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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解读 

  2018年1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就2017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举行新 
    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副部长辛国斌、总工程师张峰 
    出席会议。 

苗圩指出：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在去年由

国务院发布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也在大力推进，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运
行，工业APP也在商业化 
应用，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水 
平在持续提升中。个性化 
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 
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 
模式、新业态也在蓬勃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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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总理指出：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继续转换，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 
       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新兴 
       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 
       重塑。实施“中国制造2025”， 
       推进工业强基、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先进制造。 

2018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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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及推广指南》和《工业互联网平台评价方法》的通知。 

 
目标：到2020年，培育10家左右的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一批
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企业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大规模开发

应用体系基本形成，重点工业设备上
云取得重大突破，遴选一批工业互联
网试点示范（平台方向）项目，建成
平台试验测试和公共服务体系，工业
互联网平台生态初步形成。 

2018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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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IIoT  工业物联网 
 
  欧洲：Industrie 4.0  工业4.0 
 
  中国：中国智能制造2025 
 
  ......案例 

 

工业互联网技术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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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发展未来案例—特斯拉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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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发展未来案例—特斯拉汽车 
  特斯拉“超级工厂”几乎
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部
生产过程，几乎所有零件都
自给。 
  四大制造环节：冲压生产
、车身中心、烤漆中心和组
装中心全机器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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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发展未来案例—特斯拉汽车 

  2018年7月10日，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抵达中国上海， 
    与上海临港管委会、临港集团共同签署了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 
    特斯拉在中国建厂事宜终于尘埃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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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发展未来案例—青岛红领 

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厂 

全套智能体系 
支持全球客户DIY自主设计 

C2M电商平台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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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发展未来趋势 

“工业4.0” 发展的进程体现三大趋势 
 

  灵活的生产网络 
  现实与虚拟生产的无缝融合 
  物理信息融合系统的深度应用 

 
      “工业4.0”是一次由现代信息和软件技术与传统工业生产相互作
用的革命性转变。这场转变对生产过程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数字化技术将贯穿生产生命周期，从产品设计到生产规划，生产
工程以及生产执行到服务，使虚拟生产和现实生产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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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制造2025 如何发展？ 

   以智能工厂为代表的流程制造 
 
  以数字化车间为代表的离散制造 

 
  以信息技术深度嵌入为代表的智能装备和产品 

 
  以个性化定制、网络协同开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新业态新模式 

 
  以物流信息化、能源管理智慧化为代表的智能化管理 

 
  以在线监测、远程诊断与云服务为代表的智能服务 

 



德国赫优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l  www.hilscher.cn 

全集成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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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成自动化系统 

  结论：不管是从纵向角度来分析，还是从横向角度来分析，其中通讯在全集成
自动化系统中是基础的基础，也是重中之重。 

工业网络通讯 

工
业

网
络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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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成自动化系统 
   智能制造2025的相关标准举例 

软件： 
 
设备及目标描述： 
 
 

通讯： 
 

自动控制： 
 

  Java语言规范，Sun微系统公司 
  IEC 61131，PLC编程语言 
  Web标准（W3C),OASIS,SOA… 

  GS1/EPC global，实体标记语言 PML 
  IEC 61987, PROLIST, eCI@ss 
  Web标准（W3C), Open Group, OWL Ontology 

  IEEE 802.x, 以太网等 
  实时以太网，如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CC-LINK IE等 
  IEC 62541，OPC UA. IEC 62769, IEC 61804, 现场设备集成 

  IEC 61508，PLC安全集成 
  IEC 61850，智能电网 
  IEC 62264 / ISA 95，企业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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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网络通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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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于1986年，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 
  专注于工业通讯解决方案的技术驱动型公司 
  “量身定做”现场总线与实时以太网网络通讯解决方案 
  提供工程应用型、OEM产品型、客户定制型通讯解决方案 

工业网络通讯专家—德国赫优讯(Hil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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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流实时以太网系统主站或从站 

所有主流现场总线协议主站或从站 

工业网络通讯专家—德国赫优讯(Hil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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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网络通讯专家—德国赫优讯(Hil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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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板卡 
 支持现场总线与实时

以太网 
 各种计算机接口 （

PCI，PCIe，PC/104
，Mini PCI，Mini 
PCIe 等）  

 统一开放的API驱动 
 统一的配置工具 

通用网关 
 实现不同网络互联 
 各种主流现场总线 
    各种主流实时以太网 
    串行网络 

 实时以太网网络延
时与抖动测量 

 API接口用于用户应
用程序集成，进行
数据分析 

 插件软件
netANALYZER 
Scope进行深层次
分析 
 

分析仪 
 工程应用型产品，针对系统集成商等等 

工业网络通讯专家—德国赫优讯(Hilscher) 

 无缝集成到自动化 
    网络中 
 通过OPC UA/MQTT 
   与云进行通讯 
 通过Node-RED进行 
    数据流编程 

 

边缘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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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集成入用户产品的

即用型硬件  

 现场总线或实时以
太网系统 

 DPM/ PCIe/ DIL32/ 
DIMM PC 

  OEM产品，针对嵌入式应用、研发型、设备厂商 

开发板 
 netX系列网络控制器

开发板 

 现场总线或实时以太
网通讯 

 具有丰富外设功能的
目标系统 

 集成调试接口 
 
 

ASIC芯片 
 多协议网络控制器

netX系列 

 实现现场总线、实时
以太网及云通讯 

 集成ARM9 CPU，用
户可实现应用开发 

工业网络通讯专家—德国赫优讯(Hil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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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层 

I/O信号 

控制层 

PLC 

生产控制层 

SCADA 

工厂控制层 

MES 

企业控制层 

ERP 

制造 / 生产过程 

  IO Link 

以太网分析仪 

   PROFIBUS DP 

   办公室网络 

   EtherCAT 

   PROFINET 

   SERCOS III 

I/O 驱动 

主站 

终端 

终端 
电话服务 

I/O站 

IPC 
I/O 

微型 
终端 

插槽式PLC 

远程I/O 

工业网络通讯专家—德国赫优讯(Hil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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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netX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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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典型netX用户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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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X 是唯一一款支持所有
通讯系统的芯片 

 

 
作为自动化设备的

通讯接口具有优越
的性能 

 

 

 

 

netX 100 
ARM 926/200MHz 
3 COM-Channels 
Motion / Gateway 

netX 500 
ARM 926 / 200MHz 
4 COM-Channels 

HMI / Motion / PLC 

netX 50/51/52 
ARM 966/200MHz 
2 COM-Channels 

IOs / Ident 

作为单片解决方案，更能降
低投资成本 

 

netX—工业通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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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X—最新云通讯控制芯片 
  德国Hilscher 
     推出新一代网络 
     控制和云通讯芯片 
     netX 4000 
     和netX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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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Control 

Sensor 
Actuator 

Universal 
Encoder 

Remote IO Functional 
Safety 

LVDS 
Backplane 

可应用于各种设备、各种实时以太网通讯解决方案: 

netX—最新云通讯控制芯片 

Multi-
protocol 

Capability 

Highest 
Interoper-

ability 

Industry 
4.0 & IIoT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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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案例--六脚机器人  
 德国Magdeburg 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研发 

 使用三片netX50，同步24个轴，通讯协议EtherCAT 

 通过总线实现位置/速度闭环控制 － 循环时间 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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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案例--“终结者”机器人 

 15轴，BLDC电机 

 netX实现每个轴的运动控制 

 通过EtherCAT协议实现同步 

 外部PC实现更高级控制 

 德国Magdeburg 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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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与PC平台的结合，利用更多的IT资源 

 

 
 

29 

工业网络通讯技术的最新发展 

          ——结合Hilscher产品发展趋势 

 
   通讯与OPC UA技术、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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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PC平台的结合，利用更多的IT资源 

 CIFX计算机板卡提供各种计算机接口形式 
  

PCIE        PCI    Low Profile    CPCI      Mini PCI    Mini PCIe   PC104     PCI104 
                                
  
 任何集成标准计算机接口，需要通讯功能的IPC及HMI终端  

 总是与软PLC、上位监控或用户应用程序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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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PC平台的应用，利用更多的IT资源  

31 

监控与控制 

控制器  

I/O，传感器，驱动器等 

通讯与PC平台的结合，利用更多的IT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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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华iDoor技术与德国Hilscher CIFX 系列产品的完美结合 
 

CIFX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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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华iDoor技术与德国Hilscher CIFX 系列产品的完美结合 
 

CIFX案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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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汉Nexcom使用德国Hilscher全系CIFX 90E系列产品 
 

CIFX案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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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汉Nexcom使用德国Hilscher全系CIFX 90E系列产品 
 

CIFX案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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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PLC 

伺服驱动 机器人控制器IPC 

主站 
从站 

CIFX案例——IPC in Robots 

从站 

从站 

从站 

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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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X案例——IPC in trains 

IPC 

乘客信息系统 

门的控制 

列车信息系统 

从站 

从站 
从站 主站 

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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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 Ethernet with IOT CommunicationRealtime Ethernet with IOT Communication

Edge GatewayMobile DevicePLC Controller

IP 67 IO-Link 
GatewaySensor / Actor

IO-Link Sensor

        IT Infrastructure   Cloud Application

Connector

Business Processes

Sensor Network

I: PLC to IT
II.1: Sensor to IT

II.2: Sensor to IT

III: Edge to IT

II.3: Sensor to IT

Connectivity Services

通讯与OPC UA技术、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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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OPC UA技术、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netIOT工业云网关——自动化网络与云端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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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赫优讯最新推出3款 netIOT 网关 

   netIOT Edge网关不仅能将简单的自动化网络提升至云计算层次， 
     而且还是netIOT现场设备的主要配置元素——这样传感器和执行器 
     就能在安装后进行配置参数。 

   作为IO设备，网关与PLC周期性地交换数据，也直接与具有IoT 
      功能的现场设备通讯。这些关键的实时交换的现场层数据，可以 
      与云端间进行传输。 

  产品基于Intel®网关解决方案 
  作为IO设备直接连接到自动化网络中 
  通过OPC UA / MQTT将现场数据快速连接 
     到云端，同时传输给PLC 
  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方式连接现场设备 



Hilscher 
Cloud 

Gateway 

MQTT OPC UA 

 未来网关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到云端 
 

 通过MQTT(IBM提出的及时通讯协议)或者OPC UA的方式实现
数据交换 
 

通讯与OPC UA技术、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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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IC IOT是首款用于现场设备 
     的具备IoT功能的通讯模块。 

   用于现场设备的多协议智能模块 
  无需通过PLC,可直接通过产品集成的 
      OPC UA / MQTT方式实现IoT通讯 
   模块通过UART或SPI简单方便地 
      集成到用户设备 

德国赫优讯netIC IOT—智能DIL-32嵌入式云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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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IC IOT产品同时提供了针对现有系统未来升级的途径 
 
  目前工厂自动化的一个新的方向是Safety，现 
     场设备的安全是未来系统设计的一部分。 
 
  设备制造商可通过netIC IOT的SPI直接连接 
     TPM安全芯片，扩展未来新的安全机制，例 
     如安全启动等等。 
 

德国赫优讯netIC IOT—智能DIL-32嵌入式云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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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OPC UA技术、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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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and MES
系统服务 

客户端：监控、下单
。。。 

Pick and place, 
solder and X-ray 

Test and 
program 

云网关 

Package 

通讯与OPC UA技术、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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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OPC UA技术、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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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赫优讯云技术合作伙伴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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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scher Gesellschaft für  
Systemautomation mbH 
 

Intelligente Lösungen für die industrielle Kommunikation 
 

德国赫优讯中国区销售总监   邹玉鞋 
Hilscher China: Mr. Yuxie Zou 
Tel: +86 (0) 21 6355 5161, 6355 5163 *11 
E-mail: yzou@hilscher.com 

 

德国赫优讯工业以太网和IoT物联网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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