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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中

国 制 造

2 0 2 5 ”

战略的核心，智能

制造这个名词早已

为中国的广大制造

业企业所熟知，并

引导很多行业先行者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

路。如何切实利用先进的技术理念和解决

方案，不断应对挑战、跨越挑战，也成为

了很多用户最为关注的话题。

11 月 4 日，2015 全 球 自 动 化 和

制 造 主 题 峰 会（Global Automation & 

Manufacturing Summit China，简称 GAMS 

China）在上海工博会期间隆重举行。今年

的会议以 " 智能制造 • 跨越挑战 " 为主题，

探讨了全球制造业最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以

及面临的挑战。

作为近年来积极践行“制造业回归”

和“再工业化”等战略的一支制造业力量，

美国制造业早已开始将网络化、信息化和

软件技术的价值与传统自动化体系进行了

充分融合。在本次 GAMS 峰会上，来自美

国Control Engineering 的市场总监 Bailey 

Rice 就为我们分享了美国智能制造和工业

物联网的最新发展趋势。

据Control Engineering 的最新一项关

于工业物联网调查显示，“连接人员、流程

和数据的互操作性和开放标准”成为大家

对于工业物联网最关注的技术内容，其他

排名靠前的热点还包括实时功能、安全性、

移动性和模块化等。

此外，“电机控制、自动化设备和电力

传输设备都将成为工业自动化设备市场未

来增长的重点领域，预计到 2017 年全球工

业自动化设备市场预期将达到 2250 亿美元

的市场规模。”Bailey 介绍道。

同时，他也提到，技术人才的短缺有

可能成为制约美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瓶颈，

Think AgAin编辑寄语

智能制造之中美趋势篇

随着富有经验的老一代技术工程师们的退

休，未来 5 年美国的大型制造商可能将因

技术人员缺乏而损失上亿美元。这对于中

国制造业来说也是一个借鉴，无论是“工

业 4.0”还是“中国制造 2025”战略，其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离不开人。

在 2015GAMS 论坛上我们做了一项关

于“智能制造”的调查，从收集到的 131

份有效问卷调查中，有高达 28% 的人认

为缺少相关高素质人才是实施“智能制造”

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其他的挑战来自对

关键技术和产品缺乏了解（24%），缺乏有

力的供应商和合作者（19%），相关规划和

支持引导政策不够细化（18%）等。

作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 “三步走”战略

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规划的颁布促进了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

在本次调查中，有高达 43% 的用户表示所

在企业正在积极制定相关智能制造的规划

中， 31% 的企业将在未来 5 年制定相关规

划。此外，79% 的用户表示未来 5 年其所

在公司会增加在智能设备方面的投资。

由于我国的传统制造业基础差、底子薄，

自动化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企业对于智能制

造的实施还有很多困扰。49% 的企业不清楚

企业现阶段应该设置什么样的“智能制造”

架构，25% 的用户不知道“智能制造”战略

是否适合所在企业的规模和现状。

在选择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时，企业

最看重的因素依次为 ：系统的可操作性与

稳定运行（25%），技术和产品的先进性

（19%），售后技术支持和维护服务（16%），

相关行业的成功案例（16%），实施后的

效率提升（13%），以及全生命周期成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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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16 HMI 与历史数据库的集成
 让大数据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利用实时输入，用过去的数据来改变未来。将人机界面（HMI）和历史数据库软件集成在一起，可以实现混合画面，

通过将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相比较，从而可以使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技术文章

22 大数据时代需要更智能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大数据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数据，它还意味着更快、更智能的决策。更智能的测量和更快的决策来源于对更智能传感器、仪表、网络和软件的

灵活应用，这样工程师就可以更好的管理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24 设计控制： 智能传感器和数据采集
 智能传感器可以实现更精确、更有效和更为广泛的数据采集。在严酷的工业环境下，智能传感解决方案可以保持信号的完整性，为客户的测试、

测量以及其它大数据应用 , 提供快捷和方便的解决方案。

26 长庆数字化油田中的核心技术
 近年来，中国的油气田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开采，已逐步进入低产状态，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降低成本，油田也在积极引入最新技术，结合了

物联网技术概念的数字化油田，其核心技术就是实现油井采油过程的实时化数据采集、传输和消耗与产量分析。

29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2015（第十一届）年度最佳产品奖特辑

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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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章

16 25

22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5.11-12  5   

控制之窗

编辑寄语

2 智能制造之中美趋势篇

CE视点

6 宜科  助力“中国制造 2025” 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圈

高端访谈

8 基于工业 4.0 的创新技术 实现智能工厂的无缝连接

台达专栏

14 工业机器人助力构建智能工厂

聚焦过程自动化

39 过程安全： 从美国炼油厂爆炸中学习什么？

应用案例

42 先进的安全管理系统助力 DuPont 应对挑战

43 声频发射检测有助于精确位置控制

技术之源

48 复杂的协议转换器与自动化系统的集成

新闻		 10

目
录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5.11-12  5   

新品发布 |  Products

P46 P46

图尔克标准组件式

射频识别系统

感应距离长，读写头与载码
体之间的最大感应距离可以
达到 6米。

协议多元化，网关支持几乎
所有的现场总线协议。

设计模块化，每个网关最多
可以连接16个读写头，而且
还可以兼容常规 I/O。

使用灵活便捷，UHF产品可
以和HF产品在一个读写范围
内一起工作。









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天津西青区兴华四支路18号（300381） 
电话：022-83988188 / 83988199 
传真：022-83988150
网址：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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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鑫

宜科 ：助力“中国制造 2025” 
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圈

作为构建工业物联网的核心部件，

无线网关的安全性也是用户关注的重点。

Spider67-Mobile 这款无线网关，不仅具备

IP67 的防护等级，同时在安全机制方面也

做了特殊考量。除了对上传数据进行脱敏，

Spider67-Mobile 在数据传输过程还采用

了 6 种加密机制，确保数据传输编译过程

中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客户切身利益

的安全，消除客户的后顾之忧。

此外，这款基于云端的无线监控产品，

“不仅在产品性能上创新，在商业模式上也

是一种创新。”张鑫谈到，“我们提供的不

仅仅是硬件，还包括软件、流量以及服务。

我们希望通过宜科云将软硬件和服务结合

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一个技术与应用的整

体平台。我们的理念是，尽可能得把软件

和硬件的成本压低，通过服务来吸引客户

的商业模式。我们将联合第三方的供应商，

一起为用户搭建一个智能制造的生态圈。”

连接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
从传感器和连接器起家的自动化企

业，到成为工业 4.0 解决方案供应商，宜

科从来没停止过革新的步伐。智能制造是

工业 4.0 的重要部分，从自动化到智能化

的跨度，无疑是质的飞跃。关于工业 4.0

的实践之路是很多企业正在探求的，而宜

科对此的理解是“自动化 + 信息化”。张

鑫认为，对于很多传统的中国制造企业在

向智能制造转型时，需要打通信息化的“最

后一公里”。

“这里的信息化讲的不是传统意义的

2
015 年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是极

为重要的一年，“中国制造 2025”

规划的推出，为中国由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指

导。对于国内领先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

应商宜科来说，2015 年也是意义非凡的

一年，宜科云以及一系列智能制造创新产

品的推出，不仅有助于为广大中小型制造

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也彰显着宜科从传统自动化厂商向信息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勇气与信心。

实现“终端到云端”的智能互联
11 月初的上海，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的宜科展台前，正进行着的是宜科在 2015

工博会上的新品发布会。其中宜科云和基

于宜科云的无线远程监控解决方案是本次

发布会的亮点。据宜科（天津）电子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鑫先生介绍，基于云端的

Spider67-Mobile 兼具低成本与安全性优势，

实现了从数据采集端到云端的连接，其创

新技术与理念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在提供先进性能的同时最大幅度地

为用户降低成本一直是宜科的理念。据张

鑫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传输模块，可以

大大降低企业网络传输的成本，让所有的

网络传输采取无线的模式，不仅减少了硬

件的成本，同时，宜科云为中小型企业提

供的标准化 MES 还帮助用户降低了软件

开发的成本，“使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可以

用得起这个管理系统，为他们打造经济适

用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张鑫坦言。

CE insighTcE视点

信息化，比如传统 IT 公司做的 ERP 之类，

这种企业层的信息化已经做了十几年，应

用也相对普及。我们说的信息化是介于控

制层之上、EPR 层之下的信息化。这是中

国大量缺失的信息化。”张鑫说，“很多我

们的客户，有些已经是上市公司，但是到

现场一看，从生产制造层到 ERP 层之间

的信息化几乎没有。这个领域和国外差距

是很大的。”

面对来自用户层的切实需求，宜科意

识到这是一个在自动化基础上大力开展信息

化业务的好时机。据张总介绍，宜科的信息

化团队正在大幅度扩充，从原有的 20 几个

人，希望能增加到 100 人。而随时宜科云的

推广和应用增多，考虑到用户对于数据分析

的需求将呈现增加的趋势，宜科还将成立自

己的大数据部门，更好地服务用户。

“过去我们是一家以自动化为主的公

司，信息化的业务占比不到 10%。随着

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目标的不断推进，我

们认识到信息化将会越来越重要，所以今

年我们决定把信息化提升为公司层面的战

略。”有着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专业背景的张

鑫先生，对于“宜科转型为一家自动化 +

信息化的企业”充满信心。

实现工业 4.0 的愿景并不能靠任何一

家企业独自完成，打造智能制造的生态圈

将是行业共谋发展的长远之计。宜科作为

民族工控企业的骄傲，已率先踏上了智能

制造的征程，我们相信未来宜科将秉承着

创新的精神，与成为国际领先的工业 4.0

解决方案供应商的目标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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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感到无处着手，其实往往忽略了来自最底层的

设备所隐藏的数据。

以运动控制最核心的伺服电机为例，以前采

用模拟量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用户在远端是不可能

看到这些伺服电机的状态和参数。“如果在一个工

厂里有 5000 个电机，按照目前的状况，当我们发

现有任何一个伺服电机有问题的时候，唯一的办法

就是到现场，拿一根 USB 线和一台笔记本接到伺

服电机上面，去查看它的参数。想想看 5000 个电

机的话将是多么庞大的工作量！”研华科技工业自

动化事业群资深协理黄怡家谈道，“而现在，通过

EtherCAT 可以很容易与控制层接入，将底层信息传

到远端，从而实现对伺服电机参数和状态的远程监

控。这不管对于维护人员、还是设计人员来说，都

让工作变得更便捷。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说的

智能工厂，其实就是将以前看不到的底层信息，传

到控制层和企业层。”

实时监控，是工厂里面维护工程师们的心声。“其

实德国的工业 4.0 计划里面，到最后谈到的就是以人

为本，希望可以通过更多智能化的设备来减少人们

做重复无聊的工作。”黄怡家坦言，“相信很快，我

们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监控电机。我们可以在手

机上查看每一台电机的参数，比较是否有设置错误

等，甚至我们可以监控它们里面的参数，虽然这看

起来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但是对于现场的工

程师们来说却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纵向集成加速智能互联
基于 PC-based 的传统技术优势，与开放式

EtherCAT 协议的完美融合，研华帮助用户实现了可

实时监测状态的透明设备层。这也是全球知名的伺

服电机制造商松下电器决定与研华科技开展深入合

作的原因。双方在 2015 年 8 月正式签订了“工业 4.0”

合作备忘录，宣布将针对智能控制技术和“开放式

研华科技工业自动化事业群资深协理黄怡家专  访

基于工业 4.0 的创新技术  
           实现智能工厂的无缝连接

在
2015 年 11 月上海工博会上，研华科技以九大主题展示了智

能工厂的全新蓝图，其中首次重磅推出的“新一代运动控制

总线 EtherCAT 完整解决方案”更是赢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融合先进以太网技术与 PC-based 的传统优势，研华将如何帮助用户实

现智能工厂的透明管控？研华科技工业自动化事业群资深协理黄怡家先

生认为，实现从设备层、控制层到企业层的无缝连接，是打造工业 4.0

智能工厂架构的重要一步。

让隐藏的设备层真实可见
工业 4.0，其实就是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工业。通过对工厂大量数据

的采集和分析，企业可以进一步实现对于能耗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大

数据是一切智能制造的基础。现实中的很多中国制造企业在谈到工业4.0

高 端 访 谈 高 端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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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CAT 伺服电机”展开进一步合作。

目前研华的 EtherCAT 轴卡已经可

以支持松下的 A5B 系列伺服电机，双

方也不约而同在本届工博会上重点展

出了最新的 EtherCAT 运动控制解决方

案。在研华展出的“EtherCAT 雨之舞”

模型中，实现了 12 同步轴进行水滴模

拟和 512 个 IO 点同步闪烁。研华的

全方位 EtherCAT 解决方案，不仅支持

Common Motion 软件开发工具包及图

形化的公用程序，同时，也不受限于伺

服及步进马达品牌。完整的数字、模拟

和计数 IO 模块，支持分布式时钟模式，

满足了工业 4.0 架构下智慧工厂高效能

与高速的控制应用需求。

据黄怡家介绍，除已经合作的松下

之外，包括安川、三洋电机、台达、汇

川、南京埃斯顿等在内的很多伺服电机

制造商也在和研华进行接洽，并将陆

续针对不同机型做出相关测试。“虽然

EtherCAT 是一个标准型的总线，但根据

我们的测试，每一家的伺服电机的设置

和参数还是有很多不同，达到的最终效

果也参差不齐。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松

下的合作，先给用户提供一个最优质的

方案。接下来再与其他伺服厂家制定的

伺服电机去做测试。” 黄怡家说道。研华

未来的构想是希望将生产线设备透过开

放式架构的 EtherCAT 规格串连起来后，

研华的云端监控技术可监管整个自动化

生产线，达成完整的工业 4.0 及智慧自

动化生产应用。

谈到未来的运动控制发展趋势，除

了 EtherCAT 技术的不断普及，黄怡家

认为更多的集成也是方向之一。用户可

以通过集成一些感测器，监控电机的温

度等其他参数是否有异常，以便提早进

行预防和维护。随着 EtherCAT 技术在

伺服电机上大量应用后 ，将意味着可以

在设备层上采集更多的信息，通过大数

据分析，进而制定出更完善的工业 4.0

解决方案，更好地优化企业的生产效率。

智能控制迎来 EtherCAT 时代
作为目前运行速度最快的开放式

工业以太网技术，EtherCAT 这两年呈

现出应用爆发的趋势，尤其是得到了众

多自动化厂商和用户群的认可，这一点

从业界不断推出的 EtherCAT 控制系统、

伺服驱动、运动控制等解决方案中就不

难发现。作为在自动控制与电机测试

领域潜心研发多年的专家，黄怡家认为

EtherCAT 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正是呼应了

工业 4.0 时代对于少量多样、客制化和

弹性灵活生产的需求。

采用 EtherCAT 的数字串行式伺服

电机能够为用户带来很多明显的优势。

首先，布线简洁，减少了配线工时。以

前控制器与伺服间每轴约需 10~20 条配

线，现在只需要一根以太网网线就可以，

减少的配线工时及线材使得整体配线成

本可降低 90% 以上。其次，采用数字

信号传输也大大减少了噪声干扰。在工

厂里面有非常多的杂线以及干扰源，通

过串列式数字传输，能够有效防止现场

干扰。

由于配线简单，增加控制轴仅需将

网络线延伸，EtherCAT 运动控制解决方

案使得系统扩充更为容易且更具弹性。

在工业 4.0 大背景下，人工成本的上升

以及熟练技术工人的缺乏，加速了机械

手和机器人的应用。“现在，企业想在

原有生产线加装机械手，只需要在原来

的机台旁边，再接一条网线，就可以把

机械手的功能接进来了。而过去我们要

在这个机台里做很多配线。”黄怡家深

有感触地说，“这对工程师来说是非常

人性化的考量，省去了重新设计的麻烦，

相信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对于需要高精度运动控制的应用，

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速通信中能

够同时实现多种控制方式。过去，伺服

电机各个轴之间的精准同步是很难做到

的，可能需要用一些封闭的专用总线才

能做到多轴的同步运动。“EtherCAT 不

但能实现多轴同步，甚至还提供了比市

场上主流的协议更快的速度，而且还是

一个基于开放架构的技术。” 黄怡家坦

言。他认为采用开放的工业以太网协议，

让国内有能力的控制系统集成商和科研

机构，通过 EtherCAT 研制出国际级的

高端自动化设备，也是符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发展要求的长远之举。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完善的工业 4.0

解决方案，研华也在积极研制基于开

放式以太网现场总线 EtherCAT 的产

品。据悉，研华即将在下个月正式发布

EtherCAT 轴卡 PCI-1203。与市场上其

他轴卡相比，PCI-1203 可支持高达 32

轴的同步控制，双以太网接口可以同时

实现 IO 控制和运动控制功能。高效能

的双核芯片，使运算时间减少一半，仅

用 0.5 微妙就可以处理最多 32 轴的运

算。 “这是非常大的突破，新轴卡速度

变快了，轴数还可以支持更多。”黄怡

家说道，“而且，分摊到每个轴的成本

也降低了。”除了 EtherCAT 轴卡之外，

据悉研华也在加紧研发基于 EtherCAT

的机器人控制器和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产品。

作为全球最大的工控机（IPC）领

导厂商，研华从物联网的推手到布局

工业 4.0 智能系统产业链，始终以创

新的思维引领行业前行。据悉， 2015

年研华以 29.5% 的新纪录继续领跑全

球 IPC 市场，相信基于 PC-based 控

制领域的传统技术优势，加上先进的

WebAccess 组态软件，与开放式以太

网总线 EtherCAT 技术的无缝集成，必

将为研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从硬件到

软件，从设备端到云端，研华将为转型

期的中国制造企业带来更完善的工业

4.0 解决方案。（CEC 金蕾 采写）

高 端 访 谈 高 端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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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根据全球第二大市场研究机

构 MarketsandMarkets 日前发布的

研究报告称，2015 年，全球电力

变压器市场收益有望达到 207.1 亿

美元 ( 约合人民币 1320.4 亿元 )，
随着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输配

电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预计到

2020 年，这一数据将增至 299.1
亿美元 ( 约合人民币 1907 亿元 )，
期间年复合增率达到 7.6%。

根据巴登符腾堡州太阳能及

氢能研究中心（ZSW）和德国能

源与水务工业联合会（BDEW）初

步估计，2015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

消耗量将占国家总用电量的 33%。

这也意味着太阳能、风能等其他

可再生能源在今年年底将生产约

1930 亿千瓦时的电力。这些数字

和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20%。2014
年总电力量为 1610 亿千瓦时，可

再生能源占总耗电量的 27%。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钢协）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10 月，大

中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 386.38 亿

元，其中主营业务亏损 720 亿元，

101 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 48 家亏

损，亏损面扩大至 47.5%，平均

销售利润率为 -1.5%，亏损额再创

年内新高。“已无新鲜事”的钢铁业，

亏损数字继续刷新。

1-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3032.4 亿

元，同比下降 1.7%，降幅比 1-8
月份收窄 0.2 个百分点。1-9 月份，

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 个

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 个

行业下降。主要行业利润增长情

况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

工业增长 53.4%，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增长 12.7%，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3.5%，电力 ；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下降 64.4%，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下降 66.1%，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60.5%，汽车

制造业下降 4.4%。

1907
亿

33%

1.7%

720
亿

日前，台达以“智能制造 畅享未来”为主题，出席2015年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中国工博会），首次展出的全新垂直关节机器

人及SCARA工业机器人DRS60L系列，高速、高精的控制能力可助力

电子、包装、物料等行业产线的日产能提升3倍。连同可广泛应用于

能源生产与管理、智能工厂及数据中心的智能工业监控系统、iPEMS

智能监控与可视化运营管理系统、以及“台达能源在线”管理系统

等大数据可视化及节能管理解决方案，台达将助力实现“中国制造

2025”，并推动“智”造工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台达董事长海英俊表示，高效率、低成本、低能耗的智能工厂已

经成为各制造企业追求的目标。台达将凭借创新、节能、绿能技术上

所累积的实力，为智能工业与绿色生产带来更多的发展动力。例如：

继去年工博会首次展出自主研发的SCARA工业机器人，台达今年再推

出三款工业机器人解决方案；其中，垂直关节机器人 DRV90L系列可

实现多角度插件，具备高自由度、高速及高精度的优势。

台达资深副总裁暨机电事业群总经理张训海表示，面对智能化

发展浪潮，台达将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整套的智能工业解决方案。工

业机器人是智能制造至关重要的一环，而轻工业有机会领先其他行业

率先实践智能制造，台达这次除推出三款轻型机器人，也展出包含

DIAView SCADA 监控系统与DIAEnergie IEMS 能源管理系统的智能工

业监控系统，协助客户实现智能化的管理，这一套以计算机为基础的

生产过程控制和调度自动化系统，可实现远程对生产现场的运行设备

进行监视和控制，为用户打造实时、自动、安全、智能的信息管理体

系，提供高效、清晰的决策辅助。

台达集团-中达电通副董事长尹镟博指出，台达除了创造高效的

产品及整合的节能解决方案，也提供综合性的管理系统与平台，助力

客户实现智能制造及绿色生产。今年工博会，台达主要展出4大管理系

统、12个解决方案及32个产品，期能与各界携手搭建绿色发展平台，

共创智能绿生活。其中，内置智能演算法的“台达能源在线”(Delta 

Energy Online) 管理系统，可有效架构企业全球运营网点的能源管理系

统，分析能耗、动态预测需求量，并实现智能控制。

台达集团 - 中达电通副董事长尹镟博先生、台达董事长海英俊先生、执行长

郑平先生、资深副总裁暨机电事业群总经理张训海先生 ( 由左至右 ) 出席台

达新闻发布会，与媒体交流台达如何助力推动“智”造工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台达全新垂直关节机器人首度亮相中国工博会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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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全套机器人自动化系统亮相 2015 工博会

在近日举行的“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上，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

术集团ABB通过近800平方米的展台全面

展示了包括机器人自动化系统、传动系统

和低压产品在内的领先智能技术，涵盖白

车身、激光弧焊、小件装配、包装码垛、

食品饮料、智能家居及增效节能等多种应

用，彰显了ABB在“物、服务与人互联”

领域的技术领导地位。

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顾纯元博士表示：“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

机器人制造与集成厂商，ABB凭借在全球

机器人领域40多年以及在中国20年的开发

和应用经验，通过‘协作、精简、集成式

解决方案’积极帮助客户提高生产力和产

品质量，并与各行业用户一起努力，在食

品饮料、金属打磨、搬运码垛、3C等领

域率先开发出许多领先的机器人自动化产

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在为客户创造更多

价值的同时，支持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

由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发展。”

在本届展会上，ABB重点展出了面向

不同行业的多款机器

人自动化应用系统，

包括YuMi®人机协作

装配、IRB 360高速分

拣、IRB 6700机器人

智能拆码垛、新一代

大型机器人IRB 6700

的点焊应用、IRB 120

智能激光雕刻站、

IRB 1200双机协同飞

车工作站和IRB 8700 

超柔性化白车身解决

方案等10套机器人自

动化解决方案。

而面向汽车制造行业的IRB 8700 超

柔性化白车身解决方案，由IRB8700工业

机器人、柔性可编程定位器、物料搬运导

轨和机器人滚边等通过平台化、标准化模

块实现快速集成，能满足多种车型在同一

条生产线上组装生产，帮助客户以“柔性

制造”满足不断加快的产品升级和千变万

化的市场需求。其中，IRB8700是ABB最

新推出的一款大型机器人，其有效负载高

达800公斤，可广泛满足汽车和一般工业

对高负载大型机器人的需求。在设计上，

IRB8700特别注重工作范围、有效负载和

运行性能的优化，其运行速度比市场上同

类产品快25%，还能根据搬运物体的重量

和尺寸自行调整运行速度，具有速度快、

惯量小的优势。

IRB 8700 全球首发仪式

台达全新垂直关节机器人首度亮相中国工博会 预见未来的智能创新  宜科多款新品震撼发布

中国工业4.0的践行者——宜科（天

津）电子有限公司日前于2015工博会宜

科展台举行了以“凌云之智 智造未来”

为主题的新品发布会。出席此次新品发布

会的嘉宾有工博会的主办方汉诺威米兰展

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付禹先生、中

国科技自动化联盟秘书长王健先生、宜科

（天津）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鑫先生和

副总经理李虹女士及众多行业客户、业界

工程师和专业媒体，共同分享了宜科最新

的产品突破和基于“中国制造2025”理解

下的自动化与信息化的解决方案。

发布会初始，宜科总经理张鑫先生首

先致辞，他说：“2015年对宜科来说是非

凡的一年，是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相结合

的一年。伴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宜

科加紧创新的脚步，今天我们发布的新品

不仅是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更是一

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未来宜科将会把自动

化和信息化相结合，将信息化正式列入公

司级战略，逐步从自动化厂商向信息化、

智能化方向转变。基于宜科云的无限远程

监控解决方案不仅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

而且是通过云平台来实现的。未来宜科将

联合行业内的领军龙头企业、第三方的服

务企业共同打造智能制造的生态圈，为中

国制造2025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本次发布会的重中之重，宜科现

场隆重推出了Spider67 Mobile。“该产品

是宜科基于云端，为用户提供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的核心硬件，它的创新技术与理念

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宜科产品经

理彭程先生在发布会上表示。

基于宜科云的远程监控解决方案将

软硬件相集成，其中软件部分基于云平

台，其操作、管理、服务等, 均设在云端

进行，可为客户提供Portal托管及丰富的

扩展功能，进行数据管理分析并生成可视

化的图表。硬件部分以Spider67-Mobile智

能无线网关为核心，采用国际通用标准，

不受地域限制且覆盖全面的移动通讯网络

（GSM）进行数据交换。实现完整的数据

采集、分析、处理、执行控制等功能。

本次发布会还推出了工业以太网连

接解决方案，采用全新外观设计和内部

结构，更引入支持工业以太网的连接产品

“SmartCon”。它支持市场上所有工业

以太网协议，如PROFINET, EtherNet/IP, 

EtherCAT, Powerlink, CC-link/IE等，满

足工业需求的RJ45接头和M12现场圆形

预注连接器，产品分为4芯D-Code和8芯

X-Code/A-Code，同时针对不同安装现

场为用户提供不同的电缆，极大地方便用

户的布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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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V 莱茵助力中国制造 2025 新战略

施耐德电气发布品牌新战略 Life Is On

德国莱茵TÜV (以下简称“TÜV莱

茵”) “质胜中国”北京媒体沟通会于12

月2日举行。本次沟通会主题为“专业检

测机构助力中国制造2025新战略”。沟

通会上，TÜV莱茵北京公司首席运营官兼

德国莱茵TÜV大中华区政府关系副总裁刘

慧芳女士首先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和未

来战略布局。TÜV莱茵大中华区功能安全

认证总经理赵斌和电子电气服务部门高级

经理麦苗，分别以“工业自动化升级浪潮

下的功能安全”以及“绿色能源驱动中国

制造转型升级”两个话题与媒体展开深入

交流。

在今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

中，国家明确了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其

中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

要任务。产品质量的提升将成为制造业发

展的重中之重。今年8月，国家质检总局

公布了《关于修改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的规

定》，对于像第三方检验、检测和认证机

构而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德国莱

茵TÜV 大中华区北京公司首席运营官兼德

国莱茵TÜV大中华区政府关系副总裁刘慧

芳女士表示，这一政策将为第三方检测机

构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谈到企业未来的

发展规划，她进一步表示：“希望德国莱

茵TÜV与客户合作的前沿推向研发阶段，

此外利用我们的品牌优势推动国内企业品

牌的发展；而且，我们将进一步从拓展供

应链合作及售后服务市场两个方向，来帮

助提升我们客户的竞争力；同时，也将深

入协助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实

现国际化的发展。”

工业自动化是德国得以启动工业

4.0的重要前提之一，主要是在机械制造

和电气工程领域。TÜV莱茵大中华区功

能安全认证总经理赵斌表示，工业机器

人的普及是实现自动化生产，提高社会

生产效率，推动企业和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有效手段。德国莱茵TUV在今年初为

工控领域的PLC（施耐德-Tricon）颁发

了第一张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共同评估

的证书。国内也有相关企业开始了工控

领域相关控制产品的功能安全和信息安

全整体认证。同时他强调，信息安全对

于工控领域而言也是十分重要。而当前

云计算的迅猛发展，信息安全也尤为关

键。德国莱茵TÜV依据自己在信息安全

领域多年的经验自行制定了云计算的信

息安全标准，并已经为相关企业颁发了

多个云计算的信息安全证书。

德国莱茵 TÜV 大中华区北京公司首席运营官刘慧芳（中）及功能安全认证总经理赵斌（右二）

等专家合影。

2015年11月19日，全球能效管理和

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施耐德电气发布全球品

牌新战略“Life Is On”，其愿景是改变

能源消费方式，优化工业自动化流程，为

商业决策提供支持，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

全新的“Life Is On”品牌战略清晰

地描绘了施耐德电气将如何帮助全球客户

从此次转变中获益。施耐德电气融合运营

技术（Operational Technology）与信息

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在提高

社会整体运行效率的同时，让人们的生活

更加便捷，帮助用户做出更好的决策。这

依赖于一系列创新的互联互通技术和解决

方案，包括优化的自动化控制、先进的远

程管理、预维护、托管服务，为家居、楼

宇、数据中心和网络、能源和基础建设、

工业和城市各个领域提供决策所需的数据

采集和分析。

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

行官赵国华表示：“我们相信获取能源是

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对此，我们

凭借领先的能源管理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尽己所能地让能源更加安全、可靠、高

效、可持续和互联互通。在施耐德电气，

我们称之为‘Life Is On’。同时，我们持

续加大创新投入，通过实时、全面的智能

运营技术，帮助客户实现业务和组织的成

功转型升级。”

nEWs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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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与

Microsoft 携手进行移动

性联合创新

 日前，罗克韦尔自动化和 Microsoft宣布

启动面向工业环境的移动性联合创新项目。

联合创新将引入 Microsoft Project Thali团

队的领先 IP 技术，并会补充罗克韦

尔自动化的扩展移动性基础工

具包。

西门子收购

Polarion 公司

近日，西门子宣布与Polarion公司达成

收购协议。该公司是第一个提供基于浏览器

的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ALM）企业解决

方案的厂商。西门子将在其Teamcenter®

软件中加入Polarion产品组合，使ALM

成为产品开发流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CC-Link 和 PI 就强化

网络相互连通性达成合作

日前，CC-Link协会和PI国际组织宣布

展开紧密合作，旨在通过标准化的接口，实现

CC-Link IE和PROFINET设备间透明及简便的双

向通讯。为此，双方正在筹建联合工作组，

研发必要的技术规范，以确保实现该目

标。当规范完成后，将提供给这

两个组织的会员实施。

研华并购美国

B+B SmartWorx 公司

全球智能系统领导厂商研华公司日前宣

布，将以总价99.85百万美元向美国私募股权公司

Graham Partners购买旗下B+B SmartWorx, Inc. 

100%之股权。合并后原经营团队维持不变，

与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整合进行产品开

发及业务布局，将让研华的工业网

通产品线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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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助力构建智能工厂
——专访台达机器人事业处处长彭志诚

■ 台达 SCARA 工业机器人 DRS40L 系列，针对非

平面的 PCB 板可模拟多角度焊锡动作，并透过泛用

型固定治具实现快速换线。

■ 台达机器人事业处处长彭志诚

台 达 专 栏

在
传统制造业陷入发展迟滞困境之际，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s）的出现为产业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通过运用信息物理系统建立智能工厂，打破了当前制造业

面临的困境。理论上，智能工厂是由智能化单元与器件、厂级通信网

络和主控平台构成。更现实意义而言，随着我国两化融合的推进，智

能工厂是在信息集成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技术和监控技术实现人机

交互的构建。

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智能制造协作下

的共赢新模式广受业内关注。作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机器

人，领衔推动形成了一波“智”造工业的新潮流。随着机器人产业在

全球加速发展，国际机器人联盟 (IFR) 主席 Arturo 

Baroncelli 也于近日指出，“机器人正在征服世界。”

作为全球电源管理与散热管理解决方案的领

导者，台达集团对高端智能制造的布局本着更智

慧、更节能的本质驱向，以“共创智能绿生活。 

Smarter. Greener. Together.”为宗旨，为智慧自动

化工业输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近年来，伴随我国人口红利的丧失与廉价劳动

力的迁移，仍以传统生产模式为主导的制造业面临

越来越严峻的缺工考验。有数据表明，全球消费性

产品 75% 的制造集中于大中华地区，而其中仅电

子制造业就有高达数百万的用工缺口。与此同时，



www.CEChina.cn •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  2015.11-12  15   

■ 台达 SCARA 工业机器人 DRS60L 系列，涂胶动作快速、精

准、稳定，系统设计可不断优化。

■ 台达垂直关节机器人 DRV90L 系列，灵活性高，可进行不

同应用的优化设计。

 台 达 专 栏

约占全球机器人总量 1/4 的中国虽然

于 2014 年在机器人的数量上增长率

超过 60%，但基数仍十分小，面对严

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高精密的自动

化智能技术融合得显然还不够。

在“中国制造 2025”的推进过

程中，不少制造企业发现 ：运用 CPS

实现生产设备与 IT 的相融，可能是企

业逐步迈向工业 4.0 的最佳路径之一。

如何实现设备自动化、人员高效化以

及管理信息化，完成数字化工厂到智

能工厂的转型，台达集团在智能工业

领域做了诸多先锋的尝试。

台达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深耕多年，

成功开发研制的 SCARA 工业机器人，

能快速导入各种行业，满足客户各项

重要应用需求，包括插件、涂胶、移

载等，建立机器人工作站，使企业可

以顺利掀开智慧自动化的新篇章。

台达机器人事业处处长彭志诚先

生表示，拥有四十余年发展历史的台达

不仅设立了多个实体生产基地，也拥

有优质的研发团队与技术。在生产基

地，SCARA 工业机器人无论是进行追

踪对位涂胶还是检测工作都具有出色的

精度和准确度。在工业自动化产品产线

的成品外观检测站，SCARA 搭配台达

视觉检测系统进行预设的多种检测项

目，每年检测约 100 万台工业自动化

产品，大幅改善了人为漏检率的问题。

在控制面板产线的自动锁螺丝站，结合

电锁提供快速且有弹性的锁附品质，仅

用 50% 的生产面积和人力，就能达到

提升 80% 日产能的惊喜成果。

今年工博会，台达分别动态展示

了多角度焊锡工作站（采用 SCARA 

工业机器人 DRS40L 系列），自动涂

胶工作站（采用 SCARA 工业机器人

DRS60L 系列）和多角度插件工作站

（采用垂直关节机器人 DRV90L 系列）

等多款应用设备，极高的生产效率使

之成为智能工厂的一大亮点。此外，

台达塑造的工业机器人代表了企业人

性化发展的理念。可移动的台达工业

机器人不但有效弥补了工人回返工作

存在的缺陷，而且与工人共事时能充

分利用感知器实现智能延缓与识别，

真正从源头做到人机交互的相融性。

同时，受弹性需求和效率的影响，

企业的生产形态也在发生改变。台达

对制造产线的变化实质考虑得颇为深

刻 ：治具的简化标配环节，高整合性

的多工机器人弹性工作站，以及二维

弹性整列供料系统等，呈现了产线上

的多元应用。从底层工业自动化领域

到设备机械自动化领域再到新能源环

保开发领域，台达都拥有最终工厂的

解决方案，甚至在资源互通以后可以

提供配套的发展软体平台，协助客户

发展各自独家的产线技术。

当然，台达对新展示机也有新颖

的发展方向。其冀望通过实机展示推

广形成对控制驱动一体机 ASDA-MS

系列 4+6 轴周边的整合应用，产线实

机可导入之应用等的市场认知与理解，

以期增加市场能见度和搜集目标客户

的资料及潜在客户的应用需求。

台达在马达、驱动器、控制装置

的生产上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目前也

正进行仿真模拟的应用，这对其针对

配套设备的维修，包括对零部件的组

装与检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何发挥 1+1>2 的效应？人机

关系的更改将是主流趋势。未来的智

能工厂必会朝着智能制造的方向发力，

智能与节能的并进是台达将实体产线

对接工业 4.0 的初衷。不难想象，人

机协同作业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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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让大数据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利用实时输入，用过去的数据来改变未来。将人机

界面（HMI）和历史数据库软件集成在一起，可以实现混合画面，通过将历史数

据和实时数据相比较，从而可以使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尽
管人机界面 (HMI) 和历史数据库具有不

同的目的，但是为了帮助公司运营创造

更大的价值，需要将其紧密的集成在一

起。HMI 可以提供有效的控制，实现运行人员和机

器设备之间的交互。历史数据库负责采集高速实时

数据，按时间顺序保存数据信息。

与数据的连接
一般情况下，HMI 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连接，直接获取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库一般和 HMI

连接或通过 OPC 服务器直接与 PLC 连接。在某些

情况下，用户希望与 HMI 连接，因为有些标签计

算值是在 HMI 中实现的。推荐的连接方法是将历

史数据库直接与 PLC 或数据源连接。历史数据库

的作用就是在将来分析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按时

间顺序排列的过程事件清单。通常，HMI 通过屏幕

不断得刷新，以便更新数值和画面，但是 HMI 站

也可能因为不稳定出现关机或重启，如果历史数据

库连接至 HMI 的话，就会导致整个数据出现断点。

如果将历史数据库连接至 PLC 数据源，无论

HMI 是否在运行，总有一条独立的连接路径来采集数

据。设计优良的历史数据库，在日志 / 采集设备中还

包括存储和数据转发功能，应将其布置在和数据源相

同的设备上。这样，如果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连接，出

现故障或者升级软件的时候，不会导致数据丢失。

利用当今 PC 的标准技术和能力，一个典型的历

史数据库系统应该能够存取、获取长达 10 年以上的

原始数据。汇总生产制造中的大数据，对生成某些报

告有帮助，历史数据库应该具有获取这些数据的功能，

并在汇总后保存下来。原始数据可以还原事实真相，

以便进行分析。一个性能超群的历史数据库，在存储

数据的时候可以实现每秒 100 万个更新，同时还可以

以每秒 300 万个的速度恢复数据。这种数据收集速率

可以缓解用户的焦虑，避免数据存取的延迟。

易于使用的历史数据
用户需要非常直观的工具来使用历史数据。他

们需要容易获取、并且不需要经过数周时间进行培

训就能使用的数据工具。在 HMI 中，通过使用客户

端应用软件，操作员可以获取历史数据。这些客户

端软件使用了微软公司的 ActiveX 控制或者 Microsoft 

.NET 应用。当操作员和工程师观察到过程数据值的

移动和设定值变化之间的差异时，他们就能识别出

系统的波动效应，并能更快地确定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案。数值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更快的做出决策。

轻松的数据访问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趋势数据

的价值在于，用户可以随时提出各种假设，并且可

以立即拿出数据来验证其可行性。下面我们通过 7

个应用案例来帮助你了解集成人机界面和历史数据

库所带来的好处。

1. 故障诊断
HMI 显示水轮机系统主轴承温度过高。以前，

标准的故障诊断方式为 ：将机组单元离线、检查、

测量容差、更换润滑油和滤芯，最后重新启动并试

验。现在，与历史数据库集成后，利用连续 7 年的

集成人机界面和历史数据库的 7 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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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T. Hoske

HMI 与历史数据库的集成

■ 通过人机界面
（HMI）可以提供
实时历史信息。

■ 本文的应用案
例 显 示，HMI 与
历史数据库的集成
有利于故障诊断、
更快的分析、满足
监管要求以及其它
很多方面。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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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温度数据，可以断定轴承发生故

障的可能性不大。经过比较多个趋势

数据，发现可能是轴承润滑油冷却风

扇发生故障。调查显示，触点表面发

生腐蚀和积碳。从评估到采取矫正措

施，所需的时间小于 1 小时，而且水

轮机无需停止工作，这样仅在单次事

件中就可以节省大约 2 万美元。

2. 趋势数据
一个电力合作社正在寻求某种方

法，来确定流过充气的橡皮坝坝顶，

流向下游的过量水的总量。这些过量

的水，代表着增加销售、提供更低的

单价、并摊薄固定成本从而以更低的

价格提供电能的机会。通过查看过去

4 年的历史数据，可以断定历史数据

库中具有测量所需的数据标签。数据

编译需要 1 个人工日，研究的费用大

概为 1000 美元。而想要一个水利工

程师通过历史流量数据和电力需求曲

线来完成理论分析，所需要的费用大

概为 2 万美元，且这些数据组的精度

很可能要比趋势数据的精度低。

3.  合规性证明
随着人们对于生态环境越来越重

视，制造企业需要遵循越来越多的环

保法令。以美国为例，由美国国家环

境保护局（EPA）发起的调查和强制执

行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些检查可

能是及其复杂、冗长的工作，需要大

量的内部团队成员来协调，以便满足

EPA 的调查及对支持人员的要求。

具有精确历史数据的客户能够减

少调查组及其人员的压力。EPA 官员

不会认为某些东西被隐藏或遮盖了，

公司的员工也可以快速和轻松的回答

数据异常的问题。

具有注释功能的历史数据库包含

的不仅仅是运行人员在按时间排序的

数据文件内所做的注释，还包括诸如

设备和传感器的校准等信息。提供完

整的历史数据，再加上合理的解释，

双方就可以维持彼此的信任，因为，

易于获取的数据使得双方能够更有效

的沟通。合规性证明也可以很快地获

得验证，降低被罚款的可能性。

4. 发现根本原因
当一个价值高达 2.5 万美元的泵

出现故障后，运行人员却声称设备没

有任何理由地断掉了。这种情况曾让

管理层手足无措，现在通过历史数据

■ 实 时 历 史 数 据 库 趋 势 可 以 在 智 能 手 机 应 用 上 显 示。Canary Labs 公 司 的

AxiomTrend 软件可以用于移动端。在手机上就可以很容易地查看和使用标签、描述、

刻度范围以及最后数值等。图片来源 ：Canary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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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企业能够了解故障发生的真实原因。历史数

据显示，运行人员想在手动模式下，临时降低水箱

的液位到低于设定值处。在运行人员分神的时候，

泵干烧了，从而导致故障。找出根本原因后，管理

层增加了更多的程序控制，以便在泵处于手动控制

模式时，实现第二层受控停机，避免类似的事情再

次发生。

5. 报告和分析
管道公司允许美国交通运输部的工作人员获

取历史数据用于验证和分析。从多个泵站获取的数

据在某个中心区域被复制。网络工具可以帮助向公

司和交通运输部门提供所需的数据。

6. 预防性维护
钻探行业管理并监视着很多移动设备。利用实

时数据和报告，管理层可以更高效地工作以及制定

更准确的维护计划。自动化的数据采集，不仅可以

节约人力资源，还能够帮助确定某些特定设备是否

由于一些故障导致老化加速，或者是否出现操作员

失误，以及维护或重修所计划需要的资源，并对资

源的配置提供帮助。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费用的

节约以及效率的提升，因此利用历史数据，还可以

开发其它预防性的分析应用。

7. 商业智能
从工厂历史库中获得数据，并将其中的一些

数据连接到其它系统而不需要复制全部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从对大数据的分析中发现机会。

其中最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数据集

成并转换成有用的信息。那些在智能化方面做得

比较好的公司声称，他们正在成为“游戏规则”

的修改者。

■ 将 HMI 与历史数据库集成后，可以在一个屏幕上显示 HMI 信息以及历史

数据或实时趋势信息，从而帮助决策人员更容易、更快速地理解背景信息，

以便对他们所观察到的信息做出可靠的反应。

历史数据库和 HMI ：大数据分析的基础

将
HMI 与监视控制和数据采集 (SCADA) 软

件以及历史数据库软件集成在一起，可

以帮助汇总、整合及分析所收集到的

大数据，并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HMI/SCADA

技术提供了连接数据源阵列的功能，从而可以将

这些数据可视化，以便用于监视和控制。这些数

据源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从生产制造环境中的

PLC 到数据中心的 OPC 服务器，到通过简单网络

管理协议（SNMP）进行通信的 IT 设备，以及经

由 BACnet（楼宇自动控制网络数据通讯协议）进

行连接的建筑控制设备等。这些都是物联网（IoT）

的一部分，将人和服务连接起来，领先的 HMI 厂

商正在迎接这一趋势的到来。

在实时环境下，HMI/SCADA 软件可以将数据

可视化，实现快速决策、故障状态报警以及提供趋

势点。同时，这些数据还可以作为可扩展的、具有

很大灵活性的工厂历史数据，可以存储同样的数据

并进行分析。最新的历史数据库具有大容量存储

和快速检索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提升 HMI/SCADA

软件的 2D 和 3D 图形数据可视化效果，从而更有

效的利用大数据。下文列出了利用历史数据库和

HMI/ SCADA 软件的 9 种最优实践。

通过人机界面软件，
实时获取历史数据
信息，是否能够帮
助更多人更快地实
现智能化的决策？

思考一下 ：

■ 大数据分析植
根于历史数据库和
人机界面软件。

■ 集成的 HMI 和
历史数据库软件能
帮助企业将大数据
转化为投资回报。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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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成云存储
高级的历史数据库整合了最新的云技术。高

速、可靠的工业工厂历史数据，在集成了诸如微软

Azure 等云应用平台后，更具有可扩充性，而且可

以从计算机桌面、网络浏览器或移动设备上获取这

些数据。由于安装简单、维护需求低，因此 IT 成

本也就随着降低，这样在业务发生变化时，组织就

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应用。

2. 改善数据同步
数据记录仪记录通讯数据，可以收集、汇总从任

何工厂历史数据服务器上传递过来的数据。这个特性

使得历史数据服务器可以与其它相似类型或同一品牌

的服务器、甚至是第三方服务器来分层交换数据。不

管该服务器是安装在就地还是在云端，数据交换都可

以定时或手动触发。这样就可以远程获取最关键的信

息，从而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3. 高速
“旋转门”压缩算法，可以实现每秒钟 10 万

个数据事件高速数据采集。自动归档技术，则可以

实现例行或调度触发数据归档，从而释放硬盘空间，

为长期存取和检索而备份文件。

4. 最大的兼容性
历史数据库应充分利用基于最新的 64 位

Microsoft.NET 计算技术和众多特性，包括充分应

用多核硬件。应当获得最新操作系统认证，比如

Windows 8, Windows Server 2012 以及最新推出

的 Windows 10 等。OPC UA 通讯标准以及众多的

其它通信协议，为和现有基础设施的连接提供支持。

遵循第三方的 OPC HDA，确保成百上千种应用的

互操作性，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对现有工厂

基础设施的影响。

5. 充分冗余
领先的历史数据库支持任何层面次的冗余，包

括使用远程分布式数据采集器、多个分布式记录器、

多个 OPC 和 OPC UA 接口。通过集成失效时自动

切换到可用记录器上，企业可以保证运营具有最高

的可靠性和性能水平。

6. 智能资产技术
历史数据库有一个逐步增长的需求 ：就是与

资产管理工具的集成。有些历史数据库可以与支

持 ISA-95 的资产模型工具集成（与互联的 HMI/

SCADA 部件很像）。一旦连接后，由历史数据库而

来的任何分析都可以包含在资产特性中，进而作为

HMI 实时数据的一部分。

7. 高性能计算
获取高性能的计算能力，使得用户可以配置复

杂的计算，这些计算可以周期性触发或者由任何数

据变化事件触发，还可以使用灵活的日期 / 时间、

算术、字符串或历史数据检索功能进行高级分析。

8. 数据导入
工具能自动或手动将数据插入到历史数据库

中，还能从数据库、其它历史数据库、现场设备、

■ 通过历史数据回放，演示屏幕显示了人机界面控制一个机械手的情况。

■ 人机界面屏幕截图显示了冷却装置控制的历史数据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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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和其它设备上导入数据。

9. 可视化及数据回放
使用期望的方式，比如与表、趋势、网格、图

表或者动画对象等方式，历史数据可以像 HMI 内

的实时数据一样容易获得。全面可定制的 2D 或

3D 趋势和图表能够带来现场数据。丰富的 2D 或

3D 图表库（如 X、Y 图表，对数、柱状图、带状图

表记录器等）可以提供清晰和准确的数据表述。

直观的带状图和图表数据库，被用于定制趋势

图。在运行期间，用户应当可以拖、放数据源以便

同时观察多个趋势。数据还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呈现，

同时操作员还可以加注释、管理试验数据、追踪数

据轨迹，该特性对企业来说非常有用，并且遵循了

21 CFR 第 11 部分的政策。

历史数据回放是一个创新特性，使得用户可以

与屏幕上的回放控制互动 ：停止、倒放、快进，重

现工厂资产和设备的运行数据，这些数据与历史数

据库的日志数据相对应。

这些应用要点帮助企业确定历史数据库和

HMI/SCADA 软件的最佳组合，从而让大数据为企

业带来更多的收益。

利用历史数据库来存储设备数据

对
于存储和获取大量的设备数据来说，历

史数据库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途径，但

是这个基于时间的信息从“大数据”的

采集而来，必须转变成可供设备运行人员、工厂工

程师、工厂管理人员使用的数据。将大数据处理成

更易于获得以便查看和分析的形式，可以实现大数

据的更多价值。数据的获得，一般通过 HMI 连接

至历史数据库，而历史数据库经常和其它软件平台

连接。这就可以在 HMI、历史数据库和软件平台上

查看和分析数据。

历史数据库可以采取很多的形式，从简单的电

子表格或个人数据库文件，到可以从很多生产制造

1.  比较当前或过去的运行

2.  改进的过程控制和运行

3.  更快的故障诊断

4.  预防性维护

5.  对过程进行统计分析和效率测量

6.  遵守法规

7.  库存管理

8.  连接到 ERP 系统以便进行业务分析

表 1: 设备历史数据带来的 8 个好处

1. HMI上的趋势

2. 由HMI生成报表

3. OEE 显示

4. 业务信息仪表盘

5. 推送到电子表格

6. 推送到数据分析软件

7. 推送到ERP系统

表 2:  查看和分析设备数据的 7 种方式

HMI 与历史数据库的集成是否能够加速大数据所
带来的投资回报？

思考一下 ：

■ 将 HMI 和 历 史
数据软件连接起来，
大数据分析和查看
就可以发挥作用。

■ 如果能够影响实
时 事 件， 那 么 历 史
数据就会更有作用。

■ 使用同一个公司
的产品，可以简化
系统集成。

关键概念

■ HMI 上的趋势，可以用于查看和比较实时数据和

历史数据，用于故障诊断和分析。如果 HMI/SCADA

网关基于 PC，那么在某些时候，历史数据站就可以

安装在同一台 PC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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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你会根据历史数据的回忆，
对现有事物作何修改 ? 这种修改的
价值何在？

思考一下 ：

商处购买、并且运行在多个平台上的

全要素数据库产品，再到每秒可以实

现采集和存储上千万数据的专用历史

数据库产品。很多方式都使得存储在

历史数据库的信息（比如趋势、报告）

易于使用，方便将数据推送到外部数

据分析平台。

对大多数设备来讲，一个或多个

控制器连接至网关，用于实现 HMI/ 

SCADA 软件功能 ；网关充当数据集中

器。HMI/SCADA 网关基于 PC 机，历

史数据库可以安装在同一台 PC 上。如

果 HMI/SCADA 网关运行在嵌入式平

台上，那么历史数据库也许会安装在

通过以太网连接至嵌入式平台的、基

于 PC 的外部系统。如果设备连接是

临时的，那么也许使用嵌入式数据库

来临时存储历史数据是必要的。在随

后连接至更大的数据库或历史数据库

时，可以将数据复制并存入其中，这

在油罐区比较常见。

HMI/SCADA 网关将设备运行数据

发送给历史数据库进行长期存储。其

它数据，则需要手动录入，比如故障

原因、详细数据分析、质保或者统计

过程控制测试结果。

网关获取存储在历史数据库中的

数据，呈现给操作员和工程师。为了

安全目的，历史站还可将所存储的数

据推送到外部数据存储中心，甚至将

数据推送到各种各样的软件分析平台，

或者业务信息及整体设备效率（OEE）

仪表盘。HMI 提供多个途径来查看当

前设备的运行数据。查看设备的历史

运行数据能够展示随着时间所发生的

变化以及影响设备输出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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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示灯
指示继电器工作状态，
颜色表示控制电压状态：
- 红色：交流 
- 绿色：直流 

■ 商业智能仪表盘和 OEE 显示可以从历史站获取数据，也可以通过组态来提供关

键运行数据概览。InduSoft 和 Wonderware 的 HMI/SCADA 软件能够管理和控制成

千上万的数据点，并集成到相应的历史站数据库 ；如果需要的话，历史数据库还可

以每秒钟多次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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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Schwartz

在
大数据时代，我们经常将价值与产生多

少兆字节的信息联系起来，但是作为工

程师，他们应该评估的是 ：是否获得了

更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团队，应不断地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吗？我们能更快的做出

决策吗？” 

IBM 的 CEO Ginni Rometty 将数据看作“新

的自然资源”，这就意味着数据需要被处理、提

炼，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提供给相关人员做出

决策。对工程师来讲，这意味着仪表控制系统必

须更智能，传感器、测量硬件、数据总线以及应

用软件需要协同工作，以便在正确的时间提供可

用的数据。

有人预计到 2020 年前，通过物联网连接的系

统数量及其所产生的数据数量，将会大大超过我们

能够理解和处理的能力，更不用说传输这些数据所

需要的网络带宽。

过滤无用数据
利用智能设备，只有可用数据以及能够帮助理

解的相关信息被传递。将信息采集及其处理从集中

的主机转移到数据源，数据就可以被提炼、精简，

这样就可以更快的进行决策并降低对数据传输的依

赖。与发端于 90 年代的服务器 / 瘦客户端的计算

模型相似，将大数据的趋势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

而感应和处理模型正在迎头赶上。

在工程领域，怎么描述这种趋势的相关性都

不为过。由于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描

述这些系统所需要的数据也变得越来越庞大，已

经超出了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力，这不可避免的会

导致更长的工程周期，甚至有时还会降低开发的

效率。更先进的工具和智能测量系统对于管理这

些爆炸性的大数据以及帮助工程师更快的做出明

大数据时代
需要更智能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大数据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数据，它还意味着更快、更智能的决策。更智能的测

量和更快的决策来源于对更智能传感器、仪表、网络和软件的灵活应用，这样工

程师就可以更好的管理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图 1  NI 公司开发的 DIAdem 软件工具，主要用于

满足当今的需求测试环境，能够快速获取、处理、

分析和报告大量的数据，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图

片来源 ：NI

■ 智能传感器和处
理 器 的 进 步， 造 就
了更多的数据采集
机会 ；

■ 数据采集和分析
需要更多的智能化 ；

■ 大数据不仅仅意
味 着 更 多 的 数 据，
还 意 味 着 更 快、 更
好的决策。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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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决策来说十分关键。在传统的测量系统中，

一般只是将传感器看作是一个信号源——这就意

味着传感器只是将物理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并在

下游的模数转换模块中进行采样。

更小、更智能的传感器
随着不断出现的新兴传感器、处理器和电池技

术，智能化可以更快的向信号传输链条的底层转移。

将智能化内嵌至传感器中，数据不必等待传递到仪

表系统才能进行处理。例如，某些智能加速计在将

数据传递到仪表系统之前，就能够完成数字化和快

速傅里叶变换（FFT）。传递频率数据而不是原始的

时域数据，可以减少数据传递的压力，并降低由仪

表系统进行数据处理的压力。

现在，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技术在该趋

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利用最新的制造技术，可以

在单个小型芯片中，实现整个系统。这些传感器所

需的功率更小，占用的空间更少，而且成本也大为

减少。利用低功耗、低成本的处理器，以及改进的

电源管理技术，工程师可以将感应和智能化集成在

一个很小的芯片上，而这对于之前的传统模拟传感

器而言，根本是不可能的。

MEMS 技术已经在移动通讯领域掀起了革

命。比如，你的智能手机就是一个例子。加速计、

陀螺仪、成像传感器以及麦克风等的应用，已经

将移动手机从一个仅仅用于打电话的设备，转变

成为一个可以与周围的世界互动的智能系统，不

管是追踪用户的健康信息还是提醒用户有恶劣天

气。在消费领域中传感器的爆发性应用，使得费

用大大降低，并且随着 MEMS 的性能不断提升，

现在已经可以和模拟传感器的性能媲美，而费用

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温度、声音和振动，在测试、测量和控制系统

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最近推出的声音同步摄像

机，使用了配有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的最

新 MEMS 麦克风技术来处理和同步信号，从而可

以提供一种比先前模拟感应设备性能更好、成本更

低和体积更小的声音同步摄像机。

由于传感器和处理技术的持续发展，体积和费

用不断降低，而性能却在不断的提升，这样工程师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智能传感器选项，从而可以更好

的理解他们需要测试的系统。结合智能仪表系统、

智能网络（总线）、以及智能软件，工程师能够更

好的管理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从而更快的做

出明智的决策。

“利用低功耗、低成本的处理器，

以及改进的电源管理技术，工

程师可以将感应和智能化集成

在一个很小的芯片上，而这对

于传统模拟传感器而言，根本

是不可能的。”

在 你 的 周 围， 哪
些地方需要更快、
更 智 能 的 决 策？
智 能 传 感 器、 更
好 的 数 据 采 集 和
分 析 工 具 可 以 提
供怎样的帮助？

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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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I 公司的紧凑式 DAQ 8 槽控制器，在一个数

据采集系统中，集成了智能化和处理能力，降低了

整个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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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物联网（IoT）和大数据大潮扑面而来，

智能传感器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管是

最新的智能手表的出现，还是恒温器能够

学习房主的习惯、并据此自动调节加热和空气调节，

以及电表的无线发射，或者是智能手机 APP 能够在

车库门忘记关闭时提供报警，智能仪表在完成数据

的采集并使其具有可用性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传统仪表，比如，热电偶、热电阻、应力计、

线性可变差动传感器（LVDT）以及流量计，测量

的都是用于监视和控制过程的物理参数。很多这样

的设备，输出低电平模拟量信号，这就需要精确的

信号调制功能，这样仪表才能保持所采集信号的关

键信息。信号调制功能包括传感器的励磁、信号放

大、防失真滤波器、低通和高通滤波器、线性化、

以及被经常忽视但是非常关键的功能——隔离。在

信号调制完成后，传感器信号可以通过数模转换器

完成数字化，并由数据采集系统做进一步的处理。

片上系统
电子技术的发展，正在快速改变着利用传感器

采集过程数据的方式。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已经变

得非常复杂，集成了通讯接口、激励源、高分辨率

的模数（A-D）和数模（D-A）转换器、通用离散 I/O、

快速架构、更多的支持系统以及低功率模式。这一

般被称之为 SoC，或者片上系统，这些微小的设备，

在性能上超过以往完整或一半大小的 ISA 和 PCI 卡

解决方案，但是在费用上要降低很多。集成了数据

转换器的微控制器，可以被封装到 2mm × 3mm

大小的芯片内。

这一切，对于智能传感器和数据采集来讲，意

味着什么？智能传感器分析所采集到的测量数据，

并根据被测量的物理参数做出决策，而最重要的是，

它还能实现通讯功能。就地的计算能力使得自我测

试、自我校准、消除部件随着时间和温度的变化所

产生的漂移、远程升级和重新组态成为可能。

分布广泛
低成本和低功耗的电子产品，使得信号调制可

以在更靠近传感器的地方、甚至是传感器芯片内实

现。这就使得处理能力，可以分布在数据采集系统

的任何地方，因此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信号处理能力，

而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系统具有更大的灵活

性，而且可以升级扩充，传感器芯片也更牢固，因

此系统就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以前的老系统，传感器连接所需的双绞线必须

小心处理，附加特定的屏蔽接地要求，然后结扎成

束走线 ；现在，只需很少的电缆就可以连接多个传

感器，而且不需要严格的走线和屏蔽。利用智能传

感器，低电平模拟量信号的电缆可以非常短，因此

可以避免环境电磁干扰信号耦合到信号电缆中，这

样就可以维持信号的完整性。当被调制的传感器数

据格式和智能传感器通讯标准确定了，各种传感器

所测量的物理参数就可以通用了。

智能传感器
智能传感器使数据采集系统更容易设计、使用

设计控制 ：
智能传感器和数据采集

智能传感器可以实现更精确、更有效和更为广泛的数据采集。在严酷的工业环境

下，智能传感解决方案可以保持信号的完整性，为客户的测试、测量以及其它大

数据应用,提供快捷和方便的解决方案。

John Lehman

■ 智能传感器和
数 据 采 集 助 力 物
联 网 和 大 数 据 的
发展。

■ 芯片上的系统 ,
可以将智能化分散
到传感器上。

■ 智能传感器可
以实现更精确、更
有效和更为广泛的
数据采集。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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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护。也许，智能传感器被认为是一个分立元件，

就像使用了集成电子元件的热电偶或加速计一样，

但是从广义来讲，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系统

级别的智能传感和智能信号处理也获得了长足的进

步。过去，数据采集系统一般依赖于安装在主机上

的计算机软件，来对测量数据进行复杂的计算。现

在，单个信号处理器的输入和输出模块，同时连接

1 到 32 个传感器，就可以在远离主机的模块内完

成信号处理功能。

在就地可以对信号监视实现报警功能，并且当

信号值达到限值时，执行预设的动作。在严酷的工

业环境应用中，高性能的信号调制器，可以提供传

感器信号隔离，在瞬态工况时为传感器提供保护，

比如静电释放（ESD）或二次累计以及极端过电压等。

用于数据采集系统的片上系统微控制器和微处

理器中，已经集成了一些经由以太网、USB、CAN

和其它现场总线来完成通讯的外围设备。更快的处

理器、支持计算功能、就地内存运行控制功能，比

如线性 - 积分 - 微分（PID）算法，能够在系统控制

模块内保存、执行和运行的同时，完成 I/O 模块和

主机软件的通讯。

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系统逐步转向单机系统

功能，不再依赖于主机系统来运行应用软件。数据

采集和控制功能完全在数据采集系统内的应用软件

内完成，用户接口非常简单，而且在世界上的任何

地方通过网络浏览器都可以浏览。

当然，智能传感器也有其缺点 ：电子元器件和

传感器的集成增加了系统的成本。当改造现有装置

时，改线的工作量比较大。新硬件和系统的优化运

行有其学习曲线。安全和满足监管标准的要求，也

可能限制智能传感器的应用。每个应用都需要进行

专门的分析，以衡量成本和收益。但是总的来说，

智能传感器和智能系统正在改变数据采集的方式及

其在应用系统中的使用。

更准确的大数据采集
在工业应用、生产制造、实验室、医药应用以及

家庭生活中，对更多数据的需求是无所不在的。数据

被用于实现过程自动化和扩展功能。数据分析可以提

供系统部件的健康状况、过程工艺的效率和故障情况。

智能传感器和智能感应是数据采集和处理的

发展趋势。智能传感器可以实现更精确、更有效和

更为广泛的数据采集。在严酷的工业环境下，智能

感应解决方案，可以为客户的测试和测量应用提供

快速和便捷的解决方案。能提供帮助的产品包括信

号调制模块、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以及数据通讯产

品。这些产品，在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消除了模

拟问题，并为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提供了更好的用

户体验。

智能传感器是否能
够为你在数据采集
和大数据方面的努
力提供帮助？

思考一下 ：

■ 图中所示为智能

感 应、 分 布 式 信 号

处 理 与 隔 离 装 置 以

及 Dataforth MAQ20 

数据采集系统。该公

司提供的智能感应解

决方案，从在严酷工

业环境下保持信号的

完整性到为客户的测

试和测量应用提供简

单、快捷的解决方案，

信号处理模块、数据

采集和控制系统，以

及数据通讯产品。图

片来源 ：Data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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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田行业中原油稳产是首要任务，但采油

规模不断扩大，人力资源不足，员工劳

动强度大和管理难度高等一些问题也日

益严重，因此必须改变以往老、旧生产管理模式

和生产方式，帮助油田建立创新的数字化管理系

统已成为石油行业信息化建设的首要重任。数字

化油田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油气生产过程的实时监

测、分析、优化和调整，创建了以生产单元过程

控制为核心，建立其以采集前端系统参数及控制

为手段的油田数字化管理体系，形成了数据采集、

生产调度、指挥协调于一体的信息化、精细化、

自动化生产管理模式。

长庆油田（隶属于中石油），是目前全国唯一

自上而下统一规划大规模进行油气开采数字化建设

的油田企业。目前长庆油田存量油田改造项目数

字化工作量占比将近 50%，其每年新井数字化工

作量约为 6000-8000 口。但由于地势环境的因素，

导致了长庆油田“数字化”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

层结构的信息化系统。在谈到长庆油田“数字化”时，

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北京安控科技，正是

安控的数字化油田解决方案为实现油井采油过程的

实时化数据采集、传输和消耗与产量分析等提供了

核心技术。

整体数字化油田规划
长庆油田在新油田投产、老油田改造中开展了

一系列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建设，利用自动控制技

长庆数字化油田中的核心技术
近年来，中国的油气田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开采，已逐步进入低产状态，为了提高

资源利用率和降低成本，油田也在积极引入最新技术，结合了物联网技术概念的

数字化油田，其核心技术就是实现油井采油过程的实时化数据采集、传输和消耗

与产量分析。

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油藏管理技术、油气开采工

艺技术、地面工艺技术、数据整合技术、数据共享

与交换技术，视频和数据智能分析技术，实现了电

子巡井，分析判断、精确定位，减少了劳动强度，

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长庆油田公司数字化管理项目的中，安控科

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整体规划，从系统结构、设

备选型和功能实现三个方面进行设计，系统结构包

括井场和站内两大部分。

井场系统分为井口部分、井场配水间部分、井

场视频监控部分和井场主控部分 ；站内系统分为站

内视频监控部分、增压站 RTU/PLC 控制部分、中

控室监控系统部分 ；这两大部分之间是通过无线网

络进行数据交换的。

井口无线通信技术的实施
传统的有线网络损坏率高，其他无线方案功耗

不能满足要求，而安控科技作为国内领先的油气井

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结合成熟的 ZigBee 技术，

率先采用 2.4GHz 无线 Mesh 通讯技术，成功替代

了过时的有线和 433MHz 无线通信方案，经过长期

在长庆油田推广和实施，已经成为了长庆油田在油

气井口实施无线传感网络的标准。

XBee 802.15.4 或 XBee ZB 模块嵌入到井口

RTU 以及各类压力、温度、载荷、电量及流量传感

器中，配合大容量锂电池或太阳能供电系统，充分

利用休眠功能，满足各类仪表传感器 5 年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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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U 产品延伸或标准控制器产品对接，增

加通道数量

● 可独立使用，提供无逻辑经济性测控方案

● 内置无线通讯模块，实现无线互联

FlexE 系列扩展 I/O ： 
标准性、灵活性、经济性

安控科技在油气自动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系统集成经验，在整装油气田 SCADA 系统、原油处理站

DCS/SIS/F&GS 系统、天然气处理站 DCS/SIS/F&GS 系统、油库储气库 DCS/SIS/F&GS 系统、

油气管道站控与 SCADA 系统具有丰富的行业专业经验和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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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ZigBee 通信协议形成油田进

口采集通信系统具有成本低、组网方

便、维护方便等特点，将期与以太网

相结合，具有很好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长庆数字化油田中的核心技术和

产品
■ 井口 rtu ：选用安控科技的井

口数据采集 RTU，通过 4-20mA 模拟

信号对负荷和角位移进行示功图数据

采集 ；远程手动控制油井电机启停，

并采集油井运行状态 ；启动现场报警

提示 ；对电机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进

行采集。井口数据通过 2.4G 无线通讯

协议与井场主 RTU 进行通讯。

■ 井场配水间 rtu ：选用安控科

技的配水间 RTU，对井场配水间汇管

压力进行采集 ；通过 RS485 采集高

压注水流量计的注水流量数据，同时

还与压力变送器进行通讯。配水间数

据通过 2.4G 无线通讯协议与井场主

RTU 进行通讯。

■ 井场视频监控 ：选用室外云台

和摄像机，通过井场摄像机传送视

频信息到视频服务器，通过交换机

上传至无线网桥，后经无线网络最

终实现现场视频数据传送到站内视

频监控平台。

■ 井场主 rtu ：选用安控科技的

井场主 RTU（Super32-L 系列 RTU），

通过 4-20mA 模拟信号对井口出油管

线压力进行采集 ；通过 2.4G 无线通讯

协议与所属各井口 RTU 和配水间进行

无线通讯，以实现数据采集和井口控

制 ；通过无线网桥上传数据到增压站。

■ 站内视频监控部分 ：选用室外

云台和摄像机，通过站内摄像机传送

视频信息到视频服务器，后经交换机

实现现场视频数据传送到站内视频监

控平台。

■ 增压站 rtu/Plc 控制部分 ：选

用安控科技的增压站

RTU/PLC（3 个 AI 模

块、1 个 AO 模 块、1

个 DI 模 块、1 个 DO

模块和一个 RS485 采

集模块），实现站内监

控点的数据采集、回

路控制、故障连锁和

累计计算等功能。

■ 中控室监控系

统 部 分 ：选 用 安 控

科 技 的 数 字 化 油 田

SCADA 软件，实现站内和井场的实时

数据采集，同时结合长庆油田油气工

艺研究院的功图智能工况诊断和功图

量油系统，实现产量计算、功图量油、

自动语音报警、报警管理和报表自动

生成等功能。

■ 无线网络部分 ：数据无线通信

产品选用无线网桥产品 , 实现增压站

和井场之间的数据实时传输、视频监

控、远程控制等效果，并将相应数据

传输至后台网络，实现后台信息共享，

信息管理等应用。

为什么选择安控科技的解决方案
安控科技是一家致力于数字化油

田、智能油田的建设的本土公司，是

国内最早实施油气田站控 SCADA 系

统的厂商之一，其 RTU 产品在业界也

享有较高地位。

在油气田领域，安控已经拥有国

内领先、完善的数字化油田产品和解

决方案，涉及从井口开采、油气外输

各工艺流程的配套产品到数字化平台

建设，成功实施了国内多个数字化油

田项目。

安控科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

体化RTU、模块化RTU、仪器仪表产品，

在国内数字化油田、智能油田的建设

领域保持领先的竞争优势。

安控科技近年来持续为长庆油田

的井、间、站、电网的整体数字化建

设及改造提供配套的自动化产品和服

务。通过多年油气行业的项目集成实

施，安控科技在油气处理站的 DCS、

ESD、F&GS 系统，油气田的 SCADA

系统，管道的泵站 PLC、SCADA 系统

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项目集成和实施

经验。

数字油田的发展趋势
在油气开采方面，我国油气水井

的自动化普及程度较低，存在数据内

容不齐全、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未

来油田生产自动化是必然的趋势，行

业前景巨大。数字油田是一个集生产、

科研、管理和决策为一体的综合性信

息平台，它对油田的信息化建设起着

统领和导向的作用，拥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数字化技术在油田的建设与发展

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经营

与管理手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必须积

极研究数字化在油田建设与发展中的

新作用，以促进石油的安全生产效率，

降低人员的劳动强度，进而更好地提

高油田的生产与管理效率，最终实现

油田的低成本开发，推动我国油田建

设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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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产品奖

传感器

•堡盟PosCon 3D边缘检测传感器 P30
•霍尼韦尔CSNX1000M系列电流传感器 P30
•图尔克第三代Uprox传感器 P30

SCADA和过程控制系统

•安控SCADA V7.0分布式综合监控系统 P30
•霍尼韦尔增强版PlantCruise by Experion过程控制系统 P30
•力控工业能源管理行业解决方案 P30

变频器

•罗克韦尔自动化PowerFlex 527 交流变频器 P30
•施耐德电气ATV御程系列变频器 P31
•西门子SINAMICS G120系列变频器 P31

PLC与PAC  
•菲尼克斯PLC Logic可编程逻辑继电器系统 P31
•施耐德电气全球首款ePAC M580 P31
•西门子S7-1500F故障安全可编程控制器 P31

仪器仪表

•福禄克3000FC无线万用表测试系统 P31
•E+H  CA80AM在线氨氮分析仪 P31
•艾默生Rosemount 5708系列三维成像物位仪 P32

总线与以太网

•东土SICOM3028GPT全方位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P32
•红狮NT24k管理型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 P32
•研华EKI-5000组态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P32

工业无线

•摩莎AWK-3131A工业无线AP P32
•Redline工业无线远端 RDL-3000 P32
•西门子RX1400宽带无线联网路 P32

机器视觉

•邦纳第二代iVu Plus图像传感器 P33
•康耐视DataMan 150系列固定式读码器 P33
•迈思肯MicroHAWK读码器 P33

人机界面

•红狮HMI人机界面Graphite系列 P33
•台达DOP-W系列人机界面 P33
•西门子SIMATIC HMI第二代移动面板 P33

嵌入式控制

•泓格UA-5231数据采集控制器 P34
•控创COMe-cBL6紧凑型嵌入式计算机模块 P34
•凌华MXE-200系列超紧凑嵌入式平台 P34

电机驱动与运动控制

•西门子工业电源SITOP PSU8600电源系统 P34

•ABB人机协作双臂机器人YuMi® P34
•贝加莱ACOPOS P3 伺服控制器 P34

工业PC 
•研华嵌入式无风扇工业电脑UNO-1372G P34
•倍福C6670工业服务器 P35
•菲尼克斯VL2 工业PC P35

工业安全

•匡恩工业控制网络安全漏洞挖掘检测平台 P35
•百通赫思曼安全远程访问解决方案 P35
•罗克韦尔自动化CR30可编程安全继电器 P35

自动化软件

•宜科云：凌云之智 智造未来 P35
•易往EW-MES制造执行系统 P35
•罗克韦尔自动化Vantage Point EMI软件 P36

编辑推荐奖

•莱姆电子HO中功率电流传感器 P36

•昆仑海岸JRFW无线压力、温度传感器 P36

•ABB扩展的自动化系统800xA 第六版 P36

•英威腾Goodrive200A通用矢量变频器 P36

•NI 高性能CompactRIO控制器 P36

•雷泰克 3i Plus便携式红外测温仪 P36

•浩亭工业以太网交换机Ha-VIS eCon系列 P37

•魏德米勒u-remote安全I/O模块  P37

•零点自动化Modbus协议转换器MG-S1EX P37

•迪进WR系列M2M路由器    P37

•大恒水星USB3.0接口工业数字相机 P37

•西克ScanningRuler 静态扫描3D相机 P37

•北尔电子坚固操作面板系列  P37

•研华ARK-1123嵌入式无风扇工控机 P38

•台达SCARA工业机器人 P38

•合信基于EtherCAT的运动控制平台CoMotion P38

•摩莎电力专用计算机 DA-682A P38

•浙江中控 TCS-900安全系统 P38

•海天炜业InTrust工控可信计算安全平台 P38

•威琅电气可编程安全控制器  P38

获

奖

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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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产品奖

堡盟 PosCon 3D 边缘检测传感器
堡盟 PosCon 3D 光电边缘检测传

感器在同类产品中具有最强大的功能。

该产品性能可靠，能够用于过去只有

复杂的激光测量系统堪能胜任的应用

领域。另外，PosCon 3D 的操作和安

装都特别方便。 该传感器的多功能性

使其成为边缘位置以及物体或间隙宽

度检测的通用解决方案，产品无需再

使用独立反光带。物体在测量区域内朝向或远离传感器移

动并不影响测量结果。PosCon 3D 能够可靠地识别任何物

体——不受物体颜色和表面状况的影响。

 

霍尼韦尔 CSNX1000M 系列电流传感器
霍尼韦尔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 CSNX1000M 系列 1000 安培电流

传感器，具有业内最高精度等级。可

广泛应用于太阳能、风能逆变器中

的电流反馈，电能存储中的电流监

控及高压变频器中的电流反馈保护。

CSNX1000M 系列电流传感器采用

磁阻闭环原理，具备良好的抗干扰、

抗饱和能力，小于 1 微秒的响应时间可有效保护设备安全，

150kHz 的频带宽度确保反馈信号波形真实准确。

 

图尔克第三代 Uprox 传感器
图尔克最新推出了第三

代产品 uprox3 传感器。尽管

现有的 uprox+ 传感器在所有

金属上都可实现很大的检测距

离，新系列仍然将该距离提高

了 50%。uprox3 传感器具有

如下性能特点 ：检测距离是标

准产品的 3 倍 ；齐平式产品可以齐平安装于任何金属中，并

且检测距离相同 ；具有新的外壳形式，首次推出 Ø4mm 和

M5 系列外形的 Uprox 产品 ；采用互补型输出，提供多系列

外壳形式 ；具备卓越的抗电磁干扰性能和 EMC 特性。

安控 SCADA V7.0 分布式综合监控系统
安控推出的分布式综合监控系统 SCADA V7.0 平台，

采用物联网系统的分层架构，将系统分为感知层、传输层、

和智能应用层。可通过分布

式的架构组建 10 万点以上的

大系统，将资源分布到网格

中的机器，确保在不会因为

某台机器故障而引起系统瘫

痪。为了保证数据的实时性

和稳定性，系统采用数据云架构，所有的站控 UI 无需关心

数据来自于哪儿，统一使用云接口进行数据快速存取。

 

霍尼韦尔增强版 PlantCruise by Experion 过程控制系统
增强版 PlantCruise by Experion 基于霍尼韦尔备受赞誉

的 Experion 过程知

识系统而构建，提供

多种关键的创新技

术，旨在卓有桌游成

效的满足各类工业企业的自动化需求，帮助客户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环境中提高工厂绩效及改善经营成果。能够针对特定

控制应用而量身定制的一流 DCS 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功

能强大且注重实效。在不中断现有操作或不更改正常工作时

间的情况下提高自动化性能。先进的功能和灵活性，使客户

可以根据项目节奏轻松实现系统扩展计划。

 

力控工业能源管理行业解决方案
力控企业能效管理系统数

据库采用力控企业级实时数据

库系统，该产品做为分布式数

据管理平台，可实时、在线监

测能耗数据，为能效管理平台

提供基础的能耗数据汇总与海

量数据归档存储，保证能耗数据的实时性、准确性、有效

性。数据采集层采用力控工业采集网关。力控工业采集网

关利用 " 物联网 " 技术将企业大量分散的生产设备连接起

来，并将企业内部的所有子系统能耗、控制等多种信号和

参数，传输至力控企业能源管理中心的数据库平台中。

 罗克韦尔自动化 PowerFlex 527 交流变频器
PowerFlex 527 交流变频器采用一种全

新的整合方案。这是能够与 Allen-Bradley 

Logix 控制器完全集成，并能专门在 Studio 

5000 环境 ( 罗克韦尔软件 ) 中进行配置和编

程的首款交流驱动器。这种产品组合采用单

一的软件工具，允许您在降低成本和工程设

计时间的同时，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机器。

PowerFlex 527 变频器可为需要简易感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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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速度控制的机器和应用 ( 如泵、风机、进料和出料输送机 ) 

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可处理涉及速度、转矩

和位置控制等更精确的控制操作。

 

施耐德电气 ATV 御程系列变频器
施耐德电气 ATV 御程系列，作为一

款全球高端产品，是一种用户友好型设备，

功率范围为 0.75kW-1.5MW。其标配中文

高级图形化面板安装便捷，本身具有出色

的节能功能、过载能力以及恶劣环境的承

受能力 ：集成了双直流电抗器，在 80%

额定负载下即可抑制谐波在 48% 以下 ；

高达 180% 的过载能力，确保可靠且连续运行，防止冲击

负荷；最高运行温度可达 60℃；最高运行海拔可至 4800 米；

具备 IP55 防护等级，恶劣环境下可以承受 40℃环境温度。

 

西门子 SINAMICS G120 系列变频器
SINAMICS G120 是一种包含各种功

能单元的模块化变频器系统。具有用于

安全相关机器与系统的 Safety Integrated 

功能，能够向输入电源进行再生反馈以

节约电能，采用新的冷却方式。

组态和调试更加快速 ；使用 SIZER 

和 STARTER 工具 ；并使用基本操作面板 

(BOP) 或中文智能操作面板 IOP 和微型存

储卡进行数据备份。提供高效一致的解决方案，通过全集成

自动化 (TIA)，取得从 SINAMICS 直至自动化级别的一致性。

菲尼克斯 PLC Logic 可编程逻辑继电器系统
PLC Logic 可编程逻辑控制

系统，首次将逻辑控制层、电

子接口层和现场接线层的所有功

能结合到一起，使得小型自动化

系统的实现变得非常简便。使用

PLC Logic 可编程逻辑继电器系

统，可实现少于 48 个 I/O 点的小型自动化任务，相较于传

统逻辑控制模块，该套系统将逻辑控制部分和继电器紧密

结合，无需额外的接线。可提供螺钉或直插式接线，直接

连接现场设备，无需外配等电位端子。该套系统的每个继

电器都可以自由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因此适用性更加广泛。

 

施耐德电气全球首款 ePAC M580
Modicon M580 是施耐德电气的新一代高端自动控制

平台，是业界第一款真正做到 " E 网到底 " 的 PAC，被命

名为 ePAC。它采用最新一代 

600MHz 主频的双核处理器，

M580 在通信和程序处理能力上

更具优势。ePAC M580 完全基

于工业以太网实现连接和通讯，

能够使工厂的设计、实施以及

运行达到前所未有的灵活性、透明化和安全性。Modicon 

M580 全球首款 ePAC，充分考虑到工业客户对自动化系统

的需求，以可靠、安全、高效为主线，提供全面的支持。

 
西门子 S7-1500F 故障安全可编程控制器

SIMATIC S7-1500 F 安

全型控制器是新一代 SIMATIC 

S7-1500 控制器系列的安全型

产品，是全新 SIMATIC PLC

家族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宝

石。SIMATIC S7-1500 F 安全控制器的 F 是 Failsafe 的缩写，

它不仅拥有 SIMATIC S7-1500 的所有优点，包括高性价比，

提升客户生产效率，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提高客户竞争

力，并以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的产品特点为工厂和设备的可

靠运行保驾护航。 主要应用在汽车、钢铁、石化等工业场合，

保证系统和设备的稳定运行，在发生故障和失效时将系统控

制在安全状态，有效保障工厂投资。

福禄克 3000FC 无线万用表测试系统
福禄克 3000FC 无线万用表测

试系统，可以实现多点 , 多参数 , 远

距离实施测量、 显示、记录及通讯 ； 

能够实现与您的 Android 或 IOS

智能移动设备上的 Fluke Connect 

APP 通讯并实现测量以及设备的管

理，使用者可以以此获得最大可能的测量安全性、方便性、

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配合 Fluke Connect APP 移动应用程

序，3000FC 无线测试系列可以实现 ：自动记录和测量并在

智能终端 ( 智能手机 ) 显示数据及进行趋势绘图 ；设备历史

清单管理 ；实时视频通话分享现场数据及测量状态。

E+H  CA80AM 在线氨氮分析仪
CA80AM 是 Endress+Hauser 全

新推出的水质分析大表系列产品的第

一个参数，基于国标水杨酸钠 - 分光

光度原理，能够快速检测出水体中

的氨氮含量 ；新一代大表的核心大

脑，采用了 Liquiline 平台，Liquiline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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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 EKI-5000 组态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研华 EKI-5000Proview 系

列交换机一站整合，化繁为简。

研华 ProView 系列的轻量化网

管技术，兼顾了端点网通设备

的轻巧易用与网管型的设备状

况监测功能，解决了市场上对

端点网通设备的掌握度不足问题，同时也开创了全新的工业

网通产品型态。传统的工业网通系统一旦设备故障，网管人

员通常无法得知，为解决此一问题，研华推出了 ProView 系

列工业以太网络交换器，打破了市场的既定概念，轻量型网

管设计填补市场需求。

摩莎 AWK-3131A 工业无线 AP
Moxa AWK-3131A 三合一工业级无线

AP/Bridge/Client 支持 IEEE 802.11n 技术，

数据传输率高达 300Mbps，满足了不断增

长的快速数据传输和信号覆盖范围更广泛

的要求。AWK-3131A 符合各种工业标准，

包括工作温度、输入电压、浪涌、ESD 和

振动等。2 个冗余 DC 电源输入提升了电源

供电的可靠性，此外 AWK-3131A 还支持

PoE，让部署更方便。AWK-3131A 能够在

2.4 或 5GHz 频段下操作，并且向后兼容目

前的 802.11a/b/g，使您的投资更着眼于未来。

Redline 工业无线远端 RDL-3000
加拿大红线（Redline）公司是世

界领先的工业无线宽带解决方案提供

商，其专有的虚拟光纤（Virtual Fiber）

技术集成当今最先进的 Wimax 和 LTE

等多种电信级技术，为数字化油田提

供安全可靠、高带宽、长距离、低

时延的专有 IP 无线宽带网络。RDL-

3000 Ellipse 基站支持全系列无线远端

站，红线同时也提供全系列周边设备

选项，包括天线、PoE 供电单元，浪

涌抑制器等，并提供以及设备选型、系统规划、实施咨询等

专业服务以确保您的项目实施成功。

 

西门子 RX1400 宽带无线联网路
西门子 Ruggedcom RX1400，是将以太网交换、路由

和防火墙功能与各种广域网（WAN）连接选项结合起来的

多协议智能节点。该装置达到 IP40 防护等级，无需风扇进

Endress+Hauser 水分析产品，数字化，智能化，模块化理

念最直接的体现，除了氨氮测量之外，还可扩展最多 4 路

Memosens 传感器，pH，电导，溶氧，浊度，UV 法 COD，

按照需求，自由组合，瞬间变身小型测量站。

 

艾默生 Rosemount 5708 系列三维成像物位仪
艾默生过程管理推出 Rosemount 5708 

系列三维成像物位仪，用于向大型容器、储

箱和贮仓中的块状固体和粉末提供物位、体

积和质量测量。新系列产品采用声学测量和

3D 映射技术以提供精确、可靠的测量结果，

即使是积满尘埃的不平整表面或者坡面也

能获得理想的测量精度。罗斯蒙特 5708 系

列三维成像物位仪几乎可以测量任何物质，

包括难以测量的飞尘以及低电介质物质，这

些对于其他技术来说具有测量难度的物质。

东土 SICOM3028GPT 全方位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SICOM3028GPT 是 Kyland 开发的智能模组化平台 ,

该平台是整合时钟

同 步 , 全 千 兆 , 二

层 / 三 层 功 能 的

一体化解决方案 ,

专门针对 EMC 性能要求严格的工业通信系统需求设计。

SICOM3028GPT 最大支持 28 个光电可选千兆接口，满

足 IEC61850,IEEE1613 标准，获得国家电网 A 类认证书。 

SICOM3028GPT 为 19 英寸 1U 机架式设备，支持 1 个 1U

槽位和 6 个 0.5U 槽位 , 模块现场可更换，为用户提供了极

大的灵活性。

 

红狮 NT24k 管理型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
红 狮 N-Tron 系 列 NT24k

千兆管理型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

提供支架和 DIN 导轨安装配置。

NT24k 平台提供丰富的端口配

置选项、媒介类型和增强型以太

网供电 (PoE+) 型号，其中包括

10/100/1000 铜质端口，快速以

太网、千兆光纤选项。所有 NT24k 交换机均即插即用，具

备 IGMP 自动配置、媒介 / 端口自动检测和简便的环网配置

功能，这使 NT24k 平台成为业界最容易部署的管理型交换

机之一。NT24k 交换机采用加固机箱封装，具有更强的抗

冲击和抗振动性能、宽工作温度范围以及同类产品中最佳的

环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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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散热，可在 -40℃到 +85℃的温度范

围内连续正常工作，并配备支持 DIN 导

轨、面板或机架安装的耐用型金属外壳。

Ruggedcom RX1400 对电磁干扰、高压

浪涌、极端温度和湿度等苛刻条件具备

很高的耐受能力，能够在恶劣环境下可

靠运行。

 
邦纳第二代 iVu Plus 图像传感器

邦纳 iVu Plus Gen2 是邦

纳最新推出的第二代图像传感

器，功能更加强大。传统的工

业智能相机设定和更改程序时

需要电脑进行设定，操作比较

繁琐。针对中国的视觉相机市

场需求，美国邦纳公司创造性

地开发了全新的操作方便 , 不需要 PC 进行设定的图像传感

器 iVu，将触摸屏和视觉检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用户只需

通过 iVu 自带的触摸屏即可完成视觉检测程序的设定，简单

方便。其强大的功能、独特的外观尤其适用于普通光电传感

器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

 

康耐视 DataMan 150 系列固定式读码器
DataMan 150 固定式成

像 ID 读码器具有出色的性

能、灵活性和易用性，可以

读取一维线性条码、高密度

二维 Matrix 码、或直接部件

标识 (DPM) 码。 DataMan 

150 固定式读码器采用高

速双核处理引擎和最新的康耐视算法，可以实现最高读

取。1DMax 结合 Hotbars II 和 2DMax 结合正在申请专利的 

PowerGrid 技术可以解码受损或印刷不良的一维和二维码，

不受代码质量、印刷方式或代码表面状况的影响，可以读取

无可见范围或静音区的二维代码。

 

迈思肯 MicroHAWK 读码器
MicroHAWK 是围绕一个小

型， 高 性 能， 模 块 化， 易 于 制

造的内置引擎，是 AutoID 和机

器视觉智能相机的模块化家庭。

MicroHAWK 的平台设计完全是从

头开始的，所以 Microscan 可以利

用同样的核心引擎去生产不同的产

品，可适用于 AutoID 以及机器视觉应用中的 OEM 和工厂

自动化以及更多的行业。MicroHAWK 具有难以置信的小尺

寸，是市场上最小，最高性能的引擎，设置和安装简单。比

MINI Hawk 快 3 倍，在某些应用中可替代激光读码器，具有

高性价比。

红狮 HMI 人机界面 Graphite 系列
红狮控制的 Graphite 

HMI采用坚固的铝材质结构，

具有更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和

更佳的抗冲击和抗振动性

能，可为石油和天然气、面

粉和谷物、矿业、化工、油

漆和金属加工行业的客户带来更多优势。其具有内置网络服

务器，使得用户可以通过 PC 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对应

用进行监测和控制。短信 (SMS) 和电子邮件报警可实现过

程问题的早期预警，从而避免出现代价高昂的停机事件。

 

台达 DOP-W 系列人机界面
台达 DOP-W 系列提

供 10.4 〃 /12 〃 /15 〃大尺寸

机种，搭载 1GHz 高速处

理器搭配高分辨率高亮度

屏幕，并采用全铝压铸金

属外壳。突破性的机构设

计于前面板内置立体声喇叭，通过 IP65 防水等级 /CE/UL

等安规认证，为高端自动化应用领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人

机界面解决方案 DOP-W 系列采用全铝压铸金属外壳 ；2 组

COM 口，支持 RS232 / RS422 / RS485 ；可外接 U 盘、打

印机、鼠标 ；支持 SD 卡和 2 组以太网端口，具有 IP65 防

水等级。

 

西门子 SIMATIC HMI 第二代移动面板
西门子发布面向工业

自动化的第二代有线移动

面板。第二代移动操作和

监控面板的产品性能、灵

活性和便捷性相较前代产

品都得以提升。第二代

SIMATIC HMI 移动面板采

用高宽比为 16:9 的 7 寸或 9 寸高亮 1,600 万色宽屏显示，

能清晰呈现高度复杂和详细的工艺流程和设备图像。其它亮

点包括独特的“紧急停止”按钮、可与安全应用集成的灵活

选项，以及可以直接安装在机柜上的紧凑型接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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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格 UA-5231 数据采集控制器
UA-5231 系列为泓格科技所开

发的数据采集控制器、同时也是具备

工业物联网 (IIoT) 服务功能之通讯服

务器系列产品，此系列具备 OPC UA 

Server、MQTT Client 服务功能，支持

常用工业通讯协议，其 RISC-based 

CPU 架构，带来体积小、低耗电的

优点，让 UA-5000 可放在各种机房、设备及案场环境。硬

件方面提供多种通讯界面接口，如 Gigabit Ethernet、USB、

RS-232 与 RS-485 等端口，方便用户连接各式装置。

 

控创 COMe-cBL6 紧凑型嵌入式计算机模块
随着 Kontron COMe-cBL6 COM 

Express 紧凑型嵌入式计算机模块的

推出，Kontron 集团进一步延伸了第

五代 Intel Core 处理器技术的应用领

域，将其应用在坚固紧凑型无风扇系

统平台中。新型模块彰显了结构紧凑、

尺寸小巧的优点 (95 x 95 mm)，搭

载超低功耗版第五代 Intel Core i7/i5/

i3 和 Celeron 处理器。ULT 代表超低 

TDP，功耗得到大幅降低，从而满足无风扇全封闭式系统的

需要。这些模块还可以为高性能嵌入式系统带来史无前例的

稳健性，实现免维护，帮助工程师们简化系统 BOM 并降低

整体成本。

 
凌华 MXE-200 系列超紧凑嵌入式平台

凌华科技全新的 Matrix MXE-200 系

列超紧凑嵌入式平台，采用 Intel Atom 

E3845/E3826 SoC 处理器，采用业界一

流工艺的全铝合金外壳使其成为最佳的

嵌入式系统之一，非常适合工业自动化以

及需要在严苛应用环境中可靠运行的应

用。Matrix MXE-200 系列通过重工业等

级的 EMI/EMS EN61000-6-4/EN61000-

6-2 标准合格认证，可帮助用户减少总体拥有成本（TCO）。

颠覆传统平台尺寸与计算能力之间的关系，MXE-200 系列其

特色在于超小型封装中，却能有出色的表现。

 

西门子工业电源 SITOP PSU8600 电源系统
西门子工业电源 SITOP PSU8600 电源系统，是西门子

工业业务领域工业自动化集团最近推出的新一代电源系统，

也是全球首款集成 Ethernet/Profinet 接口，能够完全集成于

联网自动化应用和 TIA

博途（TIA Portal）系统

的电源。该电源可大幅

降低工程和运营成本。

Ethernet/Profinet 接口可

让用户分别设定多达 16 个电源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用户

还可以在无需额外不显得情况下，根据需要随时增加附加模

块，如可缓解短时外电网故障的模块。

 

ABB 人机协作双臂机器人 YuMi®

YuMi® 是全球首款名副其实的

人机协作双臂机器人，是为人类与

机器人并肩共事量身定制的一款产

品。YuMi® 紧凑的双臂式设计刻意

模仿人体结构，给人以亲和友善、

毫无威胁的印象，其大小正好适合

安置于人类的操作工位。YuMi® 充

分发挥了小件装配领域人机协作的

巨大潜能。作为第一款为小件装配

度身打造的双臂机器人，YuMi® 以其本安设计与极致精度，

为制造商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创新解决方案。

贝加莱 ACOPOS P3 伺服控制器
贝加莱 ACOPOS P3 驱动器

的外形尺寸设计得更为紧凑，比

第一代产品节省了 69% 的安装空

间。三轴驱动器的功率密度为 4A/

LITER，是目前市场上最高效的一

款伺服驱动器。对整个控制器来

说，该款驱动器具有更短的扫描

周期，三环调节周期为 50μs，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既高度

契合了系统的动态性能，又具有前所未有的精度。ACOPOS 

P3 具有更快的扫描周期。三环调节周期 50μs，兼具高速

和高精度，居世界前列。

 

研华嵌入式无风扇工业电脑 UNO-1372G
UNO-1372G 是 采 用 英 特 尔

Atom 四核处理器的小尺寸无风扇控

制柜专用工控机。导轨式安装设计

方便将其轻松安装至控制柜中，前

出线设计可实现轻松布线和维护，

通过前面板 LED 灯可对设备进行直

观的状态诊断，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UNO-1372G 采用双电源输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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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因意外情况带来的停机时间，宽电压的特性使其可以轻

松应对电压不稳定及电流波动等情况，通过远程控制开关功

能可以不必打开控制柜而进行设备的远程开机和关机。

 

倍福 C6670 工业服务器
C6670 工业服务器世界

上功能最强大的控制器之一。

其具有 12、24、或 36 个处理

器内核，内存从 64 到 2048 

GB 不等，是 " 多核控制 " 理

念的理想硬件平台。这意味着不仅 PLC、运动控制器、机

器人技术和 CNC 功能，还有智慧工厂状态监测和能源管理

功能都被集成到同一个软件系统中，构成一个 CPU。然而，

只有在 TwinCAT 3.1 自动化平台充分利用每个核的性能的前

提下，这种巨大的计算能力才能得到有效利用。

 

菲尼克斯 VL2 工业 PC
菲尼克斯 VL2 工业 PC 采用窄边框设计，相比以往的

产品或者市面上其他产品，边框

窄，外观美观。免工具维护，通

过外置按钮即可打开盖板进行维

护。VL2 工业 PC 具备如下性能 ：

多点触控技术，坚固的电容屏，

用户体验佳 ；无风扇散热，没有

活动部件，增强产品可靠性 ；高

清宽屏（16:9）显示，尺寸从 15.6-21 寸 ；内部设计时，将

冷区与热区区分开，以保证使用可靠性 ；支持双硬盘安装和

RAID 技术；维护容易，通过外置按钮即可打开盖板进行维护。

 

匡恩工业控制网络安全漏洞挖掘检测平台
作为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匡恩漏洞挖掘检测平台是

国内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能够对工业控制

设备、工业控制系统和工

业控制网络中的安全保护设备进行全面自动化检测和漏洞挖

掘的强大工具。匡恩漏洞挖掘检测平台以 " 创新、高效、易

用、开放 " 为研发目标，操作界面精美易用，依托着目前国

内最为专业的工业控制网络设备库。

百通赫思曼安全远程访问解决方案
百通赫斯曼安全远程访问解决方案是一套远程工业安

全云服务产品，包括软件和硬件，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仅

需了解很少 IT 技术即可使用的云服务。该系统无需使用永

久性的互联网 (IP) 地址，也无

需重新配置公司防火墙。因

此，用户可以安全地访问远

程网络来开展其远程组态与

诊断，并且不会造成现有网

络系统运行的中断。该方案

允许客户远程的访问他们的站点，以便排除故障和解决问题。

 

罗克韦尔自动化 CR30 可编程安全继电器
全新的 Allen-Bradley Guardmaster 440C-CR30 是一款

灵活、经济高效而且又易于使用的可配置安全继电器，非

常适用于需要 4 到 10 个安全电

路以及控制 5 个不同区域的应

用。Guardmaster 440C-CR30

可以通过与 Micro800 系列控制

器、PanelView 元 件 级 HMI 和

PowerFlex 变频器相同的编程环

境，即一体化编程组态软件 (CCW)

在单独的设备中对标准逻辑和安全逻辑进行简单无缝编程。

CCW 清晰的图形用户界面和拖放功能能够指导用户通过一个

简单过程为 440C-CR30 选择获得认证的安全功能块。

 

宜科云 ：凌云之智 智造未来
宜科云作为宜科（天津）

电子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智能

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中的核心产

品，能为您提供更准确及时的数

据采集，更高效稳定的数据传输，

更多样的使用方式，更智能的大

数据决策，更低的投资成本。而

且还可以将您现有的 MES 系统

进行云端的数据化，如果您没有

一款完善的 MES 系统，宜科还可以为您打造一款全新的云

MES，节约了硬件的投入，简化了网络的实施，帮助您跨入

智能制造的云时代。

易往 EW-MES 制造执行系统
易往公司研发的 EW-MES

平台可满足企业 MES 应用需

要，并可根据客户个性化要求

进行二次开发。EW-MES 平台

包括执行层与自动化层两个层

次应用，执行层包括生产管理、

物料管理、质量管理、能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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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扩展的自动化系统 800xA 第六版
系统 800xA 是 ABB 最新一

代的用于过程工业的扩展的自

动化平台， 是 ABB 数十年在过

程自动化领域积累的深厚经验

与现代工业信息技术 (Industrial 

IT) 的完美结合。具备灵活的系

统结构和强大的可扩展性及兼

容性，支持全面的现场总线 , 安全控制以及电气的完善集成。

系统 800xA 促进过程控制与维护操作实时无缝的集成和互

动，可提供全厂范围最大化的系统集成和完整的系统生命周

期管理，充分体现 " 两化融合 " 的要求并大大超出其范畴。

 

英威腾 Goodrive200A 通用矢量变频器
Goodrive200A 变频器以 DSP 控制系

统为平台，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

术，并配合多种保护方式，可应用于异步

电机，提供优异的驱动性能。产品在风道

设计、硬件配置、软件功能方面都极大的

提升了客户易用性及环境适用性，产品通

过了 CE 认证，给客户的放心使用提供了

强有力保证。优异的开环矢量性能，良好的电压电流控制，

有效提供多种保护功能。具有简易供水、掉电不停机、多种

制动方式、简易 PLC、多段速、PID 控制等功能。

NI 高性能 CompactRIO 控制器
NI CompactRIO 高性能控

制器集成了 1.33 GHz Intel Atom

双核处理器、Kintex-7 FPGA 以

及四个用于 C 系列 I/O 模块的插

槽，在坚固的无风扇紧凑型机箱

内提供了一个高性能监测和控

制系统，可在恶劣环境下运行。 

该控制器支持双电源输入，具有 9 VDC 至 30 VDC 的宽输

入范围，可确保关键行任务的可靠运行。 它还提供各种连

接选项，包括两个千兆以太网接口、两个 USB 高速主机接口、

一个 USB 设备接口和两个串行端口。

 

雷泰克 3i Plus 便携式红外测温仪
作为专注红外测温产品 60 年的国

际知名品牌，Raytek 于 2015 年正式

推出旗舰级手持式红外测温仪 3i Plus。

作为在市场上热销 18 年的 3i 系列的

升级产品，3i Plus 不止在精度方面有

理四大业务模块 ；自动化层包括 ANDON、AVI、PMC 以及

RC 四大业务模块，涵盖了生产执行过程主要的核心业务，

各模块间相互集成，即可单独应用，也可整体应用，满足当

前汽车企业 "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 的信息化规划原则，可

分阶段、分模块进行 MES 实施推进。

罗克韦尔自动化 Vantage Point EMI 软件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的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EMI

软件是一款中央报表和分析

产品，适用于 FactoryTalk 信

息软件套件中的所有产品。

VantagePoint v6.0 软件现在

具有快速的原型设计功能、改进的报表功能以及在用于在移

动设备上查看报表的功能强大的选项。改进设计阶段的功能

后，用户可以更轻松地在 VantagePoint 统一生产模型 (UPM) 

中添加、删除和修改项目，这将有效的客户缩短开发时间，

加快总体价值转化。

编辑推荐奖

莱姆电子 HO 中功率电流传感器
HO 系列中功率高性能电流

传感器，将额定电流测量扩展到

了 250A，并提供了多种的安装

选项 ：PCB 或面板或原边母排，

带有原边穿孔（15 x 8 mm）或

原边母排，选择范围更广。HO

系列电流传感器可测量 DC、AC

和脉冲信号，采用最新的莱姆开环霍尔效应 ASIC 技术，新系

列传感器在全温度范围内的零点和增益温漂精度是前一代产

品的两倍，并具有 2.5 到 3.5μs 的更快响应时间。

 

昆仑海岸 JRFW 无线压力、温度传感器
昆仑海岸 JRFW-2-26 无线压力、温

度传感器具有如下产品特点：不锈钢结构，

外观精致小巧 ；使用简单，免配置，自动

传输数据 ；长期可靠稳定运行 ；功耗低，

使用续航时间为 1 年，5min/ 次 ；可与中

继设备互联拓展通讯距离。JRFW-2-26

无线压力、温度传感器适用于封闭消毒柜

内部的温度和压力测量的应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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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翻倍提升，在耐久性、存储容量、瞄准方式、操控、数据

导出等多方面均进行了升级和创新 . 针对中国客户开发的中

英文操作界面，使操作一目了然，10 分钟熟练掌握。直观

的双激光瞄准，直接指示测温区域大小，所瞄即所测。

 

浩亭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Ha-VIS eCon 系列
浩亭 Ha-VIS eCon 系列

的非管理型以太网交换机采

用紧凑型设计，可提供多达

16 个高速以太网端口，并且

推出了 7 端口全千兆版。它

能适应各种安装空间和应用环境，并且支持节能以太网标

准有效降低能耗，支持 PoE 功能实现以太网供电。Ha-VIS 

eCon 系列提供超过 200 种规格，提供各种数量的 RJ45 口

和光纤接口搭配，各种数量不同速率端口的搭配，您总能在

该系列中找到最适合的交换机规格，搭建高性价比以太网络。

魏德米勒 u-remote 安全 I/O 模块 
魏德米勒创新的 u-remote 安

全 I/O 无需联接到安全控制器，可

轻松实现分布式安全应用程序的集

成解决方案。简单的将安全型馈电

模块放置在需要被控制的标准输出

模块的上游位置，即完成了您的安全配置，无须昂贵的安全

PLC 和额外的安全继电器。u-remote 用网络的方式来实现，

将现场的安全装置和核心安全控制器联接起来，构建成一个

完成的安全系统，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复杂的安全控制系统。

 

零点自动化 Modbus 协议转换器 MG-S1EX
零点自动化 Modbus 协议转换器

MG-S1EX 是一款 MODBUS RTU/ASCII 

到 MODBUS TCP/IP 的协议转换器。凡

是具有 RS485 接口并支持 MODBUS 

RTU/ASCII 的从站设备都可以通过本网

关连接到 MODBUS TCP/IP 网络，和

TCP 客户机通信。从而实现将低速串口

设备连接到高速以太网中，实现数据的

高速传输。 产品具有 " 透传 " 和 " 映射 " 工作模式可选，可

实现最大的系统兼容性。9-36V 宽电压输入，防反接保护。

双以太网口，带路由功能，支持级联。

 

迪进 WR 系列 M2M 路由器   
美国迪进的 TransPort M2M 系列路由器可以支持 Gobi 

4G LTE，是完全可编程、可升级的企业级 3G 和 4G LTE 远程

通信解决方案。 它是首批能够

通过单一设备连接到遍及北美

的 Verizon 公司、AT&T 或 Sprint 

2G、3G 和 4G 网络的 M2M 路

由器。Gobi 4G LTE 的添加为该

系列路由器现有的 4G LTE 功能

提升了多功能性。这些多功能蜂窝通信网络路由器具有集成

VPN、企业安全和路由协议支持，采用了坚固耐用的灵活设计。

大恒水星 USB3.0 接口工业数字相机
水星 (MERCURY) 系列数字

摄像机是由大恒图像最新研发

的紧凑型数字摄像机，外形尺寸

仅为 29 mm×29 mm×29mm，

对于摄像机尺寸要求苛刻的用

户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提

供线缆锁紧装置，能稳定工作在各种恶劣环境下，是高可靠

性、高性价比的工业数字摄像机产品。水星 (MERCURY) 系

列数字摄像机具有高分辨率、高清晰度、高精度、低噪声等

特点，适用于工业检测、医疗、科研、教育以及安防等领域。

 

西克 ScanningRuler 静态扫描 3D 相机
ScanningRuler 静态扫描

3D 相机作为 SICK 高端 3D 相

机产品线的一员，不需要相机

和物体间的相对位移即可为

静态目标物提供准确的 3D 测

量数据，获取的数据可提供精准的目标物位置信息，可用于

如机器人应用中的随机物体抓取等诸多 3D 应用。该产品集

成了内部激光光源并在出厂时完成了标定校准，可输出整个

视场内的以毫米为单位的点云数据，非常容易集成和使用。

 

北尔电子坚固操作面板系列 
北尔电子发布

iX T7BR7 寸坚固型

操作面板，专为极

端环境而设计。新

的操作面板经过大

量测试和认证，可抵御风、雪、雨的考验，也可在偏远地区

的重型汽车上工作，或者是在潮湿的海上轮机舱工作。坚固

型操作面板除了 15 寸的 iX T15BR 之外，iX T7BR 的发布扩

展了坚固型操作面板的产品系列。这两款机型均通过了危险

工作环境认证 (UL, IECEx, ATEX)，和主流的船级社认证 (ABS, 

DNV, GL, LR, KR)，适用于船舶和海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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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 ARK-1123 嵌入式无风扇工控机
这 是 一 款 搭 载 Intel 

Celeron J1900 四 核 2.0 

GHz/Atom E3825 双 核

1.3 GHz CPU 的小型无风

扇 嵌 入 式 系 统。 体 积 仅

133.8mm(W) x 43.1mm(H) x 94.2mm(D)，是世界上首款在小

型无风扇工控机中搭载QC J1900处理器和脉冲频率的产品。 

ARK-1123 产品非常稳定高效，内置的硬件和软件服务高度

可靠且易于集成至后端系统。该款产品可在 -30~70℃的宽

温环境可靠运行，带有双 LAN 端口，可集成 3G/4G LTE 移

动或 Wi-Fi 模块进行数据通信，数据存储灵活。

 

台达 SCARA 工业机器人
制造业目前正面临产业转

型升级，促使智能生产的需求倍

增，而智能化、弹性化的工业机

器人则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台

达 SCARA 工业机器人具备高整

合特性，可因应产线变化，快速

导入产线自动化，满足制程应用

需求，提高生产效率及质量。台

达 SCARA 工业机器人具有如下特性：优越的速度、线性度、

垂直度和重复精度 ；免感知器顺应功能，可顺应工件与孔位

间偏差 ；友善机器人整合接口，缩短开发时程与成本。

 

合信基于 EtherCAT 的运动控制平台 CoMotion
CoMotion® 是合信技术

推出的基于 EtherCAT 及其他

现场总线的高层次控制和驱动

产品平台，主要面向于复杂运

动控制和数控机床应用。全系

统由集成运动控制、顺序控制

功能的 CTH300-C 系列运动

控制器、高响应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 H1A/H2A 以及功能

强大组态方便的触摸按键式人机界面 Copanel-M 组成。

 

摩莎电力专用计算机 DA-682A
DA-682A 系

列嵌入式计算机

采 用 x86 架 构，

支 持 VGA，6 个

千兆网口，CF 卡插槽，USB 和 2 个 PCI 扩展插槽，可搭配

DA 系列扩展模块。DA-682A 采用标准的 19 英寸 2U 机架式

设计。凭借其强固型的设计，DA-682A 可是用于各类工业自

动化应用 ：变电站、交通运输、油气等。DA-682A 还配备三

种不同的 CPU 和基本型号可选，允许系统设计人员根据自己

的具体要求，自行安装 DOM、RAM 和操作系统。

 

浙江中控 TCS-900 安全系统
TCS-900 系统可应用于有安全完整性

等级 (SIL3 及以下 ) 要求的关键过程安全控

制场合，包括紧急停车系统（ESD）、火灾

及气体检测系统（FGS）等。提供可确保关

键工业过程安全性的最佳解决方案，尤其是

在石油天然气、大型石化化工、能源、交通、

冶金和大型机组等领域。全冗余 + 三重化

架构设计，真正三重化冗余容错系统，支持

3-3-2-0 降级模式，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最

大程度提高可用性，减少非预期停车造成的

经济损失。

 

海天炜业 InTrust 工控可信计算安全平台
InTrust 工控可信计

算安全平台是青岛海天炜

业联合中科院软件所共同

推出的基于自主可信计算

技术的可信计算安全产

品，拥有 " 白名单 " 模式

的智能可信度量系统，并

可以通过度量信息实现对程序进程的全面安全管控，是可信

计算在工控信息安全领域的创新应用，解决了工控系统终端

病毒感染、恶意代码进程启动、操作系统内核漏洞隐患，从

根本上实现了对各种不安全因素的主动防御，为我国众多工

业领域的信息系统提供安全运行保障。

 

威琅电气可编程安全控制器 
威琅Samos PRO compact

可编程安全控制器 , 是威琅电

气全新推出的下一代的安全控

制器，拥有众多的产品优势，

可用于一切安全链路的控制。

该产品外形小巧却功能强大，

16 个安全输入，4 个安全输出，

4 个可切换安全输入 / 输出，在宽度为 45 mm 的结构上满足

多种安全任务的要求 , 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通用自动化任务

的新一代安全控制。具有完善的网络连接，在跨度异常大的

环境温度范围（-25 ℃ 至 +65℃）保障了每个应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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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安全 ：
从美国炼油厂爆炸中学习什么？
许多工作在过程工业特别是在美国工作的人们，对于2005年发生的德克萨斯

城炼油厂爆炸事故仍记忆犹新。该事故之后进行的深入调查以及相关的报告

充分说明过程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很多经验和教训也值得中国的过程工业企

业借鉴。

Luis Durán

■ 美国 10 年前的
一 场 严 重 的 炼 油
厂大火造成了 15
人 死 亡 和 180 人
受伤。

■ 这个事故的教
训 指 向 了 整 体 过
程 安 全 文 化 的 重
要性。

■ 如果企业的文
化 是 将 对 产 品 的
关 注 置 于 安 全 之
上， 发 生 事 故 只
是早晚的事。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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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任何在过程工业中工作的人来说，以

下是一段熟知的情节 ：2005 年 3 月 23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城的炼油厂，可燃

液态烃喷涌与排放烟囱释放出来的蒸汽引燃并引

起一场大火。其结果是 ：15 人死亡，180 人受伤。

所有的遇难者当时都处在排污罐周围的一组办公室

拖车里面或附近。当时，德克萨斯城是由英国石油

公司（BP）在运营，并且是其公司最大、全美国

第三大炼油厂。

经过 10 年的事后总结，我们学到了什么？这

个影响深远的过程安全事故不是发生在具有严格遵

守安全规程并具有悠久安全文化历史的工厂里的

一次一时糊涂。正相反，这个炼油厂在之前的 30

年里发生的事故一共造成了 23 人死亡，其中仅仅

2004 年就有 3 人死亡。对于那个发生事故的设备

来说，这甚至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违反安全规程的事

故了。在 2005 年之前，发生在那个烟囱的严重的

可燃物质泄漏事故已经多达 8 次了，可是却一直没

有人调查其原因。

在事故发生后，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署

（OSHA）调查组曾对 BP 公司处以 2100 万美

元的罚款，因为有 301 项故意违规行为，这也

成为该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罚单。讽刺的是，

OSHA 并没有对现场的其他 29 个流程单元进行全

面的检查。而且，在数月之内该工厂又接连发生

了两起主要事故，导致超过 3000 万美元的损失（尽

管没有人员死亡）。

关于事故原因的调查，一开始人们将矛头指向

了人力资源以及硬件的问题。随后的调查报告指出

更多的问题，包括几十个设备老化的现象、过程控

制系统和安全系统不完善、以及人员的培训不合格、

经验不足等。那些报告还指出，该公司在 1999 年

和 2005 年两次大幅削减生产方面的预算，员工也

被减少了一些。

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在“3.23 事

故”发生两年以后发表了对这个特别事故的调查报

告。该报告引述了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

由哥伦比亚事故调查委员会发表的一个非常有见解

的意见。它指出，“许多事故调查在定义事故原因

的时候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思路是先先找到损

坏或工作异常的部件，然后找出与该技术故障联系

最紧密的人员 ：如，分析时计算错误的工程师、错

过信号或者拉错开关的操作员、没有仔细聆听的负

责人、又或者做出错误决定的管理人员。如果原因

链条仅限于技术缺陷和个人的失误，接下来发生的

以及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对策也会同样地

有限。他们的目标是修复技术问题并替换或者再培

训负责的人员。这样的更正行为会引起误导，并有

可能引发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信念，即潜在的问题已

经得到了解决。”

针对这个事故，如果将其定义为残液分离塔

内的液位仪表和安全仪表系统（SIS）故障，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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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没有经验的操作员继续将可燃原料泵进分离塔

内，甚至他们都不能解释那么大的体积的原料都去

了哪里，这样的报告就简单了。将原料泵进分离塔

是与正常启动相违背的步骤。然而，没有报警提醒

控制室当时正在发生什么，而且没有 SIS 关停泵。

错误的安全衡量方法
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会忽视安全，你如何想象

每天的工作？

从 2005 年德克萨斯城的大火中可以得到的收

获是长达 10 年的反省，以及针对当时工厂里的做

法开展的大量讨论。很难想象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

会具有任何个人安全意识，对于那些大部分醒着的

时间都是被包围在大量的可燃和易爆产品的人员来

说，对于一直存在的危险一定变的麻木了。我们希

望，理性的人员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利用他们对于危

险的了解来指导他们的行动并激励他们安全地工

作。也许对于现场的 1800 名员工和 800 家承包商

中的很多人来说，行为安全的意识可能就足以让他

们保住性命。

事实上，根据那场事故之后的调查提供的众多

证据显示，在 BP 公司高层方面有安全文化方面的

失误，还有它在一般的炼油厂特别是德克萨斯城的

炼油厂里出现的安全管理的失误。以下引述美国化

学安全与危险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原文 ：

1.6.2 ：董事会没有为 BP 公司的安全文化和主

要事故预防计划做出努力。董事会没有负责人对于

BP 公司的重大事故危险预防计划进行评估和核实。

1.6.3 ：相信作为安全方面的指标，在德克萨

斯城的人员低伤害率反映的并不是工艺安全绩效和

安全文化健康状况的真实情况。

1.6.7 ：安全活动、目标和奖励集中在提高人

员安全衡量方法和工人行为方式上，而不是在过程

安全和管理安全系统上。由于在炼油厂所有的层面

上都没有严格执行许多安全规定和做法，德克萨斯

城的管理者们没有吸取安全方面案例的经验教训。

这并不是说在该工厂里就没有关于安全的讨

论，只不过侧重点是在职业和行为方面的元素，例

如带上你的防护眼镜，不要留下危险因素等等。在

这方面，该工厂做的相对较好，管理者鼓励每一个

级别的参与者。早在 2001 年启动的一项名为“德

克萨斯城炼油厂安全挑战”的计划中，BP 公司就

让就员工们意识到不安全的行为导致了现场 90%

的人身伤害。总的来说，参与这项计划的员工们在

2004 年提交了 48000 份安全观察报告。不幸的是，

正如上文 1.6.3 中讲到的，该计划实际上忽略了过

程安全系统以及与过程安全相关的行为。

那么这会置员工于什么境地？一方面，他们被

要求汇报个人的不安全行为，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

事实 ：残液分离塔内底部的观察孔太脏了，而且好

几年没人读取过了。

对于在其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进行机组启动的

操作员，并且在控制室里没有其他有经验的人，会

发生什么状况？几年之前，Amoco 公司已经计算

出在启动的时候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要高出平常

10 倍。类似的，安全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也很清

楚地要求在残液分离塔经过一段时间停机以后再次

启动的时候，最优秀的、经验最丰富的操作员应该

在场。如果向塔内注入物料的泵已经工作 3 个小时，

操作员应该向上级主管汇报，“我真的不知道这些

液体都去了哪里。我不能从任何仪表的读数上解释

这种现象。有些地方出了错误。我们一定是把塔注

满了。”这样可能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除此以外，

向塔内泵入原料与启动步骤是相违背的。

如果一个工厂处于不良状态，就像这个工厂当

时的状态，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请一些非常聪明的人

企业需要集中资源努力创造低风险的工厂运行。

图片来源 ：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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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可以对工作异常或缺失的设备创建他们自

己的工作流程。对于更加有经验的操作员来说，如

果他不能核实泵出的物料量相匹配时，绝不会继续

向塔内泵入物料。经验丰富、了解工艺的操作员可

以查看仪表并说，“那是不对的。”当然，这种方式

也仅能走到这一步。最终，即使是天赋最好的人也

不能为这样的差异做些什么。何况是正在努力学习

阶段的操作员，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办法。

故障和误区
残液分离塔没有工作正常的液位传感器——

其危险的结果是溢流。不过是什么特殊的事件引发

了灾难？

在 2005 年 3 月 23 日，残液分离流程在停机

之后再次启动。该设备单元已经在 1 月 21 日停机

了，因此塔内可能被排空、清洗并通过蒸汽清洁去

除残留物。很显然，对于塔内安装的液位传感器的

检查工作什么都没有做，而且因为太脏很多年没有

使用的安装在底部的观察孔也没有被检查。操作员

在准备再次启动的时候曾经报告回流罐的泄压阀无

法从控制室里操控，可是这也同样没有得到解决。

根据 BP 公司的规程，仅仅那一个阀门的故障就应

该可以防止再启动操作，除非它被解决好了。

建立好的安全管理程序也要求在启动前进行

彻底的安全检查（PSSR），但是这个要求与其他关

于在启动期间合适的人员配备的要求一起都被跳过

了。一个 PSSR 会检查并验证所有的安全仪表及其

他相关设备，不过那几乎一定会延迟设备单元的再

次启动运行。而该工艺在开启运作之前并没有获得

所需要的签署。基本的过程安全和环境保护规程都

被忽视了。

在日常运行中，残液分离塔会有 7 到 9 英尺

深的液体，溢流会从液体上方的托盘流下来。尽管

液位指示器不能正常工作，夜班的操作员还是会把

分离塔注入到正常的深度。夜班的负责操作员会在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显示液位到了 8.95 英尺

(99%) 时停止向塔内注入，而实际液位是 13.3 英尺。

白班没有经验的操作员启动流程并向塔内泵入原

料，尽管没有显示有任何原料送到下游。直到上午

11:50，塔内的液位已经达到了 98 英尺，而 DCS

的显示仍为 8.4 英尺（88%）。在不到 1 小时的时

间内，液位升到 140 英尺，在下午 1:14，原料开

始从溢流管道流出到排污罐。到下午 1:20，液体

从烟囱里释放出来，形成蒸汽云、被点燃、然后发

生爆炸。

在这次事故中，4 个液位传感器没有工作，所

以无法了解即时系统中的所有液位传感器的状态。

由于该塔是一个蒸馏塔，它不应该像存储罐那样进

行注入。

正常运行情况下的最高液位是不超过 10 英尺。

正常的过程控制液位传感器会向 DCS 传送读数，

可是最终却给出了极其不准确的读数。对这个传感

器进行验证检查的通常方式是通过观察孔查看，可

是观察孔太脏了，很多年都没人使用。高液位报警

传感器损坏，导致机械装置锁定而无法做出响应。

塔内没有其他的液位传感器。即使它们都工作

正常，一旦液体已经超过高液位报警传感器，操作

员就无法判断其深度是 12 英尺、50 英尺还是 150

英尺。

4 个不工作的液位传感器位于排污罐。它还有

一个损坏的浮球，无法警告排污罐即将溢流。虽然

这个浮球不会避免事故的发生，但是它最起码可以

启动报警来让人们撤离该区域。

任凭设备的状况恶化到没有一个液位传感器

正常工作的地步，加上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安全检查

的情况下就决定重启该单元，发生事故只是早晚的

事。这也反映了当时该工厂的企业文化，即对产品

的关注被置于安全之上。

要彻底解决德克萨斯城炼油厂的安全问题会

要求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关停该设施来进行大的升

级改造，可是没人能够强制执行这样的改造。作为

当时全美第三大炼油厂，停产带来的每天 1000 万

加仑汽油的损失，将导致美国能源供应链吃紧，而

且股东们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损失。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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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百多年来， DuPont 通过其创新的产品、

材料和服务向全球市场提供一流的科学

技术和工程实践。在市场创新的驱动下，

公司每年推出数千项新产品和专利应用以面向多元

化的市场需求，覆盖了农业、营养品、电子和通信、

安全与保护、住宅和建筑、运输以及服装等领域。

今天，DuPont 继续沿袭自身的优秀传统，与

业务伙伴通力合作，积极应对全球食品、能源和保

护等领域不断涌现的全新挑战。到 2050 年，全球

人口预计会达到 90 亿，DuPont 与客户、政府、非

政府组织及思想领袖合作，为面前的巨大挑战寻求

先进的安全管理系统
      助力 DuPont 应对挑战

具有高可靠性的Safety Manager安全管理系统，帮助DuPont公司成功应对来自

过程安全的挑战，极大地减少了事故的发生，在保证最大化正常运行的同时，降

低了合规性成本并提高了工厂管控的安全性。

解决方案。

DuPont 非常重视 DCS 设施的安全性，在 

DuPont 工程师开始为一家制酸厂的可靠性寻求

先进解决方案时，霍尼韦尔 (Honeywell) 的 Safety 

Manager 脱颖而出。

优势
Safety Manager 可极大地减少事故的发生，保

证最大化的正常运行，降低合规性成本并管控工厂

的安全。其目标行业范围十分广泛，覆盖烃加工、

化工、石油天然气以及能源生产等领域。最新版本

的Safety Manager可以和Experion® 更紧密地集成，

并将 HART 数据集成到现场设备管理器（FDM），

新的 I/O 模块，即通用安全逻辑解算器，更可直接

用于现场控制。

Safety Manager 符合工厂安全标准，具有更高

的系统可靠性以及更长的过程正常运行时间，打造

出安全的生产环境并节约运营成本。通用通道技术

和通用安全 I/O 使机柜设计得以标准化，通过在项

目中的广泛应用可显著降低工程成本并减少施工时

间，非常适用于分散程度高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的

上游，可在提升可用性和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

挑战
这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项目涉及的系统包含

数千个 I/O 点和各种复杂的接口、多个批处理设备

接口以及多家供货商的各种不同协议和通信参数。

“我们正在为多个远程位置实施安全系统。这

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项目，接口使用多

种不同协议和通信参数，情况非常复杂。” 

 ——Gabriel Rivera，DuPont 过程控制和自动化工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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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打磨像汽车零部件这样精确的金属部件

时，很重要的是要在生产过程中保持精

确的研磨公差，因此砂轮修整是一项必

要的工作。理想情况下，一个砂轮在其形状不符合

规定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修整，而且要恢复其所期

望的外形，只应该从砂轮上面去除必要的材料。

在对砂轮进行修整操作的时候，由于这项操作

会在大量的冷却油喷流的情况下进行，很难监控砂

轮的外观。这使观测砂轮外观的目测技术没有效果。

因此，为了确保质量，机器生产者一般会额外运行

一次修整周期来确保获得期待的外形。

这也曾经是超硬磨料研磨机器制造商 Max-Tek

公司使用的策略。Max-Tek 生产的机器为汽车和航

空工业生产金属零部件。

质量控制
“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成败之举在于确保生产

部件满足非常精确的公差要求。”Max-Tekz 董事长

Ed Elie 说道。“因为我们知道对砂轮进行一次修整

可能还不足以使其达到正确的外形，我们会为了确

保质量，即使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砂轮磨损，我们

的机器也总会进行第二次修整过程。”

为了将浪费降到最低，该公司向为其生产音频

检测技术的制造商寻求建议，该技术解决了如何通

过冷却油喷流“查看”砂轮外观的问题。音频传感

器监控修整轮接触砂轮时候的高频振动，并“听”

二者接触时的声音。所需要的敏感仪表只是一小部

分用于接触的研磨轮，以此指示二者的接触。

砂轮外形确认
软件对修整过程的控制是通过测量修整操作

的实时音频发射信号实现的，并与一个已知的成功

的砂轮修整外观相比较。当有了匹配时，系统知道

砂轮得到了正确的修整。

“现在，我们知道超过 80% 的砂轮经过一次修

整过程就足够了，”Elie 讲道，“这为我们的客户节

省了不仅有时间还有成本。他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

经常更换砂轮。”

要想建立软件控制，先要启动一个学习周期，

据此可以为特定的需要修正的砂轮设定系统增益和

总体测量尺度、测量窗口以及裂缝和缺口敏感度参

数。然后启动一个成功的修正周期并且记录音频信

声频发射检测
       有助于精确位置控制
机器工具制造商Max-Tek通过使用声频发射检测和砂轮形状的精确控制延长了

砂轮的寿命，在节省时间和费用的同时提高了质量。据说80%的砂轮经过一次修

整过程就足够了，避免了二次修整。

图 1 ：使用 Schmitt 工业公司的 ExactDress 软件，Max-Tek 的去皮研磨机

器减少了修整周期的次数。图片来源 ：Schmitt 工业公司

■ 研磨机器可能
因 为 不 精 确 的 测
量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修整周期。

音 频 传 感 器 和 控
制 软 件 将 砂 轮 的
尺 寸 与 理 想 的 尺
寸 作 对 比， 从 而
最 小 程 度 的 过 度
修 整， 节 省 时 间
并延长砂轮寿命。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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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  aPPlIcatIon uPdatE

DuPont 需要设计一套安全仪表系统用来保障运营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解决方案
“我们正使用霍尼韦尔的虚拟化解决方案来进

行离线产品开发和组态，组态完成后，我们再将其

转移到真实系统。我们还计划使用一些虚拟服务器

来协助部分 HMI 的开发。”DuPont 过程控制和自

动化工程顾问 Gabriel Riviera 透露。

最佳应用
Riviera 将预期的应用结果描述为最可靠的过

程控制系统，称其与最新技术步调一致。“在过去

几年里技术不断进步，我们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我们需要与新的供应商和新的过程控制设备相连

接。目前为止，霍尼韦尔是保证我们的系统一次连

接成功的最佳的解决方案。”

Safety Manager 集成了过程安全数据、应用、

系统诊断和关键控制策略，在全冗余结构下执行 

SIL 等级的安全应用。Safety Builder 是全面、直观

的组态工具，它提供了工厂范围内安全数据库管理

和应用编程的能力，从而简化了网络设计。在需要

保证分散位置的安全性时，通用安全 I/O 有助于最

大限度地提升架构灵活性以及最低的拥有成本。通

用安全 I/O 基于通用通道技术，其独有结构可分别

将每个通道配置为不同的 I/O 类型，省略了常用的

信号编组柜、节约了大量电缆和遍布各处的接线箱。

使用通用安全逻辑解算器时，安全应用可以

分布在靠近过程单元的现场，便于全面透明地了

解现场情况。通用安全 I/O 模块除了可作为 Safety 

Manager 的 I/O 模块外，其独特之处还在于本地

执行安全应用程序的能力，这样即使与 Safety 

Manager 通信发生中断，通用安全 I/O 模块仍然可

以继续为过程提供安全保护。

号。一旦完成参考数据设定并存储为好的修整结果，

该数据可以被用来评估接下来的相同的修整过程。

 

精确研磨
一个精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商使用 Max-Tek

的去皮研磨机器。去皮研磨使用一个窄的研磨轮研

磨一个部件，其过程与使用传统的车床切割部件很

像。该工具被卡到部件（该案例使用一个铸件）上，

并沿着表面移动，每经过一次就去除一英寸的千分

之 35 到 38 的表面，来创造期待的光滑表面，其

精度在 8 微米以内。

高精度的过程使得该机器可以制造复杂的、小

巧的外表。因为去皮研磨机将研磨力集中在一个相

对小的面积上，它可以很好地在坚硬材料上工作，

而传统的机器却无法处理。Elie 说，在机器上安装

使用音频检测的控制软件之前，客户需要每研磨几

个部件就要对砂轮进行修整。

“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经过第一轮以后砂轮是

否已经修整的足够，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了确保维持

正确的砂轮外观而过度修整。”Elie 说道。因为使

用了一个相对小的研磨工具，过渡修整会导致经常

更换工具，不必要地增加了生产成本和停机时间。

音频发射技术不仅帮助了研磨机器设计师，而且也

帮助操作人员节省时间并提高产量。

图 2 ：SBS 平 衡 系 统 软 件

ExactDress 使用音频发射检测

功能在修整过程中监控砂轮，将

其与一个完整的修整操作外观相

匹配。图示为操作员面板，包括

一个样板研磨外观、一块控制板

以及三个传感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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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

贝加莱全新Automation Panel 5000

在工厂自动化领域，

越来越多的操作面板需要

安装在摇臂上。其优势显

而易见 ：在安装和定位方

面，摇臂安装比对应的电

柜安装更加灵活，方便操

作者随时监控生产过程。

贝加莱最新一代摇臂安装

HMI，Automation Panel 5000，设立了多功能和模块化方面的新标准。

传统的产品通常是与工业 PC 进行远距离连接，如今分布式控制

架构不断对面板提出了机载智能化的要求，需以集成的 PC 形式出现。

针对多种情况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贝加莱 Automation Panel 5000 可用

作远程终端或一台集成 Panel PC。包括装配一台 PC 单元或者贝加莱

高性能数字化传输技术，Smart Display Link (SDL/SDL3)。不管怎样，

操作面板本身是一样的。

可用于摇臂安装的 Automation Panel 很多。一种方法是选择带有

模拟电阻的传统 4:3 制式触摸屏，从而确保与现有的许多应用相兼容。

目前可供使用的尺寸最大可达 19"，多采用 XGA 和 SXGA 显示。

Panel PC 的应用范围很广。最新一代 Intel Atom 处理器的多核结

构让系统组合多种功能成为可能。一核用于处理控制任务，而其它的

可同时用于运行基于 Windows 的 SCADA 系统。

贝加莱摇臂安装的 Panel PC 提供灵活的界面以确保它们可用于

处理任何所需任务。千兆以太网接口作为标配，通过安装模块化的接

口模块就可连接 POWERLINK，CAN 及更多总线类型。数据储存在

CFast 卡中，最多可达 128G。两个 USB 端口 - 其中一个是 USB3.0-

提供快速方式连接其它外部设备。

工业控制器

NI推出功能强大的工业控制器产品

NI( 美国国家仪器 ) 日前宣布推出三个全新的工业

控制器，用于解决高级物联网 ( IoT) 应用的复杂需求。

这些工业控制器搭载了第五代 Inte l Core 处理器，具

有坚固的封装、内置 I /O 和丰富的连接选项，因此机

器开发工程师和系统设计工程师可以将所有功能集成

到单个控制器中，无需将复杂的机器分成多个子系统。

而且这些工业控制器 ( 比如最新发布的 IC-3173) 在单

个封装中集成了视觉和运动、控制和处理等不同类型

的 I /O，大大简化了系统复杂度、降低了系统成本和

减小了整体尺寸。

为了满足当今工业物联网应用不断变化的需求，

设计工程师亟需计算、连接和控制一体化的产品。

IC-3173 工业控制器满足了这些需求，提供了以下主

要功能 ：

• 强大的处理能力 ：双核 Intel i7 处理器结合用户可

编程的 Xilinx Kintex-7 160T FPGA 可实现先进的处理和

图像处理、可自定义数字 I/O 和高速闭环控制 ；

• 丰富的连接选项 ：五个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其中

四个可通过以太网供电 ; 两个全带宽控制的 USB 3.0 端

口，可连接多个 USB3 Vision 和 GigE Vision 相机并同时

处理多个相机的图像 ；

• 无缝集成 ：支持 EtherCAT Master、Ethernet/IP、

RS232/RS485、Modbus 串口和 Modbus/TCP，可与

PLC 和操作界面等其他设备通信 ；

• 软件 ：完整版 LabVIEW 系统设计软件支持，可自

定义控制算法、执行图像处理和高级分析。

ProduCTs新品发布

浩亭技术集团日前推出了其创新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包含三种创新产品 ：M12 

Power( 电力 )、PushPull Signal（信号）和

新型 preLink® 模块，保证工业 4.0 的生命

线 ：电力、信号和数据。此三种产品组合

采用未来工业方法，符合小型化和模块化

的趋势。 

具有 L 编码的 M12 Power(63V, 16A)

可为高能耗应用提供充足的电力，使客户

在未来不再需要 7/8" 解决方案。因此，现

场配电设备和其它应用均可配备 M12 接

口——外壳结构可节省空间和成本。此举

工业连接

浩亭推出保证工业4.0生命线的新型产品组合

受到 PNO Profibus 现场总线用户组织的支

持，将 M12 Power 作为新的标准电力设

备连接器。

PushPull Signal( 信号 ) 具有 20 针的

新型设计，并具有小型化的特点。与以往

的连接器相比，在相同的空间下可提供两

倍数量的触点，从而在市场上占据了独一

无二的位置。现场需要同时连接越来越多

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因此现场设备必须越

来越紧凑。PushPull Signal( 信号 ) 通过高

密度接触、IP65/67 防护等级和简单快速

的锁定机制来实现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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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物联网的不断推广，数据采集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采用具有更长使用

寿命、且使得系统集成更加简单的自动化系统是明智的。

应对快速变化的商业市场。由于新的硬件与旧的操

作系统不兼容，至少对于在 4 年内更换协议转换器

来说有些时候会很

困难。由于网络安全

威胁的存在，协议转

换器需要升级、进行

病毒防护并经过验

证，以确保它们不会

成为自动化系统威

胁的携带者。

你到底需要何种形式的数据采集？
当客户要求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协议转换器的

问题时，我们建议他们在处理问题之前先问 3 个重

要的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 ：

1．是否所有数据的采集路径都需要经过自动

化系统？

2．是否可以安装一套独立的数据采集系统，

这样可以提供单独的、不需要协议转换器的采集路

径？根据所采集的数据需求不同选择适合的方式，

有时可能一个老式的 4-20 毫安的模拟信号也能够

满足这种需求。

3．请认真考虑一下，你真的需要一个完整数

据接口和协议转换器，来将一个气象站的温度传送

给一套自动化系统？

如果系统必须进行集成，在系统选择的时候，

可以不使用协议转换器而对其进行集成的想法似乎

比过去 20 年中的实际做法排名更高。对“黑暗的

恐惧”会让自动化系统的安装和维护更简单。

当
对系统进行重新设计的时候，客户时常

会提出帮助他们消除“黑盒子”的问题。

“黑盒子”是

对协议转换器的一种通

用术语。最初，这些设

备仅仅转换电气协议，

例如从 RS-232 到 RS-

485。它们被称为“黑

盒子”是因为没人知道

其内部发生了怎么样的

魔法。许多“黑盒子”运行很多年却没有用户干预

或维护。

数据翻译困难
这些设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们所用的编程

语言与现有的自动化系统的编程语言都不相同，因

此对于企业内的控制工程师来说，无法对其进行配

置。这就是为什么客户想要去掉这些盒子。需要一

个第三方机构来对在两个自动化系统之间传递的数

据进行修改。可以对黑盒子进行编程的工程师通常

被看成呆伯特漫画中抽烟斗的 UNIX 程序员。这样的

人可能对魔法如何发生没有进行记录，而且在协议

转换器安装以后无法找到这些信息，这样做主要是

为了防止这个系统因为工艺条件的不同而被修改。

随着协议转换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已经

从定义功能的硬件和软件转变到商业上的标准现货

（COTS）硬件以及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订制软件应

用。这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好地解决方案，不

再需要抽烟斗的 UNIX 程序员，使得这个盒子可以

Back to Basics技术之源

复杂的协议转换器

       与自动化系统的集成

Bruce Billedeaux

“由于网络安全威胁的存在，协议

转换器需要升级、进行病毒防护并

经过验证，以确保它们不会成为自

动化系统威胁的携带者。”



万物皆有智慧，一光一热，一动一静皆是自然灵感。纵观每

一次人类进步历程，无论是火的使用，还是蒸汽机的出现，莫不

是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图尔克的自动化产品及方案则

与从自然中汲取进化动力的思想一脉相承，自然元素在被赋予科

技之光后，以微小之躯承智慧感知之任，担收放控制之责，为人

类的现代生活不断注入新的科技元素。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四支路18号 300381
邮箱： marketing@turck.com

电话： (+86) (22) 83988188/83988199
传真： (+86) (22) 83988149
网址：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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