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管理和保护

令您事半功倍



现在是凌晨 3 点。安迪正在熟睡。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于是大祸临

头。现在已接近月底，他即将完

成本月的生成配额，但他的生产

线刚刚却因智能设备故障而停产

了。检修人员快速更换设备后，

却无法找到最新的程序/配置来恢

复生产。所以，他打电话给安迪

寻求指导。

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发展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安迪睡意未消便赶往工厂，他回忆起了类似的过往：

关键设备在其生命
周期的后期往往缺
乏管理妥善的迁移
计划，一旦这些设
备发生故障，便会
引发长时间的停产 

对设备进行未授权的更
改降低了产品的质量

向设备下载错误的程
序版本导致设备报废 长时间的设备配

置恢复导致停产
时间过长，无法
完成既定配额



恢复生产后，安迪感到身心疲惫，他自己琢
磨着...... “肯定有更好的办法。” 他决定前往
公司寻求解决方案，以避免未来再发生此类
事件。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了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软件，这是一款集中化工具，
可实现对全厂范围内自动化相关资产信息的
安全防护、管理、版本控制、跟踪和报告。

更重要的是，该工具自动执行这些功能，只需员工开展有
限的管理监督或工作即可。

Allen-Bradley® 产品、Windows 文件、非罗克韦尔自动化设备和其它第三方资产

让我们一窥究竟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灾难恢复

生命周期管理

变更和版本管理

操作员跟踪和追踪

系统安全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自动备份应用代码和设备配置 备份

设备故障导致的系统停机时间最小化

设备中当前加载了正确的程序确认

灾难恢复

部署了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软件，
从而实现了变更管理
控制和灾难恢复。它
减少了 7％ 的停机时
间，并将由设备停机
而导致的废品率降低

了 10％。

美国一家大型食品公司

您是否知道？
借助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客户端，您可以从移动设备查看
备份计划的状态和系统日志。

当主配置与设备中运行的版本
之间存在差异时的警报提示接收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网络并发现工厂中正在运行的设备和软件包扫描

在产品兼容性和下载中心获取最新的生命周
期信息以及集成信息获取

使用产品生命周期数据制定主动的迁移策略准备

您是否知道？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帮助全球汽车零部件生产商降低了由系统备
份和比较带来的故障排除成本，故障排除的速度现在提高了 95％。

PCDC能够：

提供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范围内的产
品支持升级指南

帮助查找与产品相关的下载项， 
包括固件、发行说明、相关软件、 

驱动程序、工具和实用程序

生命周期管理

https://compatibility.rockwellautomation.com/Pages/home.aspx


针对所有系统资产的完整版本控制维护

最新版本的设备配置或应用代码查找

使用按需提供的报告功能查看同一
托管资产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查看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变更和版本管理
您是否知道？
利用 FactoryTalk AssetCentre，您可以轻松指定主设备配置 

使用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来整合控制系统配置、灾难
恢复和变更管理，将生产能
力从每年 5 mm 标准加仑增
加到 10 mm 标准加仑。

一家波旁威士忌酒生产商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实时审查对设备配置和应用代码作出的更改

谁（以及何时）对设备配置和应用代
码进行了更改

监管要求，并对系统所做的更改进行
详细的审查跟踪

审查

查看

符合

您是否知道？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可确认设备中当前
拥有正确的配置或程序操作员跟踪和追踪

在使用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监控控制系统变更时，
一位主管注意到审计日志中的某项变更可能对生产过
程有害。他从档案记录中快速检索并恢复了控制程序

的主版本，避免了停机事故的发生。

一个采矿行业 
客户

我们使用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从可能持续 2 小时的停机事件
中恢复，仅仅一次就省下超过 

30 万美元”。采矿行业客户

“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您是否知道？
您可以通过对第三方供应商的设备提
供更多支持来扩大覆盖范围

安全访问控制系统保证

未经授权或不需要的变更，以免影响您的生产防止

对关键过程变量或控制程序的篡改检测

利益相关者未授权或不必要的变更通知

使用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通过控制对数据资产的访问提
高了安全性。同时使系统备份
和比较的速度提高了 95％，
目前的故障排除成本只占之前

的一小部分。

系统安全

一家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可以通过添加更多的
资产或新功能来轻松
地实现系统扩展。

入手像数数一样简单！

2 种订购方式！

1. 访问我们的电子商务门户网站

2. 联系您的当地经销商

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有关系统要求和支持资产的信息1
2
3

盘点库存，找到您想要管理的资产

联系您的当地经销商或访问我们的电子商务
门户网站，开始管理您的资产

https://commerce.rockwellautomation.com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ales-partners/overview.page?pagetitle=Authorized-Distributors&docid=cb1d8e627809201ede0587adf2015fa6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software/products/factorytalk-assetcentre.page?#overview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ales-partners/overview.page?pagetitle=Authorized-Distributors&docid=cb1d8e627809201ede0587adf2015fa6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如何
让您事半功倍
自从安迪开始使用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来管理其控制系

统中的资产，他再也没收到紧

急停机电话，他现在不但可以

正常完成生产配额，还降低了

设备报废率并提高了产品质

量。现在，他可以安心入眠，

他的猫也不再乱发脾气了。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单击此处。

Z
Z
Z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software/products/factorytalk-assetcentre.page


Allen-Bradley、FactoryTalk、IntelliCENTER、Listen.Think.Solve、PowerFlex、Rockwell Automation、Rockwell Software 和 VantagePoint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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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NYSE：ROK) 是全球最大的专门从事工业自动化技术领域的企业，帮助其客户提高生产力并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旗舰品牌 Allen-Bradley® 和 Rockwell Software® 的创新性和卓越性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认可。

在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Plus 上关注 ROKAutomation。 在 Youtube 上订阅我们的频道。通过 Linkedin 与我们联系。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
https://www.facebook.com/ROKAutomation
https://twitter.com/ROKAutomation
https://plus.google.com/+RockwellautomationInc/posts
https://www.youtube.com/user/ROKAutomation/home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rockwell-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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