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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IDC 数据统

计， 到 2020 年 将

有超过 500 亿的终

端与设备联网，未

来超过 50% 的数据

需要在网络边缘侧

分析、处理与储存。

作为一种可以帮助企业更高效处理和分析

物联网大数据的新技术，边缘计算正在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近日召开的 2016 首届边缘计算产

业峰会上，由华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英特尔、

ARM 和软通动力联合倡议发起的边缘计

算产业联盟 (EdgeComputingConsortium，

简称 ECC) 宣告正式成立。该联盟旨在搭

建边缘计算产业合作平台，推动 OT 和

ICT 产业开放协作，孵化行业应用最佳实

践，促进边缘计算产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据悉，截至目前 ECC 成员单位已有 62 家，

还包括来自各行业的 47 位专家组成的专

家委员会。

在成员名单中，除了通信和芯片巨头

之外，我们也关注到了更多的来自工业自

动化领域的声音，比如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凌华科技、霍尼韦尔和沈阳新松机器人等。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是 ECC 的

发起单位之一，其所长于海斌也担任了边

缘计算产业联盟理事长。他认为 ：“作为

ICT 与 OT 融合的支撑与使能技术，边缘

计算产业发展将进入重要机遇期。工业自

动化技术体系将从分层架构、信息孤岛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架构演进。

而边缘计算将是实现分布式自治控制工业

自动化架构的重要支撑。”

对于边缘计算为工业自动化领域带

来的变化和影响，凌华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技术支持总监潘登认为 ：" 边缘计算

的出现，将云中心的计算压力下沉到边缘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通向 IIoT 的最后一公里：边缘计算？

服务器，不仅可以解决资源合理分配的问

题，而且让整个系统的数据传输实时性得

到了切实的保障，有效降低带宽需求，减

少回程线路成本。" 据悉，作为垂直行业

工业物联网（I IoT）的领先企业，凌华科

技也是 ECC 最早的非创始成员之一。同

时入选 ECC 顾问委员会的凌华科技 CTO 

AngeloCorsaro 博士表示，“标准化和开放

架构是边缘计算发展壮大的唯一途径。” 

其实边缘计算与工业控制系统有密

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机械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谢兵兵认为，

具备工业互联网接口的工业控制系统本

质上就是一种边缘计算设备，解决工业

控制高实时性要求与互联网服务质量的

不确定性的矛盾。在工业制造领域，要

实现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协同、智能化

转型，离不开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

更离不开边缘计算。

过去我们谈论更多的是云计算和大数

据，而边缘计算更像是云计算的补充和发

展。云计算适合非实时、长周期数据的大

数据分析，而边缘计算则主要完成实时、

短周期数据的分析，后者更适合本地业务

的实时处理与执行。

随着越来越多物联网设备的接入，大

量数据同时上传云端将对带宽和云端存储

都带来巨大考验，边缘计算对企业来说有

着明显的优势。它不仅可以提高网络性能

并节省云计算成本，还允许公司删除过期

的和无价值的物联网数据，从而降低存储

和基础架构成本。未来，我们期待边缘计

算与云计算一起互为补充，更好地帮助工

业用户实现通向 IIoT 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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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月 1-5 日，美国红狮控制公

司（ 以 下 简 称“ 红 狮 控 制 ”）

以“工业物联网”为主题，亮

相 2016 上海工博会。展会期间，红狮

控制亚太区销售副总裁高东列先生接

受了控制工程网的采访。高东列在采

访中作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大而全的

自动化公司是“集团军”，而红狮控制

的产品能帮助企业解决一些“疑难杂

症”，以此为切入点，配合定制化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这是“特种部队”独

特的作战方式。

一体两翼之工业网络化
红狮控制业务主要分为工业网络

化和工业自动化两大块。自 2010 年、

2011 年收购了 N-Tron 和 SixNet 之后，

红狮控制旗下的工业交换机销售状况

良好。工业网络方面，红狮控制的传

统优势在于连接上。早在 90 年代推出

了协议转换器，包含 300 多种工业接

口协议，可实现不同厂商设备之间的

无缝通信。与一般的协议转换器相比，

红狮控制的产品可以二次开发，拥有

存储、采集、编程、控制等功能，通

过虚拟 HMI 创建直观的用户界面屏幕，

依托内置 web 服务，远程访问数据文

件来控制过程。

对于时下热议的工业物联网和智

能制造议题，高东列表示，企业应该先

从底层打好基础，再考虑上层的整合。

从工厂层出发，有两个核心要点需要保

证 ：一是把所有设备连起来，二是连起

坦陈工业自动化业务占比较低，亟待

加强。他希望未来两块业务能实现平

衡，“毕竟市场很大，我们的产品也很

受客户欢迎”，高东列对红狮中国下一

步的发展信心十足。

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在采访中，高东列介绍他是在今

年 2 月加入红狮控制。虽然加入时间

不长，但已着手推进区域的重新划分和

团队的重新整合，加强技术支持团队，

引导培训销售人员。高东列认为中国

是亚太区市场的重中之重。红狮控制

目前在水处理、交通、电力、油气等

领域有所建树，并且今年整体估计会

有近 20% 的增长，虽然这对于整体经

济大环境而言已经是很高的增长数字，

但高东列对现状并不满意，“总体市场

份额还是偏低，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好”。

为了加快红狮控制在中国的发展步

伐，高东列透露，如果中国有在工业自

动化或工业网络领域于红狮定位相契合

的公司，“会做很大手笔的收购”。高东

列与记者分享刚上任的红狮控制新总裁

Jack Lee 的细节：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过去十多年来过中国 60 余次，对中国

市场非常了解，曾主导过大手笔的收购

案例。与美国总部的无缝沟通将会给红

狮中国带来更多的增长机会。“希望借

助这个契机，把红狮中国的定位和市场

做得更好。” 高东列对未来充满期待。希

冀这支工业物联网的“特种部队”在中

国市场开启新的征程。

红狮控制亚太区销售副总裁高东列

红狮控制：工业物联网的“特种部队”

CE insighTcE视点

来之后传输到数据库。红狮控制助力企

业完成不同设备间的互连，与 web 端、

手机端互动，把数据直接写入数据中心，

进而完成物与物的连接。高东列认为，

没有这些作为基础，就谈不上智能制造、

工业 4.0 或是工业物联网。

一体两翼之工业自动化
在 300 多种工业接口协议之上，

红狮控制开发了一系列工业自动化产

品。如 Graphite® HMI 操作面板，可

以方便和企业的所有设备相连、直接

在网页服务器上修改设定和写入数据

库，用户体验良好。今年 10 月，红狮

对 Graphite® 平台进一步扩展，全新

推出 Graphite 核心控制器，直接插接

到触摸屏使用，化身为具有采集、监

测、控制的 PLC，将 IEC 61131 控制

功能与网络、数据可视化相结合。高

东列还重点介绍了两年前推出的 PTV

（ProducTVity Station）可视化管理系

统，在工厂实时显示安灯（Andon）

信息，同样包含协议转换功能，易于

集成到新的或现有的应用中。

红狮控制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特

别强调产品针对需求模块化。高东列

介绍，客户在看完 PTV 的演示之后，

纷纷表示 ：“太酷了！” 不同于市场上

PC+ 软件的复杂解决方案，PTV 无须

额外编程，直接从库中调用。

从全球来看，红狮控制工业自动

化和工业网络两块业务各占一半。但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高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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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DC发布的《中国制造业物联网市

场预测，2016-2020》报告，预计到2020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物联网支出将高达

1275亿美元，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4.7%。其中软件和服务将会引领中国制造

业物联网支出快速增长，二者所占市场份

额超过60%。

国家统计局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7%，比10月上升0.5个百分点，延续上

行走势，为两年来高点。专家认为，制造

业PMI大幅好于预期，主要受益于生产和市

场需求进一步回升等因素，制造业回暖复

苏态势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型企业

PMI继续位于收缩区间，经营仍较为困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2016云计

算白皮书》显示，2015年以IaaS、PaaS

和SaaS为代表的典型云服务市场规模达

到522.4亿美元，增速20.6%，预计2020 

年将达到1435.3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达22%。美国占了据全球56.5%的市场份

额，预计未来几年仍以超过15% 的速度快

速增长。中国占全球市场的5%，增速高达

31.7%。

2016财年（2015年10月1日至2016

年9月30日），西门子在数字化服务业务

领域实现超过10亿欧元的营收，在软件解

决方案业务领域营收则达到约33亿欧元，

同比增长约12%，远超8%左右的市场年

增长率。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批复了5条

新建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5条铁路

总投资约1945.8亿元。中铁总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423.42亿元，同比增长10.3%，而全年目

标是8000亿元以上，并且按照往年，铁路

投资目标一般都会超额完成。这5条新铁路

获批后，有助于推进完成这一目标。

1275
亿

51.7
%

12%

8000
亿

1435
亿

聚焦过程工业智能制造  NAMUR2016 中国年
会成功举行

11月23日-24日，备受过程行业用户关注的2016 NAMUR（国际过

程工业自动化用户协会）中国年会在上海漕河泾万丽酒店隆重举行。来

自扬子石化-巴斯夫、巴斯夫、科思创、赢创等50余家过程行业企业的

近160位用户参加了今年的会议。过程自动化领域知名的现场测量解决

方案供应商科隆（KROHNE）独家赞助了本次会议。

作为在德国之外举办的唯一年度会议，2016 NAMUR中国年会自然

得到了NAMUR总部的高度重视。NAMUR协会董事会主席，德国赢创技

术与基础设施有限责任公司工艺技术与工程业务负责人Wilhelm Otten博

士亲临现场并介绍了NAMUR全球的最新进展。

截至到2016年10月，NAMUR拥有150家成员企业，其成员来自石

化、化工、医药和炼油等过程工业企业、工程公司、院校和协会，遍布

欧洲、亚洲、大洋洲及美洲。2016年，NAMUR发布了新的推荐NE158 

PCS资产的健康监控中英文版，并提出NOA-NAMUR开放式架构作为在

过程工业高效灵活利用工业4.0的基准。 

随着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概念在离散制造

行业的逐步深入，作为工艺更加复杂、可靠性要求更为严苛的过程行

业也开始尝试迈向智能制造。作为过程行业自动化全球技术发展的风向

标，智能制造成为了NAMUR 2015德国年会及2016中国年会的主题。

作为本次会议的唯一赞助商（NAMUR每年挑选一家自动化厂商作为赞

助商），科隆提出了"智能传感器-过程优化的新技术"的理念，得到了与

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在会上，来自科隆德国总部的两位CEO，Stephan Neuburger和

Michael Dubbick以及KROHNE集团研发总监Attila Bilgic博士分别介绍

了科隆公司的战略、理念和技术。Stephan Neuburger表示，KROHNE

曾以"转子流量计公司"或"最好的流量计公司"而闻名于业内，而如今，

KROHNE已成为多种领先技术的推动者，不仅能提供综合的现场测量仪

表系列，还能够提供现场测量解决方案。今后将继续积极跟进NAMUR

会员企业的技术需求，策略性地实现KROHNE的市场定位，为测量技术

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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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8日，作为致力于为工

程师和科学家提供解决方案来帮助他们应

对全球最严峻工程挑战的供应商，NI(美国

国家仪器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s，简

称NI)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以——提速革新，

“制”领未来为主题的NIDays2016全球

图形化系统设计盛会。通过展示平台化解

决方案、分享当前热点领域最前沿的技术

创新及成功案例，NI着力展现了其探索创

新的基因和行业领航者的辐射效应，给现

场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是NIDays落地中国的第十八年。

活动现场，可谓亮点频频。NI执行副总

裁兼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Alex 

Davern首度莅临中国与现场的500多位工

程师、专家学者、客户伙伴和媒体进行交

流对话，分享了全球制造业以及工业物联

2016NIDays 开幕  共谋下一场科技革命

网的最新发展趋势。本次NIDays更是专门

邀请到了来自IBM、长光卫星等重磅嘉宾

与参会者进行了分享。现任IBM中国有限

公司Watson物联网事业部高级技术经理谢

炯，就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如何与工业系

统进行深度融合做了详细阐述，介绍NI在

工业数据分析、价值挖掘方面与IBM展开

的深度合作。

本届NIDays的另一大亮点是，NI与业

界权威调研机构IHS就当前业内最新的工

业物联网及预测性维护发展趋势共同发布

了《“中国制造2025”的落地探索——

企业如何从资产状态监测中获益》的白皮

书。借助白皮书的发布，NI再度深化了着

眼未来、助力制造业科技革命的典范形

象。

NI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首席财

务官Alex Davern 在2016NIDays活动主题

演讲中谈到：“今年是NI成立40周年。

40年来，NI一直致力于帮助工程师改变世

界，助力提高生产力，加速创新和发现。

未来，NI将持续致力于为测试测量提供强

大的创新技术，保持作为创新和测试测量

行业领导者的积极姿态。”

NI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Alex Davern
首度莅临中国并开场演讲

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于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发布

12月7日，在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

会现场，工信部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

规划 ( 2016－2020年 )》，明确了我国

“十三五”期间智能制造发展的指导思

想、目标和重点任务。这一文件的发布，

将对今后智能制造产业在江苏及全国的发

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文件指出，智能制造已成为世界制

造业的重要发展趋势。推进智能制造，能

够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能源消

耗，并促进基于互联网的众创、众包、众

筹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孕育发展。从生产

端入手，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对于提高制

造业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培育经

济增长新动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到 2 0 2 5 年 之 前 ， 推 进 智 能 制 造 将

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

年，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

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

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

型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2025年，

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

步实现智能转型。对此，《规划中》提出

了加快智能制造装备发展，建设智能制造

标准体系，推动重点领域智能转型，推进

区域智能制造协同发展等十项重点任务。

台达电子积极布局智能制造 购买羽冠科技公司 100% 股权

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台达）近日宣布，购买羽冠计算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冠）100%股

权，羽冠将成为台达100%子公司，交易

总金额约为新台币351,015仟元。台达为

加速从零组件向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方

向发展，期能透过与羽冠的结合补足台达

在相关核心系统整合能力。

台达执行长郑平表示： “物联网时

代来临，制造业必须迈向智能化生产以因

应市场需求的转变，而发展智能制造核心

技术和系统，需透过跨领域合作来加速研

发脚步，掌握市场先机。此次台达凭借在

电力电子领域累积的自动化、硬件设计制

造和软件开发能力，结合羽冠自动化软件

开发能力、客户资源、以及在电器电子、

光电面板、汽车及零组件、食品及饮料等

领域累积的丰富行业知识，不仅可大幅减

少台达自行开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时间

和成本，更能快速发展工业自动化重要的

核心技能、提供完整的智能自动化产品服

务，满足未来制造的需求。”

羽 冠 为 台 湾 领 先 的 制 造 执 行 系 统

（ M E S ） 与 产 线 机 台 自 动 化 整 合 系 统

（BCS）公司，长期耕耘工厂管理和设备

监控软件，技术能力涵盖底层控制单元，

自动运搬系统到上层MES及企业资源规

划系统（ERP）接口整合，是具备MES与

BCS全方位自有技术及产品的软件厂商。

台达与羽冠整合后，将可进一步拓展工业

自动化软硬件业务，并进入智能制造市

场，羽冠亦能运用台达品牌及在地销售管

道强化在地业务，达到互补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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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在中国 赢在本土化
——记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二十周年

在说到电机控制常用的接触器产品

时，通常会分为进口品牌和国内品牌两

大阵营。其实，几大进口品牌的接触器

都已经实现了国内生产，甚至研发也已

经本土化，施耐德电气就是其中最为典

型的一家。

早在1996年，施耐德电气就和上海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施耐德

工业控制有限公司（SSIC），专门本地

化生产接触器、电动机断路器等动力控制

和保护产品。今年，恰逢该公司成立二十

周年，我们借其二十周年庆典之际参观了

位于上海绥德路的生产工厂，并采访了施

耐德电气合作业务中国事业部市场部副总

裁朱文沁和动力控制和保护产品市场部总

监古月。除了对该公司有一个较全面的了

解之外，我们更可对施耐德电气在中国的

成功做一个管中窥豹。

 

扎根中国 ：

二十年累计生产 9000 万只接触器
自从1987年在天津成立第一家合资

工厂之后，施耐德电气在90年代开始了

在中国的大规模投资，至今全国已经有

26家工厂。而SSIC是施耐德电气在华的

第三家工厂，其成功与否对施耐德电气中

国后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事实上，这家工厂也得到了施耐德

电气的高度重视，成立不久就引进自动

化生产线，2000年获得 ISO9001认证，

2002年为进一步扩大产能搬迁到

现址，2012年支持武汉工厂成

立，2014年启动精益生产项目。

同时，SSIC的发展速度也相当惊

人，2004年产量突破300万只，

2007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2011

年销售额达到近20亿元。

“工厂成立伊始，就秉承施

耐德电气‘质承经典’的理念，

坚持施耐德电气严谨的质量管理

体系，不断引进先进的生产线、

质量管控流程和工艺，把握行业

和技术发展趋势，不断提供市场最需要的

产品。目前全球范围内在使用的施耐德电

气接触器大约有4亿只，而上海工厂20年

已经累计生产了近9000万只，SSIC毫无

疑问是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最大的接触器生

产基地。”曾在该工厂工作多年的古月向

记者表示。

赢在本土化 ：

从投石问路到成为真正的中国公司
施耐德电气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归

纳为这么四个阶段：从1987年合资成立

天津梅兰日兰开始投石问路，到90年代

的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开启第一轮大规模投资，进入新世纪之后

开始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实现大量的技术

转移，到2011年至今成为真正的中国公

司。如今，施耐德电气中国已成为业绩总

额位居集团第二、员工总数名列集团第一

的本土企业，拥有28000名员工、45个办

事处、3个主要研发中心和26家工厂。

据朱文沁介绍，施耐德电气一直在实

施中国原创的本地化战略——“在中国，

为中国”。本土化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只在

中国生产，而是要求从市场需求的发掘、

产品的定义，到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

以及销售，整个业务链都要在国内进行本

地化，还包括从高层管理团队到年轻员工

的人才梯队资源的本地化。

朱文沁认为，这一十分彻底的本地化

策略，给整个集团的发展带来了超乎意料

的回报。首先是SSIC在传承法国高品质

产品技术的同时，更从中国市场应用需求

出发，生产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其次，

SSIC相关配套的研发、实践与中国研发

中心无缝连接，使得中国研发能力快速提

升。另外还有SSIC的成功经验为施耐德

电气2011年开始的“西进战略”提供了

支持，在创建武汉工厂时，从绿地建造，

直到能够快速投产，很多经验、人员、技

术都是从SSIC迁移过去的。

共“触”未来 ：

长期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其实，经过二十多年的技术发展，

SSIC主打的接触器产品无论在技术和应

用上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能否跟上这

些新的变化，能否长期持续投资决定着

SSIC工厂是否可以再创多个辉煌的二十

年。

对于接触器市场的变化，古月分析指

出，“虽然电机控制总体上有从硬件控制

到软控制的趋势，但这个趋势并不是特别

快，而接触器在全球范围内最明显的改变

是，接触器下游设备的比例在逐步地发生

改变，比如说十年前70%以上是电动机，

到现在已经退化到只有60%。”

在SSIC工厂，除产品更新换代外，

内部也在持续改进和优化。在2013年为

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启动

了持续精益生产项目Eagle。在2015年，

为了更高效控制及改进工艺新建了多功

能实验室。另外，SSIC工厂也在不断实

施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生产更高精度的

产品，生产效率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现在客户或者不同的行业用户会提出越

来越多自身的需求，SSIC将通过智能制

造，实现定制化的生产，比如说O2O或者

end to end的生产，客户提出什么样的需

求工厂生产出来什么样的产品。” 朱文

沁对SSIC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CEC 

石林才 采写）

施耐德电气合作业务中国事业部市场部副总裁朱文
沁（左）、施耐德电气（中国）工业事业部 OEM 销
售副总裁庞邢健（右）为 SSIC 二十周年庆典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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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克收购 eMaint 
Enterprises

福禄克公司近日宣布已成功收购在计

算机化维护管理软件(CMMS)领域享有盛誉的

的eMaint Enterprises, LLC。福禄克公司在工

具、软件和数据方面的专业技术与eMaint的

SaaS方案强强联合，是维护解决方案的

关键性融合，使维护和运营经理能够

确保正常运行时间以及获得最

大资产回报。

西门子收购半导体软
件公司 Mentor Graphics
西门子和Mentor Graphics日前宣布，双

方已经签署了并购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西门

子将以每股37.25美元的现金价格收购全球第

三大EDA供应商Mentor，交易总价约合45亿

美元。收购Mentor，将增强西门子在电子

系统的设计、测试和仿真领域的软

硬件实力。

日本 2020 年前欲建成
领先的智能交通系统

据国外媒体报道，日本正在加紧对车联网

及自动化技术的研发，目标在2020年前建立全

球领先的智能交通系统。2017年，日本政府首

先会联合汽车制造商在高速公路和人车流量

较低的区域进行自动驾驶汽车测试。2025

年，希望在全国普及自主驾驶技术。

Emerson 宣布收购 
Permasense 公司

Emerson日前宣布收购总部位于英国的 

Permasense 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非侵入式腐蚀监控技术提供商，其产品主要应

用于陆上及海上石油生产、炼油、矿业等行

业。此次收购是艾默生聚焦投资其具有显

著长期业务增长机会的核心业务平台

以及扩展市场的又一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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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中国国际工业工业博览会上，备受业界瞩目的工控和自动化、仪器仪表领域权威的产品奖评选活动——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2016（第十二届）年度最佳产品奖评选在上海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产品奖的各大奖

项在会上全面揭晓。来自国内外52业界厂商和350余名行业用户一起见证了荣誉归属。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备受业界厂商关注，共有来自国内外68个厂商的165款产品入围评选。经过历时近3个月的

投票角逐，最终根据评选规则，西门子TIA博途V14软件等42款年度新品获得了最佳产品奖荣誉称号，罗克韦尔自动化

ControlLogix 5580控制器等14款产品获得了CEC编辑推荐奖。

一年一度由全球权威工业媒体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主办的年度最佳产品奖评选活动自2004年举办以

来，已经成功举办12届，一直秉承美国CONTROL ENGINEERING 杂志的 Engineers' Choice Awards 的评选宗旨，所有

奖项均由读者实名投票产生。评选过程规范、公正、透明，为此备受业界厂商和用户的关注，已经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

控制和仪器仪表领域最早设立、最权威、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产品评选盛事。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2016（第十二届）年度最佳产品奖揭晓

获

奖

名

单

CEC 2016年度最佳产品奖获奖名单：
　
　
PLC与PAC类：
　• 菲尼克斯电气AxioControl 系列控制系统
　• 施耐德昆腾+ePAC以太网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 台达高阶泛用型控制器AS300系列

SCADA和过程控制系统类：
　• 艾默生CSI 6500 ATG机械设备在线监测系统
　• 施耐德ScadaPack系列RTU
　• 霍尼韦尔Experion PKS Orion过程知识系统

电机驱动与运动控制类：
　• 埃莫Maestro家族运动控制器
　• 倍福AX8000多轴伺服系统
　• 罗克韦尔自动化 K5700 运动控制系统

总线和以太网类：
　• Moxa MGate MB3660系列Modbus网关
　• 西门子SCALANCE XC200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 百通赫思曼GREYHOUND1040以太网交换机

工业无线类：
　• 魏德米勒非接触式电力转换系统
　• 图尔克BLident射频识别系统--高频(HF)
　• 研华物联网无线数据采集模块WISE-4012E

传感器类：
　• 堡盟PosCon HM光切传感器
　• 罗斯蒙特 X-well Technolog温度测量解决方案 
　• 美国邦纳LTF系列激光测距传感器

变频器与电源类：
　• ABB ACS580全能型通用变频器
　• 德力西电气SD6系列变频器
　• 英威腾Goodrive2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嵌入式控制类：
　• 凌华科技MXE-5500系列无风扇嵌入式电脑
　• 研华嵌入式 无风扇工控机ARK-2230
　• 研祥ERC-1005

仪器仪表类：
　• E+H iTHERM TM411卫生型温度计
　• Fluke 279FC热成像数字万用表

　• 科隆OPTISONIC 8300 高温蒸汽超声波流量计

机器视觉类：
　• 康耐视In-Sight 2000视觉传感器
　• 迈思肯MicroHAWK MV智能相机
　• 大恒图像 水星系列千兆网工业摄像机

人机界面类：
　• 红狮Graphite HMI
　• 宜科 ElcoPad移动智能终端
　• 研华瘦客户端工业平板电脑TPC-1751T

工业PC类：
　• 浩亭IIC MICA模块化工业计算架构
　• 贝加莱Automation PC 2100型工控机
　• 研华工业GPU服务器AGS-923

工业安全类：
　• 劳易测RSL 400系列安全激光扫描仪
　• 伊玛安全型急停开关
　• 中控TCS-900安全仪表系统

自动化软件类：
　• NI LabVIEW 2016自动化软件
　• 罗克韦尔自动化 Studio5000 V28 软件
　• 西门子TIA博途V14工程软件平台

CEC 2016年度编辑推荐奖获奖名单：
　　

　• 罗克韦尔自动化ControlLogix 5580控制器

　• 滨特尔 FS66S不锈钢机柜

　• 高创softMC 3紧凑型6轴运动控制器

　• 东土科技 SICOM3008PN网管型Profinet交换机

　• 威琅 KNX模块

　• 德国赫优讯netIOT工业云网关

　• 倍加福智能光电传感器R10x系列

　• 菲尼克斯电气 QUINT 4智能工业电源

　• 瀚达 Matrix-700工业用嵌入式计算机

　• ABB LST300 紧凑型超声波物位变送器

　• 步科现场智能终端

　• 威纶通 cMT-iPC15工业平板电脑

　• 贝加莱mapp模块化应用开发平台

　• 合信技术 MagicWork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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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论坛

2016 全球自动化和制造主题峰会在沪成功举办

2016年11 月2 日，工控自动化领域年度盛事——由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主办

的2016 （第五届）全球自动化和制造主题峰会（Global Automation & Manufacturing Summit 

China，简称"GAMS"）在上海金古源豪生大酒店隆重举行。今年会议以"智能制造 最佳实践"为主

题，通过现实世界的应用案例，探讨企业如何应用智能制造理念和技术来部署面向各个不同行业的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来更好的实现智能制造。会议通过特邀演讲、巅峰对话、展台展示、自由交流

等形式呈现了智能制造的最佳实践应用，为中国工控和自动化领域奉上了一场年度的盛宴。

此次会议不仅有来自全球智能制造领域领先的专家学者和行业高端用户的精彩报告，还有来自

工业4.0、智能制造核心解决方案供应商高层人士的主题演讲。同时还有来自机械、电子、汽车、

食品饮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冶金、电力和油气石工等用户和系统集成商350余人作为听众参加

了此次会议。

ARC咨询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曹炜

在会议开始，来自ARC咨询集团

中国区总经理曹炜先生作了"智能制

造相关热点支撑技术趋势及进展 "的

报告，指出："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

对于中国尤为重要，但是先进制造在

短期内并非是中国制造企业的优势，

发达国家仍然保持很大的优势。曹炜

先生指明智能制造是个生态系统，其

中包括很多关键的技术应用。基于工

业云平台的开发和应用、基于数据分

析平台的分析应用以及机器学习等已

经成为当前的热点应用技术，是实施

智能制造的关键。对于目前的中国制

造业用户而言，稳步渐进的提升制造

效率才是既可能也现实的生存之道。

"

台达机电事业部系统集成应用处经理 

 刘锐

来自台达机电事业部系统集成

应用处经理刘锐先生在"台达绿色智

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的主题演讲

中表明，秉承"环保 节能 爱地球"的

经营使命，台达持续提供高效率且

可靠的节能解决方案。在智能制造

领域，台达拥有机器人工作站、生

产过程控制系统、设备管理系统、

厂务监控系统、能源管理系统五大

系统，为用户提供从设备层、控制

层、管理层、到软件平台、数据分

析的全架构整体解决方案，响应

《中国制造2025》，引领绿色智能

制造。 

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自动化及控

制软件产品事业部技术中心经理  王磊

来自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

自动化及控制软件产品事业部技术

中心经理王磊先生在"互联企业助

力中国制造2025"的主题演讲中指

出，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生产更

加可视化，人员协作更加紧密化，

效率更加高效化，特别是现代技术

智能资产管理系统的"自我感知"和

"系统感知"功能，进一步增强了互

联企业，基于罗克韦尔自动化构建

在现代技术之上的高性能集成架构

体系，助力互联企业实现了连接人

员、生产过程和技术为一体，形成

了集成的控制与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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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球自动化和制造主题峰会在沪成功举办

智能制造高端沙龙

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论坛

在下午的会议中，来自西门子工业通讯产品经理张兆中先生在"基于一体化运营与维护

的工业通讯与识别解决方案"的主题演讲中表明，工业控制系统经历了从工业通讯理念、优

化生产物流无线通讯、工业通讯对增长数据需求以及建立安全通讯机制的需求发展变化，

而西门子基于一体化运营与维护的工业通讯与识别解决方案是一个集成安全理念的完整工

业通讯解决方案，针对工厂自动化、无线网络与远程通讯、关键基础设施都有不同的应

对措施，包括SMATIC RF600解决方案解决从冲压车间到分配使用统一标签的难题、通过

PROFIsafe实现的基于无线故障安全控制系统以及PCS工厂解决方案实现总线式控制系统等

等都是强有力的证明。

在上午的会议中不仅有精彩的主题演讲和报告分析，还有针

对智能制造的高端沙龙，参加此次智能制造高端沙龙的高端人士

有来自红狮控制亚太区销售副总裁高东列先生，研华科技工业物

联网事业群中国区总经理蔡奇男先生，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虹女士，施耐德电气中国工业事业部智能制造业务

总监李凯先生，西门子数字化工厂集团自动化业务产品总监刘力

康先生，ABB中国工业自动化业务部战略市场和业务发展总监张

军先生。

在高端沙龙上，智能制造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性成为了热点

讨论的话题，6位资深大咖各抒己见，针对智能制造的特性深入剖

析，为中国实现智能制造提出了各自宝贵的意见。高东列表示设

备的联网很关键；蔡奇男指出设备的互联互通和提高现有设备的

产能不容忽视；李虹表示企业内部生产流程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

力和外部环境的高效协同体系也非常重要；李凯提出工厂透明为

先，精益生产作为基础，软硬结合，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智能

西门子工业通讯产品经理  张兆中

Endress+Hauser的中国销售中心流量产品经理  田炳东

来自Endress+Hauser的中国销售中心流量产品经理田炳东先生在"智能在线监测，诊

断，校验 Heartbeat Technology 心跳技术"的主题演讲中表示，为了了解运行设备的更多信

息，使得设备能够最快从故障状态恢复，企业往往需要有效的资产管理平台和预测性的维护

信息和预警，而Heartbeat Technology 不仅能够提供持续的自诊断、监控和校验功能，以确

保流量计正确的功能性，而且还可以保证高度的工厂可控和产品质量，且该功能不会受到过

程和环境状态的影响，完美的解决了企业在过程工业方面对于智能仪表的新需求。只要通过

网页浏览器就可以了解所有智能仪表的状态，提供高效维护的手段，提供可靠安全的仪表解

决方案。

制造应有的特性；刘力康从西门子智能制造的实践经验分析

到，智能制造就是不断实现数字化的转型，而这也是西门子正

在做的，包括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和数字化双胞胎的提

出；张军补充道机器人、大数据的传输和分析能力以及智能执

行机构，也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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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克斯电气智能基础设施部客户经理  宋辉

来自菲尼克斯电气智能基础设施部客户经理宋辉先生在"面向智能制造的开放式

软件平台方案"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伴随着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各种设备与控制方

式（机器人、多轴运动控制、IO控制、监控显示、多网络通讯）对于控制系统就有了

新的要求，包括开放性、灵活性、可拓展性、互联互通性、安全性等等，面对这些新

的要求，就需要全新的软件方案实现的可编程控制器，而菲尼克斯面向智能制造的开

放式软件平台方案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例如Cortex-M3/M4单芯片PLC解决方案、

Cortex-A8/A9中型PLC解决方案以及基于Znyq-7000的开放式SoftMotion/Robot软件解

决方案。

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设备自动化业务总监  李国忠

来自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设备自动化业务总监李国忠先生在"以 iFactory 

Equipment全方位解决方案推动智能设备应用创新"的主题演讲中表示，智能制

造时代对于智能设备有了新的要求，需要具备感知、分析、推理、决策和控制功

能，所以智能设备是是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集成和深度融合。

而研华 iFactory Equipment以Motion Studio整合 Motion /Vision /Platform，涵盖

FA/MA、TP/LED/ IC /Solar/PCB/FPD/Phone、切割/喷胶、弯管/绕线、工具、

机床、机械手臂等行业，可以提供全方位的设备自动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实现

智能设备的创新。

百通赫思曼亚太区工业应用经理  张晗宜

来自百通赫思曼亚太区工业应用经理张晗宜先生在"高可靠性无线网络在智能工厂中的

应用"的主题演讲中介绍道，当前AGV的应用为我们带来巨大的便利性，但是它的应用也存

在一些弊端一直困扰着我们，比如无线信号的传输不稳定、客户端漫游切换丢包、缺乏冗余

机制等等。而百通赫思曼的PRP冗余协议包括2个冗余的平行网络，每一个数据包，都会被

复制一份，然后在WLAN A和WLAN B上面同时传输，从而保证在其中任一一条无线信号不

好时，数据包还是可以收到，从而实现零丢包。最先达到对端的数据包，将会被转发，后到

达的数据包将被丢弃，从而保证最优化，最智能的网络性能。

美国红狮控制销售总监  姜传辉

来自美国红狮控制销售总监姜传辉先生在"红狮工业4.0解决方案"的主题演讲中首先详

细介绍了红狮的工业以太网产品家族，包括入门级、管理型、核心级产品以及网管软件，然

后重点介绍了红狮CRIMSON灵活数据通讯平台，CRIMSON不需要进行深度大规模开发，通

过现有协议与设备进行互联互通，就可以使不同接口与总线设备之间灵活的通讯，轻松实现

不同种类设备的互联互通的整合。姜传辉最后总结道："红狮产品工业 4.0 方案不仅可以保

留现有自动化资产的保值与增值，CRIMSON 系统还可以降低学习和施工成本，其开放性更

是方便后续的升级改造。"

　此次会议围绕"智能制造 最佳实践"的主题，通过行业研究专家的专题报告，国内外知名厂商高级行业应用经理的案例实

践演讲，从理论到实践深入分析了智能制造的具体实践应用，为中国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提供和分享了宝贵的行业经验，为

助力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CEC 王泽红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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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制造，作为《中国制

造 2025》战略的五大

工程之一，已然成为

面临经济增长乏力、转型升级压

力的中国制造业最受关注的焦点。

据悉，自 2015 年 6 月工信部联

合财政部启动智能制造专项以来，

国家支持的重点项目已达到 226

个，投入资金超过 20 亿元。 

被称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

国，正孕育着世界最大的智能制

造需求市场，这无疑也为传统的

自动化厂商带来了机遇。作为拥

有 113 年悠久历史的百年企业，

罗克韦尔自动化从“互联企业”

的角度，为智能制造的创新实践

提供了更好的诠释。“互联企业不

是一蹴而就的跨越，” 罗克韦尔自

动化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鲍博文

先生认为，智能制造目标的实现

需要循序渐进、量体裁衣。

互联企业 ：

智能制造的创新实践
每个企业在实现智能制造方

面，起点可能都不一样。鲍博文

坦言，“即便是投资新建的一个全

新工厂，也未必能一步到位。”可

能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成本和预

算综合考量，制定阶段性的目标，

然后再逐一实现。

而对于现有设备的工厂，在

进行智能制造升级过程中，将面

临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对于其

中一些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制

造企业来说，设备之间的互联互

通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来自不同厂家的设备，可能因

为互相之间的网络协议不同而无

法实现互联。” 鲍博文谈道，“罗

克韦尔自动化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通过软件将不同协议和厂家的设

备实现互联。使得用户以前的投

资得以保存，并获得更好的利用。”

如果是有很多老旧设备的工

厂，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更多一些。

通常来说，这样的老旧工厂可能

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自动化

程度很低，二是大量设备无法连

接到网络上。那些来自不同制造

商的设备，使用年限已长达 10 年

甚至 20 年以上。对于这样老旧

工厂的智能制造升级，“首先需要

帮助用户做一个全面的分析，”鲍

博文建议，“帮客户找到最大的挑

战是什么，最大的需求来自哪里，

通过互联来率先想解决什么问题”

是最关键的。

确定好需求的优先级后，再

制定具体的计划。这将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在这方面，

罗克韦尔自动化建立了“互联企

业成熟度模型”，帮助用户从评估、

安全与升级、营运数据资本、分析、

以及优化与协作五个阶段制定适

合自己的计划。

潜研行业 ：

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单个企业的差异性以及所在

行业的特殊性，使企业无法找到

罗克韦尔自动化：

助力中国制造业实现智能互联

封 面 人 物

专
访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鲍博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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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万能”的互联企业解决方案。

随着信息技术与运营技术的不断

融合，需要自动化供应商对用户

所在行业的 Know-How 有深入的

了解，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需求

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以轮胎行业为例，最近几年

的全球轮胎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尤其是中国市场面临着严重的产

能过剩和反倾销制裁的压力。与

国际先进的轮胎制造商相比，国

内企业在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方

面都比较低。相关数据显示，国

内轮胎生产企业已超过 500 家，

轮胎产量现已占全世界轮胎产量

的 35%，但收入却只占全球同行

业的 15%。

越来越多的中国轮胎企业希

望通过智能制造提高轮胎生产效

率，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好的轮

胎，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同时，轮胎企业也希望通过全球

化的运营，规避很多政策和法规

的风险。“我们看到很多轮胎客户

纷纷在海外设厂，这也为我们带

来了机遇。”据鲍博文介绍，“罗

克韦尔全球化的服务团队以及先

进的信息软件产品，能够帮助用

户用符合当地安全和其他法规要

求的方式来组织生产。” 罗克韦尔

自动化 MES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轮

胎企业加强控制，提高可视化程

度以及对产品和订单的跟踪能力，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关于罗克韦尔自动化与轮

胎行业的渊源，还有一段悠久的

历史。“我们的控制器生产工厂，

离美国最大的轮胎生产基地特别

近。”鲍博文谈道，因此占据天时

地利优势的 Allen-Bradley 控制器，

“从一开始生产出来就被轮胎企业

广泛采用。”

随着“互联企业”战略的推

进，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正在汽车、轮胎、食品

饮料、日用品等行业中，与全球

顶尖客户进行着更深入的合作。

鲍博文透露，“未来，还将加大互

联企业在消费品以及生物制药领

域的投入和推广，希望可以为快

速发展的新兴行业用户提供更好

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蓄势待发 ：

放眼中国制造业的大未来
3 年前，罗克韦尔自动化将

“互联企业”的理念正式引入中国，

旨在通过集成的自动化控制与信

息技术，结合“物联网”时代最

先进的移动技术、云技术和大数

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最终实现数

据、生产过程、人员和设备的无

缝连接。如今，互联企业平台已

帮助很多用户实现了智能制造的

目标，按时交付率从 82% 提升

到 98%，百万零件废品率下降了

50%，同时，将供应商准时交付

率从 85% 左右提高到 96%，交

付时间也比原来缩短了一半。

鲍博文说，“未来我们将持

续的对互联企业解决方案增加投

入，不断丰富和充实互联企业的

内涵，更好的为客户服务。”事

实上，罗克韦尔自动化最近以来

在收购方面动作频频。今年先后

收购了领先的智能输送系统制造

商 MagneMotion，集中式瘦客户

端、远程桌面和服务器管理软件

领域的领先供应商 Automation 

Control Products，以及在过程

行业具有专业经验的系统集成商 

MAVERICK Technologies。从离散、

信息化软件和过程控制等方面进

一步完善了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可扩展性更好

的互联企业平台。

作为执掌着罗克韦尔自动化

在全球第二大市场的负责人，鲍

博文来华履新之前，曾作为东南

亚区域总经理任职 3 年。谈到与

互联企业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发展

情况时他表示，就他本人在整个

全球范围内的经验来看，中国在

实施互联企业方面的行动是最快

速的。

今年正好是鲍博文在罗克韦

尔自动化的第个 20 年头。1997

年他进入了罗克韦尔自动化在美

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工厂，从一

名工程师开始，先后在罗克韦尔

自动化架构与软件、全球销售与

市场以及控制产品和解决方案等

团队中任职。虽然没有赶在“最

好的时光”来到中国市场，但是

鲍博文为中国团队却带来了信心

和希望。

“我认为来中国以后最大的

成就，是重新激活了这个团队。” 

鲍博文笑着说道。中国经济已经

连续正增长 20 多年了，很多人

可能很多都没有经历过或不适应

这种非常富有挑战的困难时期。

而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带领中

国团队在困难时期更好的应对市

场的变化。好消息是，从最新统

计的数据看，2016 财年的 Q3 和

Q4 季度大中国区业务都实现了两

位数的正增长。“整个业务正在朝

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鲍博文

坚定地说。（CEC 金蕾 采写）

封 面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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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业主与自动化系统集成商一起规划自动化项目时，在目标、优先事项和预

期上，双方必须达成一致，以期实现最佳的整体目标。

Tim Gellner

针
对同一控制系统的集成项目，有两种不

同的看法，一种是新处理单元将成为新

技术应用展示的平台 ：不配置控制室，

所有操作都通过手持式人机界面（HMI）完成 ；通

过基于云的软件以及网络实现最大的连接性，无线

传感器网络将无处不在。

另外一种则是处理单元必须使用可靠的基本

模拟硬接线连接的现场设备，诸如现场老系统等标

准的基于 PC 的人机界面，坚持使用我们熟悉并可

行的设备。

这两种方式，代表了技术领域的两个极端。但

问题是，谁负责为每种方案提出建议？大多数情况

下，处于两者中间的某个位置。隔离问题必须解决，

技术鸿沟必须缩小。在某些情况下，各方必须要有

一定的耐心和妥协，但是一旦得到妥善解决，就可

以大大改善自动化项目的水平。

项目伊始，有些工厂业主在交流中就表现的十

分强势，明确告诉集成商 ：“我是客户，你必须按

照我想要的方式来完成项目，这是你们的职责所在。

这是工作范围，按照要求填写具体内容，给出合理

的报价。”

这种方法，适用于工作范围有严格定义的项

目。在这些项目中，几乎没有可选项，也就不可能

有另一种解决方案。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许多自

动化项目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以更开放的姿态就这

些问题进行讨论，那么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就会走

的更远。

事实上，系统集成商在不同的自动化系统方

面，比业主具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在技术选择和规

划过程中，引入系统集成商参与到项目中可以为工

厂的自动化项目的实施带来很多好处，例如 ：在评

估技术选择方面提供不同的视角 ；及时发现自动化

供应商产品的缺陷 ；提供解决方法来优化自动化系

统的性能等。

主控系统的选择
计划升级主要控制系统，包括更换分布式控

制系统（DCS）的过程工厂数量一直在增加。很

多公司，试图用使用了 30 年的老系统来运行工厂，

但是它们发现，由此带来的风险以及维护老平台

如何与自动化系统集成商实现

合作共赢？

让系统集成商介入到自动化系统选择和规划阶段的好处

• 系统集成商在不同自动化系统的应用方面，比业主具有更多的经验 ；

• 系统集成商在应对自动化系统供应商的销售策略方面，比业主具有更多的经验 ；

• 系统集成商在评估技术选择方面，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

• 系统集成商能够及时发现自动化供应商产品的缺陷 ；

• 系统集成商通常可以提供解决方法来优化自动化系统的性能 ；

• 系统集成商介入到自动化系统选择过程中，有助于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长期支持。

■ 由于诸多原因，
许多自动化项目变
得更加复杂。如果
以更开放的姿态，
就这些问题进行讨
论，那么在通往成
功的道路上就会走
的更远。

■ 分 歧 发 生 时，
系统集成商需要决
定是否有妥协的余
地，并确定所需的
变 更 是 否 可 以 接
受。工厂业主和系
统集成商成为可以
相互信赖的合作伙
伴，这样的项目和
关系往往是效率最
高的。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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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成本可能是公司无法承受

的。故障停机和备品备件的短缺都

会导致生产中断。容易受到外部网

络攻击者攻击的漏洞，将对生产构

成重大威胁。

当工厂的控制系统必须升级时，

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供应商的选

择。对于一些公司来说，选择很简单：

由于历史原因、供应商关系和公司工

程政策等因素，只能选择唯一的供应

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系统集成商

的选择也很简单 ：接受这个决定并完

成项目，或者放弃该项目。

对业主来讲，从开始阶段就做出

选择，可以减少参与项目投标的系统

集成商。不熟悉某某供应商的系统集

成商，必须退出竞标，或者有理由相

信它可以迅速培训内部人员或者聘请

到合适的人才。在大多数情况下，系

统集成商无法将这些额外的成本转嫁

给客户，只能将其作为投资。也许在

另一个项目上，能够再次使用这些新

技能。大型、有经验的系统集成商则

有一个优势，只需要分配合适的人员

到项目上即可。

如果供应商的选择是开放的话

题，那么系统集成商将可以发挥更多

的关键作用。该过程始于工厂业主工

程师对操作需求的审查 ：这是系统必

须具有的功能，这些也是为提高过程

控制最好能够配置的功能。

项目集成团队，检查这些需求 ；

内部各系统平台的专家，则利用控制

系统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来制定解决

方案，确定为何某系统可以更好地满

足业主的要求。当共识达成时，系统

集成商将一个或两个最好的备选方案

提交给业主，并提供详细的解释。一

般情况下，系统集成商内部积累的行

业应用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厂工程师，往往没有足够的

时间对不同供应商的产品做细致的

研究。DCS 供应商销售术语也不能

提供一个完全准确的描述。而系统

集成商往往具有在不同应用场合中

使用该平台的实际经验，因此系统

集成商比业主相对更容易从客观的

角度去衡量。

如果系统集成商认为客户的选

择不是最优的，那么内部系统平台

专家将给出解释。系统集成商会指

出功能需求和系统能力之间存在的

差距。如果业主接受评估，但坚持

原来的选择，下一步是找出克服偏

差的途径。系统集成商的角色在这

个过程中至关重要。

系统集成商的项目负责人，必须

向 DCS 供应商代表解释所存在的问

题，使其有机会解决这些问题。如果

DCS 供应商将工厂业主视为关键客

户，它会乐于解决问题，以便加强两

者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选择可能是

由系统集成商独自或联合 DCS 供应

商，提供弥补措施。

最困难的局面
最难局面是整个工厂易主。新业

主及其工程人员没有参与前期工作。

 “系统集成商将外部视角引入到项目中来，并与工

厂、过程和自动化系统相关经验结合起来，为用户

提供更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更量化的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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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工厂的工程师可以提供外围的帮助，但很难长

期依赖。

与新业主打交道的系统集成商，所处的情形和

刚启动时一样，非常迷茫。其任务是确定现有设备

的用途、哪些系统需要帮助、以及如何改进自动化

基础设施。尽管对某些特定工厂比较陌生，但如果

系统集成商内部的工作人员中有相关专家，他们可

以操作主要的工艺装置及自动化系统，那么就可以

提高组织的学习效率。新业主和系统集成商需要分

析工厂、流程和自动化支持系统，同时还需要根据

对生产的重要性评估问题的优先级。

下一步，就是确定哪些改进可以提高生产能力

和效率。这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维持工厂生

产的同时，对系统进行有序的改进。 新业主很少

会关闭整个工厂来进行一次全面的改善。

同样的指导方针也适用于技术选择。由于成本

方面的原因，业主可能会选择保留现有系统，或者

可能想把新工厂提升到目前的工程标准。需要在成

本和收益之间做出平衡。系统集成商将外部视角引

入到项目中，并与其它类似工厂、过程和自动化系

统相关经验结合起来，提供更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更

量化的实施步骤。

工厂业主和系统集成商成为可以相互信赖的

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供应商和客户 , 这样的项目

和关系往往是效率最高的。这种双赢的合作伙伴关

系，能够为双方创造最大的价值。    

当考虑工厂升级或新项目时，系统集成商和用户必须就所用技术达成一致，以实现最佳总体目标。图片来源 ：Maverick Technologies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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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乎每一个大、中大型制造商，都有专门

的工程和环境、健康、安全（EH&S）

部门。由于这些部门的任务、目标，传

统上很少有重叠，因此这些部门各自开展工作而

不了解其它部门的工作，并不罕见。工程师们持

续与运营部门合作，寻找新的方法来提高生产力

和效率。在满足监管部门要求的同时，安全专业

人员不断评估、减少和管理风险，同时满足监管

要求。所以如果说，这两个部门在一年当中都没

有什么交集，并不令人意外。由于更先进的技术，

尤其是那些旨在提供更高效工作环境的技术不断

冲击着市场，跨职能部门协作对于企业的生存至

关重要。

即使在看似无关的项目上，如果开展合作，

也可以为公司节省多少钱，这是很多公司都没有

意识到的。工程和 EH&S 部门合作，可能在涉及

机械和设备的项目方面带来巨大的财务影响。机

会存在于那些涉及机械和过程工艺的项目，它们

往往消耗了公司的大部分资本预算。如果没有跨

部门的合作，可能会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多年来，降低安全风险的主要方法是为设备

增加物理防护，以防止员工进入危险区域。随着

行业的发展，不断开发出新的风险降低措施，用

智能安防设备来替换物理防卫，以便更容易的接

近设备 。这些设备，通常连接到独立于机器控制

系统的单一功能的安全级逻辑设备，以便建立一

个专用的安全系统。在这些安全设备和系统安装

的时代，它们确实是可选的方案中性价比较高的。

但是，随着安全措施被集成到标准自动化设备中，

整合安全和自动化项目

以实现成本节约

运营部门应与工程部门协同工作，以实现更好的合作和长期降低成本的目标。本

文通过案例分析，旨在证明跨部门合作和系统集成所带来的好处。

Jeff Winter EH&S 和工程部门在企业策略和未来资本项目上

的合作，将带来更多财务方面的收益。

为确定合作所能带来的费用节约，本案例研

究审查了大型食品和饮料公司的两个项目的建议

书。这两个项目对象是一对具有 15 年历史的卸垛

机，项目建议书彼此间隔六个月。

第一个项目的目的是升级卸垛机的安全系

统。最近发生的严重伤害事故，使公司意识到目

前安保措施方面的不足，从而促使该项目的立项。

由于项目范围只是升级设备的安全相关部分，因

此需要增加一个控制面板来布置新增的安全控制

组件。

第二个项目的范围则是利用新的可编程逻辑

控制器（PLC）和先进的操作员站人机界面（HMI）

来升级原来（已经过时的）的控制系统和操作员站。

表 1 展示的是初始项目报价中的各分项报价。

成本分析 ：整合项目
第一个成本分析工作，是研究将这两个独立

项目整合到同一个项目中，可能带来的成本节约。

在制定新标书以便反映预期的成本节约时，假定

每个项目的范围和工程完全相同。通过保持解决

方案相同，就很容易确定保持项目所独立额外增

加的成本。表 2 显示，如果将两个项目整合成一

个项目同时施工，将节省超过 45,000 美元。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 ：

• 通过减少动员时间（项目交流、项目启动

会议、收集信息等）和管理时间（调度、财务监

控等），能够实现 30% 的项目管理成本节约。

请将“文章编号+评论”发送

到CEC微信公众订阅号，我

们期待您的反馈。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控制工

程中文版”关注我们的微

信，掌握最新工控咨询，体

验零距离编读互动!

文章编号 ：
1611/12-002

■ 从 长 期 来 看，
升级控制系统可以
为公司节省更多的
钱。

■ 运营部门应与
工 程 部 门 协 同 工
作，以实现更好的
合作和长期节约成
本的举措。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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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减少重复的软件编

程工作，主要是消除了安全项

目与初始 PLC 通讯中不必要的

代码变更，使系统集成成本降

低了 40% 。

 • 通 过 减 少 原 理 图 修 改

和开发时间，电气设计节约了

35%。安全项目需要修改现有

15 张图纸中的 12 张，并新增

14 张 图 纸。PLC 项 目 则 需 要

修改所有的 15 张图纸，新增 4

张而不是 14 张新图纸。

• 通过减少重复现场验收

测试、I/O 检查、系统调试，以

及差旅等方面的费用，调试和

启动成本可以节省 25%。

费用分析 ：项目重新施工
当任何与工程相关的项目

被合并成一个项目时，利用替

代方案有可能节约更多的成本。

工程师不再受限于必须将注意

力放在服务于“单一目的”的

独立解决方案。相反，他们能

够重新设计解决方案，以使其

更流线化、更简化。例如，如

果设备的可编程控制器是升级

换代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添

加辅助控制面板来支持专用安

全控制系统。使用安全 PLC 可

以简化工程和设计工作。将第

一个成本分析工作扩展一下，

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制定新建议

书反映简化的“重新设计”。

现 场 安 装 花 费 的 项 目 时

间，是最大的节省。新的解决

方案，避免了为专用安全控制

器单独设置一个简单、明了的

专用面板。即使安全可编程控

制器本身，要比标准可编程控

制器和独立的安全控制器成本

更高，但是整体解决方案的实

施成本较低。整合后的方案在

硬件、电气设计、系统集成和

布线、现场人力方面耗费的成

本更低。

运营效益分析
使用集成安全解决方案，

所带来的运营方面的效益包括：

减少停机时间和降低暴露在危

险中的几率。这些效益，大多

数都已经被硬件制造商广泛宣

传了。并没有和集成安全方案

一起被详细说明的是与修改（对

现有项目需求的变更或者以后

系统变更）相关的费用。对于

与前述项目类似的小项目，这

些变化可能不那么明显。

当公司正在实施大型安全

或控制项目时，这些成本可以

累加起来。表 3 列出的是在更

大项目上，利用集成安全解决

方案，与变更请求相关的预期

成本节约。这个评估项目，包

括 84 台包装机以及 51 个项目

变更，从简单的编程调整功能

到彻底的功能变更。由于变更

数量较多，使其可以比肩典型

的大规模、多工厂项目。利用

集成的安全项目，大多数变更

需求都能够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而不需要做物理硬件的变更。

平均下来，每个变更的成本大

约降低 3,500 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化

和安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

模糊，不要错过了通过集成实

现成本节约的机会。

表格 1 ：两个独立项目的实施成本
安全升级 PLC和HMI升级

项目管理 $7,130 $5,060

系统集成（软件） $13,040 $18,400

电气设计 $30,520 $20,240

机械设计 $4,800 $0

电气硬件 $46,064 $30,954

机械硬件 $40,000 $0

安装（电气、机械） $40,000 $9,000

调试、启动支持 $23,080 $15,640

总计 $204,634 $99,294   
总计$303,928

表格 1：该表列出了独立项目的成本分项。本文所有表格来源：
Grantek 公司 

表 2 ：整合到一个项目后带来的成本节约
整合项目成本 节约

项目管理 $8,533 30%

系统集成（软件） $18,864 40%

电气设计 $32,994 35%

机械设计 $4,800 0

电气硬件 $77,018 0

机械硬件 $40,000 0

安装（电气、机械） $46,550 5%

调试、启动支持 $29,040 25%

总计 $257,799 15.2%

表 2 ：此表显示，与表 1 中的第一列的费用之和相比，项目整
合可以节约成本 15.2 %。

表 3 ：实施大型安全或控制项目时，整合项目会带来

更多的成本节约
整合项目工程成本

项目管理 $8,533

系统集成（软件） $18,864

电气设计
$32,194
（减少2%，节约超过$800）

机械设计 $4,800

电气硬件
$76,018
（减少1%，节约超过$1000）

机械硬件 $40,000

安装（电气、机械）
$36,550
（减少21%，节约超过$10000）

调试、启动支持 $29,440

总工程成本，重新进行工程设计
$245,999 
（19.1%，总计节约$57,929）

表 3：整合项目重新进行工程设计，可以额外节省 11,800 美元，
相比于独立的两个项目，总工程成本合计节约 57,92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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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线上的传感器会实时的监控端到端的

运行状态来优化灵活的过程控制，汽车

装配线上使用的定位系统融合了工艺可

见性和虚拟设备控制的功能。在这个以 IT 为中心

的世界里，至关重要的是要维护本地控制所需要

的可靠性和可扩展性。

不过，仅仅是设计了传感器和虚拟控制还不

够，其实这是简单的部分。难的部分是让它们运

行的可靠性超过 99.999%，即使是在在恶劣的环

境下也能准确运行，成为真正对生产至关重要的

系统。在汽车装配线上采用的一项技术，很好的

说明了这种工业 4.0 技术供应商所面临的挑战 ：

联网的工业控制系统

所面临的挑战
在制造业的世界里，有很多关于工业物联网(IIoT)和工业4.0的讨论，网络物理系统将

借助它们给工业生产带来变革。随着更多智能设备接入网络，工业控制系统将面临

更高的灵活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等挑战。

Adrian Jennings 定位系统变得越来越普及，已经成为获取装配工

艺可见性和实现虚拟化设备控制的方法。

灵活的装配线
传统的移动装配线将流程工作站按照固定长

度和持续时间划分为多个小组。每个组的流程必

须在其所划分的工作站内完成，因此要在一个固

定的流程时间内完成。为了确保为用户提供高质

量的产品，制造商们非常用心地确保在正确的工

作站中使用正确的工具在正确的产品上。这常常

是通过严格的、机械的手段取得的 ：例如，固定

式的扫描器用于鉴定产品，限位开关用于启用和

停用工具等，这些工具过去在物理上往往与特定

的工作站捆绑在一起。整个工艺过程的架构是经

过验证的、有效的和广泛应用的。

今天，消费者有高度的个性化需求，需要全

面的选择任何选项组合的自由。制造商需要通过

在更少的工厂里制造更多的汽车来努力控制成本。

结果是现代装配生产线必须管理一个模型的上万

亿个潜在变量，并且必须经过配置可以同步生产

多种各式各样的车辆类型。

生产线上的每辆车都不同，这样高度的可变

性要求工艺控制的方式必须要高度灵活。固定式

的工作站已经变成了历史。

通过关键设备的虚拟化，定位系统引入了全

面的灵活性。制造商可以实时设计工作站来适应

产品的需要 ：一个模型的 Takt 时间与另一个模型

■ 控制必须运行
在低延时状态下，
避 免 产 生 工 艺 问
题。

■ 随着监控和控
制 的 范 围 扩 大，
控 制 功 能 将 从 内
置 代 码 扩 展 到 服
务器托管的系统。

关键概念

 图 1：通过精确的、实时的车辆定位系统信息，工作站可以以 3D 的方式呈现。
本文图片来源 ：Ubi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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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akt 时间不同 ；为了避免生产线停机，工人们

会临时得到更多工艺时间 ；工艺也可以重叠或跨

越多个传统的工作站。

复杂性的挑战
将在实验室里工作良好的跟踪系统应用到工

业环境中，并创造 99.999% 的可靠性绝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要想处理在高度机动性和复杂的环境

下独特的 RFID 传输的挑战

时，必须要在过滤功能算法

中加入额外智能。

如果投入时间和精力，

跟踪系统可以为特定的环

境进行优化，并在运行小规

模的应用时具有足够的可靠

性，例如一个工作站。接下

来的挑战是在不向业绩让步

的情况下开启可扩展功能，

以管理成百上千个同步工艺

过程。这个任务不仅仅是使

用足够的处理能力来执行计

算任务这么简单，而是要管

理数量庞大的 RFID 标签所

制造的额外的跟踪挑战。应

用在各个层面上的智能过滤

功能最终的结果是一套可扩

展的、强大的跟踪系统，该

系统会满足一个工业传感器

的各种需求。

接口协议的实施就像

设备控制策略一样多种多

样。控制系统必须有能力与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通常是过时的陈旧的）和

大量不同的生产执行系统

(MES) 进 行 接 口。MES 是

一个精心编制的工厂运行

软件，许多是为每个不同的

制造商定制的或者由其内

部人员开发的。工业控制接

口策略是清晰的——灵活

性是关键，同时还需具备快

扫描关注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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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配置以与许多特定的接口连接的能力。

获得正确的架构
在制造业工厂里有两个选择 ：在车间里管理

的生产线上的计算设备或者 IT 管理的集中式服务

器。在一个汽车装配工厂里，很少会在车间里看

到任何实质上的计算能力。PLC 和工具控制器运

行嵌入代码，每个工作站可能包含一个为工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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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说明的 MES 瘦客户端，不过大多数计算活动管

理过程是在 IT 管理的安全的、正常运行时间服务

器设施内进行的，远离恶劣的生产线环境。

这是大多数制造商面临的配置选择。与 MES

的方式相同，任何管理分布在整个生产线上的传

感器发出的输入信号、管理生产线上的控制设备

的软件都必须包含在负责关键生产的 IT 服务器环

境下。

这给可定位工作场所灵活性系统增加了另一

层挑战 ：它必须支持服务器虚拟化和分类归并 ；

它必须运行在一个大范围的操作系统中 ；它必须

支持硬件（镜像磁盘等）或者软件（一个热备份

服务器）的冗余设置 ；它必须具备在短于一个产

品周期（一般短于 60 秒）内从运行中断中恢复的

能力。

除了这个，系统必须为主动的向系统故障发

出报警提供管理工具，为 IT 管理者提供可见性，

以及为故障诊断创建日志和分析。一个控制系统

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管理，那么它就不能成为一个

系统。

工业控制系统的最终

要求是控制必须运行在低

延时状态下，以免产生工

艺问题。很重要的是要记

住被控制的工具是由人操

作的，如果想让手动任务

最大程度地减少延时的影

响，任何动作延时必须被

控制在 0.5 秒钟以内。

放眼未来
本文所描述的启用了

定位功能的控制系统，只

是那些将监控和控制功能

从独立的生产线设备转变

到联网的智能设备的许多

例子之一。随着监控和控

制的范围扩大，控制功能

将从内置代码扩展到服务

器托管的系统。对于那些

为 未 来 全 面 应 用 工 业 4.0

的情景做准备的制造商来

说尤其如此。随着规模扩大以及控制逻辑进一步

从应用点转移，控制工程师将面对规模和可靠性

的新挑战。

传统的信息和自动化孤岛已经过时了，未来

的智能制造中，生产关键的全部范围必须包含分

布式 IT 系统管理的大量的、低延时的控制。不能

基于它们在小规模的、孤立的试点的性能如何就

来对控制系统进行评价，而是应该基于在真实的

生产实践中性能如何再来考虑是否将其范围扩大

到更广泛的系统。  

图 2 ：实时工具跟踪让工具可以在虚拟工作站内进行启用和停用。

图 3 ：虚拟工作站是全面灵活的，可以手动或者自动地改变形状、大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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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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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性总是与智能设备相关，最主要的是

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们越来越多的成为

不断移动中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首选的

通信方法。与移动设备的交互，不同于人们与笔记

本电脑和台式电脑交互的方式。以前用于监测、诊

断、维护和控制建筑物和能量管理系统（EMS）的

移动性解决方案，正在被情境移动性（Contextual 

Mobility）的发展所彻底改变。

 通常情况下，在分布式监测和控制环境中，

每个物理区域或控制区域，都有独立的服务器。这

里所说的“ 区域”可以指在一个区域中的所有设备，

比如工厂车间，也可以是指一个特定的自动化系统。

那些负责自动化系统的人，越来越多地需要在

工作中不断移动。他们通常使用智能设备来访问位

于每个区域的设备和资产。他们必须知道如何连接

到负责该区域的控制服务器，以获取相关信息和控

制功能。由于控制服务器软件供应商众多，如果要

求该区域以统一的方式组织信息，或提供统一的用

户界面，看起来有点不太现实。因此这大大增加了

访问的复杂性，并增加了移动工作者履行职责所需

的时间。

移动工人的工作职责，由他们的组织角色确

定，并可能会随控制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

负责某一区域设备运行的人，只能监视另一个区域

的设备而不能对其进行操作。同样地，在任何给定

区域内，运营人员所需的信息可能不同于维护人员

所需的信息。因此，所需的信息和控制与人的角色

和位置等情境息息相关。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

主动并安全地将正确的情境信息，在正确的位置、

恰当的时间，提交给合适的人的系统。

用于工厂监控和控制的

情境移动性
支持情境移动性的基础设施是必要的。情境移动性的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着用于

监测、诊断、维护和控制建筑以及能源管理系统的移动解决方案。

Edward Nugent为服务情境的流动性，迫切需要新的基础设

施。移动基础设施（MI）能够接受智能移动设备，

从而提高系统的价值和能力。它包括部署在控制

区域内的室内定位系统（IPS）、移动设备上的接

近服务应用、以及负责评估适当的情境需求和处

理控制 / 监控设备与其它资产所需通讯功能的移

动服务器（见图 1）。

情景移动性与接近服务
用于情境移动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接

近服务，是当今移动设备的标准功能。使用 IPS 或

GPS，移动设备可以确定自己的当前位置。当安装

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验证和维护用户证书时，该设

图 1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再加上相关支持的基础
设施，可以提供情境的移动性。本文所有图片来源 ：
PcVue 公司

■ 情境移动性的
发展 ；

■ 移动基础设施 ；

■ 部署移动基础
设 施 所 带 来 的 效
益。

关键概念

移动性基础设施，
如果没有适当的
程序、流程和技
术，可能会增加
安全泄露的风险。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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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 ：

备可以实时确认用户的角色及其位置。此外，使用

相同的 IPS 技术，该应用程序可以感知附近的移动

资产以及用户的位置和配置文件，并可以将此信息

与移动服务器同步。

移动设备通常由标准的无线网络连接。包括

蓝牙低功耗（BLE）信标、近场通信（NFC）标签、

以及 QR 码在内的地理标签，与 Wi-Fi 接入点和其

它新兴技术一起使用，来确定移动设备的具体位置。

与此类似，地理标签还可以被应用到移动资产中，

以增强接近服务。当用户移动时，图像发生变化，

从而创建一个移动的历史记录，在隐私政策允许的

情况下可以由移动服务器记录。

移动服务器和情境逻辑
移动服务器及其情境逻辑引擎（Contextual 

Logic Engine, CLE）为设施提供了基础。移动服务

器确定适当的操作，并将信息和控制元素，根据移

动工人所处位置的情境及其职责，发送给移动工人。

该信息可能包括设备的实时状态或控制。为使工人

能够履行职责，可能会建议增加额外的资源，如图

纸、示意图等（见图 2）。

当 CLE 确定需要将新的信息和行动提供给移

动用户时，它就会自动发送给智能设备。例如 ：

• 带状态以及发布指令功能的图形化人机界面

（HMI）；

• 测量值清单 ；

• 关键值趋势图 ；

• 显示或修改事件日程 ；

• 管理警报 ；

• 启动网页、显示文件、或调用其它操作系统

资源。

此外，CLE 也可以做环境舒适度调整或提供

访问控制。

移动设备的安全
在任何信息系统或任何网络中，安全都是最重

要的考虑因素。在部署移动解决方案时，非常重要

的一点是提供一系列的安全措施，如防火墙和主动

用户权限管理等，以保证移动设备的安全。

为了提升安全性，移动基础设施框架内的特定

功能应该包括：1）用户登录，使用智能应用程序；2）

图 3 ：验证标签 , 确定区域内用户的权限。在某一区域，某工人可能有权限
改变设置，甚至编程，但是在另一区域可能只有查看的权限。

运行人员

运行人员

运行人员

运行人员

地理标签
信标#1

地理标签
信标#1

地理标签
QR代码

工厂区域7

性能数据

工厂区域7

诊断
性能数据
历史

设定维护

移动用户 移动服务器 中心控制

操作员工作站

情境

-用户证书

-物理位置

监控

-HMI活动

-报警确认

-向环境更新数据

-访问请求

位置和追踪

-资产

-人员

监视和分配
信息和控制

-图形化人机界面元件

-报警和时间通知

-趋势显示

-日志和调度

-文件

-与网址的链接

-导航路径

图 2 ：移动基础设施可与移动工具，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以及现有的系统等进行交互。

情景

逻辑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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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控制活动前，重新验证 ；3）执行关键活动前，进

行验证 ，包括验证用户是否接近配置了可穿戴式传感器

的设备，如 BLE 信标等，并通过附着在设备上的地理标签，

如 QR 代码等来确认有效性（参见图 3）。

大多数工人对智能移动设备都非常熟悉，这些设备的

兴起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提高监测和控制的移动性。这

一趋势，正在从集中的主控室管理模式向分布式移动个人

模式转移。与在控制室中的操作员工作方式相比，用户与

移动设备进行交互，需要移动基础设施来优化效率和提升

安全性。

利用移动设备上标准化的定位功能，可以监控移动人

员位置，依据授权和位置信息，将情境信息和控制指令推

送到智能设备上而不需要专门的设备。

对移动基础设施的需求，源于对使用快速增长和普及

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渴望。将接近服务与移动应用程

序和移动服务器的整合，使得在世界范围内为数据采集与

监视控制（SCADA）和楼宇管理系统（BMS）项目提供

接移动解决方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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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12-004

炉和共用部分以及烘干机完成迁移。2016 年集中处理发

酵器和酵母室，下一年会升级炉具和蒸馏炉。

2014 年开始的迁移包括升级 200 个 HMI 屏幕。现

在进行的是将 8 台之前的 DCS 控制器用冗余过程控制

系统控制器进行替换。

最后进行迁移的是与 7300 个 I /O 点进行通讯的以

太网或设备，需要更换超过 260 个 I /O 卡件。一个过程

历史数据库以及一个信息服务器会支持长期存档并提供

报告。对工厂进行的虚拟化迁移因为减少了需要管理和

维修的计算机数量而使得成本大幅降低。

中央位置管理者控制各个系统。仪器仪表和控制专

业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管理整个工厂的任何方面，而且

花在硬件工作上的时间不到 20%。这有助于延长控制系

统的寿命 ；在软件需要改变之前可以将其寿命从 5 到 7

年延长到 10 到 15 年  

文章上接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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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件工程师正努力完成主要的代码块，但

他的老板却要砍掉相当一大部分内容，

其中包括一些从网络上下载的开源程

序。替换这些程序将增加项目开发时间。他跑到老

板办公室恳求 ：“我需要在系统中使用这些软件！”

“你不能使用它。它是开源的，不可靠。”老板

说道。

工程师点点头，对老板的回答早有所料。“是

的，它是开源的，来自网络，但我们有使用经验。

我已经和软件工程师交流过，他们会逐行审查源代

码和目标代码。”

老板抬头，看了看角落里的多年服务奖，坚定

的说 ：“你永远不能确定，程序里没有瑕疵。” 

上述简短场景，听起来有点像悬疑电影，但

鉴于近年发生的安全事件，在网络安全领域里，这

些情况可能是非常真实的。大多数人认为 ：软件就

是做那些“在大部分时间里按照期望做事的东西”，

因此有时会忽视潜在的危险。

正在为设备和工业系统写代码的软件工程师，

不希望做重复性的工作。如果有人已经为某项任务

编写了可用的代码，那么他们就不想再重新写一次。

他们宁愿从网上下载免费软件和开源代码，以便节

省时间。或者，他们可以从早期有据可查的产品中

提取已有代码。将所有这一切组合起来，安装到新

装置中。只要它能够按照预期执行任务，没有人想

知道或关心它来自何处。

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这一

切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很多黑客和网络犯罪分子都

在刷存在感，因此网络安全领域正变得越来越混乱。

黑客及其所作所为，所反应的技能水平千差万别。

网络安全防护的新时代    
请注意由后门程序引发的网络安全攻击。我们似乎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黑客

们在软件中精心设计漏洞，并仔细隐藏起来，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利用这些

漏洞发起攻击。最终用户、系统集成商和设备制造商需要做适当的准备，以便应

对新的安全挑战。

Jeff Melrose 有些比较笨拙，非常容易被发现。而另外一些则更

为隐蔽，只有最有名的网络安全专家才能探测到。

尽管工程师精简项目的初衷是好的，但老板说

的也没错：不安全的代码可能会潜伏在这些软件中。

有时可以发现和并将其清除，但最近的网络安全泄

露案例表明这种威胁可以被很好的伪装起来。

后门程序攻击
2015 年 12 月，Ars Technica 发表了一份令人

震惊的报告 ：12 月 17 日，瞻博网络发出紧急安全

公告 ：在一些公司的 NetScreen 防火墙和安全服务

网关（SSG）的操作系统（OS）中，发现了“未

经授权的代码”。该报告说，商家针对该漏洞发布

了紧急补丁包，以便修补受影响的设备操作系统，

网络安全专家确认未经授权的代码就是后门程序。

网络安全专家确认，被用于逃避正常认证的管

理员密码是“<<< %s(un=’%s’) = %u.” 调查这

堆乱码的安全研究人员认为，它可能是软件源代码

文件中出现的调试或测试代码。据此可以得出两个

结论 ：

 1、故意设置未经授权的后门。

 2、专门为逃避检测而精心设计。

我们似乎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 ：黑客在软件

中精心设计漏洞，并仔细隐藏起来。知道这些隐藏

代码功能的攻击者 , 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利用

这些漏洞。最终用户、系统集成商和设备制造商需

要做适当的准备，以便应对新的安全挑战。

要做什么 ：最终用户
审查装置补丁状态。很明显，任何组织要做的

■ 由于更新、更
复杂的攻击正在出
现，过去有效的网
络安全方法，现在
不再有效。

■ 最终用户、系
统集成商和设备制
造 商 需 要 重 新 思
考，如何进行软件
开发。

关键概念

公司应采取什么
额外保护措施来
避免信息泄露？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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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就是开始评估整个组织范围内的网络，

以便确定漏洞或潜在易受攻击的网络设备。 不仅

是瞻博网络硬件，还有其它网络设备供应商都应做

此审查。首先假设所有供应商提供的设备都是不安

全的。

尝试为所有网络设备打补丁。评估之后，应给

所有适用设备，甚至是经事先批准的非瞻博设备都

打上补丁。步骤有二 ：一是确定哪些设备用于特别

关键领域（如工业控制系统），二是识别那些因使

用时间太久而需要更新的设备。

创建风险矩阵。前两个步骤所得到的信息，

可以帮助确定攻击面。该矩阵应该有两个轴 ：第

一是打补丁功能，从由于时间久远导致无法打补

丁，到由于供应商的合作而非常容易打补丁。第

二个是功能重要性，从高关键性（需要 24 / 7 运

行的工业网络）到低关键性（办公室分支的小网

关）。在关键运行环境中不能打补丁的设备应被更

换。遵循这种分析，将帮助您的组织，在其它网

络设备被黑客攻破等这类不可避免的事件中，领

先一步。

制定计划，改变你的攻击面漏洞。矩阵应指导

修补计划的制定。有了这些信息，安全人员可以提

供一个基于百分比的指标，显示由于新网络环节漏

洞的出现所带来的风险。在最坏情况发生时，矩阵

也可以提供一个好的行动计划 ：新的网络漏洞被及

时发现。

增加网络和配置监控。如果一个组织正在使用

Snort，FoxIT 已经具有入侵检测签名来检测这种攻

击。应在组织范围内，将所有网络设备的配置置于

控制之下。定期安全审计，不仅要验证网络设备的

配置，还应通过测试流量模式评估实际的网络配置。

要做什么 ：系统集成商
检查实验室设备补丁状态和实施指南。提供网

络设备的系统集成商，应为任何实验室系统打补丁，

然后更新实施指南，以反映网络设备配置的变化。

例如，对于瞻博设备，在进行固件更新时，有代码

签名步骤。当其它网络设备供应商被发现有类似问

题时， 实施人员应做相应准备。

尝试为所有网络设备打补丁。系统集成商应

与它们的客户和最终用户一起，尽快为所有设备

打补丁。也应该坦率的与客户讨论，解释新一代

攻击的危害，强调长期为更多补丁和监测做准备

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另一种 Stuxnet 类型的事件，

并不十分夸张。

系统集成商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以增加

设备监控。系统集成商应做适当的引导，通知客户

新的威胁，并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以增加对安全

和网络设备的监控。这也有助于促使客户考虑旨在

确定网络配置控制和网络补丁管理层次的服务。

要做什么 ：设备制造商
审查开发和实验室设备补丁的状态。设备制造

商（包括工业控制设备制造商）应立即修补任何开

发和实验室系统。应更新安全策略和程序，以反映

网络设备配置的更改，并加强对迁移到开发环境中

的设备及软件的控制。

重新审视开发实验室和办公网络架构。在开

发网络连接到其它网络的方式上面，设备制造商

需更加谨慎。瞻博可能会花费很多的资源，来找

出出现在其设备软件上的后门。你也可以相信，

瞻博将投资更多的开发配置控制软件，并反思其

开发网络的安全性能，以便加入更多的审计和监

控。   

图表基于可实现性以及关键程度高低，介绍了什么时候需要给安全网络打
补丁。图片来源 ：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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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组织的攻击，正变

得越来越频繁。这些能够访问数据、或

者破坏运行技术环境的攻击，经过精心

计算，非常复杂，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促使能

源组织，开始意识到现有网络漏洞，并寻求合适的

方案以改善其安全状况，并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运

营中断。

相较于信息技术领域，以工业控制系统（ICS）

网络为对象的攻击，更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些攻击危害人身安全、破坏物理设备，损失严重。

据悉，仅 2015 年，网络犯罪给能源和公用事业公

司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 1280 万美元，除了金融

行业，这是各行业中最高的，这也成为工业环境所

必须面对的现实。

成本上升，与威胁数量的增加有关。根据

ICS-CERT 的报告，过去几年，以关键基础设施为

对象的攻击大幅增加，2015 年就比 2014 年增加

了 20.4%，但这些攻击事件并没有像以 IT 为对象

的攻击一样被广泛报道，只是因为它们并不是面向

大众的，所以仅为组织内人员所熟知。

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直到几个月后才

被确认为网络攻击。据 2015 SANS ICS 安全报告，

34% 受调查的工业企业相信，在过去一年，他们

的系统至少被破坏 2 次以上，44% 的企业甚至无

法确定攻击源。

在工业领域，由于网络攻击的不确定性和缺乏

透明度，使其不但难以预防和减轻，还难于理解。

在乌克兰，黑客攻击了两个配电公司的系统，导

白名单：在网络的“黑暗”

中寻找光明
对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组织的攻击，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从安全和金融的角度来

看，这是切实存在的威胁。应用程序白名单，可作为限制哪些程序能在计算机上

运行的有效策略，这样就可减少潜在的网络安全攻击。

Dana Pasquali 致 80,000 用户断电。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可能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为帮助指导组织机构，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发

布了“有效保护工业控制系统的 7 个步骤”，该文

件将实施应用白名单作为最有效的减轻潜在网络威

胁的策略。在工业控制网络中配置应用白名单，以

前经常被质疑，但是最近的创新以及向安全管理服

务模型转移业务，使其更容易被接受，而且性价比

也更高。

什么是应用程序白名单？
在 IT 环境下，应用程序白名单是一个行政程

序，用于限制哪些应用程序可以在计算机上运行。

与此类似，在运营技术（OT）和工业环境中，应

用程序白名单运行在人机界面（HMI）计算机上，

指定可以在工业控制网络中运行的应用程序。

在实物资产之上，强大的保护层为网络提供保

护，可以检测和防止以恶意软件形式出现的网络攻

击，这些攻击可能直接影响这些资产的运营。只有

真正的固件代码，才能够运行在安全控制器平台上，

这样应用程序白名单就可以保护服务器免受恶意软

件和零日漏洞攻击。

应用程序白名单的缺点就是比较复杂，在组织

内实施和维护成本较高。然而，更多的供应商，正

在将其工程实施作为 ICS 系统投资的一部分，同时

还提供网络安全解决方案。通过保护网络的 ICS 层，

该技术非常有效，为供应商和工业用户提供了价值。

美国国土安全部建议， ICS 运营商与它们的供应商

■ 网络安全攻击，
将人类安全和物理
设 备 置 于 风 险 之
下，对公司来讲，
费用高昂。

■ 应用程序白名
单，是一个行政程
序，用于限制哪些
应用程序可以在计
算机上运行。

■ 很多厂商都开
发了白名单机制，
以确定在控制系统
内运行的软件进程
的有效性。

关键概念

工业企业还可以
利用哪些其它方
法，来降低网络安
全攻击的风险？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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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防火墙和反病毒软件，并不足以防范高等级攻击。在能源

领域，过去主要的方法是黑名单，这已经成为病毒防护和入侵检测 /

预防的标准方法，但仍然不能应对不断演化的威胁，这些威胁正被操

纵并逐步渗透到特定产业环境中。

黑名单依赖签名，来识别已知威胁，它们是威胁数据库的一部分，

当其它没被列出的程序被允许运行时，这些已知威胁则被阻止运行。

不利的是，对于那些还没有被识别出来的潜在零日漏洞威胁，并不能

提供内在保护。这就使其无法跟上日益增长的恶意软件的数量。

一个被称为“黑暗力量（BlackEnergy）”的恶意软件，从 2007 以来，

就活跃在能源行业。像流感一样，“黑暗力量”已经演化出多个变种，

在复制传播方面，变得更为有效。在最近乌克兰黑客攻击事件中，发

现了“黑暗力量 3”的踪影，它可能是通过鱼叉式网络钓鱼进行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变体包含一个杀死磁盘组件。据说黑客获得网络的访

问权，一旦连接到网络上，它们就可以接替操作员站，来控制断路器

开关、切断电源。黑名单将无法识别出“黑暗力量 3”的变种，也就

无法阻止其对网络的初次访问。

黑名单往往也需要频繁的服务器更新，以便与恶意软件增殖速度同

步。老化的数字资产，如燃气轮机和压缩机控制，生命周期长达数十年，

需要连续作业，这样它们比其它机器更容易受到攻击，因此需要在其频繁

的维修周期中，进行定期更新和打补丁。

在完全停机或完全正常运行时，这些资产是最安全的。正因如此，

频繁更新会带来更大风险，引入网络威胁。运行人员应该依靠受信应

用程序，并通过白名单阻止其它非受信应用，而不是预防已知威胁。

如果其它应用程序被确定是安全的，运营人员就可以修改白名单 必要

时可以纳入或删除应用程序，而不需使资产离线。

黑名单在网络安全防御中的局限性

合作，以便为白名单的部署制定基线并对

其进行校准，以确保安全设置和有效保护。

为确保应用程序白名单的成功，培训

和教育必须贯穿于整个组织。为维持应用

程序的白名单机制，运行人员必须了解网

络漏洞以及哪些应用程序可以安全的运行

在在网络上。具有工程和网络安全背景的

运营人员将十分紧缺。

工业组织应更积极的提供培训和继续

教育的机会，以便培养所需的员工，帮助

非技术人员了解他们的行动是如何影响安

全的。作为对需求不足的补充，很多厂商

提供维护应用程序白名单服务。通过提供

技术和专家服务来支持网络安全需求，有

助于缓解人才缺口，对那些还没有成立相

应部门来管理这些事物的企业来讲，尤其

有益。

曙光 ：基于策略的控制
现在， ICS 系统强大的网络安全战略，

包括多层、基于策略的应用层控制，使工

业运行人员可以通过只给受信软件和应用

软件打开通道的方式，来消除系统攻击面。

很多厂商都开发了白名单机制，以确定嵌

入式控制系统中运行的软件进程的有效性，

确保只有正版软件才可以运行。

这种全面的方法，通过防止恶意程序、

恶意软件、或其它软件被视为安全风险软件

进程的执行，保护系统免受攻击。所有这一

切，对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或能源组织及其

用户利益都非常关键，当这些风险更普遍、

更具破坏性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2015 年，网络犯罪给能源和公用事业公司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 1280 万
美元。图片来源 ：GE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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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12-006



34   2016.11-12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聚焦机器自动化  |  INsIdE machINE

让传统机器人实现人机协作？
根据应用不同，协作机器人可以部分或全部地用在人类工人所工作的区域内，

有一些新的标准和应用被设计来提高它们的安全性能。

Ken McLaughlin

随
着作为工厂车间里一种可行的、高效选

项的机器人正变得流行起来，不过要确

保它们可以与人类安全的运行仍然是一

个挑战。一般来说机器人意识不到有人类在旁边。

因此，如果人类进入它们的工作路径，可能造成巨

大的伤害。找到正确的应用会很困难，不过那是一

定要实现的。

传统的机器人是在装有围栏的区域内工作

的，这样人类不会与它们互相影响。根据应用不同，

协作型的机器人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用在人类工

人所在的区域内，因为有传感器会检测人类并提

醒机器人，它们就会减速到安全的速度水平和扭

矩水平。

不管是传统的在围栏内工作的机器人还是协

作型机器人，其应用各自都具有独特的特性，在

工厂车间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而，一些传统

机器人通过设计可以实现如协作型机器人一样的

人机协作，这要归功于安全软件和传感器技术的

进步。

由于与机器人安全

系统相关联的安全

扫描仪技术在

可靠性方面的提升，“半协作（semi-collaborative）”

的应用子集开始流行起来。这些应用可以让传统的

工业机器人得以使用，并提供与协作型机器人一样

的益处。除此以外，它还会提高净负荷和速度，以

及降低成本。

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改变了工厂车间里的设

备布局及其使用方式。例如，高速视觉系统及

LIDAR 传感器让传统机器人的围栏减到最小或拆

除。这样会在工厂车间里提供更好的可视化。其

结果是，设备可以紧凑布置，而工人们可以很容

易地与机器人工作，这样可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

更快速的处理。

多年以来，人们对于机器人和人类工作各自

的优势和缺点已经有了更好的理解。尽管机器人

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并且在产能方面是稳定

一致的，它们仍不能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解决问题。

具有先进制造工艺的智能工厂是人和机器人之间

真正伙伴关系的体现之一。这种伙伴关系利用了

两个世界的优势——机器人和自动化的稳定一致

性及生产能力，以及思考、解决问题

和本能地处理可变性的能力。近年

来在科技方面和安全方面的发展

正在让这种概念变得更加真

实，而不再是梦幻。  

■ 传统的机器人
具有其独有的特性
以及在工厂车间里
发挥的作用，不过
近来的技术发展让
传统机器人能发挥
更多的作用。

■ 技术进步可以
让机器人和人类在
一起安全工作并允
许机器人和人类发
挥其各自的优势来
创造一种真正的伙
伴关系。

关键概念

无 围 栏 机 器 人 解 决 方 案，
使用了安全传感器和机器人

安全软件。在这种情况下，机
器人周围没有隔离，不过出于安
全的考虑，它的运动受到监控，
并且如果有人出现在其工作范围

内时会停下来。图片来源 ：JMP
工程公司

请将“文章编号+评论”发送

到CEC微信公众订阅号，我

们期待您的反馈。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控制工

程中文版”关注我们的微

信，掌握最新工控咨询，体

验零距离编读互动!

文章编号 ：
1611/12-007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6.11-12  35   

当
设计工程师使用“运动控制”这个词的

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快速变换方向和

速度的高速系统。高速和高动态的运动

控制应用具有技术上的挑战，不过对于另一个极端

情况——非常低速的运动控制也一样具有挑战。精

确的低速控制对于许多运动控制应用来说都是很重

要的问题，例如工业实验和测量、自动化以及安全

监控系统。

对于今天的应用来说，高变焦光学系统清楚

地聚焦到一个 20 公里以外的目标并不罕见。但是

当那个远距离的目标移动时，事情就变得不好办

了，因为视野受限的原因，而且如果对目标跟随

不顺畅的话，目标会快速从视野里消失。

如果目标在 20 公里的范围内以每小时 20 公

里的速度移动，这相当于 0.05 rpm 的转速，超

级慢的速度。要想将目标保持在用户视野的中央，

就要对该低速进行精确的控制，并且对于目标速

度和方向的变化做出很好的响应。要保持目标在

视野的中央，这意味着 20 公里的范围内的 0.3 米，

需要大于 200K 的编码点或者 18 位的编码位置。

要保持平稳的运动，需要 20 位。

传统的方法是在系统传动电机上使用编码器，

并与通过连接到电机上的减速箱测量的每转计数

相乘。齿轮的减速比越高，相乘的结果就会受到

越大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反冲的量更大以及伺服

系统整体的响应更差。这样的一个系统会限制动

态范围，而且通常在小于 1 公里的合适距离上不

能跟踪快速运动的物体，就像在更高转速的情况

下不能获得所要求的性能一样。

超低速运动控制编码器的

使用要点
编码器和速度传感器在很多运动控制应用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精确的

低速控制应用中，例如工业实验和测量、自动化以及安全监控系统。

Mark Howard更新的做法是在变速箱输出轴上使用高分辨

率的位置编码器，这会在最大程度发挥伺服的动

态性能的同时有助于避免反冲效应。由于高分辨

率编码器不再那么昂贵，这种方式被使用得越来

越广。

因为传统的高分辨率位置传感技术有一些限

制条件，设计工程师转而采用新型的传感器。这

些传感器可以被看作是新一代感应式编码器，特

别是可以提供高达每转 400 万计数（22 位）的

■ 对于很多运动
控制应用来说，精
确控制低速情况很
重要。

■ 感应式编码器
在恶劣的运行环境
下 提 供 高 分 辨 率
的、非接触式测量。

关键概念

采用云台系统追踪远距离移动目标
的例子。图片来源 ：Zettlex 公司

为危险环境设计的新一代感应式编码器的例子。
文章下转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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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机 器 人 造 成 了 损 害 自 身 及 其 负 载 的 风 险。
Servotronix 首 先 考 虑 将 动 态 建 模 的 潜 力 发 挥 到 解
决困扰半导体行业的高速 delta 机器人的性能问题。
Servotronix 工程师采用并增强了一个动态模型，该模
型的原型是来源于学术研究。

通过为自动识别运动学和动态参数开发
额外的算法和流程，在机器人随机移动
的同时，Servotronix 获得了精确的数值。
Servotranix 也为其他类型的机器人开发
了动态模型，这些机器人包括 SCARA 机
器人、四轴摇臂机器人以及五轴的轻型
伽利略球体机器人（如图），其结果是更
快稳定下来以及更好的轨迹跟随运动控
制。本文所有图片来源 ：Servotronix 运
动控制

采用基于模型的控制

改进机器人系统
基于模型的控制帮助机器人系统能够预估运动期间机器人的扭矩和力，防止过

大的扭矩带来的损伤，同时，增加机器人速度，减少振荡和用于稳定的时间。

Mirko Borich

在
学术圈子里，为机器人操控动态建模这

种做法已经为人熟知很多年了。它通常

作为一个工具用在机器人学和工程学的

实验室中，主要用于类人机器人和先进控制算法、

运动仿真以及其他学术诉求的研究和发展。动态建

模涉及了数学方程式的应用，这些方程式描述了不

容易测量的动态属性，包括机器人惯性、质量、质

量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特质。而在制造业中，使用

动态建模来改进机器人控制却经常容易被工业机器

人的开发者和制造者所忽视。

动态建模可以帮助半导体制造商解决其所用

的高速 Delta 机器人所遇到的性能方面的问题。

使用了机器人的太阳能晶片处理应用场合要求高

加速度以及极高的精确度。由于固有的脆弱的结

构，Delta 机器人的操纵机构非常容易折断。它会

造成影响和损坏昂贵的负荷和生产材料的威胁。

减少机器人损害的风险
对于 Delta 运动学的研究是基于

通过球形接头机械连接的平行四边

形，在某些系统中是连接到移动平台

和臂杆的。如果某些位置或角度过大，需要将机

器人分解开的力会大幅减小，而且如果出现碰撞

或强烈的冲击，机器人可以简单的分解。这些分

解点一般位于外延的位置，与障碍物相碰触的风

险很大。为了克服 Delta 机器人的缺点并为其提

供更好的控制，工程师们采用并增强了起源于学

术研究的动态模型。

该模型是通用的。大小和质量不同的机器人

具有不同的参数值。尽管机器人运动学是一样的，

物理属性还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个生产系列，

每个机器人的物理属性也可能有微小的差别， 进

而不同程度地影响每个机器人。

在为机器人系统建模以后，需要获取动态参

数的精确数值。这是通过为自动识别运动学和动

态参数而开发的额外的算法和流程来实现的。

一些例如机器人臂杆几何尺寸的参数很容易

测量并输入到方程式中去，其他例如每个臂杆的

■ 机器人路径通
过使用动态模型而
得以优化。

■ 具有顺畅移动
功能的模型减少了
磨损和维护。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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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中心这样的参数是由自动识别来确定的。

动态模型的优势
在识别过程中，机器人是随机运动的，动态

参数值是由识别算法确定的。一些例如形状、材料、

电缆以及摩擦的内部及外部因素会被列入到计算

中去。动态模型也适用于其他机器人类型，例如

SCARA 机器人、四轴摇臂机器人以及五轴球形机

器人。动态建模能够满足制造企业对机器人更高

输出、更快速度以及更低维护成本等的要求。

使用动态模型，客户能够获得更快的校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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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测量。感应式编码器将相同的基础物理

应用于解码器，这让它们可以在恶劣的运行环境

下提供高分辨率的、非接触式的测量。对于运行

在脏的或潮湿的环境下，工程师就不再需要光学

编码器或电容式编码器所需要的密封、垫圈或 O

型圈。

与在解码器里面见到的传统的绕线式变压器

结构不同，编码器采用印刷电路板作为其主要部

件。这减少了形状因数、轴向高度、并可以使用

大口径。新方法采用的设计更方便电缆、轴和管

间和更好的轨迹跟踪运动控制。一个附加好处是

通过机械参数在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能检测出系

统的磨损，特别是摩擦系数。同时，基于模型的

控制能够内嵌在一些多轴控制器内部。  

道穿过传感器中央。同时，编码器提供的简单的

电气接口具有如下特性：直流供电以及绝对值的、

数字化的输出。  

文章上接P35

更加智能的软件
可以增加产量并
减少机器人的维
护量。

思考一下 ：

计 算 的 扭 矩 值 几 乎 完 全 与 过 滤 后 的
扭 矩 吻 合， 正 如 扭 矩 偏 差 所 显 示 的。
EtherCAT 可以让 Servotronix softMC
多轴控制器每毫秒更新一次传动数值 ；
在每一个采样中，softMC 都从传动获
取指令并向传动反馈扭矩值以及标准位
置和速度值。

绿色：实际扭矩

蓝色：过滤后的扭矩

红色：使用动态模型计算的扭矩

黄色：扭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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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助力华为建设中亚天

然气管道项目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具有途经国家多、建设时

间紧、协调难度大、人力资源紧张、管材运输困难、标准规范不一致等特点，EPC承包商需要

与一家卓越的自动化供应商协助，以在紧张的项目工期内交付并满足终端用户的要求。

中
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为本

土及沿线的国家和企业提供

了非常宝贵的发展机遇，尤

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加强

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应共同谋求输

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

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

电网升级改造合作。霍尼韦尔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战略，在能源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方面有众多项目经验和成功案

例。其中，霍尼韦尔参与建设的中亚天

然气管道项目，就有诸多可圈可点之

处，值得业内探究一二。

项目工期紧张，需卓越自动化供应

商助力
早在 2009 年，霍尼韦尔自动化及

安全技术就被国内领先的信息通信技

术与项目承包管理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指定为“中亚 - 中国天然气

管道项目 A、B 线”项目使用，2012

年又被指定为 C 线项目使用。现今，

中亚天然气管道 A、B、C 线已累计

输气超过 1000 亿立方米，造福 25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 5 亿多人口，在调整能源消费结

构、促进节能减排、保障国计民生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亚天然气管道一期工程通过管

径 1067 毫米的双管道（A、B 线）从

土库曼斯坦向中国每年输入 300 亿立

方米的天然气。管线西起土库曼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边境，从中国新疆霍

尔果斯口岸入境，全长约为 1830 公

里，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线路长度

为 527 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为 1,300 

公里，中国境内则为 4 公里。中亚天

然气管道二期工程 C 线与先前两条线

路并行敷设，起于土乌边境的格达伊

姆，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入境，与西气东

输三线相连接，天然气的年输气能力

达 250 亿立方米。

乌兹别克斯坦 - 中国天然气管道

项目是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通过指定的天然气输送系统，

将来自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生

产设施的天然气输送至中国境内。乌

兹别克斯坦 - 中国天然气管道 A/B 线

包括 3 座压缩机站（WKC1、 WKC2、

WKC3）、1 个计量站 (MS)、2 个阀室 

(RTU) 和 1 个控制中心 (BMCC)。乌兹

别克斯坦 - 中国天然气管道 C 线系统

包括主干线管道、23 个阀室、4 个清

应用案例  |  aPPlIcatIo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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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器发射站和 3 个清管器接收站、2 

个压缩机站以及专用的监管 / 财政计量

站。管线始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边境，沿东北方向 527 公里穿过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最终到达乌兹别克

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境。

该项目的建设具有途经国家多、

建设时间紧、协调难度大、人力资源

紧张、管材运输困难、标准规范不一致、

语言交流不畅通等特点，所以作为工

程、采购和施工管理公司 (EPC) 的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需要一家卓越的自

动化供应商协助，以在紧张的项目工

期内交付并满足终端用户的要求。

完整的产品线，确保项目顺利交付
天然气管道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

的工程项目，但天然气管道却存在着

一定的风险。要保证管线安全、平稳

运行，管线自动化控制系统必须具有

高可靠性、稳定性和灵活性。系统能

自动监视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定期

对自身进行自诊断。作为流程自动化

和控制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霍尼

韦尔过程控制部拥有完整的产品线，

且业务遍布全球 120 个国家，能够很

好地满足这一项目需求，脱颖而出成

为助力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建设中亚天

然气管道项目的合作伙伴。

霍 尼 韦 尔 的 Experion® 过 程 知

识系统 (PKS) 内含一流的 SCADA 系

统， 可 向 管 道 运 营 团 队 提 供 关 键 信

息，同时自动记录和处理数据。霍尼

韦尔为项目提供了整套监控与数据采

集（SCADA）解决方案，负责管道输

气站场及线路截断阀的数据采集、监

控和管理等任务。通过卓越的内置性

能，该解决方案能够确保系统的可靠

性、安全性和防护力，主要包括 ：工

作站控制系统（含 PLC 的 SCS）、紧

急停车 (ESD)、火灾和气体系统 (FGS)、

远程终端单元 (RTU)、全球历史数据库 

(PHD)、仿真系统、泄漏检测系统、以

及可变计量撬装轨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整套 SCADA 系统是一

个配备创新应用的强大软件平台，适

用于高级人机界面（HMI）和具有高

度可扩展性的多服务器集成系统。最

新版本对数千资产的配置进行了彻底

简化，并通过设备模板提高运营效率。

该软件平台可将配置简化率提升 80%，

并将重点集中在重要功能上，如平移

和缩放，以及操作面板和任务过滤器。

其应用为此项目的长期、平稳、安全

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目前主要实现

了如下功能 ：

1) 输气管道工程的动态管理和自

动监控。

2) 降低安全隐患，能做到及时调

配，保证安全、平稳工期。

3) 实现直观控制并提高操作员效

率，并能借助 DSA 确保最佳灵活性。

4) 减轻后期变化的进度风险以及

消除配置偏差。

实施霍尼韦尔 SCADA 系统， 具有

以下显著优势 ：

• 提早完成项目交付。霍尼韦尔

分布式系统架构 (DSA) 功能可简化系

统人机界面（HMI）部署，允许灵活作

出 HMI 更改。 项目交付时间因此缩短

“集成了 DSA 功能的 SCADA 系统，使各个站及控制中心间的画面信息共享变得

轻松易实现，在现场调试工期紧张的情况下给项目执行节省了很多时间，帮助我

们在重要时间节点按时交付项目。”  

——华为公司项目及技术合作商品专家组，王利明

一个月左右。

• 提高数据安全性及流程性能。

霍尼韦尔的 Uniformance® 流程历史数

据 (PHD) 可采集、存储及重放历史记

录和连续的工厂处理数据，提高数据

安全性并提升流程性能。

• 易于操作和维护。霍尼韦尔统

一平台搭载 HMI 软件，方便操作者使

用和维护。

• 强劲的本地服务支持。霍尼韦

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工程中心，确保

了现场调试过程中与当地业主工程人

员的顺畅沟通 ；并且可以在后期项目

交付后随时配合客户现场方面的应急

需求，供及时的本地服务支持。

华 为 公 司 项 目 及 技 术 合 作 商 品

专 家 组 王 利 明 表 示 ：“ 霍 尼 韦 尔 的

SCADA 系统集成了 DSA 的功能，使

得各个站及控制中心间的画面信息共

享变得轻松易实现，在现场调试工期

紧张的情况下给项目执行节省了很多

时间。同时，特别感谢霍尼韦尔专业

的项目执行团队，在项目执行期间对

经常变化的项目需求做出了及时的配

合与响应。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

们就无法在重要时间节点按时交付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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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控制器能够实现灵活的

集成式控制解决方案
灵活性、开放性、鲁棒性以及易于使用和安装，是集成式测量和控制

（MC）解决方案中实施的 Beckhoff 嵌入式控制器和 TwinCAT 控制平台

的其中几个优点。

自
从公司于 1951 年成立以来，位于德国 

Neukirchen-Vluyn 的 TROX GmbH 公司

开发和生产用于空调应用的组件、设备

和系统，以及烟雾火警解决方案。公司在机场、酒

店、医院、商场、写字楼、体育设施等应用领域

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这一点在其 2012 年推出的 

X-Cube 空气处理机组中尤其明显。中央 X-Cube 

空气处理机组可以自由配置，并可选择配备集成式

测量和控制（MC）的解决方案。由于它们在设计

上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因此该空气处理机组的通风

量已经可以达到 150,000 立方米。此外，集成式 

MC 功能近年来不断扩展，它们现在能够适用于公

司的体积流量控制器和防火风阀等产品。

X-Cube 有多种型号可以提供 ：基本型号可用

于楼宇建筑 ；卫生型号可用于医院 ；实验室型号满

足德国 AHU -01 指标 ；以及防风雨型号可用于室

外安装。模块化设计以及现场总线技术最大程度地

“Buchholz Galerie”购
物中心总面积约为 8500 
平米，9 个单独配置的 
X-Cube 机组每小时处
理 6000 到 44000 立方
米的风量。

减少布线工作确保安装和维护成本低。X-Cube 可

以配置为送风机组、吸风机组或者两者组合，可以

并排安装，或者堆叠安装。

开放式控制技术用于灵活、功能强大的 M C 

系统
MC 解决方案广泛的功能需求对控制硬件的处

理性能以及系统对各个操作条件的适应性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据 TROX 称，Beckhoff 基于 PC 的控制

技术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解决方案。

灵活性是 Trox 在 X-Cube 系统初步设计阶段

的主要目标之一。每台设备都可以定制，以满足在

其结构和可选集成的 MC 技术方面的特点应用要

求，由于客户要求瞬息万变，控制技术在输入、输

出及软件方面也必须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实现这些

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实施一个可自由配置并且可编程

的系统，例如，基于 PC 的控制系统。这种方法还

应用案例  |  aPPlIcatIo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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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将 MC 系统集成到几乎所有的楼宇管理应用

程序中所需的开放性。

拥有一个现代化通讯和布线方案，在总线基础

上连接执行器和传感器是另一个重要目标。与传统

的系统相比，基于总线的系统可以传输更多数据，

且布线工作量显著减少。因此，每套 X-Cube 都配

备有 TROX 控制器，具有一个专门开发的布线和连

接器系统，显著简化了安装工作。

嵌入式控制器奠定了集成式控制解决方案的

基础
X-Cube 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简单的送风和回

收机组到由防火风阀、流量控制器及其他 TROX 产

品组成的复杂系统。有了 Beckhoff 的模块化控制

系统后，Trox 现在可以针对要求提供最合适的解

决方案，无论简单或复杂。其核心是 CX 系列嵌入

式控制器——通常是集成有交换机以太网端口的 

CX8090。如果客户需要认证的 BACnet 楼宇控制

器或更多的计算能力，还可以使用一台 CX9020。

在软件方面，系统采用了 TwinCAT XML 数据服

务器、BACnet/IP，Modbus TCP 服务器、PLC 

Modbus RTU 和 SMS/SMTP 服务器软件库。

即使是复杂的系统，也很少需要超过 20 个

以上的物理 I /O，如 KL340x 或 KL440x 模拟

量 I/O，KL1809 或 KL2808 高密度总线端子模块，

或 EL6201 AS Interface 主站端子模块。基于现场

总线的控制系统可以处理大量数据点——由防火风

阀、流量控制器和其他类似设备构成的系统可能有 

1000 多个数据点。

紧凑、模块化控制系统处理所有的基本功能，

如与执行器和传感器以及与各种模块（例如加湿

器）的总线通讯。它提供诊断功能，持续监控组件

和发生故障时的响应。除了这些内部任务之外，嵌

入式控制器为设备设置和状态检查提供了一个基于 

Web 的用户界面。控制器的第三个任务是与 BMS

通讯。

TROX 控制解决方案设计时最重要的要求是能

够让系统的处理能力和 I/O 数量能够轻松满足客户

的具体需求。对于要求更高的系统，TROX 可以很

简单地采用功能更强大的控制器，而无需修改标准

软件。嵌入式控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能够在

一张标准 SD 卡上存储软件和设置。它不仅简化了

控制器必须进行更换的工作，而且还提供了易于操

作的机组设置和诊断数据备份的平台。   

 9 个 X-Cube，配置为送风和吸气机组，具有高效的叉
流板式热交换器，确保 Buchholz Galerie 在任何时候
都保持最完美的状态。

标准的 X-Cube 控制器是一台 CX8090 嵌入式控制器。在需
要更高处理能力或认证的 BACnet 楼宇控制器的应用中，也
可使用 CX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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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12-011



42   2016.11-12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www.CE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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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厂通过虚拟化迁移省时省钱

与推倒重来的做法相比，美国中部谷物制品公司（MGP）通过使用虚拟化进

行的升级估计为其节省了300万美元。

那
些曾经使用过虚拟系统的人是不会想要

回到传统控制的状态的，因为前者带来

了成本节省、质量提升、工艺稳定性以

及更加高效地利用时间。

所参与的自动化供应商使用虚拟化帮助创造

了一套包括 3 个步骤的迁移途径，最终这比另一

家供应商的推倒重来的方案节省了超过 300 万

美元。

美国中部谷物制品公司（MGP）位于印第安

纳州劳伦斯堡的黑麦威士忌酿酒厂生产大量 95%

谷物比例的纯黑麦威士忌，这对装瓶工和消费者

来说都很常见。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工厂 7X 

24 小时连续运行，没有中断的时间。MGP 的劳

伦斯堡工厂每天生产 4 万到 5 万标准加仑的棕色

商品以及另外每天 1.6 万标准加仑的谷物中性烈

酒，所有的都是全国知名的威士忌、波本威士忌、

杜松子酒以及伏特加酒。

为了应对增长的需求，酿酒厂的控制系统已

经升级过多次。在分布式控制系统 (DCS) 接近生

命周期以及人机界面（HMI）再也买不到或者不

再提供支持的情况下，系统为了不断增长还需要

一次升级。考虑到每停产 1 小时的损失高达五位

数，保持工厂连续运行是当务之急。

虚拟化迁移
对迁移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可能是虚拟化，它

经常被忽视。虚拟化途径是从信息技术 ( IT) 方面

来进行控制的。与实体对象打交道的操作人员、

工程师和维护人更愿意使用实体电缆工作。虚拟

化消除了对通过实体元素进行控制的需求，并通

过一个主操作系统内的虚拟操作系统对硬件、操

作系统、数据存储和网络进行仿真。虚拟系统使

用的软件是运行在过程控制系统的主服务器上的。

有了虚拟化，多个操作系统可以共享一个主

服务器。基于客户端的虚拟化控制主机处理器并

高效地分配服务器资源，而在允许每个系统或虚

拟机器在各自的机器壳体内独立运行的同时也保

证了彼此间的通讯。虚拟化软件让用户将分散的

物理组件集合到一个可共享的资源库中，可以随

时随地动态地向各个应用提供资源。位于管理程

序顶部的虚拟机器是独立的，并且只关注自己的

需求。多个虚拟机器运行在实体主机之上。

迁移是值得的
使用虚拟化的迁移战略已经开始并且进展顺

利，预计在 2020 年完成。迁移的关注点首先在

计算机安全隐患最高的部分，再到隐患最低的部

分，从 HMI 开始到输入输出（I/O）连接结束。锅

■ 虚拟化在不需
要推倒重来停机的
情况下按部就班地
完成 DCS 迁移。

■ 虚拟化需要的
硬件更少 ；设计也
节省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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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管理程序之上的虚拟机器独立运行，并在不给服务器
增加负担的前提下关注其需求。该系统在一个采用了西门
子 Simatic PCS7 的主服务器上使用虚拟系统 Sphere 管
理程序，可以让多个操作系统运行在一个主服务器上。图
片来源 ：MGP 公司

管理程序

文章下转P29

如果虚拟化可以
减少 DCS 迁移带
来的痛苦，你是
不是已经等待的
太久了？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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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

魏德米勒全新发布

maxGUARD 控制电压分配
 

用于控制电压分配的面板结构需要创

新理念。通过 Klippon® Connect，魏德米

勒为高效的规划、安装和操作展示开创性

的联接解决方案。作为 Klippon®Connect

产 品 组 合 的 一 部 分， 魏 德 米 勒 提 供 的

maxGUARD 能够准确、持续地进一步发展

控制电压分配。maxGUARD 通过一个完

整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负载监控和等电位分

配——它集说服力，高效和创新于一体。maxGUARD 是一个应用类产品。

换而言之，它非常精确的满足了机柜装配的各种要求。

通常，自动防故障和控制电压分配可以以一种节约时间和空间的方

式组合在一起。因此，若想机器和设备高效运作，它是必然之选。新型

maxGUARD 系统整合了电子负载监测输出中等电位分配端子（以前独立

安装）作为 24V DC 电压控制分配组件的完整解决方案。一个负载监测和

电压分配的全新组合，在安装过程中节省时间、增加安全性并且节省端

子导轨高达 50% 的空间。

魏德米勒 maxGUARD 的特点是极易维修。为盘柜应用开发的操作、

测试和联接元件在调试和维护中允许安全访问所有等电位电压和电路负

载。此外，maxGUARD 可以进行定制化应用。实际上，多样化组合和截

然不同的等电位分配接线端子以及附件确保了定制化解决方案的可操作

性。maxGUARD 控制电压分配输入和输出端的集成测试点对于用户来说

非常容易掌握，可快速排除故障一样。用于测试和检查的目的，等电位分

配有隔离简单负载电路的隔离操作杆。maxGUARD 也安装了市场上独有

的横联件，由于负载监控和等电位分配端子之间的横联件，从而有效地减

少布线时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的电压控制分配系统有一个特别节约

空间的设计——电子负载监测元件和等电位分配器有 6.1 毫米的间距。

ProduCTs新品发布

自动化软件

施耐德电气发布

新一代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

近日，全球能效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施耐德电

气宣布推出其新一代 EcoStruxure 架构与平台，为楼宇、

电网、工业和数据中心领域的用户提供规模化的，基于

物联网的解决方案。该增强型架构与平台具有开放性、

可扩展性和互操作性，将推动从互联互通的产品到区域

控制，再到应用、分析与服务各个层面的全面创新。

EcoStruxure 构建在施耐德电气长期占据市场领导

地位的产品与系统之上，可提供围绕其三个技术创新层

面的，业内最全面的、可互操作的、基于云端或现场客

户端的产品组合。这三个层面包括 ：

• 第一层构建在施耐德电气的核心能力之上。施耐

德电气能够开发具有嵌入式智能的互联互通的产品，比

如传感器、中低压断路器、变频器和制动器等 ;

• 区域控制层面赋予组织按需从现场或云端对其运

营进行管理的关键能力。这包括可通过远程访问连接的

控制平台、高级自动化以及操作人员覆写能力等。其中

包含的本地控制和防火墙保护能最大限度实现其优势，

对于任务关键型应用尤其如此 ;

• 施耐德电气注重对软件、分析和服务等关键领域

的研发和产品开发投资，并且整合了最近收购的英维思

集团 (Invensys)、泰尔文特 (Telvent) 和 Summit Energy

等公司，这构成了整个框架的第三层——应用、分析与

服务的组合。为了能够与任何硬件、系统或控制配合使

用，EcoStruxure 对于基于开放的 IP 协议的不可知厂商

应用、分析与服务具备最宽泛的容纳能力。

堡盟近日推出多款高速相机，其像

素为 200 万和 1,200 万，线宽分别为 2K

和 4K，在 128 线时的轮廓扫描频率超过

2.5kHz，适用于精确的高速激光三角测

量任务，进一步丰富了带内置图像预处

理功能的 LX VisualApplets 相机系列。这

几款产品将于 2017 年一季度开始进入批

量生产。

这 些 3D 相 机 带 有 一 个 基 于

VisualApplets 技术专门开发的激光三角测

量程序（Applet），借此可以直接在相机内

机器视觉

堡盟推出新型LX VisualApplets 3D相机

以亚像素级精度定位激光线的焦点，因此

只需传输轮廓数据，从而减少需要传输和

处理的量，在采用 GigE 接口进行系统设

置时，就可以提高性价比和灵活性。

高分辨率和轮廓扫描频率可实现 3D

信息的精确采集，甚至能够在高速处理时

可靠地识别极轻微的差异。聚合的轮廓确

保了高速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同时还能

显著降低 CPU 负载。凭借预安装 3D 程

序，相机可随时用于激光三角测量任务，

无需进行额外的编程设置，从而为用户

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便于他们根据具体

应用需求进行调整。这些 3D 相机可使用

HALCON 等第三方软件实现快速集成，还

可以通过 3D 样本轻松完成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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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通讯

博世力士乐推出

最新通信接口WebConnector
 

在 今 年 工 业 自 动

化 展 会 上， 博 世 力 士 乐

推 出 一 款 适 用 于 物 联 网

时 代 的 通 信 接 口 ——

WebConnector，主要应用

于控制系统、网络及 IT 应

用间的对话。作为开放核

心工程平台（OCE）中的一员，WebConnector 的出现让网

络工程师可以直接在网络平台上研发新的应用，无需精通自

动化语言。不仅如此，最终用户和制造商可以直接通过固定

的终端设备或智能手机来获取人机接口，极大地提升效率并

节省成本，所有相关的数据将被同步分析并保存至云端，未

来将用于流程优化及服务等目的。

作为通讯接口，WebConnector 通过网页浏览器快速且

安全的获取生产设备和机器的控制数据、轴位置、PLC 数据、

诊断数据及工作状态，并将这些数据呈现在 HMI 网页上或收

集到数据库中。用户只需打开支持 HTML5 技术的网页，就可

以在网页应用上进行操作与管理，这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

WebConnector 的强大之处还在于它支持 Java 技术。凭借

功能强大、简单易用两大特性，Java 编程语言已成为互联网平

台上最常见的开发语言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倾向于在移

动终端中管理其自动化产品，打通自动化与网页之间的沟通瓶

颈则显得尤为重要。通过 WebConnector，只要是在任何实现 

Java 虚拟机的平台上，用户都可以运行 Java 程序并进行编程。

机器视觉

凌华科技最新推出

PCIe-GIE72/74图像采集卡
 

凌华科技日前发布全新的 2/4

通道 GigE Vision PoE+ 图像采集卡

PCIe-GIE72/74。凭借全面的 PoE

电源保护和凌华科技独有的多卡图

像采集功能、智能 PoE 管理，以

及凌华科技在 GigE 视觉领域丰富

的解决方案，PCIe-GIE72/74 能够

为广泛的机器视觉应用提供全面的支持。PCIe-GIE72/74 的电源保护

功能可以确保相机和其他设备免受损坏。此外，通过友好的 PoE 管理

实用工具和 API，可以实时监控 PoE 端口，提前预测可能发生的故障。

多片 PCIe-GIE72/74 图像采集卡可以安装在一个系统中，而不

会占用任何 BIOS I/O 资源。具备了 0℃至 +70℃的宽温操作和多卡

图像采集等功能，PCIe-GIE72/74 可以和无风扇电脑相整合，部署

在空间有限的应用环境中，如 AOI 和工业自动化等应用。

凭借凌华科技丰富的系统实践经验，PCIe-GIE72/74 提供了全

面的 PoE 保护功能，能够及时响应过流 / 欠流，电压或者温度异常

等事件。自动功率预测控制可以根据电源类型 (PCIe 或 4/6 针 Molex

连接器 ) 来管理功率分配。当超出范围时，PoE 电源将被中断，以保

护其连接的设备。

PCIe-GIE72/74 易于使用的实用工具和 API 函数库，可以提供

实时的 PoE 状态监控，包含设备等级、电压、电流、功率和温度。

PoE 电源可以远程进行开启或者关闭，PoE 端口的优先级和散热阀

值可以在远端进行设置，并且能够进行故障预测，帮助用户减少运

营成本和减少宕机时间。

ProduCTs新品发布

罗克韦尔自动化发布了一款同时适

用于 iOS 和 Android 智能手机的全新应用 

FactoryTalk TeamONE。作为公司经扩展

的信息解决方案战略的一部分，即帮助整

个企业内的员工制定更明智的决策，此应

用支持无缝连接到制造商在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所采用的技术。借此应用，用户可进

行彼此协作并分享知识，查看实时生产诊

断，并与机器报警和故障处理设备进行交

互，最终促进整个团队的生产力得到提升。

使用 FactoryTalk TeamONE 应用的团队能

够促进平均修复时间 (MTTR) 的缩短。

通过提供近乎实时的事故和设备数

自动化软件

罗克韦尔自动化发布 
FactoryTalk TeamONE 应用可加速工厂诊断并达成零障碍协作

据，工厂车间、工程及 IT 员工能够作为

一个团队地相互协作，快速解决问题。员

工能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中通过 FactoryTalk 

TeamONE 应用从多个模块中进行选择，

从而直接查看 Allen-Bradley PowerFlex 变

频器或其他设备的信息，或者查看任意 

Ethernet/IP 设备的概要健康状态。而且

这些信息可在此应用所有的协作和故障处

理模块范围内与其他受信任的团队成员共

享。问题解决后，相关知识会被标记、保

存并供日后发生问题时进行搜索。 

罗 克 韦 尔 自 动 化 集 成 架 构 部 门 移

动平台主管 Kyle Reissner 表示，“这款 

FactoryTalk TeamONE 应用引入了全新的

零障碍价值模式，不同团队可下载应用，

共同组成一个团队，并使用自己的知识及

设备数据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团队无需

安装服务器、无需拥有 OPC 服务器等现

有基础架构，也无需出于使用这些模块的

目的将自动化资产与设备连接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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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动化项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特定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

专家也变得越来越常见。

对
于通过自动控制运营的炼油厂、电网、

医疗机构、交通系统以及其他解决方案

来说，利用专业的安全研究人员来进行

现场评估以及后来的认证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

需要使用运营技术（OT）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

企业不能依靠信息技术（IT）方面的安全专家。虽

然两者都使用计算机，但是却工作在不同的环境下。

正如没人会要求工厂管理者解决微软 Windows

系统的一个缺陷一样，也不应该期待 IT 总监能够提

供保护 OT 系统的所有答案。IT 专业人员致力于保

护数据 ；OT 环境的工作是要保证机器连续生产。因

此，IT 和 OT 网络攻击所带来的副产品也不同。

在工业互联网时代，网络安全形势正变得更加

严峻。企业网络攻击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关注，而针

对实体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包括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人身伤害。

防止受到这些类型的攻击不是 IT 部门的重点。

IT 部门的首要目标是保护数据安全，而 OT 部门的

重点才是保证流程持续稳定、安全的运行。不管是

黑客攻击所带来的外部威胁，还是人为失误所造成

的内部威胁，如果企业处于运行钻孔机、电网、核

磁共振或火车机车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环境下，非计

划停机时间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石油天然气、能源制造、医疗设施以及运

输系统来说，这种情况尤为重要，因为哪怕几分钟

的停机时间都会造成数万美元的损失。

培养 OT 专业人员
为了将损失减少到最小，近些年我们也更多关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关键基础设施需要更专业的安全防护

Nate Kube 注到“白帽子”黑客（精通网络技术防御的专家），

这种黑客会在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中辨认出数量惊

人的风险。内部的黑客测试了可以渗透进这些机器

到机器（M2M）网络的所有可能方式，从而识别

出漏洞的所在以及确定如何来保护它们。

有了足够多的数据，专家团队会创建一套综

合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可以为关键基础设施免

受那些挑战生产环境、运输系统以及医疗运营的

持续的、动态的网络威胁提供保护。如果一个系

统被黑客成功入侵，通过连接到内部互联网可以

有助于停止该攻击，内部互联网可以摧毁对工厂、

电网或钻探站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一旦将其安装，需要一个可以模拟威胁到系

统的攻击者的安全及质量测试服务，从而确保用

户控制着谁与谁对话。这样的服务能够模仿那些

威胁企业系统的攻击者。

更全面的防御
同时，要确定询问关键任务设备制造商 , 他

们是否已经针对击退网络攻击进行了测试，以及

是否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了网络和运行参数方面的

监控。该监控的目的是在这些产品投放市场之前

发现漏洞并将故障重现、隔离、识别并解决，以

及他们是否能证明可以确保安全。

除此以外，管理层需要确保他们聘请的安全专

家们不仅具有高资质，还需要能够在经过培训后进

行仔细地评估、设计和实施 OT 安全措施，并且会

在其工业环境下做到这些。例如，石油管理层需要

确保他们聘请的安全专家们具有高资质并且经过培

训可以进行仔细地评估、设计和在海上和陆上环境

下进行 OT 安全措施。如果目标是帮助确保运行资

产安全、降低合规处罚以及增强供应商安全，那么

一定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

“那些需要使用 OT 系统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

企业不能完全依靠 IT 方面的安全专家。”

■ IT 和 OT 专 家
使 用 计 算 机 的 方
式不同。

■ 要 保 证 运 营 资
产 的 安 全 以 及 减
少 合 规 方 面 的 处
罚，特定的专业知
识 对 于 企 业 来 说
是必要的。

关键概念



FLIR A35/65 新款上市
机器视觉检测用紧凑型红外热像仪

FLIR Ax5系列红外热像仪是FLIR基于机器视觉领域推出的经济型测温热像

仪，符合GigE和GenICam第三方协议，无需开发软件，便于系统集成。

l   提供 10 种不同视场角标配订货
l   业界最高的工作温度范围 (-15 - +60 C°) 
l   更高的抗震性能标准：IEC60068-2-6 & 
                                        MIL-STD810G
l   有二种像素可选：320x240/640x480
l   符合GigE VISIONTM和GenICamTM协议

l   9/30/60Hz图像帧频可选

l   14位线性输出

l   集成有同步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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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新款上市

世界第六感www.flir.cn

扫一扫，关注“菲力尔”官方微信

FLIR 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400-683-1958 
邮箱：info@flir.cn 
www.flir.cn

图片仅作说明之用,显示图像可能不代表该热像仪的实际分辨率。

生产线过程监控

建筑物挡风玻璃除冰装置的红外图像。 汽车发动机的红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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