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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克韦尔自动化长期致力于为亚太地区客户提

供服务。如今，客户对优化生产、提高能源

效率和扩展海外市场的需求愈发凸显。罗克

韦尔自动化的解决方案能够将 IT 信息技术和生产

运营集成在一起，帮助客户打造互联企业从而优化

生产、为客户创造更高附加值并提高全球竞争力。

举例来说，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电机控

制”解决方案是制造企业实现集成的基础。该解决

方案可提供整个工厂的数据以帮助相关人员制定决

策。通过快速收集、组织和分析操作信息，智能电机控制设备可帮助客

户最大程度提升资产可用性，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无论电机是定速型(使用全压启动器或软启动控制)还是变速型(从中

低压变频器到完备的变频器工程解决方案)，是从属于伺服驱动运动系统

还是成套解决方案，都可以利用“智能电机控制”将电机控制完全集成

在更广泛的控制系统中。

通过将集成架构先进的系统级通信功能与智能电机控制产品组合相

结合，可以获得更多益处。您可以在全厂范围内实施统一的解决方案，

以应对生产效率、创新、全球化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市场挑战。

 “智能电机控制”所涉及的电机控制技术和产品同样可以提高能源

效率。在变转矩应用中，若使用 PowerFlex®变频器替代全压启动，制造

商可以节省高达 50% 的能耗，并将速度降低 20%。智能电机控制解决方

案还提供能源监控和报表工具，可帮企业在购买新系统或设备之前对能

源关系图建模。

此外，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有助于帮助企

业降低风险、缩短停机时间。例如，马达控制中心的变频器中采用了 

ArcShield™技术和安全转矩关断(STO)功能，可以有效保护人员和企业资

产。现在，集成安全可用于 PowerFlex®527 交流变频器与 Kinetix®5500 伺

服驱动器，无需额外的接触器或继电器，有助于简化系统配置，并可立

即了解安全故障和诊断数据。

本期《自动化前沿》介绍了互联企业中使用的智能电机控制产品

组合如何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并提升决策能力。您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客

户，例如起亚汽车和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如何从智能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中受益。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集成的控制和信息解决方案，可在工厂、

整个企业乃至客户和供应链之间建立无缝通信。

罗克韦尔自动化致力于开发和部署开放式网络技术，以实现工业

系统和信息系统的集成。我们坚信，这种开放模式可以推动整个地区的

智能制造。我们拥有高度可扩展的集成架构系统；世界一流的智能电机

控制产品组合；以及全面的咨询、设计、集成和支持解决方案与服务，

能帮助您最终实现互联企业，详情请联系当地的罗克韦尔自动化销售办 

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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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

制造2025》行动纲领，力争用十年

时间迈入全球制造强国行列；该纲

领将制造业定位成“立国之本、兴国之

器、强国之基”，明确互联网与工业的融

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

点，而智能制造是切入点和主攻方向。

罗克韦尔自动化大力倡导的“互联

企业”实践，与世界各国振兴制造业的

国家战略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和

“互联网+”、美国的“先进制造”、德

国的“工业4.0”等，在核心理念上高度

契合，最终目标都在于实现智能制造。

互联企业的关键是信息技术( IT )和运营

技术(OT )的融合；要实现互联企业和智

能制造，必须将IT和OT融合。OT技术主

要针对工厂/车间的工业机器设备和生产

过程，通过对实时数据进行采集、分析/

综合并转换成有用的控制信息，实现对

机器设备和生产过程的高效运行控制；

IT层面则包括ERP、MES和物流等与工厂

/车间的运行控制密切相关的横向和纵

向业务环节，侧重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管

理。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自动化控制系

统和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通常采用不同

的网络并相互孤立，各工厂、各车间、

各分公司也往往独立运营，且与其它横

向和纵向业务环节存在业务屏障，导致

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整合非常困难，形

成各个信息孤岛，与智能制造基于大数

据来大幅提高生产绩效和更快速地作出

明智的企业管理决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

驰，不利于智能制造的推进和实现。互

联企业通过采用全球通用的、安全且支

持EtherNet/IP的开放式网络技术的基础

架构，实现企业信息化和生产自动化两

个网络的高度融合，使人员、机器、生

产、经营、供应链等企业日常工业活动

的各个环节之间达到高度互联，也可促

使企业各工厂、各车间、各分公司的独

立运营转变为响应更加迅速的集成运

营；互联企业可以实现大数据的采集、

分析和整合，并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信

息，然后转化为知识，最终转化成可以

为企业带来更多客户价值的商业智慧。

罗克韦尔自动化大力倡导的“互联

企业”实践，通过高度可扩展的基于开

放式网络技术的集成架构( IA)、智能电

机控制(IMC)和覆盖全球的工程和服务团

队三大核心平台，帮助企业构建更加智

能、高效、安全的工厂/车间生产环境和

企业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IMC平台，可以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球领先的智能电机

控制技术和极其丰富的产品组合, 核心业

务为PowerFlex750 和520系列低压变频

器，PowerFlex7000和6000系列中压变频

器，以及Centerline 2500/2100系列低压

MCC。IMC智能电机控制的整个产品系

列，都可以得到集成架构(IA)的支持以提

升工作性能和用户体验。以PowerFlex750 

和520系列低压变频器为例，单个变频器

都是具备内置完善保护和自诊断功能的

安全可靠且性能优异的电机调速控制产

品，满足客户对电机系统实现软起动、

节能控制和改善工艺过程的各种性能指

标要求；在集成架构(IA)的支持下，每一

台变频器又都是一个拥有网络功能的先

进智能设备，具备远程监控、远程诊断

指引、设备自动识别和组态(ADC)的功

能；如果电机系统中的任何一台变频器

出现故障，把它拆下来换上一台新的以

后，系统将从网络架构里面自动把原来

的初始设定直接下载到新变频器，新变

频器即可实现与原先的电机系统配置无

差别的快速运行。此功能得益于罗克韦

尔自动化的IMC平台与IA平台独一无二的

首要集成技术(Premier Integration)，达

到1+1>2 的效果，帮助客户实现最快速

的设备调试、最方便的故障排除和控制

应用的最高效开发，代表了变频器产品

在未来作为智能设备开发的重要发展方

向。

罗克韦尔自动化是美国智能制造

领袖联盟的创始成员，致力于用自动化

信息化解决方案帮助制造业实现智能制

造。“互联企业”是实现“智能制造”的

基石；罗克韦尔自动化将积极分享公司

在推进互联企业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功

经验，帮助我们的客户实践和实现互联

企业，助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 

网+”。

AT MESSAGE FROM EXCUTIVES
高层寄语

互联企业的智能电机控制

何建军    Jackey He
大中国区传动及

动力控制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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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企业推进智能制造

在
整个亚太地区，罗克韦尔自动化主办了多项针对工业及信息自
动化行业的重要活动。2015 年，罗克韦尔自动化携手合作伙

伴联盟成员，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共同举办了罗克韦尔自动

化全球路演。

在罗克韦尔自动化全球路演中，参与者了解到“互联企业”解

决方案如何帮助自己将市场挑战转化为竞争优势。这次活动包括动

手实验、技术研讨会以及产品与技术展览。

以中国大陆为例，罗克韦尔自动化全球路演帮助参与者深入了

解“互联企业”——通过集成信息和运营来提高生产力、可持续性

和盈利能力的智能制造战略。互联企业能在制造工厂、整个企业乃

至客户和供应链之间建立无缝通信。

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国区总经理 Ken Kofsky 指出，互联企业与

中国政府“中国制造 2025”的倡议不谋而合。Kofsky 谈到：“罗克

韦尔自动化致力于开发和部署开放式网络技术，以实现工业系统和

信息系统的集成。我们坚信，这种开放模式可以推动全中国的智能

制造，让中国更快地完成所制定的制造目标。如今，我们用技术将

互联企业变成现实，看到我们的开放式技术能帮助中国实现智能制

造的愿景，我们深感自豪。”

在台湾地区，罗克韦尔自动化全球路演的参与者也了解到互联

企业和物联网 (IoT) 的魅力，同时也了解到互联企业通过集成控制与

信息可加快创新和优化。物联网是互联企业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意

味着数以亿计的设备能够连接到 Internet 并共享数据。

据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营销总监 John Watts 介绍，供应商对

优化和增效的需求将为

物联网应用创造机遇。

罗克韦尔自动化解决方

案和服务能够帮助原始

设备制造商 (OEM) 发挥

设计效率的潜能，“降

低设计、开发和交付机

械的总成本。

罗克韦尔自动化第七次荣膺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奖”

罗
克韦尔自动化 (Rockwell Automation) 2015 年 3 月

9 日第七次被道德村协会 (Ethisphere Institute) 评
选为“全球最具商业道德 (WME) 企业”之一。该

奖旨在表彰不断提高道德领导力，在其组织的每个层面

改善企业行为的公司。
Ethisphere 首席执行官 Timothy Erblich 表示：“作

为七次获奖者，罗克韦尔自动化采用领先的道德标准和

实践，为客户、员工、供应商和投资者保证长期价值。
罗克韦尔自动化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进一步定义其行业

领导力的手段。”
罗克韦尔自动化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Keith D. 

Nosbusch 表示：“道德和诚信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

之中。我为我们的员工感到自豪，他们每天都始终如一，
以适当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他们让我们公司脱颖而出，
赋予我们竞争优势。”

思科和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 
NAT 白皮书以简化网络安全
策略实施

随
着与制造商工业网络

连接的供应商数量快

速增加，全厂级的网

络访问安全管理变得愈发复

杂。罗克韦尔自动化和思科

2015 年 9 月 4 日联手新推出

一本白皮书——《在全厂融

合以太网架构中部署识别服

务》。该白皮书介绍了一种

安全策略的实施方法，能够严格控制工厂内部人员通过

有线 / 无线连接访问数据。 

此方法将思科识别认证服务引擎作为全厂融合以太网

架构的一部分，旨在集中管理网络访问策略，自动检测未

知或非受信设备，并对员工或承包商进行认证和授权。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309.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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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克韦尔自动化与三一国际的

高压传动合作开发战略合作

启动仪式2015年4月3日在沈

阳举行。基于此次战略合作，罗克

韦尔自动化与三一国际将共同开发

矿用高压防爆变频器，旨在推出体

积更小、拓扑结构更精简、功率元

器件更少、故障率更低、无故障运

行时间更长、维修更换时间更短的

真正的四象限运行的高压变频器(双向耐压6500V)，携手打造在矿用高压变频市场的

竞争力。

罗克韦尔自动化与三一国际启动高压传动
合作开发战略合作

罗克韦尔自动化荣获 2014 年 
雀巢北美采购供应商奖

鉴
于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Rockwell Automation)研发创新

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及为调试新

工厂生产线提供的广泛支持，雀巢美

国2015年8月授予罗克韦尔自动化2014

年度北美采购供应商奖，对其在技术

采购、维护、维修和操作(MRO)方面

的能力予以肯定。雀巢美国同时称赞

了罗克韦尔自动化具备的卓越沟通能

力。在整个罗克韦尔自动化组织中，均使用供应商关系管理积分卡进行沟通，使

之成为衡量该公司作为雀巢供应商的绩效标准。

罗
克韦尔自动化

公司 2 0 1 5 年

10月成功入选

中国工程专业学子评

选的  “中国理想雇

主 Top 100” 榜单，

排名从去年的第 90 位攀升至第 66 位；作为

排名上升最快的前三强，罗克韦尔自动化(中

国)有限公司还因此获得“Top Mover”的殊

荣。“中国理想雇主 Top 100” 榜单由国际知

名的调查研究和管理咨询公司——优兴咨询

(Universum)通过对高校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展

开的调研结果而得出。罗克韦尔自动化凭借

其产品、服务、职业培训和发展的优势深受

工程专业学生的认可，其尊重员工的优秀企

业文化和高效的组织效率更是令人赞赏，成

为广大学子心目中理想的企业雇主。

罗克韦尔自动化入选
“中国理想雇主 
Top 100”榜单并获
 Top Mover 殊荣

罗克韦尔自动化与 
FANUC 携手共促

生产优化

各
制造企业都希望借助工业物联网提升有

形资产价值，力求通过各流程的精简和

整合来实现最高效的运作，从而打造与

物联网相契合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罗克韦尔自

动化与 FANUC 携手推出几项新举措，旨在帮助

客户实现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提升。

11 月 18 日和 19 日在芝加哥举办的罗克

韦尔自动化 Automation Fair( 自动化博览会 )

上，CNC 系统、机器人和 ROBOMACHINE 的行

业领军者 FANUC America 与全球最大的专注于

工业自动化与信息解决方案的公司罗克韦尔

自动化 (NYSE:ROK) 展示了最新的高网络安全

性的远程监控和安全保障技术，为减少停机

时间和提升车间生产力带来更多可能性。

FANUC 和罗克韦尔自动化结缘于四年前，

多项开发成果见证了两家公司在 CNC 和 Logix 

PAC 领域的深度合作。

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宣布与 Microsoft 携手
进行移动性联合创新

越
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开始使用移动设备来提高生产率和协作性。然而，对

于所用的特定设备，尤其是用于设计、操作和维护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设

备，需要为其量身定制各种界面。为满足用户需求，罗克韦尔自动化和 

Microsoft Corp. 2015 年 11 月宣布启动面向工业环境的移动性联合创新项目，目前

在工业环境中，无线网络连接并非始终是可靠的。

联合创新将引入 Microsoft Project Thali (@Thaliproject) 团队的领先 IP 技术 ( 包

括 Nubisa Inc. 的 JXcore)，并会补充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扩展移动性基础工具包。

借助此工具包，罗克韦尔自动化产品可以针对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台式机等特

定设备呈现一致的基于 Web 的界面，此外，现在此工具包中还包括名为 Project 

Stanton (@Project_Stanton) 的 app 原型。两款采用此产品工具包的产品和新的 app 

原型已在 11 月 18 日和 19 日芝加哥举办的罗克韦尔自动化 Automation Fair( 自动化

博览会 ) 上展出。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403.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1116-2.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805.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1022.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1117-2.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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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要弄清新兴的制造技术并了解这些技术相互集成所带来的优势，

就需要自动化专家和经验丰富的同行指点迷津。今天，来自世界

各地的13,500 多名与会者2015年11月齐聚芝加哥，参加罗克韦尔

自动化 2015 年度 Automation Fair(自动化博览会)，共同分享经验，探寻

在信息技术 (IT) 和运营技术 (OT) 相互融合的推动下，制造业和工业自动

化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此次盛会由罗克韦尔自动化及其合作伙伴联盟计划成员共同举办，

旨在展示推动工业运营向互联企业发展的最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此次盛

会为期两天，参展产品有 150 多种，期间还将举办行业论坛、技术研讨

会和动手实验，帮助与会者扩展行业知识及掌握最新的控制、动力和信

息技术应用。

逾万名行业专家齐聚 2015 年度 Automation Fair
探索工业自动化的发展之路

罗克韦尔自动化与北京泰德制药
签署智能制造项目合作协议

罗
克韦尔自动化(中国)

有限公司与北京泰

德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12月在北京签署

了一项价值逾千万元的智

能制造合作协议。美国驻

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Max 

Sieben Baucus)也出席了签

约仪式，见证了罗克韦尔自动化携手中国领军制药企业开启长期合作、

共同推动中国制药行业智能制造进程的重要时刻。

根据协议，罗克韦尔自动化将向北京泰德制药信息产业园的智能制

造项目提供一系列的信息自动化解决方案，包括过程管理系统、环境管

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和制造执行系统，以及由第三方工程公司承包实

施的批次控制系统和楼宇自动化系统。这些信息自动化系统将合力提升

北京泰德制药的生产效率、质量管理和过程管理的能力，满足日益严苛

的国家法规和行业标准要求，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罗克韦尔自动化 CEO 就如何
通过可扩展物联网技术增强
互联企业发表演讲

罗
克韦尔自动化主席兼首席执行官K e i t h  D . 

Nosbusch 先生就如何通过可扩展的工业物联网 

(IoT) 技术提升互联企业发表演讲。互联企业是

一大革新性愿景，旨在提高企业生产力、可持续性和

全球竞争力。

思科于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迪拜举办第三届 2015 

年物联网世界论坛，Nosbusch 先生在此期间发表主题

演讲。本届论坛汇集全世界范围内倡导物联网技术的

各大政商学界创新先锋和主要利益相关方。

Nosbusch 先生在主题演讲中重点介绍了工业物联

网技术在各行业 ( 例如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包装消费品

等领域 ) 的实际应用。对于工业物联网而言，其架构

必须具备高性能并基于安全的 IP 网络进行构建，同时

以移动技术、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当代技术作为补充，

这样才能实现 OT 系统和企业 IT 系统的无缝融合。

以
“互联企业”为主题的2016年罗克韦尔自动化全球路演

(简称RAOTM)以及罗克韦尔自动化大学(简称RAU)于2016

年1月13日14日在深圳举办。此次活动是罗克韦尔自动

化为配合公司的市场定位“倾听、倾心、倾力”，展示作为全

球最具价值的动力、控制和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的竞争优

势而举办的年度市场活动。活动中利用罗克韦尔自动化以及合

作伙伴联盟(PartnerNetwork™)的自动化专业知识，通过丰富生

动的产品展厅、最新理念的讲座和动手实验提供一套针对最终

用户、系统集成、机器制造及相关技术领域的行业领先方案。

罗克韦尔自动化全球路演及罗克韦尔自动化大学一月在深圳召开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1118-2.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1217.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1208.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events/automation-university-new.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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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ELITES FROM ROCKWELL AUTOMATION
罗克韦尔自动化人

程
杰

老兵的新征程
20年自动化

在
自动化市场打拼已久的程杰，有一份漂亮的履历：从通用电气的营

销工程师，到施耐德电气的地区经理，再到西门子北方区销售总

监，在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程杰可谓千帆阅尽。而在这份履历

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拥有深厚自动化产品知识及工程背景的成熟职

业经理人，兼具欧系公司的沉稳内敛与美派公司的创新激进。2010年，
程杰加入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成为北中国区销售总监，他带领的200
多人的销售与销售支持团队，在此期间实现了业务的高速增长。

对程杰来说，选择罗克韦尔自动化作为自己的新东家，原因看

似简单，但也直达本质。罗克韦尔自动化于1988年正式进入中国以

来，专注于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和自动化的融合，经过多年的技术沉

淀和经验积累，公司凭借敏锐的洞察力、长期专注和长远布局决

胜于中国自动化市场。因而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秉承传

统自动化概念的同时，罗克韦尔自动化又为行业注入“新鲜血

液”，这点让程杰很赞赏。

“与我工作过的其他公司相比，罗克韦尔自动化很独特，
既有非常传统的一面，又有非常进取的一面。传统的一面难

得的是罗克韦尔自动化100多年来都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与信息

化。而进取的一面在于罗克韦尔自动化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

步，总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比如近年来实践的“互联企业”
战略等，做的总是高附加值的生意，这会让员工觉得这是

一家非常有前景的公司。” 程杰对“衣食父母”的评价直

白而又坦率。
在程杰的眼里，“智能制造”和“中国创造”同等

重要。他觉得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许多企业

都面临着竞争加剧、现金流瓶颈、人力成本不断攀高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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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LITES FROM ROCKWELL AUTOMATION
罗克韦尔自动化人

战。提升生产效率、质量水平和快速市

场响应是大多数制造类企业保持盈利的

关键。因而，推动智能制造，加大创新

力度，寻找可持续的成长模式是必然的

选择。

敏锐的罗克韦尔自动化如猎豹捕食

般闻到了智能制造的气息，因而成为最

早提出“智能制造”这一概念的企业。

罗克韦尔自动化倡导并积极实践的“互

联企业”战略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必经之

路，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工业4.0等
制造业振兴计划的基石。“互联企业”

通过集成的自动化控制(OT )与信息技术

(IT)，有效地收集和整合企业、供应商和

客户之间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并基于以

往的历史经验积累，提供有用的信息给

企业的决策者，从而帮助企业时刻做出

正确的商业决断，这就能让企业更好地

适应市场的变化和竞争要求。

“现在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

吃慢鱼。企业反应不够快就会消亡。通

过互联企业快速抓住市场的变化，赢取

订单，优化库存，就有可能活下去。” 
程杰认为，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抓住

商机，是企业活下去和活得好的关键。

程杰能跟得上市场的节奏，因为他

本身就是个喜欢运动和变化的人。打个

比方，“空中飞人”这个

称号很多商界人士都不喜

欢，大概是因为奔波劳累

的缘故。但是程杰却喜欢

出差，喜欢与不同的人打

交道。每走过一个城市，

他总是要找机会与客户见

面，倾听不同客户的声

音，这对于深入挖掘市场

需求是大有裨益的。

客户不但要多元，

更需要经营。程杰加入

罗克韦尔自动化以后，引领了销售模式

从“猎手型”向“农夫型”的转变。所

谓农夫型的销售模式，就是有别于“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猎手模式，寻找一

片具有业务前景的土地，与客户建立长

期的关系，像农夫一样辛勤耕耘，从而

保证和客户长期的双赢。“聚焦重点行

业，与领头羊企业建立长期关系，了解

他们的需求并服务于他们，为他们创造

价值。”

凭借在大客户开发、渠道伙伴建设

和后备人才发展等销售管理方面取得的

突出业绩。2014年10月，程杰正式就任

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市场总监，负

责公司在大中华区的市场及品牌推广、

新市场的开拓、团队能力提升和产品线

的支持。从“冲锋”部门转向“战略”

部门，程杰带给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是

熟知行业动态、了解客户心态的更“接

地气”的市场战略布局。当强劲的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IT风潮吹向制造

业，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的“互联企

业”更在应用层脚踏实地的为制造业的

转型升级出谋划策。

风雨2 0载，程杰职业生涯始终与

自动化行业紧紧地绑在一起。说到成功

秘诀，程杰总结了十个字：健康快乐学

习，与时俱进。

程杰算是南方和北方的“混血儿”了：父亲是大

连人，母亲是上海出生的安徽人。因而，他的性格结合

了北方人的豪爽及南方人的细腻。1989年，程杰从上海

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毕业南下广州。生活在那个年

代，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居安思想，他选择进入国企是情

理之中。

喜欢新鲜的事物，也喜欢尝试新变化的性格在程杰

的身体里产生催化反应。5年后，在面对更具挑战、前景

更未可知的外企工作机会之时，他毅然放弃了几乎可以

一眼看到头的铁饭碗。1994年，程杰加入通用电气公司

(GE)。这一年，正值GE在中国加速发展，程杰充分感受到

外资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反应的企业文化。很快，一

次员工内部调整中，他成为GE配电与动力控制部门的一

名营销工程师和TLP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中的一员，至此便

开启他在自动化领域营销和管理的职业道路。

动力机械工程专业高材生做自动化和配电的生意有

点跨界，那时互联网在中国并未普及，程杰依靠传真机和

邮件接收美国总部相关资料，基本靠自学掌握了自动化和

配电行业的知识。积累与沉淀后，1995年程杰拿下了第一

个百万美元的订单，并成为在GE与奇胜建立合资企业新品

推出市场的关键人物。在GE工作4年之后，他进入施耐德

电气，成为施耐德电气当时最年轻的地区经理，并带领销

售团队将华南区工控自动化业务在5年内增长了5倍。随后

他加入西门子，作为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部门的北方区销

售总监，他直接掌管42人的销售团队和超过10亿人民币的

业务。

“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而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她带来进步。”程杰曾经在新加坡工作过半年，他认

为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和国外工作相比，在国内发展

空间更宽广。这也是程杰在外企驻中国机构工作多年的

原因所在。

程杰的二十载征程，最后落脚罗克韦尔自动化。如

今作为大中华区市场总监的他，担负着在中国市场进一

步加强罗克韦尔自动化品牌、推广互联企业和智能制造

的重任：“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罗克韦尔

自动化在中国的宗旨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实

现互联企业，迈向智能制造，在中国和全球新的经济环

境下提升竞争力。”

程
杰
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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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制造商在使用不同的控制策略、系统和软件进行系

统设计时，仍然面临着严峻的集成挑战。填补平台之间

的缺口将增加培训成本、降低产能、削弱连接性并降低

定制能力。

为解决上述问题，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电机控制”带

来了与众不同的电机控制优势。通过将集成架构系统先进的系

统级通信功能与智能电机控制设备的完美结合，企业能够在整

个工厂或所有机器产品组合中实施统一的解决方案，获得前所

未有的宝贵资产背景信息，从而在全生命周期内实实在在地提

升业务价值。

高效的电机控制

源代码级集成是智能电机控制的一大特性。基于罗克韦尔

软件的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软件，该平台将工程和设计融

合到同一套框架中。这样 Logix 控制器与 Allen-Bradley® 电机控

制设备(例如 PowerFlex® 交流变频器)使用统一的集成环境执行系

统配置、操作和维护。 

随着 PowerFlex 527 交流变频器的推出，源代码级集成已经

更上一层楼。PowerFlex 527 变频器使用与 Allen-Bradley Kinetix® 

伺服驱动器相同的嵌入式运动控制指令，因此都可以通过控制

器使用 Studio 5000® 软件进行编程，所用技术也相同。

此方案可消除地址不匹配的错误，简化调试过程和机器同

步。公司还可以开发模块化代码，并在不同项目中重复利用。

源代码级集成也是高效电机控制方案的一部分，可帮助企业加

快产品上市。

安全与产能的纽带

为提高工作场所和机器的安全性，制造商必须着力开展培

训并谨慎选择所用的技术。好消息是：智能电机控制能提供一

系列扩展解决方案，帮助制造商更加轻松地降低风险、缩短停

机时间。 

通过远程监控解决方案，技术人员无需亲临现场就可

以对生产情况进行监控，这仅是罗克韦尔自动化保护人员和

资产的方式之一。此外，马达控制中心的变频器中还采用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电机控制将关键

资产的智能和动力水平提升至一个全新

高度

为企业关键资产提供

数据驱动力

AT FEATURE STORY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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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A r c S h i e l d ™  技术和安全转矩

关断 ( S TO )功能，同样起到保护 

作用。 

集 成 安 全 是 一 项 更 先 进

的全新安全功能，如今也可用

于  Po we r Fl e x  5 2 7  交流变频器

和  K i n e t i x  5 5 0 0  伺服驱动器。

该  S IL3/PLe 解决方案采用基于 

EtherNet/IP™ 网络的 Allen-Bradley 

GuardLogix®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无需额外的接触器或继电

器，有助于简化系统配置，并可实时访问有关安全故障及故障

原因的诊断数据。

提高资产利用率

各行各业都在重新评估企业的运营流程，以求最大限度地

减少浪费、提高业绩。实施战略性资产管理，尤其是与电机相

关的资产，可以大幅节约成本并提高设备的综合效率。

嵌入式诊断是整个智能电机控制产品组合的通用功能，可

以随时向制造商报告设备性能，诸如负载条件、机械不平衡和

过程异常等。智能电机控制能够检测上述情况，并在设备损坏

或意外停机之前触发手动干预或自动干预。 

在智能电机控制设备出现故障并必须更换时，自动的设备

配置有助于让设备快速恢复运转。 

对于关键的大型旋转设备，“虚拟支持工程师”远程监视

服务可帮助企业维护 PowerFlex 中压控制应用正常运行。 

提高能源效率

支撑智能电机控制(包括变频器、智能软件和联网电机状态

监测设备)的技术能够立竿见影地对能源利用和运行效率进行可

量化的提升。 

例如，在变转矩负载应用中使用 PowerFlex 变频器替代全

压启动，可以将速度降低 20%，同时节省高达 50% 的能耗。 

能 源 智 能 为 改 善 能 源 性 能 提 供 了 一 条 新 途 径 。

IntelliCENTER®马达控制中心出厂时预先配置有 FactoryTalk® 

EnergyMetrix™软件，可执行实时能源监测，以管理直至设备级

的所有能耗(请参见能源监视和更明智的决策侧栏)。 

从全压启动器、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到一体化成套解决方

案，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电机控制可以优化各类中低压应

用。智能电机控制可确保制造商能获得所需的数据，以便提升

电机驱动应用的性能以及制造智能水平，从而提高最终收益。

能源监视和

更明智的决策

智
能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提供了能源监视控

制和报表工具，有助于大幅降低能耗。

针对电机控制器、开关和保护继电器等

集智能电机控制设备，Logix 控制器提供了通用

的数据采集渠道。控制器与运行人机界面和记录

软件的 PC 配合，自动采集数据并汇总电力监视

数据。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公司：通过测量高峰需求

和电力质量参数对能源关系图建模；确定需求模

式；将能耗与气候情况关联起来；整合负载；并

按业务组、部门或工厂计算能源成本。通过建模

能在购买新系统或设备之前验证解决方案，从而

节省大量资金。

C E N T E R L I N E ®  马达控制中心 ( M CC )采用 

IntelliCENTER®技术，凭借其内置的网络功能和经

过预配置和测试的软件，该产品可以增强系统级

通信的性能，共享诊断信息，以便促进预防性维

护并在潜在故障发生前发出警告。IntelliCENTER 

技术采用内置网络捕捉信息，有利于预测性维

护、过程监视和高级诊断，从而增强 MCC 的智

能功能。

及早诊断并找出问题所在能够大幅降低生产

损失，最大程度缩短意外停机时间，并制定预防

性维护计划以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和停机。通过减

少维护并提高能源效率将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能源节约与保护电机的数据驱动技术相结

合，能够提升电机性能和生产效率。这一方法可

以节约更多成本，为可持续生产计划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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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CONNECTED ENTERPRISE 
互联企业专栏

5步打造黄金比例

见招拆招互联企业

企
业如人，当新的基因或者血液融

入身体之时，多少会产生排异反

应。现在，多数工程师会纠结于

工业自动化运营(OT)与信息技术(IT)相连

接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多少变通方案才

能保证现有 IT 系统的正常运行？已经发

现的潜在风险有哪些？网络的哪些部分

需要进行调整升级？如何规范现有的工

作及流程？

基于此，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了互

联企业成熟度模型，并开展了相应的验

证工作。在此过程中，罗克韦尔自动化

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达成了前所未有的

紧密合作，最终实现了工厂之间运营及

效益的惊人飞跃。

只要5步，根据已确立的变更管理程

序，罗克韦尔自动化就能妥善将人员、

过程和技术完美集成。友情提示：改革

总会遇到阻力，请做好准备。

Step1: 完善的体检
——执行基准评估

在升级之前，罗克韦尔自动化会照

例对系统执行基准评估，也就是对系统

做“体检”。

执行基准评估是实施“互联企业”

的第一步，也较为关键。它应当考虑系

统当前和未来的运营状况以及产品质

量、停机时间、生产效率、设备综合效

率等诸多因素。确定需要关注的目标及

问题后，企业便可以从中截取提高效率

的环节，其中包括改善信息系统架构、

控制系统与设备及网络安全等，从而

“对症下药”；当然，互联企业成熟度

模型的评估阶段，除了考量设备，关注

变更管理也很重要。

Step2: 健康的体魄
——安全并升级的
网络安全系统

随着标准以太网在“互联企业”战

略中的全面部署，以太网为企业带来裨

益的同时也为其带来安全隐患。Control  

Engineering杂志2014网络安全报告中指

出：“71%的受访机构认为，他们的控

制系统存在中度到重度的安全威胁，而

24%的受访机构从未进行过漏洞评估。” 

而这些漏洞，不管来自意外情况还是蓄

意攻击，都将对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

响。

人得小病还要大养，就更别提庞

大的工业系统出了故障。评估之后，平

衡短期风险是必须，但在不能一次性揪

掉所有病根的情况下，就要以平衡短期

风险和制定长期目标相融合为基础，按

轻重缓急设立工作优先级，以便顺序安

排工作，所谓之“病后调养”。在“调

养”的过程中，可将工厂扩充的设备以

及新技术从新纳入到整个工业系统中，

并从战略的角度循序渐进地形成一套灵

活的 IT/OT 骨干网络，从而实现能够充分

适应未来需求的互联状态。

罗克韦尔自动化对维护系统的安

全可以说是未雨绸缪——从系统设计的

初始阶段便将安全功能融入产品当中，

而不是在系统安装后才实施安全策略。

罗克韦尔自动化将控制系统设计、支撑

技术和专业服务相结合，并对设备、控

制器、过程和企业在内的所有层级进行

管理。借由此，可以部署当前的网络方

案，并对办公室和工厂网络进行升级。

较为典型的实践则是纵深防御策

略，这种策略基于IEC 62443标准，对工

厂中的策略和规程进行全面分析，以此

全面提高工厂的物理安全水平、网络安

全水平、计算机防御水平、应用程序安

全水平及设备防御水平。

在这一阶段，为互联企业中的 IT 和 

OT 工程师指定角色和权限则显得至关重

要。打个比喻：假设你是工厂的网络专

员，负责操作技术(OT )，为自动化控制

系统提供支持，以确保生产正常进行。

这时，你收到了一封恼人的邮件：你公

司的IT部门将会升级网络并在工厂中实现

全新的网络安全措施，而你需要配合工

作。从思想上来看，IT民工们并不在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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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运行了多久，他们关心的是这些设备

多久没有升级。他们也许不会意识到，

如果一台设备已经运行了多年没有重启

过，那么千万不要去重启。OT人员倾

向于保持更长时间不做变更。从工作内

容上来看，在工厂中完成故障排查任务

时，IT工程师们经常会发现，很多设备和

通讯方法与他们所熟识的东西完全不一

样。这时，若不分清楚职责，则很容易

产生问题。

Step3: 有效的讯息
——明确定义、组织
有序的流动数据资本

工业企业在数据量方面首屈一指。

采集并存储数据固然好，但若不能与相

应运营背景结合起来则意义甚微。因

而，工业企业在建立“互联企业”的道

路上，必须制定明确定义、组织有序的

流动数据资本，为迎接汹涌的数据流做

好准备。

罗克韦尔自动化市场拓展副总裁 

John Nesi 喜欢将这一阶段称为“从不

足转变为过剩的信息变革”。 为什么这

么说？我们经历了从拥有可接受、可使

用的 OT 数据到数据过于丰富的转变。

工业大脑跟人的大脑一样，接受太多讯

息后自然会感到疲惫，数据冗杂是企业

不愿意看到的，应该重点关注那些最具

相关性的数据，并从最重要的资产开始 

着手。

事实上，大数据的真正价值并不在

于数据本身，而在于分析这些重要数据

时所揭示的深层信息。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将原始信息转换为营运数据资

本，再由“互联企业”发挥作用。工业

企业的决策者需要更具探索性地思考如

“获得正确的数据对我们有哪些意义”

这类问题。

为此，罗克韦尔自动化希望能够

从那些对日常运营看似“无关紧要”的

数据中过滤出一些重要资讯。另外，罗

克韦尔自动化也意识到，面对这些新信

息，新的工作流程、时间安排和责任分

配也将势在必行。“OT/IT网络已演变成

为一套生态系统。企业高管可借助此网

络优化全球工厂运营，并且无需额外投

资因而能够长期节省大量成本。他们能

够就哪些工厂在什么时候生产哪些产品

制定更为明智的决策。”——罗克韦尔

自动化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Sujeet 

Chand讲道。

在生成和确认营运数据资本之后，

需要将其发送给特定系统或决策者才能

发挥其最大价值。利用虚拟化、云计算

和移动这三项彼此关联的技术，可以更

高效地实现营运数据资本的分析、通信

和可视化，并将成果扩展到整个“互联

企业”。

Step4: 运转的大脑
——对有用的数据 
进行分析

择其善者而从之。“物色”完有用

的数据之后，在数据分析阶段，罗克韦

尔自动化基于各地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选出了多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利用IT/

OT 网络功能将相关信息连接到有权进行

操作的授权代表；同时，为员工设置了

标准行动协议，以便调动新信息，从而

最大程度地减小高管监督的需求，同时

提高响应能力。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可以实时查

看并对照历史绩效数据，并连同其他实

时数据一起进行监视。通过实时分析生

产数据，可以发现潜在的低效率因素，

并更快速地进行调整，以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从而提升整体客户服务水

平。

尽管罗克韦尔自动化已尽了最大努

力，但还是会遇到“顽固党”，也就是

死活不相信数据的人。他们坚持认为，

数据不可能是正确的。经过总结后，罗

克韦尔自动化认识到，要有理有据地说

服他们，除了提供质量、生产效率、OEE

和停机时间等与KPI有关的关键信息外，

还应该将数据应用到ERP或BI等其他企业

系统，以便与企业数据关联。

罗克韦尔自动化已经应用其流动数

据资本进行分析，达到效果如下：将库

存从120天缩短至82天；每年工厂因免于

额外投资而节省成本30%；供应链的交付

率从 85% 左右提高到96%；交付时间缩

短50%；改善客户服务指标，按时交付率

从82%提高到98%，百万零件中问题零件

的比率降低50%；预计每年生产率的增长

幅度从4%提高到5%......等等

Step5: 合理的运动
——优化并协作

罗克韦尔自动化非常感谢前面四

个阶段的铺垫，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所获

多于所予。因而在优化及协作阶段中，

罗克韦尔自动化利用所积累的经验，与

客户协作，为客户和供应商提供帮助、

让他们逐步朝着属于自己的互联企业迈

进。

在企业优化过程中，罗克韦尔自

动化提到，通过企业运营系统与制造执

行系统实现整合。集中布局后，企业可

以更好地跟踪工作流、物料消耗和库存

情况，确保合适的零部件，在合适的时

间，交付到合适的地点。长远角度来

看，它的优势在于：内外部领域专家可

以为众多的地区和公司提供远程服务，

及时分享最佳实践，并获取整个供应链

的知识库，来实时解决难题，从而使整

个企业得到优化；并且，企业可以通过

更好的可视性和流程，持续改进从工厂

到领导层的决策，使企业保持竞争优

势。

合作中，每一个合作项目都需要花

费时间，特别是规模宏大的、需要寻求

和分享专有信息的合作项目，则更是需

要“耐心”二字。另外，通过协作，罗

克韦尔自动化的供应链可以集中了解和

应对新兴市场动态，全方位提升运营效

率并省成本。

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供

应链合作伙伴，IT/OT 数据流中的每一个

人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标准。将安全

性更高的物理防御层和电子防御层纳入 

IT/OT 基础架构的“纵深防御”战略，则

更容易检测并有效避免各种威胁或未授

权访问。通过保护机制确立明确的适用

范围，企业将会更愿意与之合作，并分

享最佳实践。

ATTHE CONNECTED ENTERPRISE 
互联企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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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时五天的工博会11月7号在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据主办方

官方报道：今年工博会共吸引了

境内外专业观众达13.6万人，观展人数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12.4%。众多厂商围绕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向观众展现了未

来智能制造发展新产品新趋势，其中机

器人、自动化、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展

成为最吸引观众的展区，显示了在低迷

的经济环境下，各行各业寻找突破口，

发展智能制造的迫切需求。工博会是一

个平台，它更是最近持续火爆的中国制

造2025发展战略的具象表现。

热闹的展览过去了，看到听到的总

是要思考如何落到实处，无论中国制造

2025、工业4.0还是美国的智能制造，

怎样来具体实施？ 这一直是业内多数人

士所困惑的。大家现在有了明确一致的

目标，但是应该从何下手呢？ 纵观这些

智能制造的战略，其背景都是智能设备

及物联网的快速发展而推动的，新一代

电子技术和物联网的普及发展，使得实

现万物互联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对于

制造业，智能设备和物联网促成了互联

企业的基础架构。底层的设备已经完全

可以是智能设备，只要用标准和未经修

改的以太网就可以把它们和生产线控制

层各种控制器、生产管理中间层软件如

MES、甚至和 企业层计划管理ERP相连，

企业内部一网到底，数据无缝路由，实

现IT/OT的融合。由此企业管理者便可以

在以自动化方式完成生产组织的同时，

获得实时的数据资料便于分析，从而做

出更加理性的决策。从横向来看： 互联

企业使企业能够连接整个供应链，一方

面可以确保物料供应做到恰好及时(JUST 

IN TIME)；另一方面又可以连接需求链，

按照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所以互联企

业是实现智能制造的核心和基础。实现

了互联企业后，进一步的智能化都可以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如虚拟化制造及

外延的互联网+等等。智能制造或许还是

个愿景，但是互联企业今天就可以逐步

实施，只要采用智能设备，标准和未经

修改的以太网，集控制和信息一体化的

集成架构就可以构建面向未来的互联企

业。

有关互联企业的落地，我们可以用

工博会的例子来说明：机器人馆的发那

科机器人公司和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合

作构建了一个用机器人来组装机器人模

型的智能化生产线，智能化生产线接到

客户在手机或iPad下的订单，自动安排生

产并可将生产实时状态信息反馈，让客

户了解生产进度，让管理者了解生产线

的运行情况，并在生产过程可以按照不

同订单组织柔性生产。这虽然只是简单

演示智能制造的过程，但这个系统从客

户下单到交付，都具备了智能制造的所

有特征，它就是建立在互联企业的架构

上的一个智能制造的系统，完整体现了

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发展思路，吸引了

大量的参观者，也成为整个工博会上一

个闪亮的明星！ 

AT ROCKWELL AUTOMATION BLOG
罗克韦尔自动化博客

互联企业
 与智能制造 

更多“博客文章” 点击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blog/detail.page?docid=1deceed5a7fc9517e899d4e7182d6b0b&G11N/Locale=zh&geography=CN&content_type=blog&pagetitle=%E4%BA%92%E8%81%94%E4%BC%81%E4%B8%9A%E4%B8%8E%E6%99%BA%E8%83%BD%E5%88%B6%E9%80%A0-%7C-%E5%8D%9A%E5%AE%A2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blog/overview.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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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罗克韦尔自动化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工业自动化和信息解决方案的公司。

无论是著名的食品生产商、重要的石油加工企业还是顶级汽车制造商，都能在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帮助下改善流程、减少效率短板并提高生产效率。

除了为众多世界知名制造商和工业企业提供支持，罗克韦尔自动化本身也

是一家制造商。在公司 22,500 名员工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员工分布在全球 20 

家生产工厂中，管理着近 400,000 个标准产品。公司产品的平均寿命达 20 年，

平均每笔订单包括 200 件产品，产品交付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面对如此复杂的生产环境，罗克韦尔自动化通过增强可视性，部署通用的

制造平台以及重塑供应链，充分发挥了内部信息的价值。利用信息的最佳方法

是通过集成的控制和信息产品，将信息技术 (IT) 和运营技术 (OT) 整合为覆盖全球

的统一系统。该系统让各地之间的连接、通信与协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面临的挑战

与其他拥有大量产品组合及业务遍及全球的制造商相似，罗克韦尔自动化

原先的不同工厂中采用的制造流程也各不相同。每座工厂都有自己的企业资源

规划 (ERP) 系统，彼此无法通信，同时还使用着定制应用程序以不同方式监视

和分析机器数据。 

罗克韦尔自动化想要建立一个完全互联的系统，以便对世界任意地点出现

的问题进行追踪和快速响应。例如，当某一工厂需求激增时，可通过增加附近

另一工厂的产量来解决；或者在与某一供应链合作伙伴终止合作时及时吸纳另

面临的挑战

•	 针对多样化的产品组合和制造流程在全

球部署灵活的 MES 系统

•	 用适合所有工厂的标准化系统取代独立

的 ERP 系统和定制应用程序

解决方案 

•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控制和信息产品

组合包括 FactoryTalk® ProductionCentre® 

软件和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企业制

造智能 (EMI) 软件，利用这些软件可实现

通用的制造平台、实时的可视化和更加

明智的决策。

成果 
总拥有成本更低 

•	 库存天数减少近三分之一

•	 节省资金 30%

产品上市更快

•	 供应链交付率提高到 96%

绩效更高

•	 生产率每年提高 4% 到 5%

企业风险管理

•	 按时交付率提高到 98%

利用新方案可在所有工厂中部署通用的 
制造平台和标准化的绩效衡量方法

互联企业通过帮助罗克韦尔自动化提高生产

和供应链网络从而提升可视性和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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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合作伙伴。

公司还力求减少业务流程中注册的应

用程序数量。生产大量产品和部件最终产

生了数百个应用程序。数据和 I/O 点的多

样化不仅增加了出错风险，而且增加了消

化采集数据所需的时间。 

市场拓展副总裁 John Nesi 介绍：“我

们过去面临的这些挑战也曾困扰许多全球

制造商。我们深知，互联工厂的企业级战

略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运营情况，完

善工厂间的绩效衡量和比较，并利用无可

争议的有效数据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解决方案

在努力利用企业数据制定更明智决策

的征程中，罗克韦尔自动化已经探索了数

十年之久。在基于 IP 的标准开放式以太网

架构和物联网等强大技术的推动下，互联

企业正帮助公司不断向这一目标迈进。

互联企业将 IT 和 OT 系统合二为一，

为在整个制造企业内访问、监视和利用运

营、业务以及交易数据带来新的机遇。 

“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初，我们计划

用五年时间完成对工厂和供应商网络的重

组，”Nesi 谈到，“我们经互相协商制定

了执行该计划的方案和目标，以确保我们

能够保持甚至超越客户所期望达到的质量

水平。”

为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互联系统，罗

克韦尔自动化必须改变其网络基础架构。

公司决定采用 EtherNet/IP™，因为这一标

准的开放式网络基础架构可实现企业 IT 网

络与工业应用之间的安全互通。

公司还用可轻松管理全球众多工厂的

单一 ERP 系统取代了分散在各个工厂的不

同 ERP 系统。新的标准化系统提供参考流

程和参考点，能够以统一的标准衡量所有

工厂的绩效。

为配合新的 ERP 系统，罗克韦尔自

动化推出了新的制造执行系统  (MES)，

可对所有生产工厂的流程进行标准化。

公司最终决定使用自己的  FactoryTalk® 

ProductionCentre® 软件，这款软件采用可

扩展的工作流引擎和运行模式，可随着运

营而不断发展完善。该软件的灵活性极

高，非常符合生产大量产品(包括标准产

品、按订单配置产品和按订单设计产品)

所需的多样化制造方式的要求。 

罗克韦尔自动化还部署了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企业制造智能 (EMI) 软件，

可以跟踪和记录数据，帮助准确预测生产

趋势。

MES 与 EMI 相结合，可将数百个应

用程序获取的信息集中在一起，为工人提

供便于理解且可指导行动的信息，帮助他

们做出改进。并且还可以对质量、生产绩

效和工作流管理等关键绩效指标进行实时 

分析。

成果

罗克韦尔自动化在所有工厂部署互联

企业的进程仍在继续，迄今为止，新系统

的部署已经带来可观的收益。

公司成功降低了总拥有成本，库存天

数从 120 天缩短至 82 天，并且每年节省

资金 30%。此外，公司还加快了产品上市

速度，供应链交付率已提高到 96%，且交

付周期缩短了一半。而且据估计，公司生

产力每年提高 4% 到 5%。 

通过 MES 平台能传入和传出 ERP 系统

数据，从而缩短解决问题所需的时间，实

现精益化运营。生产效率因此得到提升，

这对任何一家制造商的盈利能力都是至关

重要的。

公司还将互联企业的效益传递给客

户。按时交付率从 82% 提高到 98%，同时

随着质量的提升，百万零件废品率也减少

到原来的一半。

罗克韦尔自动化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将新系统推广到 95% 的自有工厂中。尽管

如此，公司仍然认为“互联企业”的建设

需要继续不断地努力，确定新的目标，并

持续改进。

互联企业是二十一世纪的工业革

命。它能帮助发现提升全球生产力的新

机遇，支持可持续发展并增加灵活性，

这些都是未来制造商不可或缺的竞争 

优势。

公司还将互联企业的效益传递给客户。按时交付率从 82% 

提高到 98%，同时随着质量的提升，百万零件废品率也减

少到原来的一半。

扫描二维码， 

进入“互联企业” 

微信专区。

更多“互联企业” 点击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innovation/connected-enterprise/overview.page?#ta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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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对商业及工业包装和贴标产

品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为全球

印刷设备制造商带来了无限的

商机。全球包装印刷(仅涉及可制成容器

的铝箔、薄膜、纸张或软片等柔性材料)

市场在 2014 年呈现出增长态势，预计未

来几年增长速度将继续攀升。在此背景

下，印刷设备制造商都在积极寻求创新型

自动化与控制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对套印

精确性、印刷精度以及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的要求，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柔版印刷，也常简称为柔印，是包

装印刷市场广泛应用的一种印刷方式。之

所以称为柔版印刷，是因为印刷时要求印

刷板表面与卷料(纸张、无纺布或薄膜)保

持接触状态，而这是通过具有弹性的柔性

版完成的。这种印刷方法广泛应用于柔性

包装、包装箱、购物袋、食品及卫生用品

包装袋、不干胶标签和墙纸。

柔版印刷流程

多工位柔版印刷机设计用于将网纹

辊中的水性或紫外光固化(UV)油墨精确施

加到刻有图像的印版滚筒上，然后通过印

版滚筒与压印滚筒接触将图像传递到待

印基材上。是否能将一个墨点精确施加至

另一个墨点代表着印刷的套准精度，并决

定了印刷图案的视觉效果。这是衡量已完

成薄膜、纸张或包装箱印刷质量的重要 

手段。

典型的多工位柔版印刷机包括以下

几个部件： 

• 双张力开卷装置，使卷料在精确的张力

控制和速度调节下穿过印刷机的进料速

度控制区域。 

• 给料装置，传输卷料并在卷料到达首个

印刷工作台前隔离张力。 

• 印刷工作台，(首个印刷工作台工位)将

印刷套准辊和第一种颜色施加到卷料。

后续的各印刷工作台将借助印刷套准辊

的引导一次分别施加一种颜色。 

• 出料装置，位于最后一个印刷工作台之

后，通过精确的张力控制和速度调节再

次隔离卷料。 

• 连续物料加工装置，为复卷产品前用于

模切、冲孔、压印、修剪或切割卷料的

单元装置，为常见的后期处理操作。

柔版印刷具有诸多优势。首先，制

版的成本较低，且印版可作为一次性产品

使用，能够适应包装印刷中常见的用户频

繁更改设计方案的需求。其次，印版易于

安装在机器上。第三，柔版印刷提高图像

质量。

但柔版印刷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例

如，由于柔性版具有弹性，挤压会使柔性

版材料发生变形，从而对图像质量产生不

利影响。同样，压力控制也非常重要。但

即使有效控制，印版材料的磨损速度仍比

其他印刷技术快。

AT TECHNOLOGY WATCH
技术前沿

自动化助力柔版印刷
机制造商提高生产率

单一的控制平台和开发环境帮助制造商缩

短开发时间、降低开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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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驱动因素

为提高竞争力并应对不断增大的市

场压力，连续物料加工商不得不寻求能够

提高灵活性、生产率和产量且可减少浪

费的连续物料加工机械。这对印刷设备制

造商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因为他们已将印

刷速度提高到229 到 365 米/分钟，并可

将印刷套准精度保持在 +/-0.05 到 0.13 毫

米。同时还在机器运行准备期间，将废料

长度保持为整个印刷机加上一个印刷工作

台的长度。由于已设计出全新的干燥系统

技术，印刷品产量将继续得到提高。

为满足产品样式和包装的不断变

化，最终用户正在寻找各部件可以灵活更

换且印刷辊衬套尺寸可以变化的包装印刷

设备。包装和标签印刷与报纸和杂志的印

刷不同，不同产品包装和标签间的尺寸、

基材和材料要求均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能

够快速更换机器部件或更改辊尺寸变得至

关重要。

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必须满足最终

用户的更多要求，其中包括： 

• 补偿由机器机械系统产生的齿轮标记

• 消除折页，因为在卷料速度变化期间必

须保持印刷套准 

• 使用或不使用电子套准校正(ERC)进行

套准

• 为插入或施加更多颜色而对预印卷料进

行重新套准 

• 因卷料变化而对印刷进行或长或短的 

补偿

• 在卷料中不断对错误进行采样并确定错

误趋势，以便持续进行纠正 

• 某些应用中的交叉套准控制需要卷料引

导装置

将这些挑战与不断变化的基材、油

墨和干燥系统相结合，人们便能完全了解

包装和标签印刷行业的印刷需求。 

通用的控制和开发环境

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系统提

供了一款成熟的解决方案，可满足包装

和卷料标签印刷行业颇具挑战的需求。

Kinetix®集成运动控制采用 Logix 控制平台

与 Allen-Bradley® Logix 系列控制器、伺服

驱动器、伺服电机和执行器进行无缝集

成。Kinetix 驱动器可缩短编程时间，改

善各组件之间的信息流，提高机器设计的

灵活性，并能提高制造车间的生产效率。

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组件包括 

Logix 控制器、Rockwell Software®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Kinetix 5500 伺

服驱动器、Allen-Bradley PanelView™ Plus 

人机界面 (HMI) 终端和 CIP™运动控制。

Logix 控制器将运动控制、顺序控制

集成到单个多任务控制器平台内，可降低

系统成本、简化维护和系统安装工作。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处理器通过基

于 SERCOS 的全数字化 Kinetix 伺服系统，

可提供实现可靠的卷料控制和轴同步所需

的速度、分辨率和精确度。 

Rockwell Software Studio 5000 软件

可用于进行运动控制和顺序控制，因此

无需多种编程工具。Power Programming 

方法结合采用经 PhaseManager™增强的 

Studio 5000 开发软件和用户自定义指令 

(AOI) 来实现开卷、给料、印刷、出料、

连续物料加工和复卷等各印刷机组件的集

成扭矩、速度和位置要求。

Kinetix 5500 伺服驱动器具备印刷套

准精度所需的动态性能。多轴伺服驱动器

将先进的控制功能和创新的设计功能集于

一身，可显著提高系统性能并能降低集成

和设置成本。

Allen-Bradley PanelView Plus 终端用

于以图形化方式监视、控制和显示关键的

应用数据和生产及过程信息，可帮助操作

员快速了解印刷机运行的实时状态。

全新的 CIP 运动控制功能使网络变得

更加简单、可靠(DLR 技术)，因此可以使

用未经修改的标准以太网提供闭环驱动操

作所需的高性能、确定性控制。优于 200 

ns 的时钟同步可轻松实现，从而满足多

数苛刻的运动控制应用的需求。

集成套准

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可将套准

功能无缝集成到 ControlLogix 中，也可以

与第三方套准控制器配合使用。 

作为集成平台，Studio 5000 软件可

将印刷标记自动套准轻松集成到 Kinetix 

伺服系统中。Kinetix 6000 伺服驱动器可

实现较高的套准精度(3 µs 不确定时间和 

500 ns 捕获时间)。采用伺服驱动器和自

动套准系统的集成方案后，可直接利用 

PLC 和伺服驱动系统进行套准控制，无需

独立的自动套准系统。

此外，用户还可以配合集成架构系

统使用第三方套准控制器。在这种方案

中，控制器可通过双标记套准隔离印刷错

误，并可借助特定算法来计算印刷辊的调

整距离值。 

充分利用自动化

柔版印刷机既需要提高产量，并保

持产品质量可靠和稳定，又需要降低人员

和维护成本。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架构

解决方案可助力包装印刷设备制造商提高

效率，优化产品。

例如，可复用的标准软件模块和自

编功能模块( AOIs )可缩短工程设计时间。

此外，集成架构还可实现控制组件之间的

无缝连接。

在设备优化方面，Kinetix 伺服驱动

器集成运动控制可实现极佳的印刷套准、

精确的张力控制和平稳运行。Logix 控制

和集成运动控制可帮助机器制造商更快速

地根据各种基材特性进行调整。

对于最终用户，Logix 控制平台可带

来所需的功能、灵活性以及可扩展性，有

助于提高产能并降低总拥有成本。这可帮

助机器制造商更为快速地响应客户和市场

需求，减少维护成本，缩短停车时间，并

能获得具有指导意义的设备和生产信息，

从而提高管理和决策水平。

对于印刷领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Logix 控制平台是一款集控制、联网、可

视化和信息技术于一身的功能强大的系

统，可帮助企业降低设备设计、开发和交

付的总成本。它可借助单一控制平台及单

一开发环境提供完全集成的可扩展解决方

案，助力设备制造商高效地重复使用工程

设计数据，从而缩短开发时间，降低成本

并提高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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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安全领域的两大重要标准EN 

ISO 13849 和 IEC 62061 即将合

并，你做好准备了吗？这两项有

关机械控制的安全标准将合并成一项全球

标准，即 IEC/ISO 17305。对原始设备制

造商 (OEM) 而言，准备工作现在会比预想

的更容易。据罗克韦尔自动化业务开发经

理、TÜV Rheinland 功能安全工程师 Derek 

Jones 介绍，这将帮助 OEM厂商制造更安

全、更高性能、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机械设

备，同时帮助跨国企业降低安全合规的 

成本。

IEC/ISO 17305 标准预计将在 2016 年

颁布，并允许两年过渡期，即到 2018 年

全面执行。不过标准组织很可能还需要更

多时间才能最终完稿，有人认为现在的预

计发布日期过于乐观。 

一些 OEM厂商，特别是来自欧盟地

区之外的企业，可能对标准合并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存在疑问。不难理解，许多 

OEM 厂商都迫切希望了解标准合并带来

的潜在收益，以便确认是否值得绞尽脑汁

适应一项新标准。所说的好处可能包括如

何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并最大限度地减

少全球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开发更安全的机械

不管怎样，OEM 厂商有理由保持乐

观。合并即将产生 IEC/ISO 17305 标准，

它标志着全球机械安全控制标准方面的最

高挑战。 

ISO 13849 和 IEC 62061 中介绍的基

本方法与基本要求无需重大修改。这两项

标准的统一应当只是对二者最佳内容的整

合，化繁为简，形成一项用户友好性更好

的新标准。它也可能会解决过去六年使用

两项现有标准时所存在的已知问题和灰色

地带。

OEM 厂商很可能会发现，之前经历

过的安全标准升级对于 IEC/ISO 17305 标

准的相关准备工作很有帮助。凭借从 EN 

954-1 过渡至 EN ISO 13849-1 的经验，

OEM 厂商的下一次过渡将会更易于管

理。从长期使用现有 ISO 和 IEC 相关标准

所借鉴的经验，他们可以将符合 IEC/ISO 

17305 标准的过渡工作进行梳理和简化。

从 EN 954-1 简单的安全分类转换为

复杂得多的 ISO 13849 或 IEC 62061 标准

时，OEM厂商一开始 并未对这一过渡表

现出广泛赞许。不过，厂商们达成了一项

共识，即愈发复杂的安全自动化技术显然

需要对安全标准做更多的改进和完善。

全球广泛采用的 ISO 和 IEC 标准于 

2011 年末彻底取代了 EN 954-1 标准，这

正是对以上预测的佐证。新一代复杂电子

与可编程安全自动化技术超出了相对简

单、不够全面的 EN 954-1 的适用范围，

工业领域正向更优化的全球统一标准迈进，这将帮助 OEM 厂商制造更安

全、更具竞争力的机械设备。

两大机械安全标准合并在即

OEM制造商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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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项标准仅对控制系统架构提出

了指导信息。

更全面的全新功能安全标准要求设

计人员对与安全元件长期可靠性相关的

所有方面都进行评估，让您在使用新技

术时高枕无忧，Jones 解释道。 

文档要求也更为严格，同时评估可

靠性要求定量计算，这些都增加了复杂

性。然而，正式这些升级塑造出系统化

的方案，它可以帮助 OEM 厂商采用支持

当代最新技术并且符合全球市场规范的

标准，开发更安全、性能更容易预测、

可靠性和可用性更高的机械，进而增加

投资回报。

新标准蓄势待发

对 OEM 厂商来说，很难再对 IEC/ISO 

17305 持观望态度。根据 ISO 13849 和 IEC 

62061 这两项独立标准进行的开发已呈落

日之势，这也是统一标准即将到来的明

显征兆。IEC/ISO 17305 初步规划流程已

经启动，它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全球性安

全标准。

ISO 和 IEC标准 与美国机械设备制造

业息息相关。关于这个话题，有一个尤

为引人瞩目的重要先例：ISO 12100 是一

项机械安全基本原理标准，为在设计阶

段识别风险并最大限度降低危险提供最

佳实践框架。它表明，原本被视为“欧

洲标准”的内容实际上是国际化的。ISO 

12100 不仅是一项统一的标准，它还通过

美国 OEM制造商、机械设备用户和安全

设备制造商发挥了重要影响。

众多国家标准都有与 ISO 和IEC 标

准等效的规定。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地区采用 ISO 和 IEC 标准作为国家标

准。设想有一家美国制造商面向中国与

欧盟销售，或者一家中国公司要向美国

出口。如果他们需要应对不同的标准，从 

UL、ANSI 到 EN、GB，甚至可能是独立

制定的规范，这会让全球进出口商整日

焦头烂额。不过，现行的标准往往相似

度很高，有时甚至高达 90%。这些标准

有哪些最常见的共同点呢？可以预见的

是，它们都与 ISO 和 IEC 标准有大量相同

的元素。

对复杂性和数据的要求不会倒退。

现今的安全功能通常不仅仅是切断电源

这样简单。灵活先进的功能需要更严谨

的规定来避免错误和故障，例如，可实

现智能安全运行的安全功能逻辑。日益

增加的复杂性与对可靠性计算的要求可

能会带来一些挫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包括数据不足。不过，在多数情况下，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 

消极等待并寄希望于复杂性自行消

失是毫无益处的。深入了解现有的  ISO 

13849 和 IEC 62061 标准才会让你的企

业过渡到 IEC/ISO 17305 的进程更加顺利 

轻松。

向全球化标准迈进

全球化贸易的加速促进了全球化

标准的统一。 IEC/ISO 17305 标准计划

于  2016 年颁布，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了。发布前的这段时间最好抓紧时间熟

悉作为这项标准基础的 ISO 13849 和 IEC 

62061。未来发布统一标准的内容时，熟

悉这两项标准的公司将更得心应手。

合并过程不会引入任何截然不同的

要求。据 Jones 透露，新标准将更简洁明

了。工业领域正向更优化的全球统一标

准迈进，这将帮助 OEM制造商 生产更安

全、更具竞争力的机械设备。

开发安全功能的 
辅助工具

罗克韦尔自动化为机器和原始

设备制造商 (OEM) 提供一系列工具，

帮助他们打造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

同时简化开发流程，改善合规性并降

低成本：

安全自动化构建器 (SAB) 工具。

这款软件可以缩短设计、开发和交付

安全解决方案的时间。使用这款软

件，用户可以显示机器存在的风险和

接入点，定义安全功能并选择安全产

品，以及将数据导出至 SISTEMA 进

行评估。该工具的输出包括安全布局

图、SISTEMA 项目文件和物料清单。

安全功能文档。为支持 SAB 工

具，罗克韦尔自动化发布了预制设计

文档，其中包括安全防护方法的具体

功能、PL 等级和所需的输入、逻辑

和输出元件等详细信息。此外，这

些文档还包括零件列表、电气图、

SISTEMA 项目文件以及检验和验证 

计划。

适 用 于  G u a r d L o g i x  和 

Smar tGuard 600 系统的安全加速

(Safety Accelerator)工具包。该工具

包可简化系统设计、编程和诊断工

具，能帮助用户使用罗克韦尔自动化 

GuardLogix®、Compact GuardLogix®

或 SmartGuard™ 600 控制器、Guard 

I/O 和安全安全设备，快速开发和部

署安全系统。它包含风险评估和系统

设计指南、硬件选型指南、CAD 图

纸、安全逻辑例程，以及操作员状态

和诊断面板。

更多内容，请访问http://www.
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products-
technologies/safety-technology/overview.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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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众多公司选择将定制、设计和

制造二次包装系统的任务交由 

CAMA Group 负责，其中包括中国

最大的酸奶制造商、意大利排名第一的单

杯“胶囊”咖啡生产商、以及知名的俄罗

斯糖果商等。

“将机器人技术与包装机械融为

一体，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CAMA 

Group 电子部门经理 Paolo Mosca 谈道。

该公司主要为烘焙、奶制品和咖啡行业

提供解决方案，并逐步向非食品类消费

品(如化妆品和盥洗用品)行业的制造商 

扩展。

在二次包装行业中，CAMA Group 采

用的机器人技术是最为先进的。公司设

计了四种类型的机器人加载单元(从两轴

至四轴)，有效负载能力和应用能力各不 

相同。

“这些产品不同于生产线上负责简

单拾取物体的普通机械臂，”Mosca 解释

说，“我们的机器人能执行复杂的技术任

务，比如在连续运动的包装线上管理和装

载产品。”

以 CAMA Group 的 Tria�ex 机器人(搭

配智能视觉系统)为例，它的头部能 360 

度旋转，可以完成三维作业，从生产线传

送带上拿起任意产品并正确放置在包装

中。Triaflex 机器人装备有四个可控轴和

碳纤维机械臂，可抓取或放置任意位置

的产品，抓取速度高达每分钟 150 次。例

如，制造商可使用该机器人将流动包装放

到卧式装盒机中。

“我们由内部人员来设计和开发自

己的机器人生产线，然后将其与自动包装

机械集成在一起，” Mosca 介绍，“最

终，我们根据客户的独特需求为其量身定

制一套完整的包装解决方案。”

对简化控制的追求

有越来越多的客户向CAMA Group询

问如何能简化包装系统的控制。面对客户

的要求，公司决定开展一个研发项目，目

标是将机器人使用的自动化和运动控制系

统从多家厂商技术的组合改造为基于统一

的平台架构。

Mosca 表示：“我们坚信对系统的

一致性是一项根本性诉求，特别是在获得

市场认可和客户信任方面非常重要。如果

生产线上机器的硬件架构、软件设计和电

机类型各不相同，产品可靠性就不可能达

到最优化，更重要的是，客户关心的成本

也不可能最优化。”

CAMA Group 的工程师深知，单一平

台更有利于客户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维护

人员进行调试、操作和管理。同时，他们

也想满足广大客户对更加紧凑的包装系统

的需求。

但是，简化和紧凑的设计绝不能以

牺牲性能为代价。“在我们这个行业，

为客户提供最先进的高速解决方案意味

二次包装系统的跨国制造商CAMA Group 采用统一

架构的罗克韦尔自动化软硬件解决方案取代了原

来复杂、专有的多品牌技术组合，在为用户提供

高速的包装解决方案的同时，缩短了上市时间并

降低了整体成本。

包装 OEM厂商利用统一的平台

实现简化和高速的解决方案

AT APPLICATIO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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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大的竞争压力，”Mosca 说，“而

且，我们绝不能牺牲包装过程的准确性和 

效率。”

新解决方案需要以统一的通用控制

系统满足所有需求，然而激烈的市场竞争

压缩了开发和交付解决方案的时间。

在单一平台上集成逻辑和

运动控制

面对用户的需求与来自市场的压

力，CAMA 公司决定向全球领先的自动化

供应商寻求帮助。CAMA Group 的研发团

队及其电子工程部门与罗克韦尔自动化

全球 OEM 技术顾问 (GOTC) 展开了积极的 

合作。

“我们了解市场中的挑战，所以我

们将具体的生产线要求提供给罗克韦尔自

动化。当然，我们提出的时间期限也十分

严苛。” Mosca 解释说，“罗克韦尔自

动化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了系统的运行方

式。我们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力求让所

需应用达到最快速度”。

罗克韦尔自动化工程师决定采用模

块化方案，让 CAMA Group 的解决方案能

够适应不同制造过程的规格要求。

“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将逻

辑和运动控制集成到统一的自动化平台

上。”Mosca 介绍，“机器人自动化和控

制系统必须满足各种要求：比如装卸作业

中的速度和灵活性、工厂中的多轴同步以

及更便捷的产品切换。”

项目一开始，联合团队首先针对可

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I/O、电机、伺

服驱动器、交流变频器和操作员界面定义

了相关技术规格。该系统的核心是包含集

成运动系统的 Logix 控制平台。利用单一

控制平台，用户可以同时管理各种各样的

机器人动作，并实现跟踪、搬运和视觉系

统之间的完美同步。平台采用带串行实时

通讯系统 (SERCOS) 接口运动模块的 Allen-

Bradley®1756-L72 ControlLogix®控制器。

通过统一的 EtherNet/IP™网络，最终

用户可轻松分享所有设备的生产信息。

EtherNet/IP 使用与 Internet 相同的 TCP/IP 

协议，既具备标准以太网的开放连接性和

全球认可度，又有现场总线解决方案的实

时性能及安全性。

C A M A  G r o u p  工程师还能通过 

EtherNet/IP 协议，将光学字符识别和光学

字符验证视觉系统与机器人单元中的罗克

韦尔自动化产品连接起来。

该系统使用 Allen-Bradley Kinetix® 

6000 和 Kinetix 6500 伺服驱动器，省去了

使用专用的运动控制网络的麻烦，只需通

过通用网络就可实现对高性能驱动器、 

I/O、智能执行器和其它通过 EtherNet/IP 

连接的设备的支持和控制。

此外，具有安全关断功能的  Allen-

Bradley PowerFlex®变频器也位于相同的 

EtherNet/IP 网络中，可简化机器设计和生

产线操作。Allen-Bradley MP Series™ 低惯

量伺服电机既符合紧凑的空间要求，同时

又能满足对高性能运动系统的需求。

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操作

员安全性，提供符合全球安全标准 EN ISO 

13849-1 的系统。罗克韦尔自动化团队开

展了安全风险评估，并决定采用  Allen-

Bradley GuardLogix®集成安全系统。该系

统可同时实现安全控制和标准控制，简化

硬接线，并缩短工程设计的时间。

作为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系统

的一部分，GuardLogix PAC 与系统其余部

分使用相同的组态、网络和可视化环境。

这种集成可减少用户所需的备件数量，同

时凭借该控制平台的开放性，用户可以将

其轻松集成到现有工厂系统中。

与硬接线系统不同的是，集成的安

全和标准控制系统让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

能通过 Allen-Bradley PanelView™ Plus 人

机界面查看所有机器状态，其中也包括安

全事件。凭借集成系统带来的及时和全面

的信息，用户可以在异常状况发生时迅速

应对，让机器或生产线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状态。

为在包含机器人系统的小型、单台

机器上实现安全管理，团队采用了 Allen-

Bradley Guardmaster®安全继电器。

“新控制平台为我们的客户带来了

线性的精益化生产线，”Mosca 谈道，

“此外，模块化方案让我们在将来的项目

中也能应用标准平台，节省了设计和开发

的时间。”

虽然CAMA Group 刚开始着手为客户

工厂安装新系统，但已经有用户要求将此

架构应用到更多包装线上。在整个项目期

间，罗克韦尔自动化 GOTC 团队与 CAMA 

Group 的伙伴始终齐心协力。“如果客户

需要帮助，罗克韦尔自动化会以最快的速

度来响应。”Mosca 说。

双方合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明确

定义了规范规格及具体目标，同时彼此共

享一套项目管理方案，而罗克韦尔自动化

团队强大的技术实力也为这一成功奠定了

基础。“在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帮助下，我

们满足了上市时间的要求，并有效地控制

了成本。”Mosca 补充说道。

CAMA Group 设计开发了自己的内部机器人生产线，并将其与自动包装机械(例如此图所示的

机器人纸箱包装系统)集成在一起。

ATAPPLICATIO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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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成功案例” 点击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solution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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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最大的水和污水处理服务供

应商Thames Water(英国泰晤士

水务公司) 每天向伦敦和泰晤士

河谷区域的  880 万客户供应  26 亿升自 

来水。

该公司拥有 4,500 名员工，运营并维

护 100 家自来水厂、30 个生水蓄水池、

288 个泵站和 235 个洁净水供水池，而且

每年要执行 400,000 次以上的测试，以确

保供应的饮用水符合严格的英国和欧洲标

准。此外，该公司还为覆盖 1400 万客户

的区域排出并处理 28 亿升的污水。

由于客户群如此庞大，Thames Water 

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并致力不断维护其管

道网络，完善供水机制。其中一项积极的

举措是，通过购进新设备并铺设新管道，

从而在供水基础设施中形成冗余机制，以

此增强供水网络的弹性。

例如，在三家处理厂耗资16,720 万

美元的工程中，该公司部署了罗克韦尔自

动化中压解决方案，用以处理与伦敦环形

主管道相连的新竖井的泵送工作。

空间限制

全新的竖井用于将 Hampton 自来水

厂的设施连接到Thames Water现有的环形

主管道(位于伦敦地下长 80 km )。竖井深 

50 m，直径为 18 m。

Thames Water 的 Hampton 自来水厂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空间不足，因为部署所

需的解决方案需要采用大型中压基础设

施。该公司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安装大型

水泵和中压设备而不会影响现有运营的解

决方案。最终，该公司决定利用现有的建

筑设施，将水泵和中压设备分别安装在 

两处。

此外，由于现有水泵仍在运行，必

须确保目前的供水不受影响，这就要求分

阶段进行切换，即在不造成任何中断的情

况下完成工程。水泵单元分为高压和低压

两种，其中低压单元切换是首要考虑的问

题，因为低压单元直接与消费者相连，而

且 Thames Water 在该区域并无可以提供

支持的地面蓄水池。

高效的中压解决方案罗克韦尔自动

化全集成中压变频解决方案由 10台Allen-

Bradley®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组

成，这些变频器与水泵配合使用，每一

台均配备板载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 )。变频器通

过 EtherNet/IP™与主控制器相连，主控

制器为另一台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PAC，连接到该厂的 SCADA系统中。采用

的Allen-Bradley PanelView™ HMI 可以运行 

FactoryTalk® View软件套件，从而实现可

视化。

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的中压变频器

均采用直接驱动技术，因此输入端无需

使用变压器；而且其有源前端可降低谐

波。此外，该技术使用三线进/三线出的

理念，非常易于用户使用，安装也非常 

简便。

这种集成的安装方式具有革新性，

因为中压变频器通常为独立元件，独立于

其他系统运行。这也是为英国水务行业打

造的最大的中压安装解决方案之一。

控制技术的回报

除向 Thames Water 提供性能优异的

高效中压解决方案外，该设备的集成属性

还意味着Thames 

Water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大量的实时

信息。虽然目前的信息收集涵盖过程控制

参数，但是 Thames Water 期望能够进一

步收集运营条件信息，以便进行预测性维

护和计划性维护。

T h a m e s  Wa t e r s  项目经理  M a r k 

Morrison 对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的中压变

频器解决方案非常满意，“使用安装的新

设备并采用竖井与环形主管道相连后，我

们如今可以将 Hampton 水处理厂的水泵

送至全伦敦，一旦其他水厂供水中断，我

们可以立即介入。”他补充说，“凭借先

进电机以及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中的控制

技术，Thames Water 每年可节约超过 

152,000 美元的电力成本。”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具有超凡的

可靠性，”Morrison 总结道，“自安装以

来，这些设备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问题…

事实上，我们几乎不用去管它们。罗克

韦尔自动化的工程师也极为出色，他们

非常专业，总能及时解答我们提出的任何 

问题。”

英国水务公司每年

节省 152,000 美元能源成本

Thames Water 采用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中压变

频器解决方案，打造更具弹性的水处理基础设施

AT APPLICATIO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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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亚汽车公司创立于 1944 年，是

韩国历史最悠久的机动车制造

商。作为现代起亚汽车集团的成

员，起亚的目标是跻身世界顶尖汽车品牌 

之列。

为提高全球市场份额，数年前 起亚

汽车公司 在斯洛伐克的日利纳市开设了

工厂。该工厂于 2006 年 12 月投产，年产

能达 300,000 辆。如今，起亚汽车斯洛伐

克 (KMS) 生产起亚 cee’d、 起亚狮跑和现

代 ix35 三款车型。

与其他汽车公司一样，KMS 公司始

终在追求通过最优制造流程以期实现效率

和产能的最大化。一条生产线频繁出现故

障会降低生产率，有时甚至可能导致 KMS 

整个生产线停产。

车身生产线

车身 (BC) 生产线是 KMS 车身车间的

一部分，由 20 名员工手动操作，装配所

有移动部件。BC 生产线配有 SICK 安全继

电器，由 SICK 安全扫描器和继电器共同

提供安全防护。从安全设备到在主柜中的

安全继电器的接线非常复杂，导线布线距

离长，并且与扫描器之间没有旁路功能。

安全回路或安全设备经常导致生产

线出现短时停产，通常很难判断故障原因

或故障位置，而更换部件又会花费较长时

间。由于安全接线回路复杂而冗长，企业

担心将来生产线停产难免会时常发生。

一直以来，基于继电器的安全控制

被广泛用于防止在员工和机器之间发生危

险。将扫描仪和紧急按钮等安全设备与安

全继电器相连，这已成为保护机器操作员

的首选方法。

但是，继电器能提供的故障诊断非

常有限，而且由于需要采用硬接线，继电

器很难适应应用项目的变化。因此，KMS

公司开始寻找一套能够取而代之的集成安

全解决方案。

状态可视化

为寻求解决方案，KMS 找到了罗克

韦尔自动化——罗克韦尔自动化曾为起亚

多家工厂提供解决方案，是他们信赖的供

应商。

罗克韦尔自动化为KMS制定出一套由

安全相关的可编程控制器和网络组成的安

全系统解决方案。采用安全控制器取代传

统的安全继电器，能帮助客户打造具有快

速适应能力的精益化制造流程，同时保证

操作员安全。

这套方案的核心构成之一就是 Allen-

Bradley® GuardLogix®安全控制器。该控

制器在标准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处

理器基础上扩展而成，增加了安全固件

和安全处理器。通过 EtherNet I/P™网络为

系统添加了远程安全 I/O 模块，并为现有 

Allen-Bradley PanelView Plus™ 面板开发了

安全状态的可视化、报警、紧急事件以及

控制系统和可视化的编程。罗克韦尔自动

化客户支持和维护 (CSM) 团队负责提供编

程和安装服务。

Allen-Bradley GuardLogix 提供安全完

整性等级为 SIL 3 的控制，不仅具备 Logix 

平台的各种优点(通用的编程环境、网络

和控制引擎)，还能在易用环境中实现集

成式安全控制。通过部署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处理器，GuardLogix 用户

可以轻松使用通用的编程软件、控制器和 

I/O，从而缩短开发时间并降低应用成本。

在新设计中，生产线被划分为五个

区域。每个区域有一个装有安全  Point 

I/O 的控制柜，而接线仅有两到三米。

通过 RSLogix 5000®，每个安全 Point I/O 

经由 EtherNet I/P 连接到 Allen-Bradley 

GuardLogix。每个扫描仪都具有旁路功

能，并能发出光信号和进行切换。

如今，当生产线出现中断时，只有

相关区域会停止运行，同时会报告故障位

置。操作员也可通过 EtherNet I/P 与各区

域轻松通信并访问可视化画面。用户可在

保持其他区域运行的同时，轻松确定故障

并快速恢复生产。

从基于继电器的解决方案过渡到安

全 PLC，KMS 如今拥有一条灵活性和可靠

性具佳的生产线。灵活的平台减少了维护

和故障处理时间，同时有助于保证所需的

安全性。KMS 现已计划将集成安全理念

推广和应用到车身车间、冲压车间中的其

它生产线。

基于安全PLC的解决方案让汽车

生产线的安全停机时间缩短70%

Allen-Bradley GuardLogix 安全控制器与基于 EtherNet I/P
的 I/O 模块的完美搭配，帮助起亚汽车斯洛伐克公司实

现车身车间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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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桥式起重机是工矿企业中应用十

分广泛的一种装卸设备，由于工作环境

恶劣，桥式起重机经常需要在重载下频

繁进行起动、制动、正反转和变速等操

作，冲击电流大，振动大，所以在传统

的继电器 -接触器控制的电气系统中，

接触器的触头因电机经常有冲击电流而

易被烧坏，维修量大，维护成本极高，

由此带来的生产线停产损失更加不可估

量，且传统的起重机调速系统的综合技

术指标较差，已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 

要求。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如

今变频器在起重行业已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该应用技术日趋成熟，其不仅大大

简化了整个电气控制系统的结构，而且

降低了系统的故障率，提高了起重机械

控制的灵活性、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大连起重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下面简

称大连起重矿山)是中国著名的起重机专

业制造商与起重机服务供应商，主要生

产各类桥式起重机、双两门式起重机和

铸造桥式起重机等产品。凭借领先的技

术和高水平的产品质量，其生产的起重

机产品除行销全国外，还出口日本、法

国、瑞士、芬兰、韩国、印度尼西亚、

孟加拉和马来西来等国家，出口量占产

品总量的30%以上。为满足客户在起重效

率和设备可靠性方面不断提高的要求，

在起重机最重要的起升机构控制上，大

连起重矿山希望寻求更加可靠、精准、

灵活和经济的控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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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效的起重机

变频控制方案
作者　姜利　罗克韦尔自动化大连分公司 PCAM          
 王列　大连起重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师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esources/downloads/rockwellautomation/chn/pdf/cases/jingji1601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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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起重机系统负载属于恒转矩性质，

且其起升机构为位能性负载，在整个驱

动系统中，起升机构的驱动系统尤为重

要。起重机各机构的电动机处于频繁的

起动、制动状态，每小时的接电次数较

多，而且负载是不规律的，时轻时重，

且经常承受大的过载和机械冲击，所以

起升机构所用的变频调速控制，不但要

求低频转矩高、高频稳定性好、过载能

力强，而且要求动态响应特性应满足负

载突变且具备零速转矩保持功能。所

以，若要实现起重机械各个机构安全、

精准、可靠的控制，选择一台合适的高

性能变频器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于起重机起升机构的控

制，常规的变频器控制方案大都是采用

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而对于有主

副钩两套起升机构的起重机械如果仍采

用常规配置，会增加设备成本，同时也

降低了变频器的利用率。

解决方案

对于变频起升机构，变频器约占

电气系统成本的一半左右，而主、副钩

变频器的容量远大于大车及小车用变频

器容量，如对常规方案进行改进，可大

大降低电气系统成本。根据以上要求和

条件，罗克韦尔自动化建议通过使用

PowerFlex755变频器实现了一种经济的起

重机起升机构变频调速方案以优化起升

控制系统。

在用户综合全面的评定后，最

终决定起重机的起升及走行机构分别

采用罗克韦尔自动化PowerFlex755及

PowerFlex525系列的交流变频器。

PowerFlex755的优异性能完全满足

对起重机起升机构的控制要求：

• 模块化的结构设计——让维护和故障

处理更为简单；

• 主板和其他选件板标配加强涂层——

更加适合恶劣的使用环境；

• 零速满转矩性能——由PowerFlex755驱

ATAPPLICATIO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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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主起升、副起升机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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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电机能够在零速起动时获得电机

的额定转矩，即使没有速度反馈也一

样可以；

• 满足负载所需的起动转矩——磁通

矢量控制提供精确的转矩控制使得

PowerFlex755能够提供可控且平稳的最

大起动转矩；

• 对负载的精确控制——PowerFlex755

的动态转速控制在开环应用时为基速

的0.1%，在闭环应用时为0.001%。

PowerFlex755变频器的频率精度可达输

出频率的0.01% ；

• 快速的转矩响应——动态转矩阶跃

响应时间，在开环应用时能达到1~5 

ms；

• 电 源 闪 落 时 的 运 行 ——

PowerFlex755可利用正在旋转

着的电机的动能继续运行，

只要电机旋转并产生能量，

PowerFlex755将继续运行。

其主副起升机构的电气原

理图如图1所示，即主、副起升

电机由一台变频器驱动，变频

器的选择以主起升电机(容量较

大的电机)容量配置为准，变频

器输出经过两个接触器互锁切换，当需

要主提升运行时，在变频器无电流输出

或者变频器停止运行时首先切换变频器

输出至主起升电机(即KM11 闭合，KM12 

断开)后，通过变频器进行主起升控制；

如需要副起升运行时，在确保变频器无

电流输出或者变频器停止运行时，切换

变频器输出至副钩电机(即KM12 闭合，

KM11 断开)后，通过变频器进行副起升

控制。

变频器对于起升机构的控制有两个

关键点。第一，抱闸的控制；第二，主

副起升机构的切换。下面分别进行详细

的介绍。

抱闸控制通过PowerFlex755变频器

自带的TorqProve功能实现，该功能可分

为转矩校验、悬停功能及溜钩保护三部

分。TorqProve功能确保停车后机械抱闸

可靠地控制负载，当收到运行命令，机

械抱闸打开时，变频器能控制负载。此

功能易于调试，仅需完成几个参数设置

即可，而且抱闸的控制完全由变频器完

成，不需要PLC和特殊的软件。力矩校验

功能对抱闸控制的实现比其他由PLC 控制

实现类似功能的方案响应更快，可提供

更加完美可靠的起升控制性能。图2为变

频器电气接口示意图，其中ROC、RONO

为I/O模块的继电器输出端子，用于控制

起升机构的抱闸。

• 转矩校验

当变频器收到运行命令后，变频器

将快速磁通建立，输出转矩。确认转矩

输出存在后，释放抱闸。当收到停车命

令后(悬停时间结束)，变频器将输出控制

抱闸闭合，确认抱闸已控制住负载后，

输出转矩撤消(溜钩保护)，力矩校验功能

要求变频器设置为FVC磁通定向控制(力

矩校验时序如图3所示)。

• 悬停功能

当收到停车命令后，变频器减速到

零速，维持零速一段时间(可设置)后控制

抱闸闭合。这个功能允许操作工可以重

新定位，而不需要抱闸频繁动作。

• 溜钩保护

图2 变频器电气接口示意图

图3 力矩校验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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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负载移动停止，机械抱闸闭合

后，变频器将停止输出转矩，同时监测

编码器反馈，确认负载被控制。如果监

测到编码器反馈有变化(溜钩)，变频器会

马上增加输出转矩，重新控制负载，按

照预先设定的速度下放负载。变频器会

重复以上的周期，直到抱闸能控制负载

或负载安全下放到地面。

主 副 起 升 机 构 的 切 换 是 通 过

PowerFlex755变频器自带的DeviceLogix

控制技术来实现的。DeviceLogix是位

于PowerFlex755系列变频器端口14上

的嵌入式组件。用于控制输出和管理

变频器内部的状态信息。PowerFlex755

系列变频器的DeviceLogix编程是通过

DeviceLogix编辑器组件实现的，该组件

集成在RSLogix 5000、DriveExplorer或

DriveTools变频器软件中。PowerFlex755

系列DeviceLogix可以为应用提供基本

逻辑功能，根据程序的大小以及更新 I/

O 所需的时间，可以实现5~25 ms的扫

描时间。下图4为在DriveTools 软件中的

DeviceLogix编辑器示意图。

使用了S E L指令，其选择条件为

DeviceLogix的数字量输入点1(DIP 1)，

与PowerFlex755 I/O模块的数字量输入

端子3(主/副起选择)进行连接，用于选

择主副起升的控制。其中需要切换的参

数主要包括电机铭牌参数、电机辨识参

数(如定子压降，磁通电流等参数)、速度

限幅参数和速度环控制等。

效果

罗克韦尔自动化为大连起重矿山提

供的起重机变频控制解决方案选用了高

端的PowerFlex755变频器，通过采用主、

副起升电机由一台变频器驱动的全新方

法，以最大程度的优化方案来控制起重

机起升机构，可节约25%左右的电气系统

成本。目前，该方案已成功的应用于用

户现场8台20t/22.5m 桥式起重机中。

通过采用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变频控

制方案，桥式起重机的起升机构控制完

全达到了预期的控制功能及效果。该方

案实现了对负载的精确控制和快速的转

矩响应，PowerFlex755驱动的电机能够在

零速起动时获得电机的额定转矩，可以

提供可控且平稳的最大起动转矩，适合

恶劣的使用环境，模块化的结构也使设

备的维护和故障处理更为简单。罗克韦

尔自动化提供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大连起

重矿山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并表示，该

方案不仅大大节省了工程投资成本，提

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同时也为大连起重

矿山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拓展海外

市场提供了先机。

ATAPPLICATION STORY
现场应用

图4 DeviceLogix编辑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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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车变频升级

提高铝电解

生产的安全可靠性
作者　肖力　西安合远能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背景

目前，中国铝行业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铝价已跌到20年前的水

平”、“2014年中国电解铝产能闲置率

近40%”等内容常见于报端。为了降本

增效，企业希望通过设备的改造升级，

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降本增效，从而增

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特别是随着大

型预焙电解槽的出现，对铝电解多功能

天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希望通过

技术升级最大限度地提高电解槽的单位

面积产量。

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宁夏能源铝业)是中国电

力投资集团公司(简称中电投集团)旗下

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全面负责中电投在

宁夏项目的投资、建设、发展和生产经

营管理。宁夏能源铝业“十二五”期间

计划投资300亿元，打造成为煤炭产能

360万吨/年，电力装机容量437万千瓦，

电解铝产能142万吨的大型综合能源集

团。罗克韦尔自动化的PowerFlex 700系

列变频器在宁夏能源铝业宁东铝业分公

司的多功能天车上已经稳定服役多年，

由于产品硬件以及软件的更新升级，

PowerFlex700系列变频器已经进入“银

发期”，备品备件以及维护费用增高，

为了提高天车的运行可靠性以及完善备

品备件降低维护成本，宁东铝业分公司

决定对现有天车行走变频器软硬件系统

升级改造。

挑战

铝电解车间的多功能天车是现代预

焙阳极电解生产的关键设备，适用于预

焙阳极铝电解工艺生产。多功能天车能

够完成铝电解生产中的多项工艺操作，

包括：打壳、更换阳极、覆盖氧化铝、

出铝计量、辅助提升阳极母线、安装和

检修电解槽、吊运槽上部结构及槽壳和

车间内的其他零星吊运。

天车电控系统以及动力系统要求能

够满足铝电解车间高熔盐、大电流、强

磁场、多粉尘和多烟气的工作环境。需

要行走变频器具有强大的抗系统扰动的

性能，对电机控制精确，并能够适应复

杂的现场环境。在变频器升级改造过程

中，面临着诸多挑战：譬如由于并车吊

装电解槽时需要两个车同步运行，所以

天车的行走速度要与相邻的两个保持一

致。在安装方面，由于尺寸差异(安装螺

栓孔位置不一样)，安装新变频器时需要

增加横梁。在系统方面，更换产品后，

主控PLC程序需要修改完善并重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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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Flex 700系列 PowerFlex 755系列

型号 20BC170A0AYNANC0 20G1ANC170JA0NNNN

尺寸(mm) 403.9*850*275.5 308*665.5*346.4

防护等级 IP20 IP20(板件增强防护涂层)

注: 框内所示为此次升级更换产品示意

图1

表1

ControlNet网络。

解决方案

宁东铝业分公司铝电解车间多功

能天车主要由大车、工具小车、出铝小

车和控制系统组成。大车采用箱型偏轨

双桥架结构，运行机构采用轴装三合一

减速器、6轮支撑和双边单向驱动。主

要包括：运行机构、桥架、绝缘葫芦、

小车供气、阳极框架供气和出铝供气等

机构。工具小车是铝电解车间多功能天

车的核心，打壳机构、阳极更换装置、

捞渣装置和下料系统都安装在工具小车

上，运行机构采用轴装三合一减速器、

4轮支撑、双边单向驱动。出铝小车偏

挂在主梁上，采用三合一减速机驱动，

沿主梁导轨运行。主要包括：行走、

提升和计量等机构。天车电控系统全

部采用罗克韦尔自动化产品，主控PLC

采用ControlLogix系列，动力部分采用

PowerFlex700系列变频器，系统采用

ControlNet通信网络架构，以保证系统的

可靠稳定，系统网络架构如下图1所示：

 由于原有PowerFlex700系列变频

器已经进入银发期，即将停产。根据

客户需求，罗克韦尔自动化将原有的

PowerFlex700系列变频器升级更换为相

同功率的PowerFlex750系列变频器。本

次更新采用PowerFlex755变频器替换大

车行走部分，具体新旧变频器对比参数

如表1。

升级后调试主要有两部分工作，一

是根据变频器硬件及控制要求设置变频

器参数，二是在RSlogix5000中修改硬件

组态及替换原有变频器标签以及整个网

络系统的重新规划。

PowerFlex755变频器硬件配置如

下：

• 变频器型号：20G1ANC170JA0NNNN 

(电机功率总和为60kW，内置逆 向

IGBT制动单元)。

• I/O扩展卡：20-750-2262C-2R(数字

量输出控制电机抱闸、PTC输入)。

• 通信卡：20-750-CNETC(原有系统为

C网通信)。

根据以下变频器控制要求重新设置

变频器参数：

• 天车行走部分控制方式为变频器一

拖二控制 (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

机)。

• 变频器配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满足系统快速停车的要求(停车要求

3s完成)。

• 电机配有机械抱闸，机械动作靠变

频器数字量输出的运行信号来控

制。

• 配有ControlNet网络适配器，满足

原有系统网络要求。

在RSlogix5000内修改硬件组态，将

原有PF700变频器在硬件组态删除，更换

为PF755变频器，并且使用RSNetWorx for 

ControlNet软件重新规划网络。

大车行走部分要求两地控制，一路

来自遥控器，另一路来自操作室。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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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档：低速、中速和高速，由PLC直

接给定。

至此，将修改后PLC程序下载到主

控CPU模块中，系统全部上电，检测网

络通信是否正常，变频器状态是否正

常，待网络以及变频器状态均为正常

后，方可带载试车。

效果

此次升级改造提高了天车运行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PowerFlex755变频器增

强的控制带宽，使变频器具有更优越的

抗系统扰动的性能；同步控制使协调的

电动机控制更加方便；可以实现速度和

转矩的控制，满足各种应用类型；可以

选择多种基于Force技术的高性能电机控

制算法；模块化结构，快速并便捷的部

分(如主风机、电容器组装、电路板)置

换，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停机时间；变

频器的设计采用了降低噪声、电压的抑

制技术，可安装于噪声敏感的环境；变

频器硬件标配加厚涂层保护，以适应更

加复杂的现场环境。

PowerFlex755变频器在带载测试过

程中，对电机的控制更加精准，大车行

走稳启稳停，表现出了良好稳定的工作

状态，宁东铝业分公司的现场操作人员

以及维护人员对此次升级给予了高度肯

定。宁东铝业分公司车间主任何生平表

示：“电解车间生产环境比较特殊，有

粉尘、腐蚀性气体、高温度及强磁场。

该PowerFlex 755系列变频器硬件标配加

厚涂层保护，运行至今所有参数均在目

标值内。本次升级改造后，大车启动、

加速、减速(高、中、低速相互切换)平

稳，停止时制动准确，很好的满足了现

场的工艺要求和环境需要 。”

在硬件和功能性方面，何生平特别

强调了PowerFlex 755系列变频器的实时

时钟和预诊断功能在生产和设备维护方

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实时时钟可以为

我们提供实时数据和有时钟标签的运行

数据。预诊断功能可以实时跟踪冷却风

扇和输出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变频器通

过编程组态可以检测机械设备和电机的

磨损运行时间，为我们提供事先配置好

的预警信息。从而有效防止了设备的非

计划停机。”

在编程调试方面，PowerFlex755

变频器具有LCD操作面板，支持中文显

示，并具有辅助启动引导菜单，“这大

大方便了我们配置和调试变频器。” 何

生平说道，“使用罗克韦尔自动化的RS 

Logix5000、DriveTools等PC工具软件，

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变频器的编程、配

置、监测和故障诊断。”无论是项目实

施还是生产运行，宁东铝业分公司对本

次升级均非常满意。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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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全新的 OptiSIS 解决方案，该

解决方案为工厂提供了一款预制安全仪表系统，可帮助

中小型过程 SIS 简化开发并缩短交付周期。

某些石油和天然气、化工及石油化工生产商采用的

过程安全系统老化陈旧，不能兼容新设备，或无法再获

得升级维护支持。OptiSIS 解决方案正是这些生产商的理

想之选。

全新的 OptiSIS 解决方案可简化开发并缩短安
全仪表系统的交付周期

罗克韦尔自动化于重磅推出 Pavilion8 模型预测控制 (MPC) 软件，它拥有更人性化的

配置环境、分步式提示、警告诊断功能以及灵活的工作流程，能将复杂过程模型的构建、

维护和调整化繁为简。

“Pavilion8 在解决极具挑战性的控制难题方面享有盛誉，是该领域功能最强大的软

件之一，而现在它在易用性方面也跻身最佳之列，”罗克韦尔自动化 Pavilion 产品经理 

Michael Tay 介绍说，该软件中的解决方案构建器

能够在当前的 Windows 环境中实现 MPC 配置，

为用户带来更加熟悉、便捷的使用体验。比如，

用户现在利用软件开发应用时，可以使用方便

的鼠标右键操作和复制粘贴操作。这样有助于

缩短用户部署解决方案的时间，以及操作员学

习并熟悉该软件的时间。

罗克韦尔自动化 Pavilion8 软件简化模型预测控制

Studio 5000 软件
优化了
PowerFlex 527 
交流变频器配置

机器制造商一直在寻求既能提

高机器质量又能降低制造成本和流

程复杂性的途径。罗克韦尔自动化推

出的新型 Allen-Bradley PowerFlex 527 

交流变频器可帮助他们达成这些重要

目标。

PowerFlex 527 变频器是首款针

对基于 Logix 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 的专用交流变频器。该变频器

充分利用控制器功能的种种优势，同

时使用单个软件包 Rockwell Software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可帮助

制造商简化机器开发和操作流程。 

对 于 使 用 Allen-Bradley 

CompactLogix、ControlLogix 或 

GuardLogix PAC 及 Allen-Bradley Kinetix 

伺服驱动器的机器而言，PowerFlex 

527 变频器是一款理想的辅助工具。

PowerFlex 527 变频器使用与 Kinetix 伺

服驱动器共享的嵌入式指令，能够提

供与 Kinetix 伺服驱动器相同的配置、

编程和控制用户体验，帮助节省宝贵

的工程设计时间。

此外，PowerFlex 527 变频器还

能够为泵、风机和进料出料传送带等

机器应用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对

相关感应电机进行简单的速度控制。

该伺服驱动器可处理更为精确的电

机控制操作，包括速度控制、转矩控

制和定位控制。

危险的假冒药物不断增多，已引起全球普遍

关注。多个市场都将出台相应的法规，要求制药、

医疗设备和包装消费品制造商在整条供应链上对

产品进行全面跟踪，跟踪范围要一直向下延伸至独

立的可销售单元。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了全新的整

体序列化解决方案，旨在帮助制造商达到这些监管

要求。除了有助于实现合规性之外，此解决方案还

可增强供应链的能力并带来一系列业务收益。 

此整体序列化解决方案以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PharmaSuite MES 软件作为强大支撑，

集成范围将涵盖 ISA-95 所定义的从控制层到企业层的四个层级。此解决方案利用了 

Microsoft Azure 云计算平台和服务，可无缝连接和共享数据。数据能够在工厂车间、

企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和零售销售点之间共享，而且还可能直达客户。统一的序列化

数据线程支持实时查看公司的产品和客户，能够提高互联企业中从生产、质量和财务

一直到供应链、物流和营销等所有部门的效率和生产力。

整体序列化解决方案有助于符合防伪监管要求
并能带来更多业务收益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416.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521.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504.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427-2.page?


34 |  自动化前沿
Automation Today 2016. 01

罗克韦尔自动化
为便携访问 HMI  
推出 MobileView 
有线操作员界面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新产品  Allen 
Bradley MobileView 有线操作员界面。
这款移动终端赋予工厂人员更多自由，
让工厂人员可随身携带机器的人机界

面  (HMI)，对超出视野的应用进行实时 
调整。

MobileView 有线操作员界面可用于

设备维护、机器配置或校准操作等需要

操作员观察机器的场合，是 HMI 应用的

理想之选。该产品配备硬接线急停按钮

和三位使能开关，因此也可用于需要本

地安全功能的应用。

全新 FactoryTalk Historian Machine
Edition 固件助力机架外的数据采集

罗克韦尔自动化 FactoryTalk Historian 
Machine Edition (ME) v3.5 模块首次通过

模块化历史信息系统实现了机架外的

数据采集。利用发布的新模块，操作

员可使用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和 
CompactLogix 控制器轻松地从连接到以太

网的控制器和设备中采集数据。
模块化历史信息系统不仅对于需要

远程或从危险区域采集数据的运营尤为重

要，对于石油与天然气、采矿、制药或水处理等速度和可靠性都极为重要的应

用也同样如此。借助 V3.5 更新，每个 FactoryTalk Historian ME 模块都更为灵活

并且可扩展性更高，能够远程连接机架中和机架外的控制器，从而采集性能数

据。历史信息系统模块的自动查找功能直观明了，无需额外或定制编码即可识

别控制器。

罗克韦尔自动化凭借 
Stratix 5410 汇聚层
交换机进一步扩展工
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
组合

罗克韦尔自动化支持 HART 的 I/O 模块可在
极端过程应用中用于智能现场设备的访问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支持 HART 的 Allen-Bradley 
FLEX I/O-XT 模块。这一经过工业级强化的 I/O 平台可帮

助 OEM 和最终用户减少接线、缩短安装时间并节省机

柜成本。
随着工业应用不断向偏远、极端的环境延伸，市

场需要更多经过特殊设计的控制设备，以承受极端环

境的考验。支持 HART 的全新 I/O 模块能够连接恶劣环

境中原本独立的各个智能现场设备，获取其中的数据，从而更好地为资产管理

软件提供性能数据，帮助您更加全面地掌握运营及维护需求。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业内首台 50 kA 
级抗电弧中压变频器。这款 Allen-Bradley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产品系列采用罗

克韦尔自动化先进的 ArcShield 技术，具备

全面的再生功能。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新

型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中融合了集

成式抗电弧 Allen Bradley CENTERLINE 启动

器，是一套包括抗电弧启动器与变频器的

全集成系统。
ArcShield 技术可以转移弧闪产生的危险能量和气体，以保障人员安全。在

石油与天然气、采矿、发电、水/污水处理等重型加工行业，这对降低安全风险

和保护设备大有裨益。
该抗电弧系统经过认证，符合最严苛且最全面的全球抗电弧标准。其电弧

等级为 50 kA，并且满足 2B 型防护要求，能实现全面的周围人员保护，即使在

出于维护目的而打开低压控制门时也同样如此。

业内首款 50 kA 级别的抗电弧中压回馈
变频器帮助降低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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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凭借新型  A l l e n -
Bradley Stratix 5410 工业汇聚层交换机进

一步扩展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组合。
Stratix 5410 交换机配备四个万兆以太网

端口，可与工厂网络架构的其余部分建

立高性能连接。该交换机可用作第 2 层
或第 3 层路由交换机，因此可帮助工程

师实现各种各样的应用。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0323.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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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 ControlLogix 5580 控制器

助力提高系统性能，降低复杂

度并强化信息安全

罗克韦尔自动化已扩展  A l l e n -
Bradley ControlLogix 系列控制器，助力

加快系统性能并为制造和工业运营所用

的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提供支持。新款 
ControlLogix 5580 控制器增加可达 45%
的应用存储能力，另外，此控制器还

内置 1G 以太网端口，可以支持高性能

通信、I/O 以及多达 256 轴运动控制的 
应用。

“借助新款控制器，用户在设计智

能机器或在打造互联企业时，就可以满

足未来的产能和产量需求。”罗克韦尔自动化全球产品经理 

Dennis Wylie 表示，“新端口和其它更多能力可减少所需的控

制和通信硬件数量，从而降低系统复杂程度并缩减成本和所

需的安装空间。”

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出新一代

集成架构产品组合以支持

实现互联企业

智能制造使业界对互联机器与

设备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增添的

设备与连接越多，机器和系统就越复

杂。罗克韦尔自动化新推出经过扩展

的新一代集成架构产品组合，不仅降

低了复杂程度，同时还能在用户设计

支持互联企业的系统时，满足其对未

来产能和产量的需求。
此产品组合包括：新发布的新一

代 Allen-Bradley 控制器、图形终端、

伺服驱动器和分布式 I/O 系统，以及

最新版本的 Rockwell Software Studio 

5000 和 FactoryTalk 软件产品。

“我们为集成架构产品组合投入了大量精力，目的是

帮助我们的客户在生产环境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未来发

展，并帮助机器制造商简化机器，从而缩短上市时间。”罗

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市场拓展总监 Dan DeYoung 说道。

“凭借此全新产品组合以及我们与合作伙伴联盟成员的持续

合作关系，客户可以轻松地使用该工具对高性能智能系统进

行设计、操作和维护。”

罗克韦尔自动化借助新版 
PlantPAx 系统帮助缩短

上市时间并改善用户体验

罗克韦尔自动化近日发布新版 PlantPAx 现代分布式控

制系统 (DCS)，旨在帮助各行业的工业生产商实现工厂现代

化并缩短上市时间。新增系统功能包括：提供更为高效的设

计环境以提高自动化生产率；可更轻松地采用全新支撑技术

以改善用户体验；以及增强控制功能以帮助实现运营目标。
“我们的最新版现代 DCS 平台重点关注如何提高自动

化生产率，”罗克韦尔自动化 PlantPAx 系统营销经理 Jason 

Wright 表示，“该系统现在包含预置的过程控制策略，可帮

助用户大幅降低部署新应用的工作量和风险，从而缩短上市

时间。”

新版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加快开发制造智能系统和

读取关键生产数据的速度

对于制造商而言，快速利用大数据变得越来越简单。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企业制造智能 
(EMI) v7.0 软件新增了导入和配置基于移动技术工作流的相

关功能，助力用户一次性完成制造智能解决方案的配置工

作。罗克韦尔自动化将于 11 月 19 日在芝加哥举办的 2015 
年度 Automation Fair(自动化博览会)上展示 EMI 解决方案。

最新版 FactoryTalk VantagePoint 软件可提供一种简单的

引导式工作流来存储信息并进行可视化，从而有助于用户

以无缝方式访问基于 Logix 的数据。从安装、配置再到可视

化，方方面面都得以强化、整合，因此用户可以使用各自的

移动设备，PC、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与基于Logix 的控制数

据进行交互。为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授权用户可借此全新

工作流存储特定数据视图和趋势并进行可视化，而且可以在

整个企业内与协作者轻松分享这些视图。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_CN/news/newsroom/20151117.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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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全新评估服务帮助公司更

好地管理资产、节省成本并降低风险

在当今的生产工厂中，往往

既有顶尖的现代技术，又有远超预

期寿命的陈旧设备。关于公司内部

究竟有哪些设备，或者随着设备老

化会产生哪些相关风险，许多公司

都只是一知半解。为帮助制造商和

工业企业更好地管理资产并降低风

险，罗克韦尔自动化2015年10月设

计并推出了新的软件和企业评估服务。在制造商追求 IT/OT(信息技术/运营技术)系
统融合，进而整合蜕变成互联企业的征程中，此服务尤为重要。新服务包括罗克韦

尔自动化提供的“软件库存评估”和“企业现场装备量评估”服务。

PlantPAx MPC 将模型预测控制软件转移

到控制系统以提升过程设备性能

罗克韦尔自动化即将发布 PlantPAx 模型预测控

制 (MPC) 软件，该软件首次将功能完备的 MPC 技术

嵌入到 Logix 控制器中，以帮助实现设备性能的最大

化。PlantPAx MPC 面向从消费品到重工业的各类过程

应用，可增强对单个机器或整条生产线的整体控制，
有助于提升产量和成品率，减少质量波动并改善能源

使用情况。

PlantPAx MPC 包含在最新发布的 PlantPAx 现代化分布式控制系统中。

“通过将 MPC 嵌入到控制系统中，PlantPAx MPC 可简化集成，提升易用

性”，罗克韦尔自动化产品经理 Mike Tay 介绍，“与单回路 PID 控制器相比，此方

案还具备诸多性能上的优势，包括更好的多变量协调，可预测的外部干扰处理，更

好的大滞后流程或复杂过程管理，以及针对过程约束的预测响应。凭借所有这些优

势，用户可在过程上限内安全运行的同时，实现设备性能最大化。

罗克韦尔自动化增强Studio 5000 软件

功能以提高系统开发效率

罗克韦尔自动化新推出用于  A l l e n -
Bradley POINT I/O 系统的  IO-Link 主站和

支持  IO-Link 的传感器，其功能在检测机

器问题并帮助提升机器生产率基础上得到

进一步提升。这些功能增强的传感器可简

化配置，监视机器健康状况，并通过全

局  IO-Link 通信协议实时传输数据和诊断 
信息。

“新增的这三款应用程序将明显增强我们集成开发环境的功能，”罗克韦尔

自动化的产品经理 Mike Brimmer 介绍，“扩展后的开发环境可简化设计过程并可

减少对多种工具的需求，可为用户带来更完美的无缝系统开发体验。”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IO-Link 主站和

传感器引领智能

自动化浪潮

罗克韦尔自动化新推出用于 Allen-
Bradley POINT I/O 系统的 IO-Link 主站和

支持 IO-Link 的传感器，其功能在检测机

器问题并帮助提升机器生产率基础上得

到进一步提升。这些功能增强的传感器

可简化配置，监视机器健康状况，并通

过全局 IO-Link 通信协议实时传输数据和

诊断信息。
传统的传感器只会发送有关自己开

关状态的信息。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

用户只有在下游操作出错时才会发现。

支持 IO-Link 的传感器可源源不断地提供

来自于生产线的诊断信息，有助于更好

地预测维护需求。 

“这些智能传感器可用于打造智能

机器，进而让生产制造更智能化”，罗

克韦尔自动化存在感应式产品营销经理 

Craig Brockman 谈到，“我们的智能传感

器和 I/O 基于 IO-Link，对于将控制和信

息集成在一起的互联企业而言是重要的

支撑技术。这样通过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集成架构控制系统，用户能无缝地实现

现场数据的可视化。”

更多“产品新闻”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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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527 交流变频器助力简化

机器的开发和应用
Allen-Brady® PowerFlex®527 交流变频器是针对基于罗克韦尔自动化Logix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的专用交流变频器，并且可以在 Rockwell Software® 
Studio 5000®环境中进行配置和编程。

对于使用  Allen-Bradley CompactLogix™、
ControlLogix®、或 GuardLogix® PAC 和 Allen-Bradley 
Kinetix®伺服驱动器的机器而言，PowerFlex 527 变
频器是一款理想的辅助工具。它使用可与 Kinetix 伺
服驱动器共享的嵌入式运动控制指令，能够提供与 
Kinetix 伺服驱动器相同的配置、编程和控制用户体

验，从而帮助用户节省了宝贵的工程设计时间。
在需要对感应电机进行简单速度控制的应用

中，PowerFlex 527 驱动器可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

案。伺服驱动器可处理更为精确的电机控制操作，
包括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和位置控制。

罗克韦尔自动化现可为 PowerFlex 527 交流变

频器和 Kinetix 5500 伺服驱动器提供集成安全功

能。借助集成安全功能，变频器和驱动器可通过 EtherNet/IP™接收来自 Allen-
Bradley GuardLogix PAC 的安全指令。使控制器具备安全功能，有助于减少实

施 SIL 3/PLe 安全解决方案所需的硬件、接线及人工成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zh/drives/powerflex-527

用于演示的

IEC CENTERLINE 
2500马达控制中心

罗克韦尔自动化IEC CENTERLINE®业务
部门最新开发出可在客户会面、展会和其
它实践活动中使用的紧凑型 IEC 低压马达控
制中心 (MCC)。

该款紧凑型马达控制中心占用空间较
小，可通过标准尺寸的门安装，便于在酒
店和其它场所使用。其尺寸为 2009 mm x 
1170 mm x 740 mm(运送箱)；重 450 kg。

提供的选件包括  PowerFlex®525 交
流变频器、 E 3 0 0 ™ 电子过载继电器、
PowerMonitor™5000 设备、IntelliCENTER®
软件以及 ArcShield™。 

CENTERLINE 2500 马达控制中心采用 
IntelliCENTER 技术，使用内置的联网和预
配置软件来提高性能和全系统集成水平；
可共享诊断信息以进行预测性维护；并能
缩短启动接线和调试时间。该产品完全符
合 IEC 61439-2 的要求。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zh/motor-
control/motor-control-centers/iec-centerline-
2500-with-intelli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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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v24软件

促进自动化生产力提升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Rockwell Software®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v24 软件用于对Allen-Bradley® Logix5000™ 控制器进行配

置，以实现离散控制、过程控制、批次控制、运动控制、安全和

驱动控制等应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v24 软件采用全新的逻辑管理器，

可根据用户应用而不是根据可编程控制器的执行方式来管理程序

代码。有逻辑地组织程序代码能帮助用户更快地找出代码并进行

故障处理，提高停机恢复能力。
全新的库管理工作流程可以简化知识产权的存储和重复利

用。用户只需要将代码模块从软件库拖放到新项目中即可。借助

全新的工作流程，设计工程师可以重复使用代码段，这不仅能够

缩短设计时间，还可简化将来的操作更改工作。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v24 软件在该系列已然十分强大的

多用户功能基础上更进一步，允许多个用户独立工作，然后再将

工作成果整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此版本还支持具备集成安全功

能的 Allen-Bradley Kinetix®5500 伺服驱动器，可帮助机器制造商缩

短开发和安装时间。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software/products/studio5000-
logix-designer.page?

Dynamix1444有效保护和监

测旋转和往复式工业机械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Dynamix™1444监测器用于测量和

监测机器的关键动态参数和位置参数，确保所执行的动作

合理，符合行业和监管标准所规定的精度、可靠性和性能

要求。
借助该系统，用户可受益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架

构系统，而非使用孤立的状态监测设备，用户能够评估设

备当前的健康情况、预测潜在问题并有助于避免关键机械

发生损坏。该系统支持 EtherNet/IP™ 通信、双端口和设备

级环网。
Dynamix 1444 系列

动态测量模块是一款

四通道通用监测器，
可测量振动和压力

等动态输入以及轴位移、
偏心和活塞杆沉降等静态

输入。此外，还提供速度、继电器和模拟量输出扩展 
模块。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zh/condition-monitoring/
dynamix-1444-series-integrated-machinery-monitoring-systems

容错…自恢复型

光纤网络

（环型、总线型、星型…无限制）

1756 插入式
模块

(ControLogix)
UL 和 UL/C I 类，
2 分区，CE 标志

1746 插入式
模块
(SLC)

电话：+1(480)483-7393
传真：+1(480)483-7391
电子邮件：phxdigital@aol.com

面板安装

独立

模块

实时

诊断DIN 导轨

独立

模块

相隔 60 英里
(96 公里)

1771 插入式
模块

(PLC 5)

冗余

光通信
适用于罗克韦尔自动化/ALLEN-BRADLEY

ControlNet®、以太网、EtherNet/IP、
Data Highway Plus、远程 I/O、

DH-485、DF1、Modbus、Modbus Plus
及 RS-232/485 通信网络

AT PRODUCT FOCUS
新品速递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software/products/studio5000-logix-designer.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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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的PanelView Plus 7
图形终端

PanelView™ Plus 7 标准

版本操作员界面非常适合于

需要以动态方式监视、控制

和显示信息的应用，此类应

用要求操作员必须快速掌握

机器状态并及时做出决策。
此款图形终端具有多

种显示屏尺寸，其中包括宽

屏。外形尺寸为从 4 英寸到 
10 英寸。此款终端提供一

台控制器连接以及多达 200 条报警消息。
PanelView Plus 7 Standard 型号可以对CompactLogix™5370 

控制器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它们采用深度不足 2 英寸的机

柜，既可节省空间又能降低成本。
为提高性能，此款终端还支持 Windows CE 6.0 标准功

能，用于实现从机器级到企业级集成的以太网通信以及 PDF 
阅读器。此外，还具备电子邮件和短信通知功能。更为重要

的是，用户还可通过 VNC 连接从安全的远程位置对应用进行 
监视。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zh/graphic-terminals/2711p-
panelview-plus-7-terminals

Stratix 5400工业交换机提高

网络设计的灵活性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Allen-Bradley® Stratix 5400™交换机可

助力制造商提高网络速度，满足带宽不断提高的应用需求。
该交换机还具备第二层交换和第三层路由功能，支持多种网

络配置。
用作第二层交换机时，Stratix 5400 交换机非常适合汇

集 IP 摄像头和电话等支持千兆位网速的高性能终端设备的工

业环境。此外，此款交换机还适用于需要采用弹性网络拓扑

的重工业应用。用作第三层交换机

时，可支持分段网络之间的路由，
从而助力达到更优异的性能。

此款交换机采用全千兆  设计，
可支持高性能网络和终端设备。它

还支持 全千兆 以太网供电 (PoE) ，
并具备更多全千兆 光纤端口选项，
可增强可扩展性，有助于满足各种

应用需求。
Stratix 5400 交换机具有 18 种不同型

号，单台交换机最多可提供 20 个千兆位端口。交换机的默认

配置有助于简化设置、优化性能并能提高诊断检索速度。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zh/networks-and-communications/
stratix-5400-ethernet-swi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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