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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企业中的 
智能安全 

工厂升级带来安全与生产率提升 准备好简化机器安全？
专为智能工厂打造
的智能传感器 

亚太自动化前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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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开始， 
让我们踏上智能之路 

在数字化转型时代，万物互联互通。在当今的智能工厂中，智能设备

可与其他设备通信，智能机器可进行自主控制，而生产过程也变得越

来越灵活。但是，工厂越复杂，对功能安全的要求就越严格。 

因此，安全系统必须与未来的生产过程一样智能。这些系统利用大数

据来进行自我控制和优化，并推动以更为高效的方式发挥工厂生产能力，

并增加工厂的运营利润。 

作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安全自动化提供商，罗克韦尔自动化与越来越多

已踏上智能制造征程的工业生产商开展精诚合作，凭借我们的创新、经验

和专业知识，帮助他们利用工业物联网 (IIoT) 实现互联企业的愿景并获得巨

大优势。 

我们相信，今年，制造行业将朝着“智能工厂”阔步前进。2018 年，

我们在业内可能看到的最大技术转变是，整个行业中各种规模的制造商纷

纷开始采用智能机器和设备。 

罗克韦尔自动化已为制造商们专门准备并开发了一整套智能技术和服

务，以供他们在智能制造之旅开始之初进行选择和使用。借助我们的智能

设备和工具，让安全成为机器的核心功能，这些企业可以在他们的旅程中

走得更远。 

我特此邀请您阅读本期《亚太自动化前沿》杂志，了解智能设备和组

件如何在互联企业中运作，以及它们如何提高安全性，进而助力您的业务

运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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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全]

互联企业 
工业 4.0

输入 逻辑 输出

基于 EtherNet/IP™ 
的安全性

EtherNet/IP

基于 GuardLink™ 
的安全性

实时数据访问和无缝连接正在引领生产环境变革。智能功能使最终用户能够提高效率、提升产品质量，

同时加快运营响应速度。

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全套智能安全解决方案，符合安全要求，涵盖基于标准网络的安全输入设备、安

全逻辑设备和安全输出设备。

凭借我们的集成安全解决方案，现在您可以访问更多诊断数据并可简化您的接线系统。 

安全从未如此智能：
提供更加智能的机器，支持互联企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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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时事

今年，罗克韦尔自动化入选道德村协会评选的世界最

具商业道德公司榜单，并荣登道琼斯北美可持续发展

指数榜单。道德村协会的“世界最具商业道德公司”

评选旨在表彰那些影响和推动积极变革、不断提高道德领

导力和完善企业行为的杰出企业。此次是罗克韦尔自动化

第十次入选此榜单，榜单共有 135 家全球性公司入围。 

罗克韦尔自动化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Blake Moret 表示：

“诚信和诚实已融入我们的企业 DNA，我们的员工日复一

日地努力践行公司的价值观，如今能够再次得到道德村协

会的认可，我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坚持以诚信、道德和尊

重彼此的原则行事，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也是我们在创

造长期价值的过程中推动公司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罗克韦尔自动化“2017 年企业责任报告”现已上线并

提供纸质版本。报告详细介绍了公司在企业责任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实施的举措，包括诚信文化和商业道德实践。 

人才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让罗克韦尔自动化成为制造

商和最终用户的首选。今年早些时候，公司受到了

主流行业媒体及其读者们的极力认可。 

1 月份，《控制》杂志公布了 2018 年度读者选择奖获

奖名单。罗克韦尔自动化是唯一一家在所有六大类别均排

名前三的供应商，并且在金属、矿产和采矿行业的每个类

别中都获得了最多的第一名。 

《控制工程》杂志的订阅者选出了八款罗克韦尔自

动化产品，授予其“2018 年度工程师选择奖”。公司的 

Allen-Bradley® 安全光幕系统和 FactoryTalk® TeamONE 移动应

用也斩获了荣誉奖。 

在 2018 年度自动化过程领军企业评选中，《自动化世

界》的读者选出了他们心目中的首选自动化技术供应商，

罗克韦尔自动化被评为《自动化世界》“精英企业”。 

自从该评选调查首次推出以来，罗克韦尔自动化每年

都获此殊荣。八年前，公司在 13 个类别获选；这些年来，

随着该项调查的范围扩展，公司在 2017 年度“精英企业”

评选中已在 21 个类别入选并获奖。

入选世界最具商业道德公司，担
当领导力标杆 

罗克韦尔自动化荣获读者选择奖 

2017 年全球荣誉 

•  荣获 2017 年度 Catalyst 大奖 
•  《华尔街日报》“2017 年度美国公

司管理成效 250 强”排名第 66 名 
•  第五次入选中国“理想雇主 100 强” 
•  连续第六年在人权运动基金会 2018 
年度企业平等指数中获得 100 分满分 

•  入选《新闻周刊》绿色排行榜美国 
30 强榜单 

广受制造经理和工程师欢迎的杂志《工厂工程师》

(Plant Engineer) 授予罗克韦尔自动化在俄亥俄州特温

斯堡的工厂“2017 年度优秀工厂”奖。 

复杂先进的产品、高效快速的制造过程，加上世界一

流的品质，让这家工厂在罗克韦尔自动化内乃至整个行业内

都显得出类拔萃。为赢得这项殊荣，特温斯堡工厂在包括人

员、产品、运营管理以及先进技术等多个关键制造管理领

域，证明了自己具有卓越的表现。 

互联企业是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整体系统构想；特温斯

堡工厂将这一愿景变为了现实，确保将人员、过程与技术紧

密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还召开全厂日常启动会议，讨论安

全、质量、服务和成本等话题。“我们的会议通常一开始就

强调安全，因为你可以获得非常不错的产量，但如果员工置

身风险之中，那么一切将毫无意义。”特温斯堡工厂经理 

German Mendez 说道，“然后我们讨论质量、上一轮班或前

一天的绩效、效率、劳动力利用率、服务，以及当天的优先

任务。” 

自 1979 年运营以来，特温斯堡工厂便专注于制造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 (PLC)、电子操作员界面、输入/输出 (I/O) 设备

等产品，以及各种分布式机旁控制产品。 

“我们工厂的生产率一直在稳步上升。”特温斯堡工厂

项目经理 Brian McCaffrey 表示，“例如，在电子装配领域，

在设备和制造人员数量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大大提高了

组件生产数量。”

优秀工厂：指标与文化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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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时事

去年年底，罗克韦尔自动化宣布成功收购苏格兰科

技公司 Odos Imaging，该公司专门面向工业成像领

域提供三维飞行时间感测系统。 

未来，罗克韦尔自动化会将此项技术应用于感测产品

中，为汽车总装生产、包装和材料输送及物流等一系列严

苛的工业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罗克韦尔自动化副总裁兼安全、感测与互连业务总经

理 Lee Lane 表示：“通过此次收购，我们的智能感测与安

全产品组合将进一步得到增强，为打造互联企业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此次收购有助于我们将 3-D 飞行时间感测技

术引入工业应用领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技术能力。” 

将 3-D 成像技术引入感测与安全
应用领域 为了向全球制造商和客户介绍如何利用智能运动系

统来提高生产率，罗克韦尔自动化在 2 月 6-8 日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办的西部自动化技术

展览会 (ATX West) 上展示了一项独立载运技术。 

公司展出了 MagneMover® LITE 智能输送系统和 iTRAK® 

智能跟踪系统，用以帮助制造商进一步提高产量并优化过

程。机器制造商可以利用该系统的独立控制式移动滑车，

根据具体的客户需求定制运营。 

这些智能运动控制系统可用于装配、加工、测试和制

造应用中，适用于医疗设备、装配、汽车、制药、包装和

光学行业。展览会上的应用演示向参观者展示了该系统如

何帮助最终用户节省能源，并减小机器占用的空间。 

智能运动控制方法 

亚
太
地
区
活
动

罗克韦尔全球路演 (RAOTM) 2018 大会在 1 月 31 日

于印度古尔冈市里拉安比恩斯会议酒店举行。来

自印度各地的逾 1000 名与会者参加了活动，并

借此机会一睹互联企业产品组合的最新技术和服务。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高管论坛，行业领导者、分

析师与罗克韦尔自动化及其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齐聚一

堂，一同探讨行业推动因素、趋势，以及互联企业如

何帮助各公司将工业物联网 (IIoT) 变成现实并将市场挑

战转化为助力实现“印度制造”愿景的优势。 

各种技术研讨会和动手实验室涉涵盖各种主题，

例如“借助新技术创新打造互联企业”、“采用现代

化安全设计提高生产率”等等。与会者可以试用诸

如 FactoryTalk® View SE 和 ViewPoint、Studio 5000®、

ThinManager® 等公司创新解决方案的最新更新和新增	

功能。 

深入了解智能制造的机会 

3 月 7-9 日，来自全球各地的行业高管齐聚美国圣地

亚哥，参加世界物联网产业大会。大会上，罗克韦

尔自动化分享了有关如何利用 IIoT 创造新业务机会方

面的真知灼见。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领导们主

持了圆桌会议，发表了关于如何有效调配数据以改进运营

的演讲。公司的知识源自其作为 IIoT 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

商，以及作为在全球生产过程中应用创新 IIoT 战略的制造

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在构建互联企业这一块，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结

果是，我们每年都将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并将按时交付

率提高了 19%。”罗克韦尔自动化运营和工程部高级副总

裁 Bob Murphy 在主题演讲中如是说，“现在，我们准备加

强从采购到订单履行的互联，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供应链能

力，从而提高可预测性和生产率，同时缩短上市时间。” 

此外，罗克韦尔自动化专家还在大会期间展示了数据管

理、可扩展分析以及 IIoT 战略案例研究、解决方案和服务。 

作为世界物联网产业大会的白金合作伙伴，公司还将

出席 7 月 16-17 日于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举办的 2018 亚

洲世界物联网产业大会。此次大会是备受赞誉的世界物联

网产业大会全球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届时业内高管将汇聚

一堂，深入探讨有关工业物联网的观点。 

数据编配转变生产和供应链 

活动 城市/国家和地区 日期

罗克韦尔全球路演 (RAOTM) 2018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4 月 25 日 

第 6 届亚洲饮料会议 泰国曼谷 6 月 13-16 日 

亚太地区客户活动日程表 – 2018 年 4-6 月活动日程

* 每项活动均可能有变动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events/events.page



6         亚太地区

工业物联网 (IIoT) 正在引发制造行业的变

革。随着处理能力的提升和设备小型

化，以往只由机械和电气部件组成的机

器和设备现今已变成复杂的系统。这些智能、

互联的机器采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

更好地利用他们的一项重要资产——实时	

数据。 

智能机器和设备的出现正在转变制造和工

业组织开展运营的方式。借助它们，制造商可

以轻松访问长期以来难以提取的数据，并且可

以收集、记录和分析此类数据，从而帮助工人

更好地制定业务决策。 

当 通 过 开 放 的 标 准 网 络 架 构 （ 例

如 EtherNet/IP™）进行连接时，它们可以提供更

高的互联水平。由此一来，企业各级组织之间

即可实现实时协作和无缝数据共享。 

鉴于实时数据可以转化为可指导行动的信

息，制造商不仅可以了解机器的状态，还可以

监测其运行状况，进而更好地了解它们的运行

性能，最终帮助优化制造过程。 

不止是互联 
在智能制造时代，伴随生产和机器信息需

求大增而来的是对工业级智能设备的需求。 

但是，仅仅支持网络连接并不表示设备是

“智能的”。相比传统设备，智能设备之所以

受到工业制造商的青睐是因为它集智能、价值

和易用性于一身。

智能设备旨在帮助制定明智的决策，并为

客户提供价值。制造商可使用智能设备访问所

需数据，深入了解运行过程，并依据这些数据

进行预测性和预防性分析。 

工厂里的设备和部件数量庞大时，就必

须保证其易用性。对于机器操作员和工程师而

言，智能设备操作简便，只需极少或者无需维

护即可正常运行，而且当设备需要升级时，整

个过程非常顺利。此外，智能设备还可以轻松

集成到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网络当中，让工程师

能够以更为简便的方式设计机器。 

安全第一

如今，领先企业将安全视为实现卓越运营

的一大关键要素。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公司通

过采用先进安全技术，大大改进了运营。 

依托于工业物联网，具备出色通信功能

的智能设备可以提供实时数据（从组件到企业

在互联企业中，响应速度更快、更智能的机器和设备将

颠覆安全监视和管理的方式。

封面故事

互联企业中的 
智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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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企业中的 
智能安全 

 

 

 

 

 

 

 

 

 

级别），而这些数据可以转化为信息化管理工

具。但是，这对机器安全有何影响，更重要的

是，安全系统将如何在这一全新的模式中发挥

作用？ 

通过工业通信协议和以太网联网功能，安

全如今已成为现代化制造控制解决方案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并且可以有效地在自动化、过程

和运动控制架构采用的同一网络上实现。 

事实上，综合安全实践（包括与现有控制

架构紧密整合的实践）通常会对最终收益产生

积极的影响，并且有助于大大改善工厂、机器

和机器操作人员的整体状况。 

掌控安全数据 



关于机器性能的可执行制造数据通常包含

速度和产量等诸多因素，以及传统安全系统所

发布的停止/开始或安全/危险信号。但就智能安

全设备来说，其作用不只是根据使用情况、寿

命、退化和性能下降监控开关状态并提供相应

信息。 

智能安全设备及其相关数据集将在这一

变革中发挥核心作用，因为它们支持共享数据

收集范围之外的运营数据。利用此信息，安全

专业人员可以借助安全系统数据和互联企业所

提供的更高互联水平，改进他们保障安全的方

式。 

监督工人行为：安全系统数据有助于识别政策

和程序规定与工人实际遵循情况之间的差异。

同样，它也可以判别出安全技术设计用途与工

人实际使用方式之间的差异。 

例如，工人可能误用紧急停止（急停）功

能来清理堵塞物，或者在生产周期结束时停止

生产。这种误用会导致废料增多，并延长机器

启动时间，从而造成生产损失。 

在互联企业中，安全专业人员可以收集急

停激活时间戳和停车持续时间，以及与每次激

活相关的生产线和轮班等数据。他们还可以创

建停车原因代码，用于确定机器停止的原因，

例如堵塞、错送、清理或其他原因。随后，他

们可以使用现有的指标、报警和事件软件对这

些数据进行分析，以此判断急停功能的使用频

率是否过高。或者，他们可能发现高激活率与

特定的生产线或轮班相关。 

利用这些发现，安全专业人员可以采取必

要的纠正措施，无论是提供额外的培训、修订

智能机器和设备 

                     灵活 
                应对 
          市场 
   变化

提高     
   效率、          
      改善 
         生产率 
            并支持    
               合规性 

       轻松 
   整合到 
 设施

当中 

支持 
   访问 
     信息 

需要更多生产信息？ 

在明确需要采集的数据后，制造商可以确定合适的数据采集和传送方式，来帮助优化运营。 

将智能设备和组件内置于机器当中，可为客户延长机器生命周期和缩短停车时间提供新的途径。这些设备

可以利用振动与状态监控和转矩特征等内置功能，在出现故障前尽早发现问题，并帮助快速排除故障，解

决出现的问题。

具有全系统诊断功能和易懂显示画面的 HMI 面板便于操作员随时掌握系统性能，及早发现系统错误，从而

方便进行系统维护和故障排除。 

移动技术可扩展传统的系统访问方式，极大提高操作人员的效率和协作性，使制造操作员、经理和主管可

以随时随地做出及时的决策。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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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操作程序，还是更新机器设计。该信息还

可以用来发掘潜在的程序或过程改进机会，

促进建立可作为标准操作程序采用的“最佳	

实践”。 

提高安全性能：安全专业人员可以利用实时数

据和互联功能，以多种方式帮助提高安全性

能。 

例如，处理危险材料或者在恶劣条件下工

作的员工可以使用实时数据，监视并跟踪具有

潜在危险的环境条件或者制造过程状态。除此

之外，通过采用移动或无线技术向工人提供信

息，还可以帮助改善人体工程学设计或减轻年

长员工承受的负担。 

远程监视孤立或分散的运营也有助

于避免工人来回奔波于不同地点，例如，

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工人要检查井口、泵站和储藏	

地等。 

在某些情况下，网络连接可能是公司与员工之间唯一仅

有的联系方式。例如，在地下矿山或其他难以到达区域发生

紧急情况时，可以使用可穿戴传感器来定位工人所在位置。

语音、视频和显示技术也可以帮助公司在发生安全事故后实

时监控工人状况并与其保持通信。 

更好地了解安全风险：风险评估数据很少在机器设计阶段之

外使用。但在互联企业中，风险评估数据可以扮演一个全新

的角色，即用作安全计算器。借助这一创新又简单的工具，

安全专业人员可以在每个机器接入点评估预期风险和实际风

险。 

首先，安全计算器可以基本表格的形式在企业制造智

能软件中轻松配置。然后，安全专业人员可以输入风险评估

的预期使用频率数据作为安全性能的基准，并将其与机器的

实际使用频率数据进行对比。可以针对诸如操作员接入点和

门、质量检查点以及急停设备等安全功能执行此操作。 

低于预期的使用频率可能表示，安全防护功能即将失

效，并且需要重新进行评估。高于预期的使用频率可能表

示，需要解决产品或过程变更问题。任何超出预期频率或持

续时间的使用可能表示存在合规性问题，或者相反，表示可

能存在有益于生产的过程改进机会。 

简化合规工作：出于合规和报告目的安全数据手动审计是一

个耗时且容易出现人为错误的过程。 

但现在，企业可以将审计功能整合到操作员界面和控

制器中，从而大大加快审计过程。除了节省时间外，这还可

以解放工厂人员，让他们更加专注于其他优先事项，同时降

低出现手动数据收集错误的可能性。由于检测到的异常情况

可以在操作员仪表板或报告中发布，自动化审计功能还可以

帮助工人更快速地识别并解决工厂中的潜在问题。这是因为

该功能会定期监视和获取信息，以便于快速制定更明智的决

策。 

让智能制造成为可能 
仍然有许多公司尚未认识到安全在优化工厂运营方面的

重大作用，特别是将安全融入采用互联企业方案的智能工厂

之中。但是现在，智能安全设备在不断地证明，安全不会妨

碍高效制造。 

随着制造商和最终用户在业务运营的各个领域追求加快

速度、扩大规模并提高简便性，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智能机

器和设备。互联性更好的设备将继续为制造商创造更多的机

会，而智能设备、控制、软件和分析功能的无缝整合可以帮

助他们实现当前的智能制造目标，同时帮助他们做好准备，

在未来几年充分发挥强大的互联能力所带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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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工厂升级带来 
安全与生产率提升 

两家行业领导者在老旧工厂中安装创新安全解决方案后	

成功提高安全性和生产率。 

想象一下，在智能工厂中，由

连接互联网的设备和组件监视

机器健康状态并响应任何可能

的错误，因此机械臂和传送带永远不会

发生故障，生产目标永远不会错过。 

但对于绝大多数制造厂来说，现实

可能大为不同。许多工厂仍运行着未装

配任何智能设备的年久老化的机器。 

对大部分的制造商而言，从目前

的处境转向智能工厂并没有现成可用

的解决方案。这种转型需要深入了解

每台机器的功能和需跟踪的指标，反

复试验以确定最适合使用的设备以及

最佳安装位置，并制定全面的数据采

集和分析计划。 

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罗克韦尔

自动化开发了一套可扩展的智能解决方

案，来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开启

智能制造之路并助力其阔步前行。 

时机已到 
Asaleo Care 是一家领先的个人护理

和卫生公司，专注于生产家庭和企业日

常使用的消费必需品，业务覆盖澳大利

亚、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其他国家/地区。

自 1955 年起，其在卡韦劳的工厂便是新

西兰唯一一家卫生纸原纸制造商。 

该公司致力于向其 11 个工厂和设

施引入新技术，以不断生产高品质产

品并符合不断发展的安全标准。下定决

心着手解决过时问题并转向智能制造

后，Asaleo Care 委托罗克韦尔自动化针

对其薄纸机器设计、制造一套控制与

驱动升级方案，并进行调试。“我们

必须保持竞争力，以便能够长期维持

业务运营，这便是我们进行升级的主

要原因。”Asaleo Care 电气工程师 Paul 

Stevenson 如是说。 

推动安全生产

卡韦劳工厂现有的变频器系统是一

套模拟直流系统，需要定期维护。这套

系统已经使用了 30 年，并且正面临淘

汰。多年以来，他们对维护系统所需的

过程了如指掌，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

需要频繁更换电刷。 

罗克韦尔自动化帮助该公司评估

了问题和潜在风险，并利用其应用知识

设计了一套采用最新技术的解决方案。

新系统设计考量了与旧交流变频器系

统相关的各种因素，例如电噪声过大

和电机循环电流。此外，通过采用配备

安全速度监控和安全门的 Allen-Bradley® 

GuardLogix® 控制器，它还可以实现集

成安全控制。 

此次升级包括新电机和八台用

于薄纸机器生产线的新 Allen-Bradley 

PowerFlex® 变频器。有源前端 (AFE) 功

能支持再生制动，可以节省能源，并降

低所有公共母线变频器的谐波。通过

并联两个 AFE，直流母线容量达到 2470 

安培，可以为所有薄纸机器的公共母线

变频器系统供电。 

轻松调试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全球解决方案

团队多年来制定了大量的软件标准，

用以降低风险，让制造商一次就能正

确配置机器。 

就卡韦劳工厂来说，整个解决方案

均由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 Lane Cove 装

配中心设计、制造和交付。为了尽可能

缩短调试期间的停车时间，罗克韦尔

自动化还进行了全面的工厂验收测试 

(FAT)，以在安装前测试设备。 

“这些机器不能停下来，而且就供

应渠道流程来说也不允许停车，时间始

终是大问题。我们需要尽可能缩短停车

时间，并充分利用两周的停工期来完成

工厂的一些其他工作。”Asaleo Care 项

目经理 Paul Kirsopp 表示，“尽管工厂

正在进行的其他两项重大升级也给我们

的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但参与项目的

每一个人的积极合作最终让我们提前完

成了交付。” 

GuardLogix 安全控制器满足印刷机的所有安全
和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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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面向未来的工厂 
升级后，诊断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

方便，访问、修复和维护系统的支持水

平也得到大幅提升。老化机器变得更加

可靠，并具备了先进的防护功能，生产

率也有所提升。 

该项目不仅仅涉及到向工厂交付新

系统和技术。凭借在薄纸机器和造纸机

领域的丰富经验，全球解决方案团队还

为卡韦劳工厂提供了关于机器和设备的

深入见解和知识。 

现如今，该工厂的系统已无需大

量技术投入，最为重要的是可靠性也显

著增强，而且速度提升后生产率也将随

之提升。“除此之外，机器运行更加安

静，以至于我们得时常检查下它是否仍

在运行。”Kirsopp 说道。

另一安全领导者 
人员、机器和过程的生产率并非

可持续业务的唯一关键要素；研究显

示，将安全视为与生产率同等重要的

一流 OEM，其整体设备效率 (OEE) 会明

显更高。 

澳大利亚还有另外一家行业巨头也

从工厂和系统升级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Fairfax 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最

大的媒体公司之一，自 1997 年起，便

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塔姆沃思拥有自己的

印刷厂。其印刷机采用二手设备建造而

成，已经运转了大约 25 到 30 年。 

鉴于媒体行业的发展需要企业不断

投资新技术并整合印刷中心，以便为更

广的地理位置提供服务，Fairfax 决定将

其塔姆沃思印刷厂进行重新改造并转变

成一家新建工厂。 

塔姆沃思印刷中心每周印刷 15 到 

20 吨的新闻用纸。除此之外，该中心

还从事一些其他的印刷业务。为了在确

保安全的同时不断满足这些生产需求，

Fairfax 联合 Goss International 和罗克韦

尔自动化开展了一项风险评估。  

集成控制和安全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工厂进行了

创新安全解决方案调试。采用最新集成

控制和安全技术的印刷机最终创造了一

项难以超越的安全记录。 

该项目成功的关键是需要一款完全

集成的解决方案，来为塔姆沃思印刷厂

提供有效的安全、变频器和过程控制。 

而 GuardLogix 安全控制器便是理

想之选，也是该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

件。控制和变频器系统的配置可以确保

一些安全防护功能在印刷机进入低速模

式之前不会被打开，同时在不恰当时间

打开设备防护功能时，会停止印刷机运

转以避免造成伤害。 

这款解决方案还整合了用于在安

全  IO 和  GuardLogix 之间建立通信的 

DeviceNet™，以提供集成安全、变频器

和过程控制；并采用四个 PowerFlex 直

流变频器，为链接回使用 ControlNet™ 

通信的控制系统的印刷机供电。整

个印刷机的防护装置上安装了超过 

110 个 Sipha™ 传感器。此外还采用了 

PanelView™ 图形终端，用以显示防护装

置的实时状态，以便快速排除故障。 

安全防护记录 
印刷机包含六个印刷塔，六个卷纸

架，以及两个折叠机，用于制作最终报

纸。该印刷生产线可以作为一个印刷机

运行，也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印刷机运

行（每个印刷机各包含三个印刷塔外加

一个折叠机）。为实现这一点，他们在

安全系统中引入了分区，以便在用作单

个印刷机时，所有印刷机的安全停止功

能均处于活跃状态；而当作为两个独立

的印刷机运行时，一个印刷机的安全停

止功能不会控制另一个印刷机。 

虽然也有紧急停止功能用来全面

停止印刷机运转，但仅仅在印刷机上就

安装有超过 150 个防护装置，为了防止

手指卷入并避免严重伤害，防护工作可

能复杂又繁琐，并且会导致维护和生产	

问题。 

“新解决方案不会对生产或维护

计划造成任何停滞，而且能够为员工提

供我们想要打造的安全和工作环境。”	

塔姆沃思印刷厂工厂经理 David Hedges 

说道。 

此外，Fairfax 还发现工作组件可靠

性大增，而且印刷机操作员也实施了一

项月度检查清单，以此来确认所有防护

装置是否都运行正常。 

自从印刷机安装以来，防护开关从

未发生过故障，而得益于一流的防护功

能，印刷厂也未出现任何受伤或未遂事

故。这很好地反映在了该印刷厂的安全

记录中——长达 2369 天无失时工伤，

在集团内一枝独秀。           

此次升级包括新电机和八台用于薄纸机器生产线的新 Allen-Bradley PowerFlex 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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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物联网 (IIoT) 的互联企

业可以让用户在在正确的时间以

正确的格式访问正确的信息。 

使用平板电脑的维护工程师可以利

用生产线或机器上的位置信标，查询精

确位置的具体安全设备，在接近每个区

域时动态接收数据，而无需手动请求。 

同理，运营经理可以使用同一平

板电脑上的同一软件和相同位置信标，

接收适用于他们的凭证的信息。使用这

些核心工具和技术有助于基于员工的职

能或工作提供满足个人需求的实境化信

息。 

凭借与机器和设备的信息化连

接，制造商可以对他们的运营有更全

面的了解。 

信息丰富型连接 
EtherNet/IP™ 网络使用开放式行业

标准网络技术提供全厂网络系统。将电

机启动器和传感器等高端输入设备与控

制器和人机界面 (HMI) 连接后，该系统

即可向整个企业提供实时控制和信息。 

对于设备不支持 EtherNet/IP 功能的

情况，特别是那些简单的安全输入设备

和组件（例如紧急停止、互锁开关和基

本保护锁开关），现在制造商可以利用

更新的智能设备级链接技术——罗韦尔

自动化的 GuardLink® 协议，将具体设备

信息反馈给主控制器。 

GuardLink 是一种基于安全的通信

协议，可在干线和支线拓扑中进行标准

布线，支持即插即用连接。在大幅减少

接线的同时，可以提供设备位置，并通

过一条电缆实现诊断、远程复位和锁定

命令，借此通过网络向系统提供信息。

无需进行任何配置，可在最长 1000 米

的范围内连接多达 32 台设备（设备间

的最长距离为 30 米）。 

增强型互联 
传统的安全解决方案通常以串联方

式进行硬接线。因此，在操作中，用户

可能无法区分各个设备的需求；如果一

个组件出现故障，用户也只知道串联连

接中某个位置的组件出现问题。 

与各个组件进行单独连接需要进

行大量的接线，并且会引入更多的潜在

故障点，从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意外停

车。这样还会增加机器制造商的成本。 

另一方面，借助 GuardLink，机器

制造商和最终用户可以保持设备串联连

接，但仍然可以获取每台设备的详细诊

断。凭借采用 GuardLink 链接技术的智

能安全组件，用户可以访问状态信息，

改善机械的运行状况。 

例如，安全继电器执行安全系统

的检查和监视，可允许机器启动，也

可以执行命令使机器停机或控制安全

相关功能。支持 GuardLink 的继电器可

以实现安全系统所需的大部分功能。

它还可有助于简化采购和部件管理，

因为该继电器具有适用于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工程环境的自定义配

置文件，从而方便用户访问继电器和 

GuardLink 设备数据。该产品专为满足 

ISO 13849-1、IEC 62061 等功能安全标准

而设计，提供的关键功能可帮助简化安

装并降低系统复杂程度。 

支持 GuardLink 的连接分接头（也

称为智能分接头）可充当安全输入设

备（包括输出信号开关设备 (OSSD) 和

机电安全开关  (EMSS)  输入）的适配

准备好简化机器安全？ 
真正互联的企业可在组织内的各个平台和设备之间实现实时控制 

技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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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连接到 GuardLink 系统，同时向 

Guardmaster® 安全继电器提供设备位

置、状态和辅助信息。通过连接分接头

和标准四芯布线将所有安全设备连接到

安全继电器相连后，即可实现系统状态

可视化，甚至可查看各个防护门和急停

开关的状态。 

工作原理 
如果急停开关或互锁开关有动作，

对应的各安全信号将发送到安全继电

器。继电器彼此之间通过光缆连接，无

需接线即可实现相互通信。然后，信息

将通过 Guardmaster 安全继电器使用的 

EtherNet/IP 网络接口在整个互联企业进

行无缝通信。 

在本地，操作员会到故障通知，

并准确了解故障位置，而不用手动检查

机器或线路上的所有设备。这样他们可

以在出现小问题时自己修复问题，或

联系维护人员处理重大故障。最后，

GuardLink 不仅可以通过实时诊断通信

最大程度地缩短停车时间，还可以让制

造商了解生产流程并进行改进。 

获取数据的控制权 
减少机器交互次数并缩短交互时

长可以提升安全性和生产率。设计周密

的系统采用与 HMI 连接的智能安全控

制器后，可尽可能降低故障查找任务的	

难度。 

完善的现代化安全系统能够进行自

检，因此故障不会累积，从而避免安全

功能丧失和其他潜在危险。事故发生的

原因往往是组件故障或旁路未被察觉等

一连串小事件的累积，而非一次大型故

障的后果。通过采用安全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 (PLC)，系统即可将生产过程和安

全逻辑整合在一起。 

罗克韦尔自动化所开发的可扩展

安全解决方案采用智能安全设备，借助

此类解决方案，制造商和安全专业人员

将实现安全监视和管理方式的转型。

将 GuardLink 系统和 EtherNet/IP 作为通

信桥梁，制造商即可增强机器制造过程

的可视性，可更有效地管理海量的复杂	

数据。 

三大支柱 
对于想要实现和支持智能制造和运

营的机器制造商而言，要满足工业制造

安全要求，将需要以下元素： 

•  正确的产品：全新的智能安全设计和

设备可以减少布线、将设计成本并缩

短意外停车时间。全面的可扩展机器

安全产品组合可帮助企业提升机器安

全性和生产率。  

•  正确的工具：集成系统设计工具和设

计环境具备更多特性和功能，可帮助

工程师应对日趋严苛的市场需求，提

升整个自动化系统的整体生产率和安

全性。 

•  正确的人员：遵守安全标准以降低受

伤风险并提高生产率，需要对自动化

和安全均有所了解的人员提供支持和

相应专业知识。与他们协作时，制造

商可为员工提供关于安全要求和合规

性的培训及教育，从而确保更好、更

安全的工作环境。 

安全机器，安全技术 
随着全球安全标准和技术的发展，

制造安全已成为优化生产的一种强大工

具。现代技术有助于提高工人安全并简

化编程和启动。 

GuardLink 安全系统可带来多种优

势，不仅可以降低工程和设计需求，还

可在数据容量和投资回报率方面提供	

优势。 

事实上，一流企业一致认为，部署

智能集成安全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确保

员工安全，还可以提升制造生产率，从

而直接影响最终收益。 

无论是从安全系统的角度，还是联

网功能的角度，现在都正是制造商紧跟

技术快速发展步伐的好时机。       

  

   

 
     

互联企业

最多减少 38% 的电缆

可视化

输入 

紧急停止 非接触式开关

基于 GuardLink 的安全性
（高达 PLe SIL3 等级）

智能安全 
的优势

基于 EtherNet/IP 的安全性
（高达 PLe SIL3 等级）

保护锁开关 钥匙互锁开关 拉线开关
多功能

访问控制箱
光幕 安全扫描器

逻辑 输出

设计环境 信息软件
Logix 可编程 
自动化控制器

智能安全可以通过采用 Guardlink 技术的设备进行扩展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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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简介

数据是制造之本。在运营中更好

地利用数据可提高效率，从而推

动生产线实现更大盈利。 

实现工厂智能化、互联化转型并

不一定很复杂。多年来，机器本身已

配备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而这些传感

器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制造商顺利完成

工作。 

然而，它们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更为精密的“智能”传感器可提供更

为详细的数据，采用这种传感器，制

造商将获得越来越多提升运营效率和

加速上市能力的机会。 

以智能方式运行 
利用智能传感器可打造面向未来

的机器。智能传感器采用  IO-Link 技

术，使传感器可以传递更多数据，让

机器更有效地运行。 

I O - L i n k  是一种全球开放式标准

协议，为机器自动化环境提供标准接

口。IO-Link 主站是允许 IO-Link 设备连

接到机器上其他网络（例如 EtherNet/

IP™）的网关，可与控制系统共享信

息，为操作员和维护人员提供大量详

细的机器健康状况诊断。 

事 实 上 ， 标 准 传

感 器 仅 可 指 示 存 在	

和/或不存在对象，而智能传感器可以

提供多达 32 个字节的周期数据，不仅

包含传感器诊断，甚至还包含应用环

境诊断。 

另外，智能传感器还提供其他高

级功能，让设置、维护和故障处理更

加高效，包括存储多个机器配置文

件，从而在生产线和轮班切换期间简

化参数调整，在设备自动更换时，

将此前的传感器配置直接转至新传感

器。 

可实现智能运营的传感器应

用 
智 能 传 感 技 术 将 满 足 这 一 需

求，为工业机器的健康状况提供更

加深入的见解，帮助当前乃至未来

几代的操作员优化工厂生产过程。

看看一些常见的应用场景，了解智

能传感器如何将分散的数据整合成

可指导行动的信息流，以及如何在

任何地点对资产进行实时监视和	

优化。

智能调试 
将新机器安装到现有生产线之

后，需要对预安装智能传感器的

新机器进行调试。在机器调试期

间，操作员可通过罗克韦尔自动化

的 FactoryTalk® 软件在移动设备上访问

所有相关的传感器数据。操作员确认

某个通道上的传感器需要进行设定点

调整后， 

即可立即在软件子菜单中更改该

设定点的值。更改设定点的值后，他

们可以看到传感器仪表板调整至所需

设定点，且没有显示其他报警。 

智能传感器解决方案可对传感器

智能传感技术的新浪潮将有助于深入了解 
工业机器的健康状况 

专为智能工厂打造的智能传感器 

从压力到温度，从运动到距离，从液位到流量等，为每个可能的参数提供智能传感器。 

零件计数

1 3 0 0

位置 mm  

0 7 5 0
压力 psi/bar 

0 0 5 0

! 信号强度

0 5 0 0

! 温度 °C

0 0 6 5

传感器损坏

! ! ! !

传感器损坏  
区域 1，传送带

!

裕度低

0 7 5 0

裕度低！  
需要清理

!

班次轮换 – 加载新
的传感器配置文件

 

!

加载的传感器设置
是否正确？

 
我们是否遇到传感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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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进行持续的智能监视，并能够快

速重新调整。这样可以提供可指导行

动的数据，帮助尽可能提升整体设备

效率  (OEE) 并延长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 

智能更换 
智能传感器自动设备配置功能有

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安装和延长设备

正常运行时间。 

例如，当包装线上的传感器损坏

时，维护人员的移动设备就会收到相

应警告，提示出现传感器故障并指明

出现问题的确切位置。应用特定的名

称信息 (ASN) 可帮助操作员直接找到故

障，电子物料清单可提供设备供应商

数据和零件号，帮助快速进行替换。 

新智能传感器的物理安装完成

后，自动设备配置功能会在几毫秒内

将所有传感器参数下载到新传感器。

移动设备上的警告报警随即会复位，

从而使生产继续进行而不被中断。 

智能跟踪与追溯 
可利用一系列智能传感器，满足

生产跟踪和历史跟踪需求。当高速

代码阅读器捕捉到条形码或二维条

码数据时，单项级别标识即可通过 

EtherNet/IP 网络连接到 Logix 控制器。

跟踪并识别已打包产品的同时，实时

数据会在 FactoryTalk ProductionCentre® 

软件套件中进行处理，从而最大程度

地提升生产效率。 

由于所有智能传感器都可集成到 

Studio 5000® 软件中，因此，从制造到

分发到后续，在每个阶段对产品与原

材料的跟踪均可在同一工程环境中完

成。 

生产优化 
在 大 多 数 灵 活 的 制 造 应 用

中 ， 有 大 量 传 感 器 需 要 重 新 示

教 。 而 很 多 时 候 ， 每 个 系 列

的 传 感 器 的 配 置 方 法 都 各 不	

相同。 

因此，在识别更新各个传感器所

需的确切流程方面，操作员责任重

大。在一台机器上手工配置传感器所

耗费的时间可能长达一小时。除了完

成重新配置所需的小时费率外，该小

时内损失的生产时间也会造成更高的

成本。 

借助智能传感器，可简化涉及不

同规格的产品之间频繁更换生产线的

运营。有了智能传感器，您不需要针

对线上的每个产品进行手动重新配

置，它可以在控制器中存储多个配置

文件，然后根据需要，将配置文件推

送到相应传感器，从而为不同的产品

提供支持。 

被检索的数据也可以用于改善制

造运营。技术和宽带能力的改进意味

着可以更快地处理大量的分散数据，

将这些数据不断用于分析生产和提升

效率。 

机器的眼睛和耳朵 
机器操作员只有在分钟级别上了

解工厂中机器的情况，才可能始终保

持最佳的生产率与效率，才能避免意

外停车和产量损失。 

然而，传统传感器仅可传递一

条消息，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

而且缺乏提供诊断或参数数据的功

能，无法与控制器通信，而现代化

的智能传感器在执行基本任务的同

时，还可提供关于其自身性能的实

时更新、对其自身情况的分析和对

其自身使用寿命的预测。这些信息

可实现预测性维护，而不是被动式	

维护。 

同样，集成式智能传感器解决方

案可进一步提供所需数据，帮助显示

任意时刻上运营过程状态及整个企业

运行状态的全局信息。 

作为互联企业中的核心部分，智

能传感器还可促进智能机器的采用

与运作，实现更高水平的效率与生	

产率。           

在掌握 
传感器即时 
情况和状态的 
信息后，如有 
任何类型的潜在
传感器问题， 
则可及时发现。

   

智能传感器和移动设备可帮助优化预防性维护
和故障处理 

   

在 FactoryTalk 软件中持续智能地监控大量数值 

自动设备配置有助于最大程度地缩短停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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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接线或外接形式的安全防护可能会延长机器设计时间，降低运营效率。为应对这些挑战，罗克韦尔自动化强

化了其机器安全产品组合，新增全套输入、逻辑和输出设备，旨在帮助企业更轻松地将安全作为智能机器的核

心功能。 

�����

产品与解决方案聚焦

全新 Allen-Bradley® GuardLogix® 5580 和 Compact GuardLogix 5380 

控制器对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产品组合进行了扩展，将安全功

能引入最新一代 Logix 5000™ 系列控制器。 

这些产品可提高系统速度，提供满足 SIL 2/PLd 安全要求或更高标准

的新选项。这样便可帮助机器设计师简化架构，根据所需的具体安全等

级调整机器，而不是使用专为实现更高等级而设计的控制器，从而节省

控制机架的占用空间。

Kinetix® 5700 伺服驱动器包含五种安全停止功能和三种安全速度监视功能，有助

于打造更加智能、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凭借这些功能，机器可以在受到安全监视

的同时保持活动状态。 

凭借 EtherNet/IP 的集成安全功能，Kinetix 5700 伺服驱动器缓解了出于安全考虑而对

驱动器单独接线的需求，从而减少了整个系统的接线，节省了安装时间和成本，也有助

于消除潜在的故障点，进而缩短停车时间和减少故障处理工作。 

Allen-Bradley Guardmaster® Dual GuardLink™ (DG) 安全继电器是一种全新的多功能安全继电

器，提供多达 20 种可配置的安全功能，且可选择继电器输出的延迟时间。 

为帮助最大程度地缩短停车时间并提高生产率，该继电器配备内置诊断功能，可与 

440R-ENETR Ethernet/IP™ 网关或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软件的集成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 (AOP) 

配合使用。 

支持 Guardmaster GuardLink 的连接分接头可将包括 Guardlocking 开关非接触式开关、光幕、

限位开关、急停开关和钥匙互锁装置在内的输出信号开关设

备或机电安全开关输入连接到 GuardLink 系统。 

作为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系统的一部分，Guardmaster EtherNet/IP 网络接口

可提供全面的实时终端级诊断，例如交叉故障和过流，从而简化制造应用的故障

处理。 

安全控制器助力提高系统速度 

具有高级安全功能的伺服驱动器 

将安全与互联企业相连 

Compact GuardLogix 5380 GuardLogix 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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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计算

模块能够灵活地在 Windows10 IoT 

Enterprise 或 Linux 操作系统内创

建自定义应用程序，还可使用现成的应

用程序，强化自动化系统。因此，用户

可在制定决策时，充分利用 Windows 应

用程序。 

该模块提供种类齐全的数字模块、

诊断数字模块、模拟模块、运动控制模块、专用 I/O 模块

和计算模块，从而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用户可以使用

任何基于机架的模块，无论是 ControlLogix 控制器本地机

架中的模块，还是通过 ControlNet™ 或 EtherNet/IP 网络与 

ControlLogix 控制器相连的机架中的模块。 

模块的其他功能包括，通过背板对 ControlLogix 控制器

进行高速访问、支持直接与高清 VersaView® 工业监视器连

接。 

工厂经理可使用更新后的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v8.00 软件在整个工厂范围内自动发现设备、网络交

换机及工作站计算机软件，并跟踪其状态。 

该软件的基础服务器功能可简化生命周期管理，帮助

缩短意外停车时间。其他更新的基础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  改进导入/导出实用工具：改善用户在软件中创建、配

置、上传/下载资产的速度和控制功能 

•  新增比较选项：用户可以使用 Generic FTP 资产选择自定义

外部比较实用工具 

•  移动 Web 客户端：支持在用户选择的设备（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上通过 iOS、Android 和 Windows 等各平台进行

访问。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采用可扩展设计，可适应小型

应用乃至全厂系统，能够轻松

扩展资产和可扩展（用户自定

义）功能。灾难恢复、过程设

备配置和校准管理等自定义选

项可帮助系统随着业务目标和

生产需求变化而不断升级 

可实现更高效编程的最新软件 
版本 

模块提供机架内计算能力 

集中式资产管理工具 

作为软启动器系列的扩展产品，Allen-Bradley SMC™ - 

50 智能电机控制器将为各个行业提供出色的效率和功

能性。 

借助 SMC-50 智能电机控制器，用户可以针对具体应用选

择合适的功率组件。针对长时间运行的操作，用户可以借助

内置旁路功能由固态开关切换到旁路接触器。切换到旁路电

路后，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过多的热量积聚，从而帮助用户节

约能源、降低运营成本。 

凭借 17 种启动和停止模式以及四种特

殊工作模式，该软启动器可实现高级应用

扩展功能，例如标准负载和重载额定值、

可扩展 I/O 和传感器功能以及网络集成功

能。另外，该软启动器还可连接多种通信

模块，包括 EtherNet/IP 和 DeviceNet™ 网络。

这种连接能力可结合微处理器平台，实现

能源监控及保护功能，从而简化应用系统

的故障排查与修复。 

专为满足客户灵活性需求而设计
的全新软启动器 

凭借全新增强型 Studio 5000 Automation Engineering 

& Design Environment® 软件，工程师可以更快地设

计、构建和调试自动化系统。所有 Studio 5000 应用

均采用全新用户界面，帮助用户提高从设计到部署的整个

流程的生产率。已更新应用的其他新功能： 

•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具有全新标签式 Logix 报警

功能，针对多种编程语言进行了更新，同时搭载一个现代

式的结构化文本编辑器，以帮助优化设计时间 

•  Studio 5000 View Designer®：具备数据记录和趋势分析功

能，以便于进行故障排除 

•  Studio 5000 Architect®：支持全系统功能，可降低设计复

杂性并缩短设计时间 

•  Studio 5000® Logix Emulate™：提供一个更新的接口，用

于连接操作员培训系统 

•  Studio 5000 应用代码管理器：支持免费下载应用程序的

精简版本、机器制造商库和过程对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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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 Allen-Bradley PanelView 5310 系列图形终端可

强化 HMI 和控制器之间的集成，为各种大型和小型

应用带来优势。 

PanelView 5310 图形终端可提供与 PanelView 5500 终端

相同的使用优势，强化与 Logix 5000 控制器的集成。但是，

这款新终端尤其适用于 HMI 屏幕多达 50 个的应用，可提供 

6、7、9 和 12 英寸的显示屏尺寸。 

集成强化后，企业还可创建高速点动按钮，从而代替

繁琐的硬接线按钮。这些自动诊断按钮可与控制器以 I/O 速

度交互，从而帮助缩短停车时间并提升生产率。PanelView 

5310 图形终端的其他优势包括： 

•  通过直观的 Studio 5000 设计环境，用户可以创建可重用面

板、屏幕和自定义图形，从而缩短开发时间 

•  借助仿真功能，工程师可以在开发环境中测试运行工程。 

•  凭借 VNC 连接，操作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个

人计算机远程监视运行情况。 

•  历史趋势分析和数据记录功能可帮助操作员直接在面板上

轻松进行故障处理。 

全新控制器和配置软件 

恰到好处的可视化解决方案，适
用于小型应用 

Allen-Bradley 871FM 微型金属扁平外壳式电感接近传

感器采用 IO-Link 技术，可通过 EtherNet/IP 向控制器

提供更为全面的 IO-Link 主模块诊断和参数数据。这

一功能有助于最大程度地缩短停车时间并提高生产率。 

该传感器提供焊接型

号，支持高达 10 mm 的

检测距离，可对各种黑

色金属和有色金属进行

因子为 1 的等效检测。

焊接专用型号采用	   

Allen-Bradley ToughCoat Finish™ 涂层，有助于防止焊渣累积，	

因此非常适用于极端环境，特别是汽车焊接应用。 

此类型号也非常适用于食品和饮料加工工厂、冲压、

物料输送及各种其他检测应用。微型扁平外壳式传感器的

功能包括： 

•  不锈钢表面的不锈钢外壳可为苛刻环境提供坚固的解决

方案 

•  紧凑的方形外形非常适用于空间有限的应用：  

20 x 32 x 8 mm / 30 x 52 x 14 mm 

•  检测范围为 7 到 10 mm 

•  常规型号的外壳防护等级达到 IP69K，而焊接型号达到 

IP67 

严苛的应用需要智能传感器 

Micro870™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 Micro800™ 系列的最

新成员，可为机器制造商和最终用户提供更高水平的

可扩展性、灵活性和定制功能。 

Micro870 控制器专为大型独立机器应用而设计，具有

极大的存储空间，是 Micro850® 控制器的两倍，支持更加模

块化的程序，可使用用户自定义的功能块。内置运动功能

最多支持两个运动轴，而且与使用中断相比，TouchProbe 

指令可更精确地记录轴的位置。此外，该控制器支持在各

种网络中进行通信，还可通过 EtherNet/IP™、串口和 USB 端

口与设备通信。 

最新的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 11.00 

版本与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软件在外观和体验上都非

常接近，对 Micro870 控制器进行编程将变得易如反掌。 

该软件可通过 PanelView™ 800 图形终端的人机界面 

(HMI) 编辑器实现控制器编程、设备配置和数据分享。熟

悉 Studio 5000 的用户会发现，使用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 11.00 版本可轻松对其独立机器的 Micro800 

控制器进行编程。编程时间可以大幅缩短，因为该软件具

有全新的代码共享功能，用户可将 RSLogix 500® 和 Studio 

5000 的梯形图代码和指令集直接复制粘贴到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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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的 ThinManager® v10.0 版本软件平台提供全新

的可视化、移动和安全功能，可帮助机器操作员和技

术人员缩短停车时间，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凭借全新的虚拟屏幕功能，用户能够自定义各种应用

和多来源数据的呈现方式，而无需重写任何代码。该功能

可以帮助用户查看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的信息。 

改善生产信息访问方式 
更新版本引入身份验证直通功能，从而帮助提升生产

效率。现在，该软件可以在本地将用户凭证传递给受支持

的 HMI 产品，例如 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此外，凭借其内置移动解决方案——Relevance® 软件

技术，该平台可以将受支持的软件组件直接提供给工厂内

特定位置的移动设备。Relevance 使用位置解析器（如蓝牙

信标和 WiFi）来确保移动用户和设备仅可在授权区域内接

收内容。此功能可帮助用户提高互联能力，同时改善运营	

安全。 

FactoryTalk View HMI 软件 10.0 版本中的新功能包括改

善信息访问方式、新增移动设备支持及改善跨软件集

成，从而提升生产效率。 

现在，操作员可以使用 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SE) 

软件中的 TrendPro 工具，在趋势数据上叠加报警信息。此

功能可帮助他们将报警事件与数据点值联系起来，从而加

快故障处理速度，操作员还可使用该工具保存专用趋势并

与其他员工进行共享。更新后的版本还在 HMI 中增加了对 

Allen-Bradley Logix 系列控制器的灵活报警支持。  

此外，FactoryTalk View SE v10.0 还将 ThinManager 

FactoryTalk® Network Manager™ 是一款即插即用软

件，可帮助工厂车间人员管理所有网络产品，例如交

换机、路由器和安全设备。 

该软件从网络设备的角度出发，提升对网络性能的可见性，

全新发布的 FactoryTalk Linx 软件 v6.00 可从单一计算

机扩展至共享通用 FactoryTalk 服务平台的大型、大容

量分布式系统。它还提供数据服务器冗余，可在发生

计算机故障或网络故障时维持通信。 

更新后的 HMI 软件助力提升操作
员效率 

软件提升工厂网络可视性 

实现 OPC 与 FactoryTalk 平台的 
连接 

软件登录集成到  F a c t o r y T a l k 

V i e w  平台。过去，用户必须

分别登录两个系统。现在，操

作员可以通过自动直通登录绕

开 第 二 个 安 全 点 ， 从 而 加 快	

操作。 

更新后的 FactoryTalk ViewPoint 软件将 FactoryTalk 

View SE 软件延伸到移动设备，现在可支持配方管理。凭借 

ViewPoint v10.0 软件，FactoryTalk 报警和事件报警历史记录

也可在其移动设备上显示。 

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ME) 软件 v10.0 新

增设计时间和运行时间增强功能，可提升用户效率和生

产率。现在，HMI 软件可改善对早期项目的还原和升级支

持，并提高编辑显示画面时的可用性。 

帮助用户对此进行深入了解。它可自动搜索资产及其相应 IP 

地址，然后在同一位置创建这些互联设备的拓扑视图。 

该软件可利用 SNMP 和 SIP 协议和其他用于库存搜索的

通用通信协议确定工厂车间资产。在库存中，用户可以查

看与管理型交换机相关的详细信息。另外，该软件还可以

实时捕捉交换机级报警和事件，从而尽可能减少故障处理

工作。用户可以准确找到网络停车原因，而无需通过检查

整个网络来找出引发问题的节点。 

FactoryTalk Linx Gateway 提供 OPC 数据访问 (DA) 和统一

架构 (UA) 连接功能，可连接 FactoryTalk Live Data，供第三

方 OPC 客户端访问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的控制系统信

息。 现在，该软件已改善 OPC UA 客户端和服务器通信。 

不同于  FactoryTalk 服务平台  (v3.0) 和  FactoryTalk 

Activation (v4.02) 的升级，此软件更新包括增加异常更正功

能、授予软件 CIP Energy™ 数据访问权限及授予 FactoryTalk 

View SE 标签式 Logix 报警成员访问权限、整合新硬件电子

数据表 (EDS) 文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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