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O-Link技术实现
更高效率

技术  I O - L I N K

IO-Link技术开启新时代：该新通讯标准可为许多应用带来显著的

生产优势和更高的效率

合式传感器和I/O分线盒，一直到可编程现场总线和

以太网解决方案。

更小的库存要求

IO-Link可创造出无数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大

量的传感器输出变量可通过单个IO-Link装置映射。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使用IO-Link会比使用标准传

IO-Link可为控制器与传感器之间的过程提供更

高的透明度，现已被用户所越来越关注。IO-Link通

讯标准拥有许多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优势包括更低

的设备成本、更高效的生产过程以及显著提高的设

备和系统可用性。图尔克可为希望充分利用IO-Link

技术的用户提供世界上最全面的IO-Link产品组合之

一：从一系列可选的传感器开始，到电缆、电感耦



more@TURCK 2 | 2015 18 | 19

感器更贵。首先，这是因为许多传感器型号已经基

于微处理器运行，IO-Link只需要为这些传感器的通

讯创建接口。其次，制造商和客户可省去传感器自

己的显示器和按钮成本，因为传感器可通过IO-Link

进行配置。标准IO-Link模块可以替代许多用于数字

和模拟输入/输出或者其他类型信号的现场总线模

块，因此可以降低仓储成本，并且相比传统模拟I/O

模块解决方案显著降低了成本。

更低的设备成本

I/O-Link还可降低用户连接技术的成本。标准三

芯电缆可替代更昂贵的多芯电缆或者用于模拟输出

的特殊屏蔽电缆。用于数字输入和输出的IO-Link信

号分配器（也被称为I/O分线盒），即使对于少量I/

O模块也值得实施。这些信号分配器最多可通过一

个IO-Link信号打包向控制器发送16个开关信号。该

能力允许快速方便地将现有数字现场设备连接到IO-

Link主机。尽管有这些功能选项，IO-Link仍然无法

替代现场总线解决方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

一个有意义的补充。

设计简单

IO-Link还可节省设备制造商在设计和安装上投

入的时间和金钱。当使用多芯电缆和被动分配器连

接多个传感器和执行器时，用户必须仔细规划并且

监控传感器与电缆的连接关系，这不仅耗时还容易

出错。由于IO-Link通过三芯电缆连接每个传感器或

者执行器（模拟和数字），文档和电子设计工作都

会被显著简化。对于不兼容IO-Link的数字传感器和

执行器，通过图尔克的I/O分线盒同样可以获得该

优势。

主动维护 

利用IO-Link提供的更全面的信息可以进一步进

行主动维护和资产管理。用户可以访问以前的内部

传感器数据，例如线性或者超声波传感器的温度数

据，作为传感器故障和电缆破损的早期预警系统；

可提前计划部件更换，防止设备或者系统由于不可

预见的设备故障停机。或者，系统操作人员可以等

待某个装置在使用期限工作一段时间并失效后，利

用该系统停机时间来提示其他通过发送诊断数据显

示使用寿命已到期的装置的更换。实际的装置更换

可以由更少的合格员工完成，因为控制器会自动为

新传感器分配正确的参数设置。例如，图尔克的电

感式直线位置传感器允许调用位置编码器状态的高

级诊断数据。如果位置编码器不在测量或者不在范

围内，则会发送警告信号。

生产过程中的参数化和维护

与传感器通讯的能力可以弥补生产过程中光

学传感器上可能的污垢堆积带来的影响。如果开关

阈值不精确，控制器可通过IO-Link调整设定值。

因此，被积垢弱化的传感器信号可以轻易地重新参

数化。

并且，当由于在某些点的缺陷，必须更换传

感器或者其他装置时，该流程可显著降低工作强

度，尤其是对于参数化设备。PLC会存储所有的参

数数据，并且可方便地将数据上传给新传感器。该

选项在生产更换时也非常有用，这种情况下整行传

感器都必须接收用于新生产过程的新参数。开关阈

值、传感器改进、灵敏度和其他参数都可以集中进

行调整，并且同时调整整个传感器组，而不是在本

地分别调整各个传感器。这些过程都会被记录在

PLC中。

I O - L i n k用户可从机器

成本降低、设计过程简

化和主动维护中获益

自动化制造商和用户很难在其他方面达

成与他们在IO-Link上达成的共识一样多。该

新通讯标准被设定用于实现控制器与传感器

间映射过程的透明化。在工业4.0背景和媒体

至今对IO-Link的广泛报道下，对IO-Link技术

的关注出现了爆发性增长。与许多缺乏人力

的冷清工厂的抽象形象相比，IO-Link的优势

证明它们即使在今天也非常有用。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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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提供从传感器到

主机的一系列标准 I O -

Link产品组合

压机与冲压模具之间的能量和数据的非接触式传

输。其中，耦合元件间的数据传输通过I/O-Link实

现。由于冲压模具配备了可控制的传感器和执行

器，因而可体现出IO-Link提供双向连接的优点。

没有IO-Link，数字输入和输出信号就必须在模具

本地采集，该任务以前使用带多芯电缆的被动分配

器完成。可交换模具上的机械插塞式连接器是一种

昂贵的解决方案，通常需要定制。此外，插塞式连

接器往往会快速磨损，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并且可

能导致不必要的停机时间。图尔克非接触电感耦合

式传感器和I/O分线盒为所有传感器和执行器信号

提供了一种低成本、节省时间的连接解决方案。

更高的生产安全性

IO-Link可在冲压机或者机器人的换刀过程中

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和效率。除了在换刀过程中

自动修改传感器参数之外，还可识别更换的刀具，

从而无需额外安装RFID或者条形码解决方案。这可

通过兼容IO-Link的被动分配器（如图尔克I/O分线

盒）实现，因为设备配备一个专用标签，用户可根

据相关工具添加个性化说明。然后控制器可读取专

用标签并通过其独有的ID号识别工具。

案例：汽车冲压厂

I/O-Link的大多数优点目前已经被工业用户所

利用。图尔克电感耦合式传感器可实现冲压厂中冲

什么是 I O - L i n k ？

IO-Link统一了设备和系统控制

器以及传感器和执行器之间的通

讯，可与PC上的USB连接相媲美。

两种接口都是串行接口并且与制造

商无关。USB和IO-Link都可传递能

量和信号。两种标准都是双向的，

这意味着传感器和执行器既可以通

过IO-Link发送信息，也可以通过IO-

Link接收信息。IO-Link的核心优势

是通讯能力，将信息的单向传递升

级为双向通讯。它允许访问以前控

制器不可访问，或者只能通过专用

系统访问，或者需要直接在传感器

读取的参数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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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Link完整产品组合

许多制造商参与了IO-Link通讯标准的研发。

大多数公司都聚焦于自动化金字塔的特定领域，

例如传感器侧或主机侧。图尔克IO-Link产品组合

的特点在于其垂直范围：图尔克是能够单独提供

从主机到传感器的完整IO-Link系统的少数几个制

造商之一，并且防护等级普遍达到IP67。在主机

方面，图尔克提供模块化现场总线和以太网IO系

统BL20和BL67，配备用于IO-Link的主机模块。

这些系统可用于多种协议（Profinet、Ethernet/

IP和Modbus TCP）。今年，图尔克会在产品系列

里添加更多的现场总线。到2015年年中，图尔克

将推出可作为IO-Link主机使用的超紧凑型TBEN-S

模块。

可完成被动分配器工作的I/O分线盒将在自动

化金字塔中替代现场总线和连接技术之间的被动

分配器的位置。此外，图尔克作为连接专家，还

提供传统三芯电缆解决方案以及电缆，用于模拟

信号传输或现场总线和以太网连接。图尔克的传

感器产品组合包含许多带IO-Link接口的型号，例

如计量传感器（压力、流量或者温度）。Li系列

直线位置传感器以及图尔克RU超声波传感器也各

包含一个带IO-Link的型号。

作者 | Sai Sridhavan，图尔克的位置和接近传感器产品技术专员、

IO-Link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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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撬识别

汽车工业也开始使用I/O分线盒进行识别。例如，

在某个生产线上，搬运车身的滑撬通过连接的I/O

分线盒识别。除了识别外，在该案例中所有传感

器数据和能量信息都通过图尔克电感式耦合器传

送，并且与生产线的每个站无线连接。

旋转木马运行

图尔克的LI系列直线位置传感器监控Zierer的“飞

翔的鱼”旋转木马中横臂的起升。这里，运营商

使用IO-Link对模拟输出信号测量范围进行参数设

置，以及访问额外的诊断信息。当位置编码器超

出范围时，传感器通过IO-Link发送警报，这时旋

转木马运营商将被提示执行安全检查。其他诊断

信息可通过控制器访问。在该案例中，IO-Link可

帮助旋转木马运营商优化乘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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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模具的信号通过电感耦合式传感器（黄色盖帽）和I/O分线盒

以无线方式发送给控制器。

图尔克是能够单独提供从主机到传
感器的完整IO-Link系统的少数几个
制造商之一，并且产品防护等级普
遍达到I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