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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有助提升运营智能化水平的
技术与解决方案

随着系统变得更加互联和复杂，设计、配置和维护机械和设备所需的
时间和工作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幸运的是，自动化控制器和系统
设备之间的更好集成提供了节省时间和成本的新机会。
无论您是机器和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还是最终用户，这种整合都
可以简化系统设计，缩短开发时间和降低开发成本，并支持更快的部署。
这种集成还可为最终用户更好地实现生产智能。
事实上，TechValidate 最近的一份调查发现，64% 的工业制造商表示，
这种集成编程体验可帮助他们缩短工程时间，63% 的工业制造商表示，这有
助于他们改善诊断。
本期《自动化前沿》将重点介绍源代码级集成和现代 DCS 以及简化系
统如何提升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本期内容将介绍行业新知识和新技术，并
介绍：源代码级集成体验；数字化孪生体技术如何提升制造效率；了解
TotalFORCE 技术如何驱动智能电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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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Joseph Sousa,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地区总裁

2019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
印度孟买万丽会议中心酒店

不可错过的
极致技术体验——学习与成长
了解如何将您的业务进行数字化转型，打造互联企业，帮助改善您企业业绩的方方面面。
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RA TechEd) 是面向制造专业人员的重要技术培训活动，可让他们更深入
了解如何构建更智能的互联企业。
向行业领导者学习，并与来自全国的同行就如何改善以下事项交换创新想法。

运营智能

通过讨论和演示

风险管理

生产力

在指导体验环节动手实践

思想领导力会议

了解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如何为您的企业提供帮助：
立即注册
联系我们：raindiamarketing@ra.rockwell.com

新闻简讯

罗克韦尔自动化在 2019 年企业平等指数中连续第七年获满分
的本色，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够且愿意发挥
自己的才能。”

致力于提高生产力并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技术领
导者——罗克韦尔自动化自豪宣布，在 2019 年企业平等指
数 (CEI)，即由人权运动基金会管理的有关女同性恋、男同性
恋、双性恋、变性人和酷儿人群 (LGBTQ) 工作场所平等性的
公司政策和做法的国家级基准调查和报告中，获得了 100 分
满分。罗克韦尔自动化同另外 560 家美国大型企业一起获得
这一最高得分。

“本年度 CEI 高分企业不仅制定了肯定并囊括美国员工
的政策，而且还将这些政策应用于其全球业务，影响了我们
海岸之外的数百万人。”HRC 总裁 Chad Griffin 表示，“其中
许多公司也成为公共场所平等性的积极倡导者，包括已签署
最高法院重要案件法院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的数十家公司以
及已加入 HRC 平等法案商业联盟的 170 多家公司。

“罗克韦尔自动化对接纳我们全球员工的包容性文化感
到自豪。”罗克韦尔自动化主席兼 CEO Blake Moret 表示，“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工作场所中自由地展现自己

美国领先企业已经多次表明，保护员工和客户免受歧视
不仅是应有之义，也可为企业带来好处。”

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回归！
和其他数千名精通技术的专业人员一起参加罗克韦尔
自动化亚太区 TechEd，该活动将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在印度孟买和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在澳
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活动将为您提供机会向行业领导者学
习如何实现卓越运营、提升技能水平以及如何制定有助于提
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计划。
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是制造领域中十分著名且独具
标志性的活动之一，是业内唯一专注于新技术和尖端解决方
案的为期多天的活动。
该活动可提供难得的机会，以缩短设计和启动周期；了
解我们一系列功能强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学习如何在数字
化转型之旅中取得进展。
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的重点在于帮助客户通过数字
化转型开启智能制造进程，并提升生产率、竞争力和可持续
性。
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可提供面向未来的互动式研讨
会和实验，专注于以下领域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控制、数
字工程、信息和分析、网络、过程、安全和网络安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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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技术和服务以及可视化和协作。该活动旨在提供深入见
解和培训，让您的运营更上一层楼。
关注罗克韦尔自动化 Facebook 和 LinkedIn 页面，了解注
册详细信息。

全球盛事

罗克韦尔自动化在人权运动基金会第 17 届 LGBTQ 群体
工作场所平等性年度积分卡中获 100 分。

新闻简讯

RAOTM 活动在亚太区圆满落幕
我们面向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年度盛事——罗克韦尔
自动化全球路演 (RAOTM) 上个月在中国天津举行。
此次活动是今年在亚太地区举办的四场 RAOTM 活动
中的最后一场。前三场活动分别在印度班加罗尔（1 月
22 日）、泰国曼谷（3 月 5 日）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4 月
30 日）举行。通过这四场 RAOTM 活动，我们得以与近
10,000 名客户建立联系！

持续实践的一个重要平台。
RAOTM 已在亚太地区举办 15 年以上，那么它的成功
秘诀是什么？

RAOTM 保留了活动的一些关键元素（例如面对面的客
户互动和新技术体验），但 RAOTM 每年都在不断完善，以
提供引人入胜的客户体验。
现在 RAOTM 更多地专注于展示我们的解决方案以及
我们如何让互联企业成为现实。RAOTM 还更加关注行业焦
点，更加注重通过基于行业的论坛展示我们的能力。此
外，我们还修改了活动形式，纳入计划的专注于领域的展
示和演示。所有这些改变都展现了能更好支持公司战略目
标的市场推广策略。

亚太地区活动

RAOTM 是一项年度计
划，包括产品展览、研讨
会、动手实验和技术会
议。自 2003 年首次在亚太
地区推出以来，RAOTM 已
成为我们与全球行业专业
人士分享各项自动化专业
技术以及智能、安全和可

作为亚太区的关键企业活动，RAOTM 是我们向市场传
递信息的卓越媒体平台。近年来，通过实时视频输入技
术，我们几乎可以将活动体验完整呈现给那些无法赶到活
动现场的人。

随着 2019 年的 RAOTM 活动圆满结束，我们现在将着
眼于明年的活动，这些活动无疑将再接再厉，继续延续此
系列活动的成功。

亚太区营销总监 John Watts 解释道，“RATOM 并非传
统的贸易展。它包括技术培训会、客户会议、论坛，为参
与者提供建立关系网的机会。与会者可在展会上了解我们
互联企业的功能并亲自体验。
对于我们的主题研讨会，我们会邀请政府代表、行业
专家和客户进行发言，这种形式的活动总是能吸引很多人
来参与和互动。与客户在 RAOTM 上面对面是建立业务关系
的重要环节，也是在亚太地区开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步骤。
该活动也为达成酝酿中的交易提供了绝佳契机。”Watts
表示。

亚太地区客户活动日程表
活动

城市/国家和地区

日期

2019 亚洲石油与天然气展

马来西亚吉隆坡

6 月 18 至 20 日

AMTS 2019

中国上海

7月3至6日

亚洲物联网产业大会

新加坡

7 月 10-12 日

印度 TechED

印度孟买

8月6至7日

澳大利亚 TechED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9月3至5日

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

中国上海

9 月 18 至 20 日

* 每项活动均有可能变动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events/events.page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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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源代码级
集成体验
实现更快的上市时间是获得成功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
地位的关键
时间就是金钱，部署新设备或替换过时设备是一个复杂
且耗时的过程。除此之外，还存在劳动力转换的挑战，若经
验丰富的员工退休，专业技术也会随之而去；跟上不断前进
和不断发展的技术也是一项挑战。
在整个供应链中，从制造商到最终用户，所有人都在努
力提高效率和效能。为了优化性能，必须合理地设计架构和
其中的每个组件，并且必须有效地执行资源分配。更简单、
全面的集成有助于机器制造商在控制开发时间和成本的同
时，实现高度复杂性和连接性的结合。

简化机器设计和配置
随着工业自动化生产和信息系统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
生产率在制造业务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包括机器设
计和配置阶段。
设备和系统的传统劳动密集型手动集成与配置方法无疑
十分耗时、成本高昂并且与当今制造商的需求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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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更快的上市时间是获得成功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
位的关键。各企业没有时间从头开始构建系统，也没有时间
处理现成组件带来的兼容性风险。
当公司使用来自多个供应商的设备时，他们经常在设备
相互通信和彼此协同操作方面遇到困难。这类问题可能导致
工程时间延长以及成本增加。此外，控制系统中的一系列设
备可能在未来造成维护挑战。
为了实现高效的工程设计以及更高的操作同步性，控制
器和设备之间的更好集成对于设计和构建产品尤为重要。

体验源代码级集成
罗克韦尔自动化引入源代码级集成，这代表着控制器和
设备集成将迈向新的高度。源代码级集成不仅将过程、电
源、信息和安全整合到一个控制架构中，还可实现无缝集
成，简化任何联网自动化系统的系统设计、维护和操作，从
而解决常见且重要的运营挑战。
借助 Logix 型控制架构和智能 Allen-Bradley 设备构建的基
础，源代码级集成适用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各类特定控制系
统元件，例如控制器、设备、电机控制中心 (MCC) 和软启动
器。

在单一软件环境中执行控制器编程、设备配置和维护
管理过程可以说是源代码级集成的另一个典型特色。
凭借这些功能，制造商和工程师可以简化集成、缩短
开发时间、提高制造运营的信息可视性和生产率，因为他
们现在只需一个集中智能平台即可利用许多不同设备。

集成技术的进展
技术集成持续快速发展和完善。由于工业自动化设备
越来越依赖数字通信，项目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
何轻松配置设备和组件以跨数字网络交换数据。

为应对智能制造领域的各种挑战并建立互联企业，灵
活性和响应率与有效性同样重要。
借助一系列智能工具和软件，罗克韦尔自动化为 OEM
带来获得源代码级集成体验的机会，并且使 OEM 能够更快
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和业务需求，同时帮助降低总体拥
有成本，包括维护和培训。

调查：源代码级集成体验的优势
在 TechValidate 的最近一份调查中，工业制造商被问及
使用涵盖 PowerFlex 变频器、Studio 5000 软件和 Logix 型控
制器的集成解决方案的好处。
64%的受访者通过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编程体验缩短
了工程时间，63% 的受访者成功改善了诊断。下图列出了
调查结果。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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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智能制造领域，源代码级集成可以为 OEM 提
供传统集成方法的业务增强替代方案。随着技术集成不断发
展，机器制造商采用现代化先进集成技术变得日益重要。
在通用平台上配置和编程有助于节省时间和资金。借助
直观且易于操作的 Studio 5000 软件，通过在全工厂的应
用、操作和环境中使用单一控制引擎和单一网络技术，您可
以将变频器 (VFD)、运动、安全和过程集成到一个基础架构
中。

“在源代码级集成调查
中，64% 的受访者通过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
编程体验缩短了工程时
间；63% 的受访者成功
改善了诊断”

这样可提供一种在多
个设计应用之间共享数
据、标签和报警的标准化
方法，以便工程师在一次
信息配置之后即可在整个
自动化系统中进行使用。
同样，他们可以在一个地
方配置自动化系统的所有
元素，而不是使用多个工具进行控制和可视化。
当系统运行时，操作员和维护技术人员可以从中央位置
查看所有系统组件，从而轻松地重新配置设备，进行故障处
理并访问信息。通用工业协议 (CIP) 是一种应用层协议，可为
控制、设备配置和数据收集提供全厂级通信。EtherNet/IP 基
于 CIP，可为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提供实时、确定性控制。

创建设备副本
Studio 5000 软件的复制粘贴功能有助于缩短在设备配置后
集成其他类似设备所需的时间。如果同一项目需要设备副本，
则工程师可以简单地复制原始设备以创建其他设备节点。
Studio 5000 软件会通过复制粘贴过程自动将原始变频器中使用
的描述性标签名称和配置设置传输到新变频器器。
标签别名
在 Logix 型架构中，工程师可以在物理硬件准备就绪之前
编写带有有意义标签名称的整个程序，并在随后分配物理模块
和终端信息。这种标签别名功能通常用于在接线图可用之前开
发程序。该功能支持并发开发，程序员不必等待设计工程小组
完成其电气布局；因此可以缩短产品设计上市的时间。
库管理
作为源代码级集成的基本要素，库管理使工程师能够高
效地存储、管理和重用其程序中的代码。库管理还可节省开
发时间，同时在成功项目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构建。项目代码
可以导出到代码库，以便在将来的项目中再次使用，甚至可
以为类似的应用建立新的公司标准。如有需要，工程师只需
将代码从库拖放到新项目中，即可重用内容。

通过 Logix 型控制器中的同步功能组合可以精确协调多
个电机。这些独有应用资源可用于具有特定的、与设备无关
的配置文件且支持网络同步的交流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工
程师可以更轻松地完成工作，因为他们不需要每次重新进行
编程或更改。
除了降低集成复杂程度外，源代码级集成还能够以多种
方式缩短工程时间和节省相关成本：
设备映射与配置

8

Logix 型控制器可识别特定的 Allen-Bradley 组件并自动导
入其设备配置文件。当集成 Allen-Bradley PowerFlex AC 变频
器时，工程师可简单地选择特定模块，然后 Studio 5000 软
件会自动获取所有变频器参数。

自我感知和系统感知智能设备

映射设备将变得更加轻松，因为工程师不再需要手动将
参数编号与描述相关联或输入变频器的详细信息，如功率和
电压。此外，采用单一软件环境并从单一位置配置控制器和
变频器网络连接可以减少代价高昂的开发错误并消除输入/
输出 (I/O) 不匹配误差。

此外，智能设备正在不断进步，它们可以轻松集成到您
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网络当中，让您能够以更为简便的方式设
计机器。这种集成提供了对操作的可视性，让您更加高效。您
可以利用这类可视化信息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改进系统或过
程，并监控设备和机器的性能，使您保持生产效率。

亚太地区

除了自我感知和系统感知之外，设备还需要无缝集成并提
供正确的数据。通过可扩展计算、分析和移动性等现代技术进
行强化后，自我感知和系统感知智能资产可为我们的高性能架
构奠定基础。
虽然这些技术中的每一种都可以为工业过程增加价值，但
只有将这些技术集成到一个架构中时才能实现具有变革性意义
的价值。这一切都与无缝连接有关。实施直观、自适应和安全
的自动化系统可带来具有变革性意义的架构价值。借助源代码
级集成，我们可使通用的 Ethernet/IP 主干网络与我们的分析平
台协作，同时为所有罗克韦尔自动化设备（从控制器到变频器
再到伺服驱动器）提供通用且一致的体验。
随着越来越多的自我感知和系统感知设备与自动化系统集
成，分析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这些设备可获取并处理数据，
从而报告自我诊断和能源使用等信息。通过源代码级集成，用
户可以轻松集成 FactoryTalk Analytics for Devices，操作员可以查
看数据并将其转换成有意义的信息，而不会被数据淹没。

移动性和可视化
领先的工业生产商正通过可视化来改善决策并提升运营效
率，快速洞悉关键型生产、过程信息和企业数据。运用工业软
件后，无论是在办公室、机器旁、家中还是任何移动设备上，

PTL 连续熔化器

您都可以创建、修改、个性化及访问自己专属的业务与过程信
息显示画面。
您可以对设备上的软件仪表板进行个性化设置，以包含您
需要的特定信息。您也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历史及实时的数据报
告。

全新的集成领域
控制器和设备集成的改进有助于 OEM 通过实现有效的连
接，向智能制造迈进一步，也有助于设计智能机器和自动化系
统。高效的集成可减少冗余编程，同时在控制器设备网络中建
立功能连接。
此外，源代码级集成还可为工程师带来独特的集成和配置
体验，并确保操作员和技术人员获得所需的安全、准确的信
息，以使机器以更高效、更能获利的方式运行。因此，从机器
到企业层级，每条信息都可用于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企业的目标在于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同时提高生产率和盈
利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工业生产者正在利用新技术带来的
优势，打造互联化、信息化的企业。源代码级集成体验使用户
能够无缝设计、调试、维护、保护和报告互联企业的中自动化
资产。

对比

传统釜/罐

目前，巧克力棒行业的企业在融化产品

牛奶巧克力

白巧克力

黑巧克力

熔化器
牛奶巧克力/白巧克力/黑巧克力

时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占地空间、转
换时间、冲洗时间和熔化率。

过程
过程
分批操作 - 占地面积大 - 管道工程复杂

连续操作 - 占地面积小 - 管道工程
简单 - 能耗降低和清洁时间缩短

PTL 连续熔化器的优势
•
•
•
•
•
•
•

相比传统釜/罐系统，可按需熔化产品，因此所需电力更少。
相比传统釜/罐系统，占地面积更小。
无需对多种涂层进行额外的资金投入。
PTL 熔化器内的产品可立即使用，无需等待所有产品熔化。
PTL 的单头熔化器采用便携式设计。
按高卫生标准设计，符合 GMA 机器设计指南。
简化管道工程，可直接放置在使用设备旁边。

更多信息请参见：
l linkedin.com/company/ptl-production-techniques-ltd-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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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经过 DCS 升级后，莱马市污水
处理工厂平稳运营

PlantPAx DCS 可帮助城市提升污水处理能力，简化控制和培训，
尽可能减少加班时间
无论是雨水道径流还是家庭或企业排污，水一旦离开
下水道，就会进入到复杂的地下管道网络。通过污水
设施处理后的水通常会流入湖泊或河流。
要保持周围河流和湖泊的水质安全，使水中不含化学品
和其他通常存在于城市废水中的致病病原体，高效的水/废
水处理设施至关重要。
俄亥俄州莱马市将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到渥太华河中。该
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建于 1930 年，为城市范围内及周围社区
的 4 万多人服务。自创办以来，城市不断发展，需求也在改
变，包括筛查和除砂过程、污泥消化等。

溢流和加班问题
2014 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EPA) 更改了关于向自然
水资源溢流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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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更改意味着莱马需要将河流溢流限制至每年五次，此
前为每月多次，具体取决于降水情况。超出这一配额将导致
该城市面临高额罚款。要做到每年只排放五次，则需要将其
处理工厂的水处理能力从每天约 53 百万加仑提升至 70 百万
加仑 (MGD)。由于需要提升处理能力，该城市决定同样有必
要进行全面的工厂升级。
莱马的污水处理工厂此前运行的是过时的控制系统。“
我们采用的是 90 年代初的设备，系统用了接近 30 年。”莱
马市污水处理工厂的过程控制专家 Matt Fiedler 表示，“我们
需要进行全面的系统升级，获得更好的数据洞察与报告功
能，从而帮助我们提升水处理能力，简化维护并符合 EPA 的
要求。”
另一复杂问题：老化的系统为定制系统，以前的员工退
休后没有人了解该系统。缺乏标准化成为培训新员工的绊脚
石，缺乏内部专业技术则导致频繁的维护呼叫和成本高昂的
停机。

案例研究
在不具备远程访问功能的情况下，所有故障处理和维护
都必须在现场执行。这意味着 Fiedler 和其他员工会收到很多
夜间来电，他们需要往返一个小时来完成仅需五分钟的调
整。缺乏远程维护也会使合流下水道溢流 (CSO) 过程变得复
杂。例如，如果存在河流溢流，则需要安排额外的工厂员工
在现场监控并收集样品。此外，无法控制地下闸门结构和升
液站的入口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因为操作员无法限制流向工
厂的流量，这会导致降水期间发生溢流。

打开防洪闸
为简化整个工厂的处理过程和数据分享，莱马市与
Commerce Controls, Inc.（罗克韦尔自动化合作伙伴联盟计划
的一个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合作，升级为罗克韦尔自动化
的 PlantPAx 分布式控制系统 (DCS)。
现代 DCS 可提供单一的全厂解决方案，提升工厂所有过
程和运营的效率。借助 EtherNet/IP，PlantPAx 系统可基于开放
的通信标准简化整个工厂的控制和信息流。此次网络升级还
包括全新 Stratix 5400 和 5700 工业管理型交换机，可更好地收
集数据和监控网络。交换机有助于监控各栋大楼的面板温
度，可用于快速浏览网络的健康状况。
新 DCS 采用标准化设计、预定义代码和带直观界面的面
板，可在整个工厂和各个过程提供相同的外观和体验。新系
统免去了旧系统的自定义编码，对于未来扩张，可实现更快
的编程和更轻松的扩展。此外，还可简化新操作员的入职培
训。
集成历史信息与生产智能软件为操作员提供了查看系统
性能数据的窗口。历史信息中收集和存档了多年的关于所有
设备和仪器的有价值过程数据。现在系统可提供历史和实时
过程趋势（例如溢流数、抽送指标、溶氧数据等）的自动化
报告和直接可视化结果。“过去，提取历史数据是一场恶
梦。而且提取之后需要重新编排才能供管理员使用。”Fiedler
表示。

在出现任何计划外事件期间保持正常运行。

平稳运行
PlantPAx DCS 在多个方面为莱马带来积极影响：打造全厂
一致的控制系统，简化培训，通过远程功能简化维护，提升
整体工厂性能，帮助通过 EPA 审批。
标准化解决方案可简化各个设施系统的编
码。“PlantPAx DCS 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过程中的不一致问题
并简化控制，让操作员更加了解系统，各个工厂设施可提供
类似的外观和体验，打造一致且更加简化的培训过
程。”Fiedler 解释道。
自从系统升级后，工厂也大幅降低了停机时间。运行的
前三个月，该城市节省了约 50 小时的加班时，平均节省成本
2000 美元。“我们的远程访问功能大大改善了故障处理。下
班后，我不再需要因为 PLC 故障或无线故障在家和工厂之间
奔波。”Fiedler 表示。
生产智能软件改善了性能管理和过程优化。该软件可为
城市提供抽送指标，工厂操作员可通过该软件设置能计算溢
流的模版。历史信息软件可实时提供历史趋势，而此前工厂
每天只能进行一次趋势分析。
“PlantPAx DCS 有助于实现我们所有的目标，而且还不止
如此。”Fiedler 表示，“我们不仅将产能从 53 MGD 提升至
70 MGD 并尽可能减少河流排放，而且还获取了重要数据的可
视性和方便工厂未来扩张的灵活性。这是在我们整座城市采
用的新控制标准，我们期待未来在每个新的水/污水项目中进
行实施。”

以上仅说明莱马使用罗克韦尔自动化产品和服务以及其它产品
所取得的结果。其他客户取得的具体成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新 DCS 还可提供远程访问功能，以进行系统故障处理和维
护。“现在可在系统中实现远程商业控制，并且可以在厂外解决
问题，每个月可节省数小时的出行时间，并尽可能避免系统停
机。”Fiedler 表示。
此外，该城市还实施了 Stratus 服务器，可帮助维持正常
运行时间和生产。服务器增加了新级别的冗余，可确保设施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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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吉公司如何实现可持续过程优化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出控制回路性能监控和高级诊断解决方案，该农业公司提升了效
率、吞吐量和产量
开始寻找解决方案

嘉吉公司志存高远：致力于成为
营养行业的全球领导者。该农业
集团在全球 7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55,000 名员工，具备从农场到零售店和
餐馆的完整供应链，目前正向着目标稳
步前进。
食品加工是其主要业务，涵盖占用
空间较小的油籽压榨厂、玉米油精炼
厂、淀粉精炼厂和制盐厂，乃至更复杂
的乙醇蒸馏和玉米发酵设施。
为了实现全厂过程优化，嘉吉公司
正在推行结构化全球持续改进(CI)计划。
当然，过程控制是首要任务，因为
它会影响吞吐量、产量、能耗和生产质
量。“作为我们 CI 计划的一部分，我们
开展了过程控制研究，然后对控制策略
进行标准化并在具有类似过程的工厂中
部署，以提高效率。”嘉吉公司企业工
程和数据科学团队的精炼过程控制负责
人 Chris Christie 表示。
在某种程度上，结果非常喜人。“
因为我们一直在实施计划，我们已经实
施了控制回路，并看到了其带来的价
值。”Christie 解释道，“然而，我们很
快意识到，出于各种结构和技能组合原
因，这种结果并不可持续。”
如要更好地维持嘉吉公司过程优化
计划的成果，则需要采用一种控制回路
性 能 监 控 和 高 级 诊 断 解 决 方
案。Christie 和他的团队对多项方案进行
了评估、筛选和概念验证初步研究，现
在他们将在嘉吉公司的 70 多个全球制造
基地推行罗克韦尔自动化 Encompass 第
三方产品合作伙伴 Control Station 的
PlantESP。

12

亚太地区

进展存在局限性
一个标准的嘉吉公司制造基地会根
据自身规模，采用数十个、数百个，甚
至数千个 PID 控制器来管理生产。此前
虽然建立了让所有控制器以自动模式运
行的策略，但当过程控制工程师让工厂
自动运行后，他们发现有些控制器会返
回至手动模式。如此一来，优化工作取
得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
当时，还没有可以跟踪模式状态的
方法，工厂层级也缺乏问责制，因此只
能在发现问题后才触发性能分析并采取
行动，例如 PID 调节。“对于一些更简
单的过程，如油籽压榨和提炼，我们没
有配备过程控制人员，所以我们从未以
协调的方式看待这些过程。”Christie 解
释道。
调查既复杂又耗时，通常还会涉及
查看趋势数据是否具有特定模式，以及
手动比较多个趋势以确定导致问题的具
体控制器。“这种手动分析方法还必须
考虑信号噪声，因为它会增加模式识别
的挑战性。”Control Station 的工程副
总裁 Bob Rice 表示。
为了更好地保持其生产工厂群的性
能一致性，嘉吉公司需要一套控制回路
监控工具，从而提升回路性能的可视
性，检测潜在问题，提供故障诊断并推
荐修复方法。

2015 年中，Christie 启动了一项可
行性研究，对九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行
对比。其中有两种解决方案符合嘉吉公
司的功能和用户界面要求且具备所需的
技术指标，之后又针对嘉吉公司的现有
OSIsoft PI 数据历史信息系统（来自罗克
韦尔自动化 Encompass™ 第三方产品合
作伙伴 OSIsoft, LLC）对这两种解决方案
进行了兼容性评估。
最终，嘉吉公司选择了 Control Station
的 PlantESP，因为其便于部署、配置和使
用；可通过 OSIsoft PI-SDK 与嘉吉公司的数
据历史信息系统直接连接；其集中式服务
器支持与多个工厂连接。
另外，PlantESP 的功能完善了罗克
韦尔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嘉吉公司主要
通过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控制系统
运行其油籽厂，而且有些 PLC 可追溯到
PLC-5。该公司还采用罗克韦尔自动化处
理器、驱动器和人机界面 (HMI) 软件。
该软件可提供高级诊断和全厂级过
程 优 化 ， 使 用 关 键 性 能 指 标 (KPI) 识
别、隔离控制回路性能问题并对其进行
特征化，可帮助嘉吉公司集中来自多个
本地工厂历史信息系统的原始过程数
据，并将其转化成可从仪表板访问的可
指导行动的信息。
该软件可分析 PID 控制器性能特征，
识别由机械、PID 调节或过程交互问题导
致的变化。软件提供的高级取证工具可简
化根本原因分析，为嘉吉公司管理层提供
评估其工厂群相关性能的工具。
“易于使用是该技术的一个重要优
势，因为这基本上可消除通常与引入高级
分析工具相关的‘恐惧因素’。”Control
Station 的总裁兼 CEO Dennis Nash 表示。

案例研究
通过试用进行验证

实现一致的过程优化

嘉吉公司的三家工厂于 2015 年末开始
试用关键型回路：嘉吉公司的三家工
厂于 2015 年末开始试用关键型回路：

在采用 PlantESP 的工厂中，嘉吉
公司现在可以将 PID 控制器性能保持
在标准状态。当未维持持续回路闭合
标准时，系统将自动生成报告，让本
地人员在控制器进入手动模式前采取
相应行动。

•	
位 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
家油籽压榨厂，采用 104 个回路
•	
位 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布莱尔的
玉米炼油厂，采用 250 个回路
•	
位 于荷兰的淀粉精炼厂的设备运
行，采用 23 个回路
同时开展两项活动，包括：
1.	
开发一个中心架构，该架构将作为
适用于全球 70 多家工厂的蓝图。
2.	
从 每个站点的本地数据历史信息
系统获取数据，然后将数据整合
到中央服务器，并从中央服务器
配置工厂以进行分析。
2016 年初，三家工厂全部都通过
集中服务器上的单个实例成功运行。

一个标准的嘉吉公司
制造基地会采用数十
个、数百个，甚至数
千个 PID 控制器来管理
生产。
因此，嘉吉公司推出预计将在
2020年完成的部署计划。目前为
止，PlantESP 已在 60 多家工厂进行部
署，包括油籽压榨、精炼和制盐设
施。在每个站点，整个工厂团队都会
接受关于数据来源和如何处理结果的
培训。

“这使得嘉吉公司可以在 95% 以
上的时间内将控制器保持在‘正常’
模式，进而稳固他们自动化投资的价
值。”Rice 表示。
“我们改善了控制回路以及过程
的可见性，因此能够更好地维持控制
策略的价值。”Christie 说道，“由
此，我们已经看到产量和效率以及过
程吞吐量的提升。”
现在，正常状态的百分比时间和
整体回路健康等简单指标可供本地工
厂运营团队中的不同人员使用，并报
告给指令链。高级指标（如振荡可能
性和静摩擦可能性）可用于更高级别
的故障排除。

频繁，则 PlantESP 会进行标示。它会确
定该甲板液位具有不同的编程方式，而
修复程序即可解决问题。

目前为止， PlantESP 已
在 60 多家工厂进行部
署，包括油籽压榨、精
炼和制盐设施。
此外，现在可以检测到此前可能
会忽略的问题。当工厂操作员在一夜
之间解决了一个大的过程干扰后，第
二天指标中却出现错误。调查表明根
本原因在于人为错误和训练失误，这
些错误可以及时解决。
对于寻求类似成果的制造
商，Christie 建议让利益相关者了解过
程控制的价值，确认现场团队对指标
负责，并在添加其他控制回路之前先
使用高价值控制回路。

每日和每周的工厂生产会议会将
指标与嘉吉公司关于发现问题后的措
施指南进行整合。
本地和中央控制资源的使用得到
了改善。由于软件会在识别到不匹配
时主动发出报警，因此减少了对某些
回路的调整，并且会提供调整评估以
及新参数建议。
由于该软件会自动捕捉并模拟日
常输出变化，因此工程团队不再需要
执行扰动测试。无需 3 到 4 个月的手
动分析，该工具的取证功能有助于简
化公司的全厂级优化工作。

控制回路监控工具可提供高级诊断和全厂级过
程优化，帮助嘉吉公司集中来自各个本地工厂
历史信息系统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通过工
厂控制室仪表板访问的可指导行动的信息

此外，现在可检测到编程异常。在
具有非常相似的控制器和控制回路的汽
提塔甲板液位阀中，如果工厂操作员对
某个甲板液位的更改比其他甲板液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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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Sleeman Breweries 提升产能
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自动化系统提供内部过程和配方控制
从创业新手到大型生产商，加拿
大的酿酒企业正依靠们对精酿啤
酒的强烈需求赚取财富。精酿啤
酒大受欢迎让 Sleeman Breweries
公司的生产爆增。作为加拿大第三大酿
酒企业，Sleemans 在安大略省、魁北
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设有三个酿酒
基地。

精酿啤酒现代化升级
此前，Sleeman 位于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弗农的 Okanagan Spring Brewery
(OSB) 难以满足其 OSB 啤酒的市场需
求。管理团队想方设法提升产出，希望
突破每天最多八批酿造的限制。
当时的基础设施基于过时的半自动
化控制系统。对酿造过程的改变（包括
增加新配方）需要手动完成，这增加了
人为错误或不一致问题的风险。

对实时生产数据的访问。
Sleeman 团队希望在其所有基地实
施同一套解决方案，从而实现标准化。
“单一平台可以让我们了解整条生
产线和生产基地之间的情况，因此我们
可以基于成功经验实现我们持续改进的
目标，同时继续酿造出色的啤
酒。”OSB
酿酒专家 Stefan Tobler 表
示，“我们已经在其他基地实现罗克韦
尔自动化设备的标准化，我们还了解到
McRae 可以帮助我们基于罗克韦尔自动
化技术实现打造单一平台的目标。”
McRae 基于罗克韦尔的 PlantPAx 分
布式控制系统 (DCS) 和 McRae 的自有
Meridian BrewSoft 和 BrewSight 软件（现
在的 FactoryTalk Brew）实施了分阶段
方法。
该系统包含的报告和历史信息软件
可用于收集、跟踪和记录关键过程数
据，从而确定酿造周期趋势，操作员可
因此根据需要主动做出酿造更改。罗克
韦尔自动化过程对象库可提供预定义的
控制器代码和面板，新系统可帮助
Sleeman 操作员更快地配置新批次和构
建配方。

更好的控制意味着更好的酿造
Sleeman 团队与经罗克韦尔自动化
认证的系统集成商 McRae Integration 开
展合作，设计和实施一套集成过程自动
化系统，以提升产能，降低风险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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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Allen-Bradley
PowerFlex 525 和 PowerFlex 755 变频器可
在酿造过程中提供灵活的电机控制，并
帮助将设备诊断信息传达给控制系统。
为完成实施，McRae 与 Sleeman 的
IT 团队合作安装了 Vmware 虚拟化服务
器。这些服务器通过增强数据恢复和扩
展数据存储为生产数据提供自动冗余。
一台虚拟化服务器最多可以替代四台物

理备份服务器，大大降低了设备硬件
成本。
此外，Sleeman 团队还能够创建虚
拟化服务器的副本，以在做出生产更改
前进行脱机仿真和测试。

做好准备酿造更多的啤酒
在实施两周内，Sleeman 弗农生产
基地的产能提升 50%，从每日酿造 8 批
增至 12 批。
“根据水、麦芽来料和其他变量，
精酿啤酒过程涉及很多配方小变更以及
添加新配方。”Tobler
表示，“借助
PlantPAx 系统和 FactoryTalk Brew 软件，
我们能够保持酿造品质，同时更加灵
活地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口味
和市场趋势。”
软件升级使酿造品质保持在较高水
平，同时提高了生产速度。现在，弗农
生产基地具有行业领先的两小时酿造周
期，改善了风味和品质的一致性。
Sleeman 团队并没有就此满足，他
们计划在弗农生产基地的其他区域全面
实施 PlantPAx 平台，包括罐区和包装生
产线。随着标准化在 Sleeman 生产基地
所有区域的不断延伸，企业可见性将得
到提升，使该公司能够更有效地做出促
进业务发展的决策。

以上仅说明 Sleeman Breweries 使用罗克
韦尔自动化产品和服务以及其它产品所
取得的结果。其他客户取得的具体成果
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边缘计算竞争中主动出击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数字化互联商业环境中，几
乎不允许出现任何运营失误。而在工业领域
（包括采矿业和制造业）中，无法获得实时数
据以及任何形式的停机，都会对生产率和财务
业绩以及品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在我们数字互联的全球业务背景下，需要实时
处理以提高生产率和运营效率的数据现在需要
更加靠近开展工作的网络“边缘”。边缘设备
通常部署在数据中心的受控环境之外，旨在进
行实时处理并更快地提供结果。

Gartner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到 2025 年，
75％ 的数据将在数据中心或云以外的边缘
创建和处理，而目前这一比例不到 20％。
在 ARC Advisory Group 的其他研究中，超过 90％
的受访者表示，随着边缘计算不断发展，组织
需要可以远程管理的简化的边缘基础设施。
作为专注于此的技术领导者，这就是我们创造
包括 ztC Edge™（一个零接触、完全虚拟化的
自我保护计算技术平台）在内的边缘计算未来
愿景的原因，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工业自动化行
业为边缘计算做好准备。
ztC Edge 是一个多功能的安全工业计算平台，
可帮助人员不足的制造商提升效率，减轻 IT 负
担并降低风险。凭借一对冗余坚固节点，搭配
内置虚拟化、自动恢复和基于云的系统健康管
理服务，ztC Edge 可快速、轻松、可靠地提供
虚拟化工业物联网和控制应用。

Stratus 的亚太区销售和服务副总裁 Edward Chow
表示：“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边缘计算时代，边
缘计算是更大的数字转型趋势的一部分。ztC
Edge 重新定义了现有的边缘计算。它使企业能
够更准确地了解自身运营情况，并以实时、高
度安全的方式拉近与客户的距离，更重要的是
它始终可用，无需停机。”
Stratus ztC Edge 系统是非常可靠的高度自动化
计算平台，可让从最终用户到系统集成商再到
OEM 的各种专业人士从中获益。
对于需要简化其业务关键型工业控制系统和物
联网应用的正常运行时间的控制系统工程师而
言，ztC Edge 可以提升资源利用率和操作员效
率，降低 IT 依赖性并尽可能降低停机风险。
对于需要高效设计、实施和管理客户业务关键
型工业控制系统和物联网应用的系统集成商而
言，ztC Edge 有助于扩展销售机会，加快价值
转化和实现更高的利润。
有些 OEM 需要快捷地将可靠的计算基础设施整
合到他们的工业系统和制造过程成套设备中。
在这种情况下，ztC Edge 由于易于使用，开箱
即受保护且高度自动化，因此可提高质量并降
低现场维护成本。
简而言之，ztC Edge 是一个易于操作、开箱即
用且完全自动化的简化平台，正在改变行业
格局。
与其落后于时代潮流，不如主动出击，借助
zTC Edge 占据领先优势。

了解 Stratus APAC 的最新动态
linkedin.com/company/stratusapac

@StratusA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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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TotalFORCE 技术驱动智能
电机控制
智能电机控制为在互联企业中使用智能机器提供支持
在过去十年中，包括 EtherNet/IP 和物联网 (IoT) 在内的支
撑技术帮助 OEM 降低了复杂性，实现了真正的信息化设备。
如今，智能制造和工业运营迎来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新方
向为通过高度互联的方式持续监控和优化设备和生产流程。
最终用户希望通过将信息孤岛整合在一起来优化生产和
供应链，而智能生产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物联网等技术
的进步正使设备变得更加智能，不断满足最终用户的网络、
集成、诊断和智能需求。
电动机是工业应用中的主要能源消耗源，消耗了全球约
四分之一的电能。为降低这一巨大的生产成本，越来越多的
工业生产者正在安装变频器 (VFD) 来控制应用设备甚至压缩
机。
变频器可在每个工业领域提供价值。由于低压变频器可
以根据需求调整电机转速，因此这类变频器在要求严苛的行
业或应用中非常有价值，包括使用液压或气动钻井系统的驱
动器。变频器在金属和采矿、废水处理厂、起重机和升吊
机、离心机、轮胎和橡胶以及石油与天然气等要求严苛或能
源密集型应用和机器中，节能优势十分突出。在这些应用
中，低压交流变频器可控制电机转速和扭矩、减轻机械应力
对机器的损害。

自我感知能力可减少停机时间
由于网络和通信技术的进步，电机和变频器的集成和连
接得到了改善。如今，具有内置预测分析功能的变频器可防
止重大意外停机事件。例如，变频器有内置冷却风扇，可防
止过热。如果其中一个冷却风扇停止工作，变频驱动器将过
热并发生故障，这将导致意外停机。
TotalFORCE 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它对风扇的
预测寿命建模。这种分析模型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计数器 - 它
还考虑了周围环境温度测量值（传感器内置在变频器模块中）
以及风扇转速测量值。风扇转速下降意味着风扇轴承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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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维修模型可在风扇达到预期寿命的特定百分比（
默认为 80%）时，通过 EtherNet/IP 向控制系统发出通知。
互联系统可通知维护团队在下一次计划停电期间更换风
扇，从而避免意外停机情况。此外，互联系统还可自动检查
可更换部件的库存并在必要时进行订购。
TotalFORCE 技术结合了高性能电机控制、先进的自监测能
力和现代化数字平台，可实现更快、更精确和更灵敏的交流
变频器。

自适应控制功能
适用于 PowerFlex 755T 交流变频器的 TotalFORCE 专利技
术的功能扩展还包括更强大的自适应控制能力，随着时间的
推移，被控机器特性随之变化，TotalFORCE 技术可以让变频器
对此进行监控并对发生的变化予以自动补偿。自适应整定功
能使用多达四个自动跟踪陷波滤波器来阻止可能影响质量、
浪费能源和过早磨损机器的共振和振动。
此外，预测性维护功能可提供有关变频器运行状况的实
时信息。通过监控温度、电压和电流等运行特性，变频器能
够计算关键组件的剩余寿命并通知用户。这使用户能够及时
采取措施，从而避免意外停机。
TotalFORCE 技术通过对速度、扭矩和位置的精确、自适应
控制，帮助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实现卓越的电动机控制。变
频器通过将当前性能与应用设置进行比较并自动进行任何必
要的调整来响应生产需求。它们可还通过控制系统将自身的
性能数据实时传达给操作人员，并持续监控自身的健康
状况。
当出现可能危及变频器或电机健康的问题（例如：保险
丝烧断指示和反馈；测量和监控运行时间；热管理器；预测
组件的剩余寿命）时，PowerFlex 755T 变频器将立即通知操作
员。这种自我感知能力有助于显著减少意外停机时
间。PowerFlex 变频器有助于优化生产运营、尽可能减少停机
时间并实现平稳运营。

意外停机。PowerFlex 变频器有助于优化生产运营、尽可能
减少停机时间并实现平稳运营。
“ 借 助 TotalFORCE 技
术，PowerFlex 755T 变频器
的用户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
方法来提升机器正常运行时
间。变频器会向控制系统传
递有关应用状态的信息，这
对缩短停机时间和提高生产
力至关重要。变频器的自我
感知能力也能够增强可靠性
并简化维修。”罗克韦尔自
动化产品经理 Brad Arenz
说道。

有源前端变频器实现节能
重工业制造商面临着降低能耗、尽可能减少停机时间和
优化生产力等巨大挑战。他们需要在克服这些挑战的同时，
提升盈利能力并保护投资。

前端变频器的则可降至百分之三。然而，这些值可能会随着
电源电压失真、不平衡和阻抗而发生变化。原因是：传统整
流器被动处理谐波，之后再进行滤波。相反，有源前端变频
器可主动阻止检测到的谐波失真从变频器进入并影响更广泛
的电网。通过不断抵消变频器内部产生的非线性电流所导致
的谐波，有源滤波将谐波控制在所需范围内 - 尽管输入电压
不断波动。

智能变频器实现更智能的生产
如今，世界范围内工业能源使用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工业生产者面临在能源成本上升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的挑
战。高效的电机驱动性能和电机故障的影响可能会很显著。
借助智能电机控制设备，您可以通过集成的数据驱动型方案
来提高生产率，并避免电机故障。
智能电机控制可为您的设计环境、可视化系统、信息软
件和控制器提供宝贵的过程和诊断数据流，促进互联企业的
实现，帮助您提升生产率并尽可能降低停机时间，同时降低
总拥有成本。智能电机控制如何帮助您提高盈利能力？

近年来，电力电子技术、拓扑结构、控制软硬件等方面
的各种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低压变频器的性能和精度。搭
载嵌入式有源前端 (AFE) 技术的变频器也称为回馈变频器，
充分利用了这项新技术，可提供工业能源回馈功能并消除输
入电流谐波。
如今，工业用户通常会采用有源前端，以替代 12 脉冲
整流器。大多数有源前端驱动系统由一个带有有源前端控制
器的专用交流变频器组成。驱动系统也提供 EMC 滤波功能，
提供比传统整流器更低的输入电流谐波失真。
十二脉冲整流器通常将总谐波失真降低到 10%，而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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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应用

数字化孪生体可提升制造效率
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在投入设计、调试和优化生产所
需的资源之前，您可以对新产品或新过程的设计进行
仿真。数字化孪生体（有形资产的虚拟、“逼真”复
制品）让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数字化孪生体有利于提升制造效率，为预测性维护奠定基
础，从而尽可能提升生产率。

数字化孪生体是一个概念，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定义。例
如，我们已经发现至少有 11 种不同类型的数字化孪生体，
可应用于三个不同的主要阶段：设计、操作和维护。这相当
于 30 多种潜在用例，而这还仅仅是在制造领域。如果再考
虑安装/调试和停用阶段，用例甚至会更多。

数字化孪生体可虚拟地模仿公司的机器、控制、过程、
工作流程和系统。通过对数字化孪生体进行实验和改进，制
造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深入了解资产的潜在实际行为：

例如，有些用户依靠数字化孪生体来优化产品或制造过
程的设计，而另一些用户将其用于优化产品生产或生产线维
护。无论您关注的是设计、优化还是维护阶段，数字化孪生
体的一个关键特性在于，它们是逼真的复制品，可针对仿真
环境的刺激不断学习和改变。

实际相关性

•

在对机器进行原型设计或构建机器之前，对新设备配置
进行试验，以优化质量、可靠性和速度

•

试验产线启动和生产规划/定序，以优化单个工厂或工
厂组合的产品组合和产量

•

让生产员工（经理、一线操作员和维护技术人员）虚拟
操作和维护新设备和产线，尽可能避免在现实中出现成
本高昂的启动问题（质量差、安全问题、机器停机）

•

在设备和过程问题发生之前诊断并解决问题，并通过快
速转换技术进行虚拟实验，以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并提高
生产率。之后，随着设备运行，持续改进团队会监视来
自嵌入式智能设备的数据流，以进一步改善工作流程、
转换时间和整体运营。

数不胜数的场景
数字化孪生体可应用于各种制造应用中。通常可应用数字
化孪生体的三个阶段包括：设计、操作和维护。事实上，数字
化孪生体可提供数不胜数的场景，因此其应用选项更加复杂。
例如，您可以拥有设备（如驱动器或电机）、过程、制造单元
或机器、整条生产线、工厂或一系列工厂（企业）、人员和客
户行为的数字化孪生体。另外，数字化孪生体之间也不尽
相同。
要发挥数字化孪生体的潜能，首先要确保您和用户就目
标达成一致。讨论问题并就如何运用数字化孪生体解决该问
题而达成一致，之后才可实现价值。例如：
您为产品设计而开发的数字化孪生体是否可用于预测何
时需要维护？
设备的数字化孪生体是否可以用于机器或生产线操作的
数字化孪生体？
如果您现在正使用数字化孪生体，您肯定已经获得了这
些优势。然而，如果您进行扩展使用并设法在不同阶段间利
用数字化孪生体，那么您会发现更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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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已帮助多个组织应用数字化孪生体。
例如，一家食品制造商在具体实施之前对工厂升级进行
了测试和验证，帮助其减少了 80％ 的停机时间，并使吞吐
量增加 10％ 以上。

现场应用
现场应用

另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对生产场景进行了虚拟测试（例
如，增加产量以用于产品促销，改用成本较低的生产材料），
在使用相同设备的情况下，节省了数百万美元。

开发数字化孪生体的技术
罗克韦尔自动化
Encompass
第三方产品合作伙伴
Maplesoft 在于费城举办的 Automatio Fair（自动化博览会）上
展示了其 MapleSim 软件。MapleSim 软件是一款高级的多域
建模和仿真工具，可用于开发生产机器的数字化孪生体，以
进行概念设计、虚拟调试和组件“合理调整”。

数字化孪生体的未来
随着全球竞争日益激烈，
工业生产者不得不面临提高生
产率的持续挑战，领先企业将
继续利用新的颠覆性技术所带
来的优势。数字化孪生体技术
可帮助制造商在预算内按时生
产更智能的产品。

“Gartner 预测，到
2021 年，半数大型
工业企业将采用数
字化孪生体，这些
组织的效率将提高
10％。”

MapleSim 软件与 Studio 5000 仿真接口集成，可以创建机
器的数字化孪生体，以实时运行模型。这样可以实时测试系
统，帮助企业降低开发风险并更快地将高质量的产品推向市
场。

最近，Gartner 的一项调查
显示，虽然只有 13％ 的受访者
声称已经采用数字化孪生体技术，但 62％ 的受访者要么正在
构建这项技术，要么计划在明年构建。技术应用率的快速增长
归因于技术供应商的广泛营销和培训，同时也在于数字化孪生
体可提供商业价值，能够融入企业物联网和数字化战略。

与面临激烈竞争的任何行业一样，机器设计领域正在拓
展相应能力，旨在打造可无故障执行的高级机器。

现在正是深入了解数字化孪生体以及它们如何应用于不同
场景的好时机，这样您就可以更快速、更统一地实现价值。

随着新产品不断推动当前工程实践的极限，工程师需要
新工具来帮助他们突破经验直觉和当前技能水平的局限。
数字化孪生体正是这类新工具之一，随着它们的不断应
用，我们可以期待看到能够突破自动化行业极限的新产品。

“在新产品研发的概念阶段，数字化孪生体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让工程师能够以新的方式开
展设计工作”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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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Kinetix 5700 伺服驱动器更加节能
Kinetix 5700 伺服器驱动器系列的新成员——Kinetix 5700
回馈母线电源利用 EtherNet/IP 实现能源使用监控。鉴
于能源价格不断攀升，Kinetix 5700 回馈母线电源可将
多余能源回馈至交流电源以供全厂使用，从而直接节省能源
成本。它还具有 CIP Security 和纵深防御安全能力，可应对不
同类型的物理和电子威胁。
此外，该母线还提供一个集成 LC 滤波器，有助于降低安
装成本。由于整体占地空间更小，用户所需的机柜空间预计
可以减少多达 70%。该母线电源可通过交流输入电压骤降来
稳定直流母线电压，从而确保机器的峰值生产输出能力。因
此，全球机器制造商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发货，同时仍能满
足机器的输出技术参数。

设计和控制方面能够更加灵活
地满足自身需求。
Kinetix 5700 伺服驱动器可
帮助缩短调试时间，改善机器
性能。该伺服驱动器方便易
用，可节省电力和空间，能够
让您的机器更快投入运转，是
具有高轴数大功率需求的机器
制造商的理想选择。

Kinetix 5700 伺服驱动器专为轴数较多且功率要求较高的
机器而设计，可提供具有集成硬接线安全断开扭矩功能及集
成高级安全功能的单轴和双轴伺服。该产品统一采用 Logix 控
制引擎和 Studio 5000 设计环境，使得机器制造商们在扩展、

Micro800 控制器提供灵活、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机器制造商一直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提供易于集成
到工厂中的智能机器和设备，使其能够提供信息以便
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Micro800 控制器系列
可为客户的独立机器提供灵活且可定制的微型控制解决
方案。
这些微型控制器具有不同的尺寸，经优化后可提供一套
适用于微型应用级别的智能、高效、安全的解决方案，涵盖
机器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设计、开发、交付和参与。
Micro870 控制器是 Micro800 控制器系列的新成员，具有
更高级别的可拓展性、灵活性和可定制性。Micro870 控制器
的 内 存 是 M i c ro 8 5 0 控 制 器 的 两 倍 ， 可 支 持 多 达 八 个 扩
展 I/O 模块，可让用户复杂的大型独立应用享受 Micro800 控
制器平台带来的各项便利。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通过一个软件包
即可支持独立机器中重要控制组件的配置、编程和可视化，
包括安全性和控制器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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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的最新固件更新
为用户带来了更多功能；Micro870 扩展 I/O 优化支持扫描间
隔，可改善程序循环时间；Micro830、Micro850 和 Micro870
控制器支持 Spectrum Controls microSD 功能性插件模块，可实
现数据日志和配方管理；改善控制器故障处理能力，无需操
作人员干预即可自动重启。
智能机器和设备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盈利能
力。Micro800 控制器可实现更快的程序创建，从而提供更好
的性能，适用于各种应用，包括：包装、物料输送、过程、
重工业设备以及制造和装配。

产品与解决方案聚焦
产品与解决方案聚焦

用于精确过程测量和控制的超微型信号调节器
用于节省空间、时间和成本，同时提供卓越性能

信号调节器可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生产、水处理、化
工、能源发电厂、钢铁生产、石油与天然气、制药行业。

全新 Allen-Bradley 931 超微型信号调节器可提供理想的信
号隔离、转换和放大功能。
在连续生产或批量生产过程中，温度、压力、流量、液
位、重量、速度、频率、电流或电压等关键过程测量值会受
到噪声和恶劣环境条件影响，从而导致错误信号。而这些信
号调节器有助于保护您的测量值，提供更可靠的信号，让您
的过程可以高效地运行。
这些模拟信号调节器采用 DIN 导轨安装，可与各种集成
PLC 和 DCS I/O 系统兼容。它们还可以与 PlantPAx DCS 集成，利
用单一控制平台来控制批量生产、驱动、运动控制、过程和
安全。

未来的生命科学设施
新一轮行业变革已然来临，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展可能性
并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个性化医疗、更小的植入体和
更快的发布需要聪明才智，也需要一群坚信当今世界能
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问题解决者、创建者、制造者和创新者。
无穷的机遇伴随着众多的挑战。尽管有专利过期、生命周
期缩短和假冒产品充斥市场等问题，创新依然至关重要。细胞
生物学的进步推动了复杂的工艺变革，为生命科学企业带来了
更大的挑战，包括：
• 对更具针对性、剂量更小的罕见病药品和个性化医疗的需
求日益增长。这一需求正推动业务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需要
复杂配料、频繁切换和细致跟踪的多产品生产。

设想一个利用数字技术在横向和纵向连接系统并且能够提
供数据以改进决策能力、性能和合规性的设施。
现代 DCS 可以帮助实现这一愿景。具体来说，一个建立在
未经修改的开放式以太网上的现代 DCS 可以提供智能坞站，为
您的移动设备提供无缝、即插即用的网络连接。
这种面向未来的设施可利用一次性技术、信息和连接性以
及模块化和移动化设计概念，来重构生产方式。它可以帮助您
降低投资成本、加快设施启动、简化切换并提高生产效率。下
载本电子书，了解如何利用面向未来的设施从数据中获得深入
见解。

• 从为全球服务的大型集中生产设施转向以本地为中心的小
型生产设施。这种转变可以将活性药物成分 (API) 的生产转移到
成本更低的地方，使个性化药品更贴近患者。
• 迫切需要加快药品上市，同时保持合规性和数据完整性。
这种迫切需求要求更严格的生产过程管理、IT 和 OT 融合以及更
高效的研发运营，以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领先的生物技术、制药和设备制造商正在利用新技术，使
他们的未来生产设施在今天成为现实。互联、灵活的制药生产
可以帮助您尽可能提高投资回报率、优化资产利用率、加快上
市速度并始终保持高质量和合规性。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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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加强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性
增强型产品（在 2019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展示）提供
内置安全功能，有助于保护系统完整性。
如今，工业控制设备之间的通信几乎没有保护措施。这
使得它们容易遭受各种威胁，例如恶意篡改以及可能导致生
产停止或工人受伤的意外系统设置更改。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全新解决方案基于全球公认的安全标准，提供内置安全功
能，可保护控制级通信和整个系统的完整性。
“作为专注于将工业自动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全球领
先企业，我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帮助填补互联运营
领域的安全漏洞。”罗克韦尔自动化产品安全总监
Megan
Samford 表示，“我们的新产品具有内置安全功能，可提供
业界领先的控制级通信保护。用户可以因此相信，他们的系
统完整性和设备间通信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保护。”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EtherNet/IP 通信模块是首批使
用 ODVA CIP Security 协议的工业设备之一。该协议可以确保
只有经过授权的设备才能在工业运营中连接。它还有助于防

Stratus ztC Edge 计算系统
Stratus ztC Edge 是一套可提供自我保护的完全集成多
功能边缘计算系统，可以帮助资源受限的运营商提
高效率、减少 IT 负担并降低停车风险。凭借一对冗
余坚固节点、内置虚拟化、集成冗余、自动恢复和基于云
的系统健康管理服务，ztC Edge 可快速、可靠地提供虚拟化
工业物联网和控制应用。
ztC Edge 是面向关心正常运行时间和生产率的最终用户
的理想系统，具有以下几个优势：操作标准化；安全连
接；易于编程；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变化。对于机器制造
商来说，ztC 有助于尽可能降低机器的 TCO；加速机器的价
值转化；提高质量，降低现场维护成本；提高资产利用
率；提高操作人员处理变化的效率。
该系统适用于各种面临数字化转型挑战的行业，包
括：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水/废水处理、制药和生命科
学、运输、楼宇自动化和安全。Stratus zTC Edge 可以部署在
工厂车间、远程位置、控制室，也可以安装在用于制造机
器的工业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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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篡改或干扰这些设备之间的
通信。CIP Security 是首个支持
传输层安全 (TLS) 的工业自动化
协议，而 TLS 是目前较为成熟
的安全标准。
此外，全新增强型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5580 控制
器是全球首款通过当今较为健
全 的 控 制 系 统 安 全 标
准 IEC 62443-4-2 认 证 的 控 制
器。该标准定义了工业自动化
和控制系统组件的技术安全要
求。此次认证建立在 2018 年通
过 IEC 62443-4-1 标准认证的罗
克韦尔自动化安全开发生命周
期 (SDL) 的基础上。

利用全新 ArmorBlock IO-Link 集
线器增强连接性
ArmorBlock I/O 系列是适用于机旁控制应用的增强
型 I/O 产品，由于具有防水和防腐蚀特性，且可以
直接安装在机旁（无需控制柜），因此能够为 OEM
和最终用户减少安装和运营成本。此外，它还可以安装在
传感器和执行器旁，从而缩短接线距离并降低布线成本。
ArmorBlock I/O 产品组合的新成员——ArmorBlock EtherNet/
IP 模块和 IO-Link 集线器可增强连接性，有助于实现互联企
业。这些集线器适用于运行温度范围广且需要镀镍锌压铸护
盖的严苛应用，可为用户提供更多选项，方便他们针对各个
应用优化设计。
全新 ArmorBlock I/O 集线器还为用户
提供了三个用于优化 IO-Link 集线器设计
的选项：16 个数字量输入、10 个数字量
输入和 6 个数字量输出、16 个通用数字
量输入和输出。此外，它们还支持更多
的现场设备通过 M12 L 型电源连接器连接
IO-Link 集线器和 EtherNet/IP 块。

产品与解决方案聚焦

罗克韦尔自动化发布 AI 模块，旨在改善工业生产
全新 AI 模块无需数据专家参与即可提供预测分析，有
助于简化决策
产业工人现在可以更轻松地使用设备中的数据来预测生
产问题，并利用他们现有的自动化和控制技能组合来改进生
产流程。全新 FactoryTalk Analytics LogixAI 模块前身
为“Sherlock 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检测生产异常，并
向工人发出警报以便他们在必要时进行调查或干预。
现有的许多分析技术都要求在数据科学和工业过程方面
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是 ControlLogix 控制器的这一附加
模块可替代数据专家来完成相应任务，从而减轻了这种负
担。它可以直接安装在控制机架中并通过背板传输控制器数
据，从而建立预测模型。该模块可持续监控生产操作，根据
其推导出的预测结果检测异常。

FactoryTalk Analytics LogixAI 模块是罗克韦尔自动化 FactoryTalk
Analytics 产品组合的新成员。该产品组合包括 FactoryTalk
Analytics for Devices，它可不断学习自动化系统的结构，从而通
知工人各个设备的问题。LogixAI 模块进一步扩展了此功能，它
可学习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并利用其整体功能帮助识别异常。
这两种产品可独立运行，但在未来的迭代过程中，而这
将相辅相成。FactoryTalk Analytics 平台聚合了多个数据源，因
此工人们可以发现新的见解。在未来，FactoryTalk Analytics for
Devices 和 LogixAI 模块都将成为该平台的数据源。

“FactoryTalk Analytics LogixAI 模块使预测分析更加方
便，可帮助更多工人制定更明智的生产决策。”罗克韦尔自
动化产品经理 Jonathan Wise 表示，“该模块可不断学习您
的 ControlLogix 应用，并在发生意外变化时通知操作人员和
技术人员。这可以帮助他们提前预见产品质量问题，保护生
产流程完整性。”
例如，该模块可以帮助操作人员发现搅拌机等设备的性
能偏差，这些偏差可能会影响产品质量甚至导致停车。它也
可以用作虚拟传感器。以包装食品的湿度为例，该模块可以
分析喷雾器、烘干机和燃烧器等生产线设备的变量，从而预
测测量结果，而不必进行人工读数。
在人机交互界面 (HMI) 或仪表板上配置警报后，即可将
问题通知给工人。该模块将在未来深入挖掘其功能，帮助工
人专注于解决问题或自动实现流程优化。

Bulletin 800G 危险场所按钮
罗克韦尔自动化已扩展 Bulletin 800G 产品组合，加入
了部分危险场所应用产品。800G “-EX” 系列产品已
获得 ATEX 和 IECEx 认证，以及全球其他危险气体和粉
尘环境的区域认证。
增强型“-EX”产品符合现行的 EN/IEC 60079 系列标
准，在为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地区设计解决方案时可确
认合规性。区域 1、区域 2、区域 21 和区域 22 的危险气体
和粉尘环境涵盖了大多数工业垂直领域的大部分应用。

点块和电源模块。面板安装盖附件采用全新设计，可快
速、简便地实现现场安装，还可在必要时提供 IP66/IP67 环
境等级。
我们的“-EX”系列产品采用额外的装配站配置。配置
控制站时可选择双按钮或钥匙操作式选择开关。我们可以
在急停推拉式按钮上添加锁定防护装置，还可为按钮和选
择开关操作器选择一个锁紧盖。可以将多达三个 800G 机
壳“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最多有九种不同操作器功能
的命令和指示站。

危险位置解决方案可以作为现场安装的单独组件购
买。十种不同的操作器样式可搭配基座安装或面板安装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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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
澳大利亚昆士兰黄金海岸
3-5 SEPTEMBER 2019
COAST, QLD
3-5 GOLD
SEPTEMBER
2019

GOLD COAST, QLD

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 澳大利亚
终极培训活动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
黄金海岸会展中心
2684-2690 Gold Coast Highway
Broadbeach QLD
罗克韦尔自动化 TechEd 一次新技术学习盛会。共有 6 个系列可供您选择，涵盖初学者入门概述到深
入的高级动手实验，可帮助您提高机器性能，优化工厂并为实现互联企业提供支持。
亮点包括：
主题演讲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被颠覆。技术正在改变我们工作、生活和交流的方式。变化时刻都在发生，但
未来会怎样？引人深思的主题演讲将为今年的活动拉开序幕。
探索尖端解决方案
将采用由 PTC 提供支持的 FactoryTalk InnovationSuite 进行专注于行业的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演示。这些演示将重点展示与您组织内部的设备、应用和多个数据源的连接，并以有意义的方
式呈现。通过 AR 和 VR，您可以发现孤立存储数据时可能遗漏的趋势和相互依赖性。
自动化行业中的女性 - 途径与成长历程
加入自动化女性支持社区，了解她们的成长历程，探索在这一行业取得个人成功的途径。

扩展人类可能性TM

如需详细信息并进行注册，请访问：
网站：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_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