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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稳自动化

杭州优稳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在浙江大学控制装备与控制
系统研究团队基础上，成立的高科技公司，专注于控制装备与控制
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工程服务与产业化推广应用。

公司坚持“优质稳定、共赢分享”的经营理念；成功打造
“UWNTEK”产品品牌与“优稳自动化”公司品牌；获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浙江省软件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省高新技
术企业研发中心、杭州市创新型试点企业、杭州市专利试点企业、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等企业资质。各型控制系统产品应用3000余
套，控制器15000余套。

技术团队长期专注于控制装备与控制系统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作为第一、第二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7项。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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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已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2014年全球工业总产值：中国占24.4%，美国占19.9%）；
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面临新形势和严峻
挑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
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

中国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能耗排
放压力等的机遇与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转
型升级，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已势在必行！

制造强国是我国的国家战略

产业升级压力

低附加值        高附加值

劳动力成本上升
能耗排放压力

哥本哈根中国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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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强国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指
出借助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推动我国制造业向创新驱
动、质量效益竞争优势、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业转变，令我
国到2025年跻身现代工业强国之列。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产品、装备、生产、管理和服务智能化
应用水平的体现，也是网络业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
创新的重要方向，它一头连接着未来的制造强国，另一头连接
着未来的网络强国，是实现两个IT融合和倍增发展的具体表现，
更是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核心目标和最新着力点。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之路

工业
化

信息
化

智能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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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装置或称主控系统，是自动化系统的

核心，是“大脑和神经系统” 。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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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系统发展趋势

u 数据采集：智能传感、智能调理

u 数据传输：现场总线、工业网络

u 运算控制：IEC61131-3、IEC61499
u 综合管理：实时数据库、MES/ERP

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应用

DCS/PLC/FCS/IPC=>PAS
为复杂多样的自动化提供标准开放的技术平台



工业控制系统范畴

工业控制系统(ICS-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是由计算

机设备与工业过程控制部件组成的自动控制系统，工业控制系

统被广泛的应用于在电力、能源、石化、冶金、化工、交通运

输、市政工程、楼宇自动化、制造业等行业，工业控制系统作

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CIP)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了国家空间

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关注热点。

E/E/PE

DCS控制系统

FCS控制系统

PLC可编程控制器

嵌入式可编程装置

SCADA
数据采集监视控制

系统

SIS安全仪表

RTU远程测控终端



工业控制系统范畴

ICS的子系统或功

能组件包括但不限于：

①集散控制系统

DCS、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PLC、安全主控

系统SIS、数据采集与

监控系统SCADA、远

程测控单元RTU、网

络电子传感/监视/控制

/诊断系统等；

②相关信息系统，

如图形化界面、过程

历史库、制造执行系

统(MES)以及企业资

源管理系统(ER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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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成套智能控制装备及系统      需求分析①

主要功能是监测、控制、优化整个工艺流程和产品质量，是确保重
大工程和重大装备安全可靠和高效优化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通用硬软

件平台与系统，是实现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节能、降耗、减排的有
效途径。

控制装备及系统是现代工业装备以及冶金、能源、石化、国防等领域
重大工程的神经中枢、运行中心和安全屏障



研究基础-国内外研究现状
21世纪，信息技术与工业化呈现加速融合趋势，发达国家利用

其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快制造工业智能化的进程。德国针
对离散制造业提出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战略
，即“工业4.0”计划。美国公布实施智能过程制造SPM计划的技
术框架和路线图。

智慧工厂 智能生产
工业革命与工业化

利 用 信 息 物 理 系
统(Cyber-Physical 
System，现代计算机、
通讯和控制技术与制
造实体的结合)  ，将传
统制造业方式向智能
化制造模式转变。



研究基础-国内外研究现状

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
促进，深化信息技术
的应用

提升创新能力
提效降本
可持续、低碳化、绿色化

201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
2018年）》，提出发展“工业云”、“大
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建立信息化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系统集成技
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智能制造模式—
智能自动化。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两化深度融合推进计划（2015年25号文）》指出努
力实现集研发设计、物流采购、生产控制等为一体的流程工业全链条系统
智能化



研究基础-国内外研究现状

Ø 工业化：流程工业大型化、集约化、链式发展；门类齐全、
规模庞大；

Ø 信息化：大中型企业基础采用了过程控制系统PCS、制造执
行系统MES和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的三层体系结构，关
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达到60%；各类信息化系统相对独立；

Ø 整体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信息化投
资的比例约占销售收入的0.1~0.15%，信息化人员占总人
员比例约为0.5~0.8%）；缺乏复合型人才；

Ø 我国流程工业关键装置的智能控制设备和系统基本由国外大
公司垄断，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两化融合深度不够；智能控制设备和系统研发落后



二、技术趋势



制造业需要更加深度的信息化

优化
优化产品质量，使其耐用且具有价格优势

产品设计与售后服务的双重优化

革新
尽快开启集体创新

缩短实验室原型产品的上市周期

绿色
减少工厂的能源消耗，提高重复利用

遵守新的环保法律与规定

以人为本
改变以产品为中心的理念，变成以人为本

更加关注员工与客户的需求

随需应变
适应变化的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

使供应网络灵活、可管理、互操作性强



Internet of Everything

2020: 20 billion connected devices
           300 fold increase in traffic

Source: “The revenue opportunity for mobile connected devices in 
saturated markets,” Northstream White Paper, February 2012

嵌入式计算随着物联网的进步，将无所不在！



流程工业协同自动化的背景

价值网络企业
间横向集成

价值链端到端
工程数字化集成

网络化生产
纵向集成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 协同自动化架构(知识自动化)



控制装置及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控制系统经历了仪表控制（电子化）、计算机集中控制
（数字化）、分布式控制（数字化+网络化）三个阶段后，很
长时期无实质性改进，随着工业4.0、CPS等理念与技术的涌现，
目前正进入第四个阶段，即以分散智能和全局协同优化为特征
的智能控制装置及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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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控制

电子化

V1.0

集中控制

数字化

V2.0

分布式控制

网络化

数字化

V3.0

智能控制装置
及系统

智能化

网络化

数字化
V4.0



控制装置及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1）控制装置与系统的智能化
结合现代控制理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微处理器为基

础的智能化设备纷纷涌现；先进控制策略、故障诊断、过程优
化、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培训和在线维修技术等日益得到广
泛应用；随着数据库系统、推理机能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库系
统和专家系统的应用，如自学习控制、远距离诊断、自寻优等，
人工智能将在控制系统各级实现；控制系统架构扁平化趋势下，
分散控制向分散智能发展；具体包括：自诊断、自修复、自校
正、自适应、自学习、自协调、自组织、自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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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生
产
装
备

智能控制装置
软件技术

智能控制装置
硬件技术

工
业
生
产
装
备



控制装置及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2）控制装置与系统的泛在化及协同化
嵌入式计算随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而无所不在；打破电气

控制(包括传动控制、逻辑和顺序控制)、过程控制、运动控制
等多专业的桎梏，模糊SCADA、RTU、PLC、DCS、IPC等
控制装置的产品边界，取消控制域、管理域、企业域等的应用
范围边界，构建规模可大可小(scalable)、具有高可用性
(availability)，性能稳健(robust)，通信、控制、优化等数
据能力极强，且无边界的平台——协同过程自动化系统；

实现企业全部变量参数的实时可测可控；实现企业运行流
程的全闭环控制，保证企业综合指标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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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装置及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3）工艺流程、工业装备及控制优化一体化智能设计
结合相应行业装备、工艺设计和工程应用要求，进行一体

化智能设计，开发集成基于重大工程的行业模型库、算法库与

知识库，以逐步形成核电控制系统、电力控制系统、石化控制

系统、水泥控制系统等行业专业控制系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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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计 优化设计

静态最优 动态特性

一体化设计
工艺设计
优化设计
控制设计

矛盾

动态优化

控制设计



控制装置及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4）控制装置与控制系统的信息安全与安全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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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系统隔离：传统工控系统以隔离为主要防护手段，具有代表
性的网关、网闸、单向隔离等。

u 纵深防御体系：通过设置多层重叠的安全防护系统构成多道
防线，达到对信息安全客体多层隔离防互屏障的目的。

u 工控系统内嵌持续性防御体系：通过工控系统基础硬件实现，
具备低延时、高可靠、可定制化、持续更新、简单化的实施
操作等优势。

u 以攻为守的国家战略：在国家层面注重攻击技术的研究突破，
制定以攻为守的国家战略；以攻为守，并以攻击技术提高带
动防御技术研究，以攻击威慑力巩固自身安全性。

安全漏洞频报：
2014年对我
国影响较大的
工控系统漏洞
就达到133个

安全事件频发：
工业生产中的安
全事件数量持续
增长，2013年
达到257起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特点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内容包括：信息自身的安全、信

息利用的安全和系统的自身安全三个层次，即包含数据安全、

内容安全、系统运行安全和物理安全四个安全层面。
u 数据安全是指对信息在数据处理、存储、传输、显示等过程

中的保护，主要的保护方式有加密、数字签名、完整性检查、

认证防抵赖等；

u 内容安全是指对信息真实内容的隐藏、发现、选择性阻挡等，

主要的处置手段是信息识别与挖掘技术、过滤技术、隐藏技

术等；

u 系统运行安全是指对工业控制系统运行过程和运行状态的保

护，主要涉及控制系统的可控性和可用性等，主要的保护方

式是漏洞扫描、入侵检测、态势感知及风险评估、应急入侵

反应等；

u 物理安全是指系统设备、人和环境的保护，主要的保护方式

是采取物理隔离和安全仪表系统等。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特点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在关注数据安全和内容安全的

前提下，更注重入侵攻击下的系统运行安全和物理安全的研究；

工业控制系统的工作和运行特点（24h/365d）决定了工业

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研究需要将信息的实时可用性、系统和

信息的完整性置于比信息机密性更高的优先级。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可用性受到威胁而导

致的生命、财产以及环境的损失。

将动态风险管理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以适应这种具有较

长生命周期的实时生产运行系统的控制与管理。



工业控制系统面临的信息安全挑战



工业控制系统面临的信息安全挑战



工业控制系统面临的信息安全挑战

       工控系统安全不是工控系统与信息安全的简单叠加，需要与
内生安全主动防御技术深度融合、基因重构和伴生演进！



1
工控系统安全现状与趋势

国内外现状及趋势分析



三、研究内容



主控系统技术路线图

国外

国内

我们

1990 
起步
跟踪

1996-2002
集散控制系统

2008-

大规模大系统、

安全系统等应用

1990-1995

集中型计算机
控制系统

2003-2005
DCS/PLC/PAS

新一代主控系统

DDC直接数字控
制与集中型计算
机控制系统

第一代DCS集
散控制系统

第二代DCS集
散控制系统

DCS/FCS/PAS新一
代主控系统

基本空白
随设备引进、设计
选型、跟踪积累

引进消化，自主
开发，工程应用

全面推广，占领
中小规模领域，
拓展大型应用

   60年代          70-80年代       80-90年代       2000年-



研究目标
针对能源、冶金、石化、煤化、有色、造纸等重大工程领

域的关键工业装备，在现有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3.0的基础之上，
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等最
新技术，研究开发集智能控制装置、智能检测装置、智能特种
变送器、智能特种执行器、智能控制技术和智能优化技术于一
体的成套智能控制装备及系统4.0。

应用成套智能控制装备及系统4.0，确保重大工程安全可靠
和优质高效运行，大幅度提高重大工程资源利用效率，支持智
能制造与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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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

3434

高安全性高智能化 高可靠性 高精确性 四大难题

关键技术

行业领域

项目成果

创新成果

 冶金、能源、石化、国防等重大工程关键工业装备

重大工程成套智能控制装备及系统

实现技术软件技术硬件技术

u 感知控制智能前端
u 工业实时智能网络
u 智能特种变送器
u 智能特种执行器

u 控制优化智能设计
u 安全可信协同编程
u 智能特种软测量
u 控制工程智能服务
u 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

u 特大型高炉系统
u 1000MW核电系统
u 特大型煤气化炉
u 100万吨乙烯裂解炉
u ……



研究内容                       （1）硬件技术      

u 控制系统可信可控体
系架构设计技术

u 控制装置的自诊断自
重构冗余容错技术

u 动态自组织工业实时
网络技术与标准

u 感知控制智能前端开
发设计技术

u 高速实时工业网络与
安全隔离网关

u 控制装置的工业工程
设计与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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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2）软件技术          

u 面向物联网、大数据和知识自动化的协同自动化体系架构
u 结合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的冗余容错与可信增强开发
u 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设计开发软件平台与云引擎
u 广域异构多实时多尺度工程实时数据库
u 知识推理与基于模型计算的控制优化统一架构
u 控制工程知识性工作的自动化（工程文档自动生成、控制

程序自动生成、远程协同开发、行业算法复用同步与专家
云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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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内生安全的主动防御工控系统安全防范技术

针 对 工 控
系统集成架构
特点，融合多
源工程特征，
从现场总线层、
监控操作层、
数据管理层的
多层面，围绕
全生命周期、
全流程等多维
度，开展工控
系统主动防御
基础理论与技
术研究。



研究内容               内生安全的主动防御工控系统安全防范技术



①深度安全机理与体系架构研究

u 重点突破：构建具有内生安全动态防御能力的新型工控系统安全架构

u 支撑作用：为项目整体研究提炼构建基础理论与关键支撑技术



②脆弱性分析与威胁态势感知技术

u 重点突破：工控设备大规模漏洞的挖掘分析，以及未知攻击的威胁发
现

u 支撑作用：漏洞分析给内生安全的研发提供依据，工控系统的异常检
测给动态异构、可信增强等提供支撑



③动态重构的主动防御技术

u 重点突破：强实时性条件的工控系统异构多变体动态重构技术
u 支撑作用：为工控系统有效阻断攻击链，防御被后门、被木马及未知

漏洞威胁等，提供核心技术。



④可信增强的主动防御技术

u 重点突破：动态环境下工业控制系统的可信与控制作用机理，实现内
生安全

u 支撑作用：为工控系统核心部件或设备实现健壮性、鲁棒性和安全性，
提供核心技术。



⑤装备研制与安全测评

u 重点突破：内生安全主动防御理论与技术实践运用
u 支撑作用：为工控系统内生安全主动防御理论与技术，构建实践检验

与应用测试平台，推动理论深化与技术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