段，被用于传输信息的信道比较窄。

这样数据传输速率就会降低到千比特 / 秒 (kbps）。

相反，在高频段，信道较宽，可以传输更多的

数据，一般情况下达到兆比特 / 秒（Mbps）。随着

无线距离的增加，可能需要降低运行频率。这反过

来就会降低传输速率。这种变化会影响系统或应用

的设计。

最后还要考虑系统设备和无线模块之间的连

接介质。并不是所有的无线设备都适用于所有类型

的连接介质，这点非常重要。有些与离散类型的输

入 / 输出（I/O）连接，而其它则与串口或以太网连

接，也有一些则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在为特定应用

选择无线产品之前，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认目

标产品具有期望的连接性能。

通过上述标准，可以帮助用户确认无线技术是

否适用于自己的应用项目。一旦上述三个问题得到

解决，下一步就是确定控制系统如何工作。根据不

同的控制架构，可以选择最适用的无线技术。

对于所有的控制架构，通讯仍然必须通过某种

形式的介质传输。以前，短距离的连接，使用不同

类型的电缆组合，通过电缆槽连结至集中控制点。

电缆车的概念被用于电缆无法敷设的长距离传输。

根据安装类型和人力资源需求，这两种类型的网络

可能会变得耗费大量时间和费用。

随着电线电缆的价格持续增长，并且公司也在

试图使其工艺过程效率更高，新型的系统网络连接

方式正在研发中。在控制应用领域，不断增长的趋

势就是无线通讯。利用无线通讯，公司在将设备、

区域和信息通过网络链接起来的时候，能够减少安

装费用和时间，而在以前这是无法实现的。

根据不同的控制结构选型
通常，可以将控制结构分成三种类型：分布式、

集中式和闭环回路。不过，在应用时有可能包括上

图 2 ：WLAN 或 Wi-Fi 
的通讯速率最高可达
300Mbps，使其成为
重要反馈回路的最优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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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几种的组合，这可能会让某些应用变得更复杂。

分布式控制 ：当应用中的多台计算机分别控制

不同的对象或设备，各自构成子系统，各子系统间

有通信或网络互连关系时，通常称之为为分布式控

制系统。在某些情况下，无线连接仅被用于向就地

控制设备发送更新。在这种方式下，它只是周期性

的提交报告，所有的控制都由就地的控制系统完成。

如果无线系统的响应有某种程度的延迟或者出现周

期性的中断，就地的控制系统仍然可以继续控制工

艺过程，在无线连接恢复之后，重新发出更新数据。

这是非常流行的无线通讯应用，如果使用某种

无线技术，比如 900MHZ 跳频扩频或者许可的超

高频段，通过无线网络连接起来的设备之间的距离

可达数千英尺、甚至几英里远。这些技术主要用于

长距离、低速通讯领域，一般情况下为千比特的范

围。它们具有鲁棒性和可靠性，有助于解决距离和

障碍问题。有了这种类型的无线连接，就不必定期

派人到现场去监视和控制设备了。

集中式控制 ：如果控制应用中存在一个集中

控制设备，比如 PLC 或 PC，来发送指令给远程设

备，告诉它执行何种操作，那它就是所谓的集中式

控制应用。一般情况，这些终端设备靠近主控设备，

距离从几英尺到数千英尺不等。由于距离较近，而

且很多类型的无线技术都可用于这种距离较短的应

用场合，这样就为无线通信带来了机会。较短的距

离就可以使用较高的频率和较宽的带宽。很多无线

技术，诸如无线局域网（WLAN 或 Wi-Fi）、蓝牙、

ZigBee 等，都适用于短距离传输，可以具有较宽

的带宽，数据传输率也在 Mbps 量级。

利用这些较宽的带宽，更多的设备可以通过网

络连接到一起，消除了对电缆以及电缆槽的需求，

降低了安装费用。这种类型的应用，对于关键程度

的把握是重点。因为一般情况下，虽然终端设备没

有智能化 , 但它们仍然需要与控制系统实时通讯，

以便发送信息和接收指令。如果无线连接因为任何

原因中断，都会造成系统停机或故障。

闭环控制 ：闭环控制是介于集中和分布式控制

的混合体，增加了从传感器过来的反馈回路，从而

可以将其与控制器的读数比较。像集中控制系统一

样，由于控制系统中所做比较的数量以及时间要求，

通讯的响应必须可靠、具有鲁棒性。

以家用烘干机为例。当选择某一温度来烘干衣

物时，烘干机就加热到预先设定的温度并将烘干机

的开状态保持一定的时间。在一个标准化、集中化

的控制系统中，温度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无从了解

这些，因为没有任何报告来显示烘干机内的实际温

度。而在闭环控制系统中，在烘干机中配置有传感

器来监视实际温度，并将这些数据回传给主控制器

作比较，并作必要的调整。这就在系统内就可以实

现更具针对性、更精确的测量。

为闭环系统增加无线网络时，首先要关注的就

是远程传感器必须从主控制器中读取信息的重要性

和频率。在某些应用中，反馈回路对于维持温度、

流量和液位十分关键。好产品和不好产品的差别有

时可能就差一个丢失的数据包（参见图 1）。对于

有些重要性一般的应用，如果在数秒或数分钟内，

反馈回路没有采集数据，可能不会影响整个过程。

这取决于实际应用。

对于非常关键的反馈回路，比如集中控制系

统，WLAN、蓝牙、ZigBee 是最受欢迎的无线技术，

因为它们的传输量比较大（图 2）。根据反馈回路

关键程度的不同，每个回路可能会需要通过自己的

网络连接到控制器，也就是说它拥有专用路径。

闭环系统也适应于长距离应用场合。反馈回路

不必靠近主控制器。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明

白从反馈回路到控制器所花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也

图 3 ：安 装 在 车 间 的
无 线 模 块， 需 要 忍
受 非 常 恶 劣 的 环 境。
IP65 保护，DIN 导轨
安装，以及范围广泛
的 温 度 探 头 等 特 性，
可以确保严酷环境下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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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视觉系统对企业来说是一项关键的

资产，它需要鲁棒性足够好，可以保

持 7x24 小时的稳定运行，同时，还需

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工业 4.0”时代

快速变化的工艺要求。对这些功能的要求意味着，

培训、维护、以及具备面向未来的可扩展性，对

于大多数操作系统来说都非常重要。

高效运营从细节开始
“良好的文档和培训机制有助于客户实现高

让你的机器视觉系统实现最优化

采用标准协议的组件、模块化集成以及面向未来的架构，将帮助客户提高机器

视觉系统的灵活性和使用寿命。同时，良好的文档管理，培训以及维护支持，

也是机器视觉系统稳定、高效运营的保证。

效的运营和维护。” ATS 自动化公司的成像部负责

人 Steve Wardell 说。 ATS 能够提供标准的方法

和包括运营和维护手册在内的文档。

文档是使用户更好地“照顾自己”的重要方式， 

I4 解决方案公司总裁 Brian Durand 补充道。 “很

多客户的维护部门都会遇到人员流动问题。”他说。

员工的流动意味着客户将在一两年内失去那些训

练有素的技术和操作人员。更为糟糕的是，很多

时候那些熟练员工是在在安装系统时就开始工作

的。因此，定期培训是帮助客户保持新老交替平



40   2016.08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Machine Vision
稳过度的一个好注意。

I4 公司为客户提供了详细、具体

的应用程序或安装指南，并且还提供

了文档，可以具体到一个客户的独特

的安装操作手册。例如，一些特殊要

求的文档可能会涵盖与现有 PLC 的通

信接口，或者可能涉及到某个客户过

程应用中的检查。

ATS 提供的定制化培训可满足

不同层次的客户需求。“根据客户想

要达成的培训目标、时间进度以及协

作程度，培训可以从零开始，到全方

位的内部培训或客户的现场培训。” 

Wardell 说。

该公司还为客户提供“ATS 大

学课程”，其中包括一套专注于自动

化具体项目的培训包。“我们可以为

操作员、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提供培训

和认证，帮助他们成为自动化专家。” 

Wardell 解释说。通过这样的大学，能

够帮助客户在自动化基础知识方面打

下坚实的基础。即使是面对流动的员

工，客户也能够更好地管理新老人员

的交接，并保持运营的稳定。

维护外包是否有必要？
许多公司都显著减少了维护部

门的规模以节省成本。在缺少内部的

维护支持时，这些公司通常会寻求维

修第三方的帮助。“客户希望找到专

业的第三方专家团队，能帮助他们在

高峰运行时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稳

定。”Durand说。关于远程维护的问题，

Durand 发现很少的客户期望第三方供

应商远程访问其系统，出于对安全的

考虑，“人们很不愿意接受远程访问”，

他补充道。

从行业上来看，健康科学行业倾

向于比汽车行业需要更多的维护外包

服务。传统上，大多数汽车行业的企

业本身自带强大的内部维护能力。相

比之下，较新的行业对自动化系统的

维护更缺少内部的支持，更希望寻求

外界专家的帮助。

提前发现问题所在
一个成功的维护合同需要各方对

于合同涵盖的内容有清晰的理解。“对

于我们来说，通常情况下，亲临现场

的访问是每月一次。” Durand 说，“有

时，访问的次数取决于客户拥有的机

器视觉系统数量。每月的访问并不是

例行公事，它可以让我们认真检查各

系统，以确保其以最佳性能运行，并

回答经营者或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

此外，I4 公司还会帮助客户检查

系统日志文件，尽早发现那些可能看

起来不那么明显的问题。 “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某些组件开始磨损或性能

降低。这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在它

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以前就解决掉。” 

Durand 说。

如何做好备件管理？
对于一些客户，服务合同的定义

包括延长保修甚至备件库存。在这一

点上，Durand 说，他的公司指定了标

准化组件，尽可能满足客户的零部件

供应和更换时间的需求。

ATS 公司的做法是随着系统的发

展，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零

部件，而不是等到设计过程的结束后

再去想零部件的问题，ATS 倾向于与

用户之间开展持续的讨论。“在某些理

想情况下，我们甚至会在机器运转之

前，帮助客户建立起完整的备件体系。” 

Wardell 说。

显然，ATS 并不具有如此规模

庞大的现货备件仓库。相反，大部分

更换的备件都是由第三方供应商提供

的。尽管 ATS 提供的备件管理对于客

户来说可能是有限的，客户仍能认为

这对于帮助他们自己零部件库存系统

很有帮助。

可扩展的机器视觉系统
谈到系统升级和可扩展性，有两

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机

器视觉系统安装和调试好以后，如果

正常工作，就不要去碰它，小心呵护

它，直到你决定替换它为止。” Durand

说。而另一种观点是将机器视觉系统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可以逐步扩展

和改进的系统。”

Wardel l 认为，能够适应未来的

系统，应当从系统设计开始，选用标

准的组件，那些在下一个 10 年中还

可以重新排列组合的模块化产品。有

很多机器视觉系统采用了那些基于更

先进技术的复杂部件后，那些部件在

市场上仅仅几年后就消失的无影无

踪。

为了提供更好的支持，ATS 公司

建议在系统设计阶段就要为零部件的

选取把关。“有时，会发现采用一些最

新的、最先进的非工业产品和解决方

案，能够为客户节省成本。” Wardel l

说，“可是，当我们使用多年以后，发

现一个系统的质量往往取决于各个部

件的寿命和生命周期。”

Durand 建议采用模块化组件的

方式构建机器视觉的系统架构。“我们

倾向于采用嵌入式处理器，使其与一

个或多个工业相机通信。工业相机要

选择具有标准化通讯协议的，这也是

出于对未来可扩展性的考量，如果一

个组件坏掉了，我们也不至于扔掉整

个系统。”他说，“我们经常遇到客户

的需求发生改变，比方说，想要具有

更大的成像分辨率或添加第二个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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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市场研究机构 IHS 的研究显示，

USB3.0 工业相机在机器视觉销售

额的占比仍将保持较小部分。虽然

工业相机变得越来越快，但许多用户似乎对

于 USB3.0 的需求并不紧迫，并且认为它没有

USB2.0 的使用更方便、用途更广。

根据 IHS 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具有

以太网接口的机器视觉相机占到了 2014 年工业

领域世界范围内销售额的一半。研究估计销售

额排名第二的工业相机的接口是 Camera Link

和 Camera Link HS 的组合，占到了 18.9% ；紧

随其后的是具有 USB（包括 USB2.0 与 USB 3.0

组合）接口的工业相机，占到了 15.7% 的市场

份额。

不考虑促销和预期的市场增长，USB3.0 工

业相机预计到 2019 年仅仅占到 USB 照相机销

售额的四分之一。预计届时 USB 工业相机将占

到总市场份额的 16.3%。

工业相机：

从 USB2.0 到 USB3.0 的转换尚需时间

IHS 的结论是只有当更快的速度成为用户

使用他们的应用程序的必要条件时，用户才会

有动力去升级到 USB3.0。理论上来说，这是

将传输速率从 500 Mbps 提升到 5 Gbps ；尽

管这样的速度并不能一直获得，不过也一定要

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相比 USB3.0， 目前

人们更青睐 USB2.0 的因素包括，可以使用更

长的电缆，需要的电耗更低，还有许许多多使

用 USB2.0 的设备以及只支持 USB2.0 连接的

计算机，从 USB2.0 到 USB3.0 的大规模转换

仍需要时间。

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制造商提出他们收

到了很多用户的反馈，希望工业相机能够提供

适合更加通用的工业通讯技术的接口，例如

Profinet、EtherNet/IP 以及 EtherCAT。IHS 相

信这意味着一种趋势，即更多的用户将机器视

觉看做自动化系统的集成部分，而不是扩展的

检查工具。  

头等等。而选用标准的组件对客户来说无疑是

非常经济和高效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系统最终都将以

某种形式得到升级和改进。比如，生产速度可

能越来越快，或者，如果客户具有一个 OCV 应用，

字符的大小可能改变，因此就可能需要更大分

辨率的相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最好是确保

组件基于三个主流的标准——AIA 标准、USB3

以及 GigE 标准中的一个。适应未来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面，是确保客户具有在必要时迅速改变

组件的能力，而采用标准协议的产品将更容易

替换。

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系统的变化，ATS

建议做好自动化系统的备份。该公司的一款控

制器具有一个备份棒，可以插入控制系统进行

自动备份。一旦新的部件或组件到位，系统操

作参数就可以恢复，生产线也可以迅速恢复运

行。

采用标准协议的组件、模块化集成以及面

向未来的架构，将帮助客户提高机器视觉系统

的灵活性和使用寿命。同时，良好的文档管理，

以及培训和维护支持，也是机器视觉系统稳定、

高效运营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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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 6 月 21 日 -24 日慕尼黑机器人及

自动化技术贸易博览会（AUTOMATICA）”

上，VDMA Machine Vision（德国机械设

备制造业联合会——机器视觉专业协会）与 OPC 

Foundation（OPC 基金会）就编制“OPC UA 

Machine Vision Companion Specification（OPC 统

一架构机器视觉配套规范）”事宜签署了一份谅解

备忘录。

VDMA Machine Vision 董事会负责标准发布

Klaus-Henning Noffz 博士说，“我们想要使机器视

觉能够适应‘工业 4.0’以及未来的工厂生产。目

的是通过采用 OPC Unified Architecture（OPC 统

一架构，简称‘OPC UA’），将机器视觉系统直接

整合进生产控制与 IT 系统。” 

打通用户层机器视觉系统的接口
早在去年夏天，VDMA Machine Vision 在领导

一项国际研究时就已经作出了相关决定。其目的是

说明哪些标准对于未来的工业更加重要。据 VDMA 

Machine Vision 董事会成员 Horst Heinol-Heikkinen

博士说，“目前系统中各类机器视觉组件所需的工

业相机接口技术以及通信与连网标准已经很完备

了，这极大地促进了系统整合工作。现在只缺少用

户层面的机器视觉系统通用接口。” 

VDMA Machine Vision 打算通过引入“OPC

统一架构机器视觉配套规范”来解决这一课题。他

们已经就此展开了初步讨论，主要议题就是在生产

网络中需要通过 OPC UA 整合哪些信息、数据、功

能及服务。

机器视觉 ：当机器学会观察和思考
机器视觉系统已经成为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它们能够完成高质量测试、引导机器、控

制工艺、识别组件、读取编码并为优化生产提供极

“工业 4.0”时代的机器视觉

如何使机器视觉能够适应“工业4.0”以及未来的智能工厂？VDMA与OPC联合

推出的“OPC统一架构机器视觉配套规范”，旨在通过OPC UA实现机器视觉系

统与生产控制和IT系统的无缝集成。

Machine Vision

“工业 4.0”时代的机器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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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数据。就在生产工艺中采集与解读信息的数量

而言，任何组件都比不上机器视觉系统。“在我看来，它

是成功实现‘工业 4.0’的关键技术。” Noffz 博士说。

Heinol-Heikkinen 补充道，“利用各种可能性实现机

器视觉整合标准化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一套检查系统，

而是真正的生产优化控制系统。”

据OPC Foundation副总裁Stefan Hoppe所说，“OPC 

Foundation 提供的是从传感器至企业之间各类横向与纵

向信息整合所需的工业互操作性标准。OPC UA 已经初步

将重点放在工业自动化市场之上，因为 OPC UA 的模式

是完全独立于供货商与操作系统，很快就被其它市场与

领域采纳为互操作性解决方案。”

在德国“工业 4.0”倡议中，已经将 OPC UA 技术

确认为推荐采用的通信技术。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局（BSI）

对 OPC UA 的数据安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公布了极

为肯定的意见。VDMA Machine Vision 也认识到了 OPC 

UA 的潜力——合作编制配套规范，以便能够将机器视觉

系统简单、安全地连接在控制上，并将此项技术扩展至

整个 IT 领域。”

实现工业 4.0 的无障碍通信
很多其它组织已经开始利用 OPC UA 信息建模功能，

以实现信息孤岛之间系统的无缝整合。机器与设备生产

厂商首先需要描述所用数据及接口，之后再通过配置安

全证书实现可用性或提供保护。将不同的传输机制整合

起来，能够在车间甚至云计算等不同情境下，以最佳的

方式传送信息与数据。

越来越多的 VDMA 专业协议开始关注 OPU UA。

VDMA 正在编制一套名为“使用 OPC UA 实现工业 4.0 通

信”（Industrie 4.0 communication with OPC UA）的指导方针，

其目的是就整合过程为机械工程行业提供支持与实施建议。

据负责“VDMA 工业 4.0 论坛”的 Christian Mosch 博士所

说，“编制这个指导方针意在明确支持将 OPC UA 作为‘工

业 4.0’的通信协议。在‘工业 4.0’的背景下，希望中小

型企业在建立及扩展工业通信方面的门槛会有所降低。”  

“工业 4.0”时代的机器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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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恒图像推出水星系列工业数字相机

水星系列工业相机是大恒图

像专门针对工业级机器视觉应用而

设计生产的产品，提供 USB2.0、

USB3.0 和 GigE 接 口， 采 用 坚

固的全金属机身并配备线缆锁紧

装 置， 整 机 尺 寸 ( 不 含 C 口 ) 仅

29mm*29mm*29mm，重量 42g，能

顺利部署到空间狭小的各种工业环

境中或被集成到机械手臂等自动装

置上，完成定位、测量、缺陷检测、

目标识别与拾取等机器视觉应用。

MER-U2、MER-Gx 和 MER-

U3x 系列产品特点 ：

• 体积小巧，重量更轻 ;

• 结构紧凑、坚固耐用 ;

• 丰富 IO 资源，1 入 1 出 I/O，2

路可编程 GPIO;

• 支持千兆以太网口 ;

• 更丰富的型号供用户选择，支

持多款 CCD 和 CMOS 传感器 ;

• 符合 CE、RoHS 标准 ;

• 支持 GigEVision、USB3Vision、

GenICam 标准，第三方软件（Halcon、

Labview 等）兼容性更佳。

水星系列 MER 工业相机的上市会

继续强化大恒图像国内顶级工业数字

相机制造商的领先地位，为国内外的

视觉行业客户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产品

选择。

迈思肯推出全球最小的高级机器视觉读码平台

迈思肯最新发布的 MicroHAWK

平台，重新设计了读码器系列产品

的外型因素，新推出行业内性能最

好、外型极其紧凑的直观式条码成

像仪。这种微型设备提供可完全配

置的框架，让用户能自行选择解码

功能、解码速度、照明、镜头和传

感器等功能装备封装到 MicroHAWK

读码器，而且读码器的外型尺寸理

想、工业防护等级和连接性均满足

应用的要求。这种革命性的灵活性

为 MicroHAWK 成像仪实现更多的功

能整合奠定了基础。

MicroHAWK® 读码平台具备良

好的扩展性，能够实现从基本到高性

能的自动化识别，以及从简单到高级

的机器视觉的升级，不仅具备当前尺

寸最小的集成智能相机套件，还提供

众多迈思肯软硬件选项。 MicroHAWK

系列包括一个完全集成的成像引擎和

三个工业级微型成像仪，具有无与伦

比的灵活性、易用性和通用应用潜力。

如今，迈思肯宣布为其超紧凑型

MicroHAWK 平台增加了全系列的机器

视觉工具，并发布全球最小的完全集成

机器视觉系统。搭配迈思肯基于浏览

器的 WebLink UI、简化版 AutoVISION

机器视觉软件或高级 Visionscape® 机

器视觉软件，MicroHAWK 智能相机

（MV-20、MV-30 和 MV-40）拓展了工

业成像的概念，完成从单独的条码成

像到所有编码、文本的通用成像的扩

展，甚至实现了可完成任何基于可视

化数据的自动化任务的部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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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Ax5 系列红外热像仪是那

些需要借助热成像优势的应用环境

的理想解决方案。

它性能卓越，功能出众，是使

用个人电脑软件解决问题的用户的

不二选择。

尺寸小巧，性价比高

Ax5 系列属于一款经济型的红

外热像仪产品，其中 FLIR A5 的价

格最优惠，是应用于自动化或机器

视觉环境的理想热成像工具。Ax5

系列的所有型号都十分小巧，便于

集成于机器视觉环境中。

图像质量的选择

FLIR A65 可生成像素为 640 x 

512 的清晰红外图像。用户若在实

际用途中不需要如此高质量的图像，

可选购 FLIR A35，该型号生成的红

FLIR推出机器视觉检测用紧凑型红外热像仪

外图像像素为 320 x 256，或者选购

160 x 128 红外图像像素的 FLIR A15

及 80 x 64 红外图像像素的 FLIR A5。

即使温差下于 50mk，FLIR Ax5 系列

红外热像仪依旧能够清晰捕捉最细微

的图像细节。

符合 GigE VISION 标准

GigE Vision 是一个采用千兆位

以太网通信协议的一个热像仪接口标

准。GigE Vision 是第一个即使在远距

离情况下也能够利用低成本标准线缆

实现快速图像传输的标准。借助 GigE 

Vision，来自不同供应商的硬件和软件

可在 GibE 接口中实现无缝运行。

支持 GenICam 协议

GenICam 旨在为各种热像仪提

供通用编程接口。无论采用的是哪种

接口技术 (GigE Vision、Camera Link、

凌 华 科 技 推 出 全 新 超 值 型

MVP-6000 系列无风扇嵌入式电

脑，价格、功能与性能完美结合，

突破工业电脑的极限。采用最新

凌华推出性价比和功能完美结合的无风扇工业电脑MVP-6000

的第六代 Intel® Core ™ i7/i5/i3（代号

Skylake）系列处理器以及 DDR4-2133

内存，与上一代 CPU 相比性能提升高

达 30%，同时平台整体性能也有了大

幅提升。此外，突破过去传统工业电

脑的大体积，MVP-6000 系列采用极致

轻巧的外型设计并沿袭凌华科技 Matrix

系列的无风扇坚固可靠的设计，打造

出无可比拟的实用性，为环境严苛的

工业自动化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的新

选择。

MVP-6000 系列内建两组最高

可达 32GB 的 DDR4 SO-DIMM 内存

插槽，Intel® HD Graphics 530 支持

两个独立显示输出，2 个高速优化

的 PCI/PCIe x16 插槽，丰富多样的

前面板 I/O 接口，包括 4 个 USB 3.0

与 2 个 USB 2.0 接口、4 个 COM 端

口、3 组以太网口及 8 组数字 I/O 接

口。坚固且人性化的整体机构设计，

使得系统扩展、安装与维护更轻松，

满足工业自动化各种应用需求。

1394 DCAM 等 ) 或功能，应用编程

接口 (API) 始终相同。GenICam 协议

还可让第三方软件与热像仪结合在一

起使用。

14 位温度线性输出

支持在第三方软件中通过非接

触方式测量温度。内置的 GibE 接口

可将 14 位实时图像流传输至电脑。

同步

可将一台红外热像仪配置为主

设备，将其它红外热像仪配置为从设

备，进而应用到需要多台红外热像仪

来侦测目标的领域或者应用到立体影

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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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

拥有“绝缘预测试”功能的

Fluke 1660系列安装测试仪
 

2016 年福禄克推出的

Fluke 1660 系列安装测试仪

是可在绝缘测试时防止已连

接电器损坏，并且可以让用

户通过智能手机直接从现场

通过电子邮件无线发送测试

结果的安装测试仪。

Fluke 1664 FC 安装测

试仪是唯一带 " 绝缘预测试 " 的测试仪，可提醒您潜在的严重和成本高

昂的错误。如果测试仪检测到测试期间有电器连接到系统，则它将停止

绝缘测试并提供声光警告。

节省时间 ：直接从 1664 FC 安装测试仪无线同步测量值，无需数

据录入，并且可使用 Fluke Connect 系统与您的团队共享。同时在检修

现场和办公室访问测量值，更快地做出决策并在团队成员之间实现实时

协作。云存储可让您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现场均可检索存储的结果，

实时做出决策。另外，您还可以将数据导入 Fluke DMS 进行处理和生成

证书。 

速度更快 ：自动测试可通过一个序列完成所需的 5 项安装测试，以

确保遵守当地的安装法规。它可以减少手动连接次数，降低出错概率，

与之前的 Fluke 型号相比，测试时间可以缩短高达 40%。Z-max 存储功

能，适合回路测试，轻松评估电路中的最高回路测试值。使用电源线快

速测量 L-N、L-PE 和 N-PE 之间的电压。可通过测试按键进行选择，无

需更改测量连接。  

操作更安全 ：触摸板电极检测到接地电压 > 50 V，表明存在潜在危

险情况。随附采用安全设计的 SureGrip 测试导线和线夹，为用户提供

舒适、可靠的握持和一致的结果。

传感器

邦纳发布

QS18 COD透明物检测传感器
 

美国邦纳 QS18 COD

传感器是 QS18 家族最新发

布的专家型高性能透明物

检测传感器。具有偏振光同

轴光学设计，可以确保在传

感器和反射板之间任何距

离可靠检测透明、半透明、

不透明目标物。使用通用

QS18 外壳设计，可以圆柱

形安装或侧面安装，具有其

它 QS18 系列相同的易于

使用的优点，包括单按键示

教或远程示教设置。该款高性价比透明物检测传感

器具有 400 微秒的快速响应时间，为灌装或包装应

用提供理想解决方案。

产品具有如下特点 ：采用偏振同轴光学设计，

能可靠检测透明、半透明，不透明的物体，例如

PET 瓶，玻璃容器，透明薄膜等 ；检测无盲区，被

测物可紧贴传感器 ；采用“Clear Tracking” 技术，

能自动补偿灰尘造成的影响，以及补偿温度变化造

成的影响 ；响应速度 400us，适用于高速检测场合 ；

明亮可见红光，易于对准 ；三种阀值可选，适用于

不同的被测物和应用环境 ；示教方式 ：专家式按键

示教，或者远程示教线 ；检测距离可达 3 米 ；IP67

防护等级。产品可用于检测玻璃、薄膜，PET 瓶，IV 包，

透明玻璃瓶，彩色玻璃瓶等目标物。

ProduCTs新品发布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近日宣布推出

全新系列计量产品，为天然气中游行业

的广泛应用提供可靠且准确的体积和能

源价值计量，并同时帮助客户降低运营

成本高达 70%。

霍尼韦尔此次推出的针对天然气

中游行业的计量产品系列融合了包括温

度、压力变送器以及流量计算机在内的

一整套气体计量技术，其中三款领先产

品分别是 ：

• TwinSonic plus 二合一超声波气

计量

霍尼韦尔推出新计量产品，服务天然气中游行业

体流量计，为贸易交接计量提供更高

的准确性和操作完整性。它将成熟的

Q.Sonic plus 超声波气体流量计和一个

额外的独立核查计量结合在一起，二者

共用一个壳体，提升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及操作的效率和可靠性。其内置的核查

计量提高了准确性和可靠性，降低了风

险。

• Enca l 3000 气相色谱仪，专为

天然气能量计量而设计，提供行业领先

的准确性，并实现较低的运行成本。这

款气相色谱仪采用了最新的微机电系统

（MEMS）和毛细色谱柱，具有高重复性

和组分分析的准确性，从而使用户能够

提升热值和体积（通过压缩）贸易交接

计量。

• GasLab Q2 在线气体质量分析

仪，能够对天然气的热值、沃泊指数和

甲烷值进行快速持续分析，从而优化计

费、效率和排放。对于因燃料质量的变

化而使其操作和排放受到负面影响的用

户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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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标准的无线协议包括蓝牙、Z-wave、ZigBee、WiMAX、ISA 100、以及

WirelessHART。每一种技术对于特定的行业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目
前正在使用的开放式

无线协议和标准的现

状让我们回想起有线

网络刚开始盛行时的那个年代。

每个系统都有优点和缺点。优点

被吸收进现代的系统中。这种状

况也存在于无线系统中。

无线高速可寻址远程传感

器 协 议（WirelessHART） 是

有线 HART 协议的无线应用形

式。WirelessHART 遵 守 IEEE 

802.15.4 开放标准，不过仅限于

开放系统互联模型（OSI）的第

一层和第二层。HART 协议支持

对远程仪表的监控和配置，而不

需要走到设备侧进行这些操作。

系统包括支持 HART 功能的仪

表。有一些投资费用还是需要的，

不过其用途和经济性非常惊人。

Z-Wave 无线技术运行在

900MHz 的频谱上，用于家居自

动化，并且由于不同供应商提供

的普遍的支持以及不同供应商

之间的互操作性，它实际上已

经成为家居自动化的无线标准。

它为之前的版本提供了向下兼

容的功能。通过 Z-Wave 构建的

网状网络上，每一个节点都可

以作为中继器，其视线范围的

通讯距离接近 100 英尺。对于

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这个范围

足够了。对于更远的距离，信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开放标准的无线协议

号最多可以中继 4 次。Z-Wave

采用低速率进行通讯，需要一个

Z-Wave 网关来控制系统。

基于 IEEE802.15.4 标准的

低功耗局域网协议 ZigBee，可

以为很多设备提供无线接口，包

括家庭识别与控制和家庭娱乐设

施控制。它正准备连接低速率的

通讯设备，达到 250KBPS 的极

限值。其通讯范围大约为 35 英

尺，与可以支持 7 个配对设备的

蓝牙技术不相上下 ；ZigBee 可

支持 65000 个设备。ZigBee 是

一种网状网络，运行在 900MHz

和 2.4GHz 的频谱上。

全 球 微 波 接 入 互 操 作 性

（WiMAX）是基于 IEEE 802.16

系列标准的一项宽带无线接入技

术，也被称为无线城域网。最初

对于 WiMAX 的设想是作为“最

后一公里”有线 DSL 以及电缆

服务的替代方案，或者用于监

控智能电网。WiMAX 可以通过

固定的 WiMAX 站点提供广阔

地域范围内的无线互联网服务。

WiMAX 需要在用户所在地建立

网关设备，该设备可以与一个一

体化的 Wi-Fi 接入点或路由器通

讯。 WiMAX 的最大通讯范围是

50 公里，在 10 公里范围内可以

获得最佳的 10MBPS 的通讯速

度。与 Wi-Fi 以及其他在非许可

Daniel E. Capano 频谱上运行的网络不同，WiMAX

同时使用许可的和未许可的频谱

来工作。WiMAX 在全球范围内

使用，不过使用长期演进（LTE）

已经引起数个网络关闭。

ISA100.11a 是由国际自动

化学会（ISA）推动的面向于多

种工业应用的标准。它基于 IEEE 

802.15.4, 但仅使用其 2.4GHz

的 ISM 频 段。2014 年 09 月 获

得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

批准，成为正式国际标准。ISA 

100.11a 支持用户将参数设置成

特定的网络值以及设置构成的设

备。ISA100.11a 并不规定加密

方式或一个应用层的接口，设备

之间的路由是可选的。

很显然 ISA100.11a 的目的

是构建专属的网络，因此每一个

供应商都可以设定独有的运行参

数。互操作性不被考虑，除非是

在同一个供应商实施的系统中。

供应商的合作可以开启互操作

性。数个供应商提供 ISA100.11a

的功能，不过所有互相通讯的设

备必须遵守相同的配置 ；从这个

意义上说，标准不是开放的。会

有争论认为这个标准是“定制

的”，因为它可以在混合的射频

环境下运行，并且可以做到不与

运行在相同频谱下的任何其他设

备兼容。

■ 目前有数个开放
标 准 的 无 线 协 议 可
供 自 动 化 和 制 造 业
所选择。

■ 开 放 无 线 标 准 包
括 WirelessHART， 
WiMAX，ZigBee
以及 Z-Wave 等等。

■ ISA100.11a 是为
实 现 专 有 网 络 而 设
计的。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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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A310 ex
在易爆环境中进行热状态监控及早期火灾检测

FLIR A310 ex(不
带遮阳罩)

FLIR A310 ex(带
遮阳罩)

严格符合ATEX防爆规范 

在危险区域发挥热成像技术的强大功能，易爆环境要杜绝

火源，需要精选符合ATEX产品规范或类似规范的设备和保

护系统进行保护。

FLIR A310 ex就是一套符合ATEX规范的解决方案，在外壳

内安装有一部红外热像仪，可在易爆环境中对贵重财产进

行监控。A310 ex主要适用于易爆环境中的过程监控，质量

控制和火灾检测。

u    “d”级防火外壳

u    集成控制器

u    灵活的网络集成设计

u    配备加热器

u    即插即用安装

图片仅供说明参考之用，文中显示的图片并不代表热像仪真实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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