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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数字工厂案例分析



一个健康产品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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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环节——种植阶段数字化和标准化

• 将农户纳入统一的供应链管理（SCM）体系
– 定期采集种植数据形成数据库
– 提供标准化的种养殖管理（施肥，打药，墒情控制等）
– 对来料检验数据进入数据库
– 形成对种养殖的追溯体系

农户信息
土壤信息
温湿度墒情信息
原料检验信息
原料批信息等
原料入库信息
形成可追溯



产品研发环节——产品研发数字化

• 通过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
– 对研发过程产生的各类数据进行良好管理
– 研发过程所采用的装备，尽可能使用自动化设备
– 所有装备能够跟研发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和研发计划对接

• 要求做到流程生产数据，包装数据，产品，订单数据，全
关联



加工制造阶段数字化

流程加工

前段包装

后段包装

原料预处理



流程工序环节数字化—符合IEC61131-3标准的DCS控制技术



前后包装段机械数字化（运动控制+PackML）

灌装 压瓶盖 贴标签 打包

MES系统 ERP系统 HMI
WAN

PackMLPackMLPackMLPackML

PackMLPackMLPackML



符合IEC61131-3/PLCopen技术标准的先进运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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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控制器

伺服驱动器

实时以太网机器视觉



仓储数字化（IEC61131-3/PLCopen运动控制+WMS）

• 采用全自动化立体仓库
• 仓库的进出库采用自动化设备或者机器人
• 仓储管理系统与自动化仓库无缝对接
• 进销存数据与仓储装备无缝对接



产品交付服务的数字化（知识建模+AI）



开放式基础数据信息平台

仓储管理系统
WMS

制造执行系统
MES

ERP

SCADA

IEC61131-3
DCS

IEC131-3/PLCopen
运动控制器

设备硬件层

控制层

信息平台层

应用层 研发管理系统

流程加工段 前段包装 后段包装 智能仓库

原料管理系统

售后服务支撑系统

机电装备和数字工厂最终的集成靠软件



以数据为核心整合产品生命周期

原料种养殖

产品研发

产品制造

仓储

业务推广

售后服务

大数据分析服务

物流



第二篇：从工业3.0到工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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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关于工业4.0的热图



PLC凭什么被贴上“工业革命3.0”的标签？

凭什么PLC被贴
“革命”标签？



IEC61131-3/PLCopen从工业3.0一路走来！

• 196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对设备供应商下达指令
– 生产线的设备要使用计算机技术作为控制
– 电气技术人员很容易掌握的编程语言
– ......

• 1993年IEC颁布了PLC的技术标准，其中IEC61131-3是编程技术标准
• 中国于1995年12月颁布了GB/T15969.x国家标准
• 也成为DCS、PAC等事实编程技术标准
• IEC61131-3成为今天和面向未来的工业软件规范
• PLCopen组织一直致力于IEC61131-3的全球推广
• 进一步整合了功能安全、运动控制、通信、数据交互等技术标准

• 推动了全球工业软件的发展，并获得全球工业界的广泛支持和应用
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不知道！



PLC的革命性在于

• 是计算技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入工业领域
• 让没有学过计算机的人都能够快速上手使用
• 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工业装备与计算技术融合的问题
• 从此PLC风靡整个工业界
• 这跟今天苹果和安卓的成功如出一辙！
• PLC的出现是1969年，比苹果手机早38年！



PLC工业生态圈的构成

IEC61131-3
平台软件开发商

IEC61131-3标准 装备制造商

细分行业软件开发者

PLC厂家

终端用户

核心部件



PLC技术形成了今天工业领域最大的生态圈！

化工 物流 电力 高端武器装备

现代农业 高铁 智能楼宇 智能家居

生物医药 医疗器械 水处理

......



PLC技术仍然是工业4.0的支撑性技术之一

信息化支撑



第三篇：高端装备的特点以及PLC技术的新发展



特点1：多学科融合

机械结构 运动学

动力学 计算机实时操作系统

总线通信
视觉

传动

......知识处理



特点２：控制的实时性（规定时间完成规定任务）

t
Δt

输入 数据计算处理 结果输出

Δt



特点3：精准运动控制（Motion Control）



特点4：智能人机交互（HMI）



特点5：功能安全日益重要（Safety）



特点6：高端装备也是信息节点（IoT）

网络

信息流方向

MES

物流方向

....

工厂骨干网



特点7：联网装备信息安全（Security）成为重中之重



特点8：软件质量是机电装备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求分析

概要设计

详细设计

编码

单元测试

系统测试

验收测试



高端装备制造商与系统集成商面临巨大挑战

• 交货周期越来越短
• 功能日益复杂
• 可靠性要求日益苛刻
• 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 软件成为系统集成最无语，最无助和最无奈的环节
• 人才的缺失是无奈中的无奈

软件开发遥遥无期

机械与电器设计 制造

1-3个月 1-3个月

N年



PLCopen –在PLC中整合了控制的各种需求



当代PLC软件平台就是一个超级简便的实时系统装配与集成工具！

工程项目

软模块的搭配

C++ objects IEC/C FBs

编制程序

Runtime system

各种可利用的软件模块



合耕先进PLC运动控制器与数字液压



第四篇：关于我们



• 佛山市顺德合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
• 坐落在中国美食之乡顺德

• 是中科院计算所全资分支机构

• 计算所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

• 计算所孵化了联想，曙光等国际知名计算机公司

• 合耕公司为装备制造业提供先进的计算机与软件的支撑

中科院计算所

广东华南计算所

合耕科技

成立背景



围绕装备制造业痛点成立技术平台开展对产业服务

机械装备开发

机械装备实现

机械装备应用

ü基于合耕云RSS
ü数字工厂系统集成

ü 快速控制原型仿真
ü 硬件在环仿真
ü 先进控制系统应用
ü 软件开发

控制系统是智能装备核心！

2009年成立了两个技术平台
ü 工业多学科仿真平台
ü 工业嵌入式技术与软件平台



2010年起陆续加入几个工业领域全球重要国际技术组织

三大技术标准是国际构建工业控制和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技术标准！



2012年初确定了建设“合耕®”，“GATHERWIN®”品牌战略



2012年11月18日正式发布了合耕先进工业控制器产品

• 图为产品发布当天，公司员工向时任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
先生介绍合耕先进控制器研发与应用情况



合耕先进控制系统符合IEC61131-3/PLCopen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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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控制器

伺服驱动器

电机
（与浙江分所合作）

实时以太网机器视觉



长期在一线奋斗，深刻洞悉企业需求



2014年PLCopen国际组织授权分所成为其在中国的第三家培训中心



持续打造AKENMOTION+工业软件平台

智能物流 武器装备

现代农业 智能楼宇 生物医药

医疗器械

食品工业

教育

AKENMOTION® 工业控制平台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