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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IT/OT 技术提高 
供应链效率

2022 年，预计各企业仍将持续面临供应链中断挑战，今年将成为应对

这一挑战的关键转折期。制造企业越来越注重提升供应链的弹性、敏捷性和

可持续性，而创新技术可能成为其供应链提升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从工业物联网 (IIoT) 到分析系统、云服务、增强现实 (AR) 等技术，都有助

于企业更好地审查和评估其运营模式。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考虑如何利

用优化的数字化供应链满足当前和未来需求，同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其他中

断或挑战。

在本期《自动化前沿》中，我们深入探讨了在工业运营中如何运用信息技术 

(IT) 与运营技术 (OT) 的融合来减轻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后果。

本期还提供一些实用技巧和信息，以期帮助制造企业利用可追溯性解决方案

全面优化仓库管理并提高供应链的可见性，具体内容包括：借助数字技术打

造更加敏捷、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优化仓库管理以防供应链中断；以及解读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此外，本期还包括关于新产品和新技术发布的动态信息，以及展示我们如何

帮助客户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从而让消费者安心的客户案例研究。

希望本期《自动化前沿》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并帮助读者发现释放数字潜

力、创造未来竞争优势的途径。

愿您保重安全，保持联络。

Scott Wooldridge 

亚太区总裁 

罗克韦尔自动化

封面故事 
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更加敏捷、更具
弹性的供应链

案例研究

技术观察
解读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应用简介 
优化仓库管理以防供应链中断 

产品与解决方案聚焦 
介绍新近和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
支持打造更加智能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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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发布《2021 年度可

持续发展报告》

罗克韦尔自动化正式发布《2021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疫情肆虐的第三个年头，我们在各个重要的目标上都取

得了可喜可贺的进步，例如推动公司、客户和社区的可持

续发展，”罗克韦尔自动化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Blake 

Moret 在《报告》中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形势的风

云变幻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我们希望通过快速敏捷的方式为

世界带来更多不同。”

罗克韦尔自动化《2021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援引各项指

标和众多案例，突出强调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

	z 扩大企业可持续发展团队规模及其职能范围，加大资

金和资源投入，重点改进和协调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 (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z 完善并扩展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重点关注能源、水

和废料管理，帮助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客户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z 罗克韦尔自动化运用专业技术和知识，推动太阳能、

钢铁和包装等重要行业的可持续创新；

	z 通过众多项目推动罗克韦尔自动化到	2030 年实现范围 1

（直接排放）和范围 2（间接排放）的碳中和新目标。

“一家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其员工的不懈努力与精诚合作

中，”Moret 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

环境，让所有员工都能够并且愿意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我

们的工作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灵活多元。”

《报告》介绍了罗克韦尔自动化为提升员工福祉和培养企业

文化而推出的多项举措，其中包括：

	z 任命罗克韦尔自动化第一任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 首

席官；

	z 推出新计划和新资源，包括文化研讨会和差异管理培训；

	z 提高员工福利，包括为美国员工新增看护假和延长育儿假；

	z 推出新的全球志愿者计划 ROK in Action，包括为员工提

供带薪志愿者休假，以及设立“实干家奖金”(Dollars 

for Doers)，支持员工投身于重要的事业之中。

《报告》还指出，对于罗克韦尔自动化及其制造业和技术领

域同行而言，培养多元化且面向未来的人才仍然是重中之

重。因此，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对社区、学术机构和培训计划

的支持，致力于为所有学生和参与者提供更多 STEM 教育和

就业机会。

包括《2021 年可度持续发展报告》在内的 ESG 披露报告均

可登陆罗克韦尔自动化官方网站查阅。网站改版后，用户可

直接点击可持续发展一栏获取相关资料，包括更多关于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详细信息，以及最新 ESG 相关新闻和里程碑快讯。

罗克韦尔自动化任命 Nicole Darden 
Ford 担任首席信息安全官

自 3月 21 日起，Nicole Darden 

Ford正式加入罗克韦尔自动化，

担任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安全官。

她将接替今年 2 月份退休的 Dawn 

Cappelli，并直接向罗克韦尔自动

化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Chris 

Nardecchia 汇报。

在加入罗克韦尔自动化之前，Darden Ford 在开利公司	

(Carrier)	担任全球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安全官一职，负责全球

信息安全、合规和产品 (IoT) 网络安全。直到开利公司从母

公司联合技术公司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分离出

来，成为独立公司，Darden Ford 才离开开利。在加入开利

之前，她担任百特国际	 (Baxter International) 全球副总裁兼

首席信息安全官，负责全球信息安全、信息治理和 IT 质量

合规工作。更早前，Darden Ford 在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任

职，曾服务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Joint Chiefs of Staff )，负

责处理信息安全、网络工程和电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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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推选 Robert Soderbery 
加入董事会

罗 克 韦 尔 自 动 化 宣 布 ， 自

2022 年 2 月 2 日起，Robert Soderbery 正

式加入董事会。Soderbery 是西部数据 

(Western Digital) 执行副总裁兼闪存业务

总经理。

“Robert  在科技行业已经积累了 

30 多年经验，他的加入对罗克韦尔

自动化董事会来说意义重大。”罗克韦尔自动化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 Blake Moret 表示，“Robert拥有深厚的技术背景、

丰富且专业的产品管理知识，并且对全球客户需求洞察深刻，

这些都将有力推动罗克韦尔自动化董事会的多元化发展。”

在西部数据任职期间，Soderbery 负责价值高达 100 亿美元

的闪存业务，服务于云技术、客户端计算和消费市场领域。

在此之前，他作为金融科技公司 UpLift, Inc. 总裁，负责构建

基于云的支付和借贷平台，让消费者能够通过主要的商业平

台进行融资。

Soderbery 还曾担任思科	 (Cisco) 高级副总裁兼企业产品总

经理，负责物联网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业务、CiscoONE 软

件架构的推出，以及 Meraki 云网络平台的收购。更早前，

Soderbery 在 Symantec 公司担任多个领导职务。

Soderbery 持有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学位和加州

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罗克韦尔自动化荣获“年度工业物

联网解决方案奖”

年度物联网突破奖计划旨在表彰杰出的物联网企业和产品

作为工业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的领先企业之一，罗

克韦尔自动化宣布，其 FactoryTalk Edge Gateway 解决方案荣

获第六届 “年度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奖”。该计划由全球

领先的市场调研分析机构 IoT Breakthrough 组织，该机构在

评估物联网领域顶尖公司、技术和产品方面具有权威性。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幸多次荣获物联网突破奖，包括 2020 年

“年度工业物联网创新奖”和 2021 年“年度工业物联网公

司奖”。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FactoryTalk® Edge Gateway™ 解决方案，可

帮助制造商轻松访问和了解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做决策。

该解决方案可跨机器、跨设备和跨自动化资产使用，从源头

上简化了自动化工业设备数据的收集、情境化和组织，从开

端保证数据的高度完整性。它为企业推动从边缘到云的 IT/

OT 融合提供了正确的基础，有助于企业依据更加完善的信

息做决定。

FactoryTalk Edge Gateway 可将工业来源数据、控制数据或自

动化系统数据整合到一起，与各类云端、工业物联网和大

数据应用集成。此外，它采用自动化行业的互操作性标准	

OPC-DA 访问 KEPServer Enterprise 数据以实现第三方连接。

它还能提供 360 度全方位的业务视图，最大限度地实现运营

洞察，从而简化 IT 应用中单个集成解决方案的数据提取和

自动化流程。

罗克韦尔自动化软件与控制业务副总裁 Brian Shepherd 表

示：“生产流程和机器产生的大量数据，在满足合适的地

点、情境和时间条件下，可以从分析、机器学习、互联

工作体验、数字孪生等方面，挖掘新的潜在价值来源。

FactoryTalk Edge Gateway 简化了 OT 数据的收集、情境化和

组织，为决策构建了高度完整的数字基础。该基础和发现新

见解的能力可帮助制造商实现高性能目标。”

“随着  Nicole 的加入，为我们带来更多活力、全新的

见解和专业知识，我非常期待与她合作，为罗克韦尔自动

化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网络安全战略等关键领域做出贡

献。”Nardecchia 表示，“Nicole 拥有 20 多年的 IT 领导经

验，在计算机取证、数字化转型和国土安全实践等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知识和应用经验，她的加入会给我们团队带来很大

的帮助。”

此外，Darden Ford 还积极推动团队的建立和发展、文化的培

养，重视团队的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她目前是信息技术

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 (IT-ISAC)、南佛罗里达技术中心 (South 

Florida Tech Hub) 和 Lola Mercedes Parker 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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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突破奖旨在表彰工业和企业物联网、智能城市技术、

互联家居和家庭自动化、互联汽车等全球物联网领域的创新

者、领导者和愿景家。今年的奖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

3,850 家企业参评。

IoT Breakthrough 董事总经理 James Johnson 称：“工业企业

很难将来自不同端口的运营数据及其所涉及的实际情景完整

整合到 IT 层，从而导致企业难以发掘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的洞察。FactoryTalk Edge Gateway 解决方案不仅可以为最为

重要的边缘数据添加情境以丰富 OT 数据，还可以用灵活的

通用信息模型将数据交付给 IT 应用，让工业企业能够获取

关键信息，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正因如此，我们将此方案评

为‘年度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祝贺罗克韦尔自动化连续

第三年获此殊荣。”

此外，FactoryTalk Edge Gateway 可自动从控制器中发现在实

际情境中高速运转的 OT 数据，将其打包为控制工程师可以

配置的逻辑通用信息模型。这种通用信息模型可以加快类似

装配线的设置速度，并且使第三方数据更加完善。它还可以

映射到本地或云应用程序，轻松加速 IT/OT 融合。

“测量是油气行业进一步自动化的核心，贸易交接测量则

是我们的客户用以管理收入、计费和损失的机制，”Sensia 

首席执行官 Allan Rentcome 表示，“客户希望我们提供集

成了自动化、测量和数字化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而 Swinton 

Technology 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将帮助 Sensia 进一步拓展计量

系统市场。”

“许多客户都需要升级他们先前

安装的测量数据系统以提高性

能，”Swinton Technology 总经理 

Ben Leach 表示，“还有一些计量

系统供应商亟待提升自身的监控

能力。凭借全球布局以及油气行业

的专业知识，Sensia 能够为客户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我相

信，随着此次收购的推进，Swinton Technology 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将在市场上受到更多关注。”

Swinton Technology 是油气行业计量监控领域的专业系统集

成商，可提供高度集成的控制和分析系统，用于控制和分析

部署于油气供应链中的中大型测量系统的财务和金融信息。

其软件具有数据完整性和可追溯性，符合监管、合同和国际

标准。 

Sensia 收购油气行业计量监控系统
领导者 Swinton Technology

日前，全球领先的油气行业自动化专家 Sensia 宣布收

购 Swinton Technology。Sensia 在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运

输和加工领域经验丰富，Swinton Technology 则是油气行业

计量监控系统和专业测量领域的佼佼者。此次收购可有效融

合双方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进一步扩展 Sensia 在计量领域的

业务机会、拓展其测量范畴的专业知识，助力客户加快数字

化转型之旅。

Sensia 由罗克韦尔自动化与斯伦贝谢公司合资成立，致力于

为油气行业提供硬件、软件、系统和石油技术等专业知识

和解决方案，助力油气行业实现过程和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Swinton Technology 的专业系统则可为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链

生成适用于财务和金融交易的测量数据。通过此次收购，

Sensia 可将这一市场领先的资产与斯伦贝谢公司的测量业务

有效融合，进一步助力油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罗克韦尔自动化携手 Cytiva 赋能生
物制药行业加速实现智能制造

罗克韦尔自动化与  Cytiva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赋能创

新型药物智能化生产

罗克韦尔自动化和思拓凡 (Cytiva)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为生命科学领域提供

面向未来的自动化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此次签约是继 2019 年

罗克韦尔自动化与 Cytiva 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后，双方在中国

本土市场的更进一步深度合作。

双方将结合并发挥各自在智能制造及生命科学领域的专业优

势，携手打造高效、灵活、可扩展的生物制药智能生产平

台；并通过共同市场开发，共建自动化、数字化联合展示中

心，以及开展联合培训等方式，推动生物制药行业加速数字

化转型，加快生物药剂的开发和生产，惠及全球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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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生物技术飞速发展，数字经济浪潮加速到来。以工

业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增强现实 (AR,Augmented 

Reality) 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生物制药行业。根

据 Cytiva 联合英国《金融时报》推出的《全球生物制药弹性

指数》，有 72% 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正在加大新技术在新

产能建设中的投入，例如人工智能、物联网、连续流、数字

化及自动化。对生命科学企业而言，既要保持生产线的灵活

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又要经济高效地实现

合规性，以满足日益严苛的监管要求，探索数字化带来的机

遇就成为了行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生物制药企业积极寻求能够将自动化、数字化技术整合到

研发、生产、运维等各环节的高效路径，使得小批量、定制

化、智能化的制造模式成为可能。”罗克韦尔自动化（中

国）有限公司总裁石安表示，“Cytiva 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

先行者，我们期待与 Cytiva 合力推动生物制药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共同打造面向生物制药行业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助力

生物制药企业在实现合规性的基础上，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增强生产灵活性，并实现节能增效，共赢数字化未来。”

Cytiva 大中华区总经理俞丽华表示，“Cytiva 在科学与医学方

面取得的突破，塑造了现代生物科技行业。如今，生物制药

行业受益于数字化革新，将走向以数据驱动为导向的研发制

造。罗克韦尔自动化拥有领先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深厚的

制药行业实践，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双方将协力打造高

效、灵活、可扩展的生物制药自动化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进

一步加速创新药物的研发、商业化生产及上市，降本增效，

惠及全球患者。”	

在自动化及数字化领域，Cytiva 基于对生物制药行业的深度

理解，推出了 Figurate™ 自动化平台，包含了从单元操作到

集中控制的多平台选项。通过预构建、预验证的方式，将产

品和工艺的知识内嵌在软件中，可极大地降低项目风险、减

少项目时间和成本，具有成熟、灵活、可靠的特点。其中，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PlantPAx® 系统是 Figurate™ 自动化平台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根据协议，Cytiva 与罗克韦尔自动化将基于 PlantPAx® 和

FactoryTalk® InnovationSuite 等平台来共同推动 Cytiva Figurate™ 

自动化平台在中国的推广和落地，助力 Cytiva 提升单机设备

和一次性灵活工厂 FlexFactory™ 解决方案的设备互联、数据

采集和数据分析能力，打造具有管理关键数据能力的合规生

产平台。

此外，双方还将探讨利用工业物联网及增强现实技术等数字

化手段，提升 Cytiva 单机设备的互联互通和设备预防性维护

能力，打造集安全、设备管理、巡检及作业指导相结合的智

能化工厂现场管理方案。方案实施后，将助力生物制药企业

提高合规性和生产运营效率，缩短操作者的培训时间、同时

减少由于操作造成的偏差等。

借助屡获殊荣的 BladeStop 
带锯降低严重伤害风险

采用独特的双传感技术

具有市场上迅捷的停止时间

可选 BladeStop Connect 应用程序提供
实时数据和报告功能

钳口覆有涂层，配备 1500 个触发器

已在市场上售出超过 1150 台，远销
25 个国家或地区

 

更多详情敬请访问 BladeStop.com  
 

由 SCOTT 提供支持

OEM 合作伙伴

罗克韦尔自动化合作伙伴

新闻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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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借助数字技术打造 
更加敏捷、更具 
弹性的供应链

在当今的环境下，全球供应链面临着一系列非同寻常

的挑战。制造企业如何才能将这些挑战转化为机遇并为打造

更具弹性的未来做好准备？

各制造企业都面临着供应链中断和制造运营中断的困扰，产

生的手风琴效应还波及了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和消费者。在

全球范围内，工厂和港口在短期内仍将处于不同程度的停工

和恢复状态，因此各企业预计这一状况将继续影响其供应交

付周期。对于高度依赖少数几个关键供应商和/或少数几类

关键商品的企业而言，其面临的风险更为明显。

无论企业生产何种产品，提供何种服务，新常态都极有可能对

其产品和服务造成影响，甚至可能使其淘汰出局。各大企业应

该预料到，当前这种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改变将会持续下去。各

种限制（保持社交距离、强制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等）和新养成

的行为习惯（远程学习和办公、自行隔离、网上购物等）将对

消费者需求产生长期影响。企业只有勇往直前，快速了解市场

需求的变化并迅速做出反应，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风险降低策略

考虑到外部市场因素的影响，

敏捷性能让企业以合适的成本

提供服务并保证质量。而当企

业因潜在故障点导致运营中断

时，弹性能够缓解中断对企业

造成的影响。

企业必须平衡好敏捷性和弹性之间的关系，因为：

	z 敏捷性具有进攻作用。当企业面临计划外需求和不可

预见的限制条件时，企业具备敏捷性才能为客户提供

支持。

企业的端到端供应链必须具

备充分的敏捷性，才能以更

快的速度做出调整，同时还

必须具有充分的弹性，以便

摆脱原材料、产品或能力不

足的窘境。

	z 弹性具有防御作用，也就是说，能够保护供应链和产

能。提升弹性的方法之一是实现制造冗余。弹性发挥

着重要作用，因为大多数企业都在考虑通过本地化或

回流举措来提升反应速度。

企业应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造成的不稳

定性，下文列出了一些具体示例：

对整个价值链内的供应商和分销商进行评估

识别现在和未来受中断影响较小的备用采购源和采购地。确保

将原材料、在制品和成品的可用库存纳入评估范围，确定对紧

急需求的响应能力。企业只有扩展供应链并实现供应链的多样

化，才能处于有利地位，更好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

采用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方案 

受新冠疫情影响，制造企业不得不面临供应链情景规划的新挑

战。企业需要全盘考虑各种情形，以全新角度审视现有产品和

服务组合，考虑砍掉表现欠佳的产品和服务，或对容易受供应

中断影响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重新设计。此外，企业还可运用各

种情景评估哪类投资效果最佳，哪些投资需要优化。

根据未来情形重新评估运营模式

制造企业若能提高制造运营的灵活性，增强供应风险免疫能

力，就能快速应对未来不断变化的限制条件和需求波动。这

就要求制造企业提升产能，以防商品供应或客户需求突然变

化。此外，他们还要开展能力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改变库存

管理和分销模式。

制造行业的领导者们应抓住这个机遇，重新思考业务开展方

式，并带领企业向前发展，提高企业的弹性。今天发生的许多

变化都将对企业的长期运营方式产生影响。在新常态下，企业

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方面，才能更加从容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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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供应链，实现数字化转型 

从敏捷性角度来看，信息技术 (IT) 和运营技术 (OT) 的融合可

纳入整体数字制造战略中。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后，就能够

更快地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能更加轻松地在供应链的敏捷性

与弹性之间达到合理平衡。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战略是让互联企业成为现实，借助这一战

略，我们能够帮助企业解决日常生产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作

为一家拥有自己的集成供应链的制造企业，我们非常了解全

球制造企业所面临的持续变化的行业挑战。

借助坚实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和技术部署，制造企业不仅能够

履行承诺，甚至还可以通过供应链创造竞争优势。

供应链专业人员需要应对供应链中断以及大量数据和见解所

带来的复杂性，并运用最新的流程和技术解决方案，在灵活

性与速度、效率及产能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制造企业往往由于对整个供应链缺乏可见性而备受困扰，因此

也就无法预见任何问题或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数字化

支撑技术将一展身手，物联网 (IoT)、高级分析和云端软件即服

务 (SaaS) 都能帮助企业提高可见性，降低风险并提升效率。

最近，罗克韦尔自动化收购了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规划和

企业绩效管理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服务提供商 AVATA，以期

帮助客户大幅改进端到端的供应链可见性和供应链管理。

AVATA 将并入 Kalypso，后者隶属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生命周

期服务业务部门。

AVATA 是 Oracle 云软件应用的顾问公司和系统集成商，能够

通过数字化转型决策帮助客户解决整个供应链中的关键问

题，实现卓越运营。

库存预测和优化同样重要。制造企业可借助数字化的供应链

规划和管理工具近乎实时地进行动态规划，优化并更好地与

供应商库存同步，确保在恰当的时间拥有恰当的库存来满足

客户需求。

例如，SaaS 云原生智能制造平台 Plex® 可为各种离散、混合

和流程行业提供供应链规划程序、先进制造执行系统和质量

管理系统，从而提高端到端生产系统的可见性。借助云端平

台，企业可轻松地跨团队整合流程，更好地了解其供应链的

运营状况，从而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供应链中断，更为主动

地处理任何问题。

案例研究

如今，消费者可以选择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同时他们

对产品的可追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食品和饮

料 (F&B) 行业的产品。消费者越来越关注摄入的食品是否

安全，这在无形中给 F&B 企业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迫使其实现食品生产链的完全透明化。这些企业认识到

了需要应用自动化基础设施，帮助他们实现每件产品的

可追溯性并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了解荷兰乳制品公司 

FrieslandCampina 如何借助数字化可追溯性解决方案提

升消费者安全感，让他们放心选用其产品。

最终，数字技术将帮助企业提升资产利用率，提高整个价值

链中的产品质量并缩短产品交付周期。但仅仅应用新技术还

远远不够。若要提高数字化水平，企业还需要制定数字化战

略和路线图，其中包括应用新兴技术、采用颠覆性商业模式

和开拓新市场，同时培养数字化技能和文化，以此提升企业

的竞争力。

实现产品和运营的多样化

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数月后，人们要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产品和服务使用体验并希望继续下去，要么发现了必须满足

的新需求。企业应关注这类行为并扩展其产品，以便充分利

用新的或现有的销售渠道。制造企业需实施产品组合多样化

战略，从而快速实现这类预期并新增收入来源，或至少抵消

其他产品造成的收入损失。

大型制造企业如果地理分布非常集中，应考虑提升所有工厂

的产能，以满足特定地区的需求。通过商品产地更靠近消费

市场，制造企业将会获得冗余制造能力，在某个生产基地受

到影响时这种能力就会发挥作用。这种做法还会将影响限制

在受影响生产基地所服务的市场范围内。除了实现供应链的

多样化之外，企业还应对其价值链进行规划和监控，从而持

续管理采购风险。

无论面临何种情景，采用数字化技术并实现产品和运营的多

样化都能帮助企业未雨绸缪，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结果。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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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危机也能为企业带来了解不确定性并根据不确定性进

行调整的机会。制造企业在努力恢复并提高整个组织的弹性

和适应性的同时，还应夯实基础，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和产品

多样化做好准备。

封面故事

制造企业只有灵活应变，对其供应商群体、伙伴关系和运

营快速做出调整，才能占据有利位置，在可能出现的任何

新常态下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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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为 FrieslandCampina 提供“从农场
到消费者”的全程可追溯性服务

了解可追溯性解决方案如何帮助世界最大的乳制品企业之一为消费者提供婴幼儿配
方奶粉产品从“原材料到消费者”的全程溯源服务。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需要掌握明

确、可靠的信息才能选择安全的食品。消费者越来越希望追溯

食品来源并提高食品生产流程的透明度，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

明显，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也不例外。

根据 FRISO 美素佳儿委托尼尔森公司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有 93% 的妈妈认为奶粉产品包装上提供的

信息并不全面，她们经常需要通过其他各种渠道搜索更多信息。

妈妈们特别渴望了解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检查 (71%) 和食品来源 

(63%)、生产环境 (65%) 以及产品生产方式 (63%) 等详细信息。受访

妈妈们表示，如果掌握这些信息，她们就可以对产品质量更加放

心 (94%)，也可以更加确信为孩子选择的是最优质的产品 (77%)。

荷兰乳制品公司 FrieslandCampina 正在致力于实现从“牧草

到餐杯”的乳制品生产链的完全透明化。借助罗克韦尔自动化

的供应链能力和基于云的产品数字化和可追溯性平台 Kezzler 

AS，该公司开发出一款手机应用，父母只需轻触指尖，即可体

验从荷兰牧场开始的 FRISO 美素佳儿配方奶粉之旅。

让消费者轻松溯源
FrieslandCampina 旗下婴幼儿奶粉品牌 FRISO 美素佳儿推出了一

款手机应用 FRISO TrackEasy。这是一种智能包装创新技术，消

费者使用手机扫描 FRISO 美素佳儿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即可

追踪手中产品“从牧草到餐杯”的各个环节。消费者可以检验

产品真伪，了解有关产品及其奶源的详细信息。

该应用于 2019 年首次在香港推出，如今正向全球其他地区推

广。在中国大陆，TrackEasy 可与微信平台集成，支持消费者直

接使用微信扫描。每个奶粉罐底部都印有一个专属二维码，用

于对奶粉产品进行跟踪和追溯。

在该项目中，需要为每个产品添加安全、可追溯的唯一身份标

识。该解决方案可在从农场到消费者的整个过程中对产品进行

跟踪，有助于消费者辨别产品真伪，并促进 Friso 美素佳儿与消

费者的直接互动。

在该项目的第一阶段，罗克韦尔自动化和 Kezzler 将 Friso 美素

佳儿全年面向中国市场生产的配方奶粉产品进行了序列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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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包装箱、托盘一直到集装箱的层级结构。产品从分销商运送至零

售商再到预定零售店的过程中，全程受到跟踪。每个供应链跟踪

事件都根据 EPCIS（电子产品代码信息服务）标准进行共享。

多层级整合 

该解决方案可实现多层级整合流程，以 FrieslandCampina 项目

为例，该流程包括三个层级：从罐盖到奶粉罐、从奶粉罐到包

装箱以及从包装箱到托盘。每个层级都使用 Kezzler 代码进行

序列化，整个分销过程中的任何后续返工或重新整合都加以跟

踪，每个供应链跟踪事件都使用 EPCIS 标准进行共享。

借助 TrackEasy，父母可以了解所购买的 FRISO 美素佳儿罐装奶

粉的具体生产时间，从在牧场收集奶源到产品质检的整个流程

尽在掌握。这些详细信息是通过全供应链控制提供的，FRISO 

美素佳儿完全掌握从荷兰牧场的奶牛到最终产品的所有环节。

本文改编自罗克韦尔自动化数字合作伙伴  Kezzler 发布的一

项案例研究。

家公司于去年 7 月份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帮助制造商采用基于

云且专注于产品可追溯性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更好地掌握从原

材料采购到销售及后续阶段的整个产品流程。

每个奶粉罐底部都印有一个专属二维码，用于在整个供应链中

对产品进行跟踪和追溯。FrieslandCampina 可以追踪从生产到运

送至最终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产品流程。整个供应链中的利益相

关者都能够扫描产品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对产品进行实时验证

并获取相关信息，因此可实现端到端的可追溯性。

制造

采用  Kezzler 基于加密的序列化技术生成唯一标识，然后在 

FrieslandCampina 生产线上进行打印、配对和激活。与配方奶粉

相关的上游信息（牧场和挤奶日期）都包含在奶粉罐底的二维

码中，为消费者提供从牧草到餐杯的完整可追溯性。同时，该

解决方案还可记录产品和生产数据，如 GTIN（全球交易品项识

别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此外，还建立了从包装箱到托

盘的包装层级结构，并在生产线末端记录相关信息。

仓储和配送

在发货前，会将产品质检信息和政府签发的出口清关证书录入

系统。此外，还将记录顶级包装层级结构（从托盘到集装箱）

以及相关运输信息。

整合这些信息后，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均可清晰地了解从奶粉罐、

亚太地区        11

https://kezzler.com/case/from-grass-to-glass/
https://ir.rockwellautomation.com/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details/2021/Rockwell-Automation-and-Kezzler-Partner-to-Offer-End-to-End-Cloud-Based-Industrial-Traceability-Solution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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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助力食品和饮料制造商提高灵活性。
我们与客户一道，共同构建智能制造运营
方案，持续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案例研究

OEM 机器制造商平田借助 
仿真软件提高效率

平田借助全新仿真软件在质量和交货周期两方面提供附加价值，获得了丰厚回报。

对  OEM 机器

制造商平田而言，一

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

地进行，但长期以

来，程序调试和位置

示教一直让该公司倍

受困扰。程序本身甚

至可以在机器制造完

成之前自行检查，但

程序调试只能在机器

制造完成并运行程序

之后进行。随之而来

的流程是示教。

通常，示教是通过在人机界面 (HMI) 上输入机器人每个轴的

位置来完成的。示教时需要格外小心，确定非常精确的位置

输入需要长达数小时的时间。因此，平田很自然地想到，

“如果不等机器制造完成就能开始调试会怎么样？” 

然而，调试是平田面临的另一项挑战。尤其是涉及海外项目

时，现场人员不得不等待数周甚至数月（具体取决于目的地

的远近），才能等到机器运抵现场。他们不由得思考在等待

机器运抵现场的过程中可以完成哪些工作。

之后，平田了解到了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Emulate3D™ 软件。

平田和罗克韦尔自动化已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共同供应专

用于销往美国的机器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和伺服产品

等组件。

2019 年 1 月，罗克韦尔自动化收购 Emulate3D 以期扩展自身

的数字工程能力，此后开始了该数字工具的销售推广工作。

当时，人们普遍采用仿真软件进行线下示教，但仿真软件

无法对程序进行测试，因此无法使用仿真工具进行调试。

如今，借助仿真软件，工程师可以通过 3D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对象在虚拟环境中运行程序，因此无需等待机器制造

完成即可开始调试程序。罗克韦尔自动化日本公司技术顾问

的首次演示给平田留下了深刻印象。

平田公司 (Hirata) 是一家 OEM 机器

制造商，总部位于日本熊本。该

公司成立于 1951 年，一直致力于

借助自主研发的模块在 40 多个国

家或地区建立广泛的客户群。平

田活跃于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其

优势在于从设计、工程一直到调

试的端到端的机器供应服务。平

田的运营理念是“提供人性化的

机器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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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通过反复试验进行概念验证

2019 年 6 月，罗克韦尔自动化日本团队为平田工程师演示了 

Emulate3D。参加演示的平田员工对演示印象深刻，但同时

也认为有必要进行技术验证。然后，双方开始合作进行概念

验证。平田向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顾问提供了一些技术信息，

便于后者准备一个更具针对性的演示。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顾

问带着量身定制的演示再次来到平田，并为平田提供了更多

反馈，以便于进行更多轮的验证。经过几轮沟通后，平田工

程师对这个工具越来越有信心，并向管理层申请预算批准。

熊本第 2 事业部第 2 业务单元的 Shimizu 先生提到那一刻时

表示，“我们了解过多款仿真解决方案，但这些解决方案都

只适合小规模部署，而 Emulate3D 则完全不同。当我们收到

罗克韦尔自动化使用我们真实的 3D CAD 数据开发的演示程

序时，我们被程序的高质量所折服，并意识到该软件在各种

应用中具有巨大潜力。”

预算获得批准后，平田于 2020 年 1 月指派了专门的工程

师，由罗克韦尔自动化技术顾问开始进行密集的动手培训。

经过数月培训后，这些工程师掌握了如何充分利用仿真工

具，并在一些实际项目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一成功促使

平田组建了新的“数字工程团队”，该团队由该事业部总经

理 Kusuguchi 先生领导。

2021 年 4 月，Kusuguchi 先生所负责的事业部的另一业务单

元第 3 业务单元成立了由 4 名工程师组成的“3D 设计推进

团队”。如今，Emulate3D 的应用已得到广泛推广，将工程

时间缩短了 30%，将调试工作效率提高了 70%。

意料之外的益处

Emulate3D 可以集成虚拟现实 (VR) 功能，因此除了可以在运

行 PLC 程序的机器上执行详细的安全检查或风险预测外，还

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完成。该软件还可用于虚拟调试，帮助平

田减少了派往现场的工程师数量，并且缩短了调试时间。

此外，故障排除或工厂验收测试 (FAT) 可以通过对机器操作进

行虚拟仿真来完成。事实上，据平田称，受全球新冠疫情影

响，他们收到的远程 FAT 和故障排除请求越来越多。无论是对

平田还是对最终用户而言，从实际的面对面模式转变为远程模

式都能带来巨大益处。此外，将 Emulate3D 与 VR 相结合可以形

成虚拟培训环境，便于现场工作人员在等待机器运抵现场期间

完成操作培训。这种虚拟培训同样适用于新员工培训。

后续步骤

到目前为止，仿真工具在制造和工程行业中的优势已经完全

显现，但平田还希望利用该工具创造更加多样化的价值。例

如，作为 OEM 供应商，他们可以通过仿真和 VR 进行机器演

示，而无需参加展会并在展位上进行演示。他们的销售团队

还可以使用平板电脑以远程方式向客户进行快速演示，从而

有效缩短销售周期。

Shimizu 先生的直属经理 Kusuguchi 先生表示，“我们一

直致力于在质量和交货周期两方面提供附加价值，但借

助 Emulate3D 等创新型数字工具，我们将能够提供更多

附加价值。”平田的数字化之旅将会继续推进，而不会

就此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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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如何帮助制造企业未雨绸缪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制造业领导者们一直在力图采

用更为数字化的生产流程，让他们的企业朝着实现工业 4.0 

的愿景发展。虽然目前市场上有许多技术都能满足他们的需

求，但在将各种技术相连以及跨业务职能整合方面，他们仍

然面临着重重障碍。

显而易见，企业需要采用一种互联方案。在新冠疫情期间，领导们

突然意识到判断企业是否做好继续运营准备的依据是，员工能否

轻松访问企业系统并在居家办公和人员精简的新形势下开展协作。

在这种新形势下，企业系统必须具备敏捷性。这种转变通常

不会只涉及一两个业务职能部门。要应对这种转变，企业需

要采用一种整体性方案，将人员、流程和技术整合在一起。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为强化这种整体性方案提供了机会，

可通过端到端的数字主线将人员、流程和技术整合起来。

什么是 PLM？

PLM 涵盖企业如何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如何管理整个生命周期

的产品数据，如何与供应商协作，如何应对市场发展趋势和存

在的限制，以及如何制作生产计划等内容。简而言之，它是指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人员和流程如何在技术的支持下进行交互。

PLM 系统的基础是最终推向市场的实际产品的一种数字表

示，而且这种数字表示在不断变化。托管产品结构可支持这

种数字表示，并能将通常构成设计的所有设计成果和资产关

联起来，最终描述最终产品。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可以

持续评估变更所产生的影响并让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确保所

有利益相关者均纳入到产品开发流程中。

PLM 系统应用的企业环境通常包括其他技术投资，例如，企

业资源规划 (ERP) 系统、制造执行系统 (MES) 和客户关系管

理 (CRM) 系统等，并且该系统在产品生命周期之旅中可以连

接这些数据源获取数据。由于不同的生产流程会以不同的速

度逐渐发展和成熟，PLM 系统可帮助您了解业务对象在自身

的生命周期和总体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从而让您将成熟

度管理考虑在内。

互联企业

这些系统的力量基于将工业 4.0 的理念汇聚在一起。制造企

业已对互联企业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并且通常已经采取各种

措施在其生产环境中实现物联网 (IoT)、增强现实 (AR) 和数字

化孪生体等技术。

借助 PLM，我们可以设计并提供一条数字主线，它贯穿于产品生

命周期中并支持集成大量不同的数据源。更为重要的是，PLM 数

据虽然在传统上属于工程部门的专属资源，现在却可以跨越职能

界限，供利益相关者使用。如此一来，企业可以最大程度地从整

套技术投资中获取价值。这些数据源本身就是功能强大的信息

源，但在集成后，企业才能真正开始发挥创新的潜力。

最近，企业更加迫切地需要建立可访问且互联的系统来管理

整个生命周期和整个企业中的数据流。企业如果不采用 PLM 

系统，而仍然依赖电子表格和非互联工具集进行工程设计，

可能很难实现快速重组，导致无法实现持续运营。这些企业

必定会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并开始重新评估企

业 PLM 方案的价值。

充分发挥 PLM 的作用

如果您的企业正在考虑对 PLM 进行投资，建议在构建具体

方案时考虑以下三个重要因素。

1. PLM 关乎业务变革，而不仅仅涉及技术变革

技术当然是促成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文化变革、人员变革和

组织边界变革同样重要。为了充分发挥作用，PLM 不可单纯

依靠工程部门，而需要整个组织的参与。如前文所述，P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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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员和流程为核心，以技术为依托。这就要求必须将业务

需求和价值置于首要的中心位置，因此，最终构建的不仅仅

是一项技术解决方案。

自然地，在转向更加流畅、更加敏捷且跨越职能和学科的技

术过程中，首席级别技术领导者将发挥重要作用。毕竟，

PLM 方案的目标是节省资金、降低投资风险、开辟新的收入

来源以及提高盈利能力和利润，这恰好契合了他们自己的目

标。要获得广泛参与和支持，也确实需要首席级别管理人员

的推动，以突出强调这是一项需要整个企业参与的举措，而

不能单靠工程部门完成。

2. PLM 可以助您实现工业 4.0 目标

在面向工业 4.0 的环境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组件，这些组件都

有一个共同点：生成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存在于任何单一

机构、团队或职能部门。组织的各个职能部门可通过连贯的

数字主线整合起来，从设计工程师（在 CAD 中进行原型设

计）、制造工程师（利用设计中嵌入的基于模型的定义），

再到销售和市场营销团队（与潜在客户和现有客户会面时介

绍从数字表示派生的数字化孪生体技术）均涵盖其中。企业 

PLM 系统可以管理这个连贯的数字主线，以及产品开发相关

的所有资产和活动，同时支持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在安

全的协作环境下持续访问产品开发信息。

当今的顶尖企业会

确保以可制造为前

提来进行产品设

计—但产品设计得

再精美，如果在生

产出来之后发现不

能盈利或者根本不

能生产，则毫无	

意义。

3. 数字化转型永远不会结束

数字化转型永远不会结束，因为在产品战略中必定要求持续创新。

PLM方案可以帮助您加强原型设计的正反馈循环，便于您在集成的

数字主线中，基于数据驱动型决策对新产品进行原型设计和测试。

实施数字化转型举措难免遇到磕磕绊绊甚至举步维艰，要

取得更大的成功，企业需要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 PLM 

作为数字化转型策略的核心。企业不但要有雄心勃勃的战

略，还要有切合实际的实施计划，因为在 PLM 实施过程

中，会经历一些特定的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进行精心设计

并扎实实施，切不可操之过急。

最后，相关培训和具体应用也不容忽视。作为数字化转型举

措的一部分，PLM 几乎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并且随着部

署的功能增加，该系统也会与时俱进。如果没有人员的配

合，仅靠流程和技术并不能构成完善的 PLM 方案。

本文作者为罗克韦尔自动化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PTC 业务发展

总监 David Hughes。

企业可以在 PLM 系统中及早进行生产

规划，以确保系统管理的大量数据集

可供下游使用，同时还要保证这些数

据集不但要与不断完善的设计保持完

全一致，还要与企业工厂和供应链的

制造能力协调一致，从而将所有环节

涵盖在企业变革管理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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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仓库管理以防供应链中断

应用简介

传统仓库基础设施的设计并不能满足快速变化的消费

者需求。可采用敏捷的解决方案来优化仓库管理，以此解决

此类挑战。

在传统仓库中，现有基础设施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

境，也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在新冠疫情的推动

下，再加上客户希望缩短交货时间、提供更多选择和提高产

品退货等各环节的灵活性，电子商务迅速崛起。

根据美国包装和加工技术协会 (PMMI) 发布的数据，80% 的

企业拥有 100 多个产品库存单位 (SKU)，超过一半的公司

预计其 SKU 将继续以 10% 至 50% 的速度增加。SKU 数量激

增，同时订单更加个性化，导致分拣工作遭遇瓶颈和分离应

用效率低下。

随着仓库容量增加，传统系统的重新配置和扩展机会有限，无

法应对新的供应链需求和供应链中断。而若对传统系统进行改

造，不仅会增加成本和运营风险，还会造成生产力损失。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对企业和机器制造商而言，投资敏捷

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来对仓库管理进行优化，有助于更快速地

应对持续变化的供应链需求，并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从

而满足未来市场需求。

FactoryTalk® Warehouse 可以控制支持生产运营所需的所有仓

库活动，包括来料处理、存储和操作以及出货处理。此外，

它还提供一系列必要的工具，能够根据需要轻松更改或构建

工作流程。

	z 无需额外编程或配置即可改进路线并提高系统吞吐量

	z 仿真软件支持您在安装和调试高成本设备之前进行

情景测试并优化工作流程

	z 软件的仿真功能便于您对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系统

进行虚拟测试，从而减少错误和缩短调试时间

经过优化的自动化仓库管理解决方案的优势：

	z 实现高速分拣，加快分拣速度

	z 系统设计中具备包裹跟踪和追溯功能，能够大幅提

高系统效率

	z 采用模块化结构，能以极低的成本轻松进行改造

端到端的仓库管理解决方案

1. 入库

材料接收入库后，会在此区域卸货并放到传送带上。快速控

制器可提高入库系统的性能、产能、生产力和安全性，助力

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此外，ArmorBlock® I/O 模块等远程 I/O 

设备可提供适用于机旁控制应用的低成本、增强型 I/O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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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拣

在该区域，货物沿仓库设施线路移动，例如，将订购的产品从存储

区移动到拣货区，以及将分拣完成的货物移动到装载区进行配送。

使用机器人可以帮助企业克服最棘手的运营挑战，包括在技

术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保持生产力，提高动态包装处理能力，

以及管理更多种类的产品等。将机器人引入架构中并与其他

设备集成，有助于企业提高需求响应速度。

3. 存储

在此区域，货物被贴上标签并存放到货架上。投资购置智能

输送系统（例如使用磁铁精确控制运动的独立运载技术）

后，企业可以提高生产线速度和灵活性。不同的解决方案提

供了各具特色的布局选项，例如，MagneMover® Lite 由一系列

标准构件组成，每个构件都是电动轨道的一部分。智能输送

系统可以管理每个传送装置的速度和方向，并跟踪其位置。

4. 拣货和打包 

拣货是根据客户订单从仓库中查找和提取产品的过程。后续

的打包程序通常是指选择适合的材料和容器来包装产品，将

包装称重，并贴上相关发票或装箱单。在这个环节，使用智

能机器和设备可以大幅延长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同时提高

安全性。例如，智能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提供了集成的数据驱

动型方案和机旁控制安全性，有助于防止电机故障。

5. 出站

出库是指将分拣完成的货物从仓库或配送中心发运至客户。这

个环节由订单履行流程构成，其中包括拣货、打包、发货和包

裹交付，重点关注货物问题处理和装货单。此时也应考虑采用

上述自动化解决方案，因为此流程同样包括类似的操作。

6. 指挥中心

最后一部分是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能使仓库管理解决方案按

设计运行，执行日常操作，从而帮助企业确定在运营过程

中需要哪些最优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在此部分

中，制造设备系统与仓库管理系统之间的同步对于优化物流

和生产之间的数据流和物料流至关重要。

图 1 所示为典型的端到端仓库管理流程。引入新的仓库管理创新技术后，企业可以实现开发的虚拟化、优化设计并提高灵活性，而不牺牲生产力。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能够满足故障
安全要求的全新模拟量安全 I/O 模块

FLEX 5000 安全  I/O 模块可在过程应用中提供设备监控

和功能安全保护

全新 Allen-Bradley FLEX 5000™ 模拟量安全 I/O 模块可以帮助

过程操作员满足故障安全要求，并在各类过程应用中最大限

度地降低相关停机风险。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的模拟量安全 I/O 模块具备安全集成功

能，系统能力等级可达 SC 3。该系列模块已获得 TÜV 认证，

安全等级可达 SIL 3，PLe/类别	4. 同时，还能与标准 FLEX 5000 

I/O 模块安装在同一 I/O 组中，以降低系统成本和复杂性。

对于需要测量速度或频率，或通过传感器监测温度、压力或

流量以实现功能安全保护的应用，FLEX 5000 模拟量安全 I/

O 模块无疑是理想选择。该系列模块的潜在应用包括紧急停

机、燃烧器管理、涡轮控制、压缩机控制、石油和天然气辅

助锅炉、高压保护、照明和通风管理。

推出该系列全新模块后，FLEX 5000 产品系列现已包括完整的

数字量和模拟量故障安全 I/O 模块产品组合，可满足各类应用

要求。用户只需根据其运营需求选择适合的 I/O 模块即可。

借助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中高度集成的 HART 模

块，FLEX 5000 I/O 模块还便于用户更为轻松地获取更多过程诊

断信息，从而缩短停机时间。该系列模块还支持直接端接现场

信号，以此减小整体占用空间。此外，它们还可与 PlantPAx 5.0 

及更高版本系统中的指令集紧密集成，缩短工程设计时间。

产产产产产产产聚焦产产产产产产产聚焦产品与解决方案聚焦

罗克韦尔自动化新增威胁检测托管
服务，扩展其 LifecycleIQ 产品组合

罗克韦尔自动化新推出的威胁检测托管服务可在应用级提供

实时监控和响应服务，有助于客户检测、识别、遏制、杜绝

网络事件并从中恢复。

威胁检测是确保工业网络安全的一种主动方案。绝大多数企

业都面临着员工技能不足的挑战，影响着企业在其组织内交

付安全项目的能力。为帮助客户应对这项挑战，罗克韦尔自

动化推出了威胁检测托管服务，对运营技术 (OT) 网络中的

网络通信进行监控，在 ICS 环境中构建“已知良好”通信模

式的高保真基线，同时还提供与网络安全威胁和高风险运营

变化相关且带有背景信息的实时警报。

罗克韦尔自动化致力于为客户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因此

在其威胁检测产品组合中纳入了可选的 Claroty 威胁检测软

件和思科 Cyber Vision 平台，后者可为采用现有思科解决方

案、需要新建网络或更新思科网络基础设施的客户提供一种

基于交换机的独特架构。

无论客户选择思科平台还是 Claroty 威胁检测软件，罗克韦尔自

动化的综合服务都将通过以下方式为客户创造独特的价值：

	z 确保轻松实现统一部署

	z 为跨国企业提供可靠支持

	z 提供全球项目实施服务和长期远程监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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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products/hardware/allen-bradley/i-o/in-cabinet-modular-i-o/5094-flex-5000-i-o-modules.html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capabilities/industrial-security/overview.page?pagetitle=Industrial-Security-Services&docid=d6ac303e88918a5ca6e35bca41f6f3b6


若要成为智能制造引领者，
首先就要在我们彼此之间
建立紧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