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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来，凭借在实现工业过程和操作的超高效

率，自动化专家图尔克作为可靠合作伙伴一直深受广

大用户的信赖。无论涉及工厂或是过程自动化，我们

的目标一直都非常明确：不仅为客户提供产品，还为

其自动化任务提供量身定做的最佳解决方案。来自客

户的良好反馈以及图尔克的发展壮大都使我们确信：

凭借这个目标和承诺以及由此带来的亲密客户关系，

我们将继续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图尔克已经深深立足于所有过程自动化领域中，

比如石油、天然气、化工和制药等领域。我们与过程

工业的决策者所谈论的不仅是本安型接口设备或防爆

安全型 (Namur) 传感器等传统产品，还有远程I/O和现场总线领

域的创新，甚至是合作开发或利用这些技术。我们的目标总是

集中在大幅提高生产率上。而采用诸如RFID等新技术后，又会

催生对安装理念产生重大影响的全新方式和方法。只有在这方

面取得成功的供应商才能远远超出传统理念，并且使得供应商

越来越多地以合作伙伴或咨询机构的身份出现。图尔克不仅对

电隔离和连接技术有着全面的了解，还在过程控制技术、相关

I/O技术和现场总线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丰富专业经验，从而可

以为客户提供最佳建议，并富有远见地推进我们自身的创新。

希望您亲自了解一下图尔克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在这本

more@TURCK客户杂志“过程自动化特刊”中，多位客户解释

了他们选择图尔克解决方案的原因。为了展示我们全面的解决

方案，这本清晰说明并精心校对的杂志提供了许多过程工业领

域的应用实例。

如果这些应用实例能够给您带来些许灵感，或者您希望就

具体要求与我们的过程自动化专家进行交谈，那么我们将感到

异常荣幸。

祝您阅读愉快并有所收获。

Frank Rohn

过程自动化部门销售副总裁

过程自动化的合作伙伴

more@



目录_过程自动化  03

技术
RFID: 应用于危险区域的RFID  04
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定期维护，射频识别 (RFID) 技术都为过程工业提供了新的选择

远程I /O: 无缝封装 10
图尔克的增强型excom远程I/O系列产品允许整个现场总线系统的安装从安全
区域转移到危险1区进行

远程I /O:神奇的HART 22
图尔克利用兼容HART的I/O模块及冗余电源扩展BL20现场总线系统的功能和
应用领域

现场总线技术: 总线诊断 30
图尔克的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 PB-XEPI可以对总线通信进行监控，而且开放了
Profibus网络以实现通过因特网的远程监测和诊断

现场总线技术: 高效的诊断 34
图尔克带诊断功能的电源调节系统可检测基金会现场总线FF (FoundationFieldbus) 
网段中的故障

接口技术: 接口技术2.0 40
背板式接口模块(IMB) 的高通道密度确保了控制柜中充裕的空间

传感器技术: 一次性解决 46
范围广泛的图尔克阀位传感器系列产品为应用提供了可靠的阀位监测

应用
RFID: 安全筛选 06
在其位于Burghausen的工厂，WACKER使用图尔克的BL ident RFID系统实现了在
粉尘防爆22区转筒筛系统中的可靠检测

RFID: 高效控制 08
拜尔作物科学公司借助图尔克RFID（射频识别）的支持测试新的活性成分

远程I /O: 安装在桌面上的接口卡 14
Elantas Beck采用图尔克紧凑型远程I/O excom实现了19英寸接口卡的现代化改造

远程I /O: 传统与现代 17
在爱尔兰Irish Distillers公司的威士忌酿酒厂中，图尔克excom远程I/O证明了
传统的制造过程也能从最先进的现场总线通信技术中获益

远程I /O: 本安型现场通信 20
在天津化工厂，excom远程I/O通信站将温度检测信号从爆炸危险区域可靠且
高效地传送出来

远程I /O: 连接！工作！ 24
用于危险区域的图尔克快速接插件系统和BL20远程I/O系统为Enerflex的石油和
天然气生产设施提供了模块化概念支持

远程I /O: 智能水处理 28
很多澳大利亚的建筑都使用了WJP方案公司的水处理装置，而现在WJP的解决
方案采用了图尔克DeviceNet现场总线技术

接口技术: 良好监听 32
Ertsoverslagbedrijf Europoort C.V.安装了图尔克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 PB-XEPI
对现场总线通信进行持续监控

接口技术: 现场透明 36
Uhde Services采用带有诊断功能的图尔克基金会现场总线产品为埃及的
Abu Qir 复合肥厂进行现代化升级

接口技术: 现场总线带来了灵活性 38
图尔克电源调节器和多路安全栅保证了Basell公司法兰克福-Hoechst工厂的
可靠运行

接口技术: 采用标准导轨式安装 42
英国石油公司林根炼油厂使用DIN导轨式安装的图尔克IM34温度传感器对
温度测量进行现代化升级

传感器技术: 阀位回讯传感器 48
奥地利GAW公司采用图尔克的阀位回讯传感器实现阀位的监测

接口技术: 供海洋石油钻探使用的传感器 50
Streicher公司采用来自图尔克的电感式本质安全型传感器进行海洋钻探装置。
该传感器已通过Atex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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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alter Hein
图尔克德国公司

RFID部门
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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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制药行业还是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可

靠的RFID解决方案都在

过程工业中开辟了新的

应用领域

R FID 射频识别技术具有促进自动化和一体

化的能力，虽已在工厂自动化中使用了很

长时间，但在过程自动化中尚未普遍使用。

目前，高温、高压和具有爆炸危险的气体等极端

环境条件一直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而功能强大、

稳定可靠的标签和读写头则不断开辟着新的应用

领域。在知识产权、生产监控和状况监控方面，

RFID 与光学识别方法（例如条码识别）相比具有

应用于危险区域的RFID
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定期维护，射频识别 (RFID) 技术都为过程工业提供了新的选择



more@

巨大的优势，因此这种技术可以用于许多行业，

包括石油天然气、化工、制药以及食品等行业。

不怕雨淋日晒

与条码或数据矩阵码等传统自动识别方法不

同，使用无线电波传输信息不易受环境影响。产

品外部粘贴的印刷标签随着暴露于高温或潮湿环

境会渐渐失效，而特殊的 RFID 标签和移动读取

设备则使得 RFID 系统能在苛刻的应用条件（例

如食品行业的高压蒸锅中或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钻

管和管线上）下使用。

可以根据客户应用对 RFID 方案进行调整，

例如图尔克 BL ident 高温系统不仅能识别单个产

品、批量产品或机器零件，还能为用户带来其

它众多好处。BL ident HF 读写头和 UHF 读写头

在一个读写范围内一起工作，互不干扰（使用

相同的接口模块）。采用更高的 UHF 频段（865

到 868MHz）时，工作距离可达 3 米。BL ident

还可以处理“组检测”，可以同时处理许多标

签而不会相互干扰。这一特性使得 RFID 技术尤

其适用于仓库物流管理和制药行业中的知识产

权保护。

使用RFID保护知识产权

消费者保护问题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约有十分之

一的药物是假冒品。鉴于产品造假行为在过去数

年间愈演愈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 和

欧盟委员会均要求对食品和药品的制造和经销链

进行持续监控。

RFID标签可以显式或隐式地被贴在包装材料

上，具有独特的防篡改和防伪造识别码，制造商

及医院或药店的消费者可以凭此在整个经销渠道

中跟踪药物并辨别真伪。图尔克开发的UHF新技

术可以方便地用在现有HF系统中。

与HF标签相比，UHF标签更便宜，因此更适

合大批量应用。非接触式和移动读取的好处是不

会损伤或延迟进出的货物，并能最终带来更低的

成本。

过程工业中的RFID解决方案并不只是被用于

简单地保证产品可靠性。可靠而强大的系统也是

实现过程可靠性主要区域的理想选择。通过与众

多过程工业领域用户的密切合作，图尔克能够开

发适合高要求应用的个性化识别解决方案。例

应用于危险区域的RFID

基于可靠的BL20
现场总线从站，

图尔克为危险区

域中的应用提供

了完整的RFID
系统

  快速阅读

如，某一解决方案可以帮助监控现有资产，并记

录不断变化的外部参数（例如环境温度或正确的

机器设置等）。这些都是通过集成RFID传感器和

无线传输技术实现的。

 

适用于危险1区的标签

图尔克正在持续扩展其RFID系统BL ident，使

其也能应用于危险区域。比如用于危险1区和21

区的本安型标签和用于危险2区或22区的读写头

等。这将开辟许多新的应用领域，例如联接站的

联接监控、专用安装组件的持续识别、钻管或管

线的定期维护等。

借助用于危险1区的非温敏标签、移动读取设备和用于危险2区的远程I/O，RFID技术现在也可以应用于过

程自动化。基于射频的识别技术开辟了许多新的应用领域，包括联接站的监控、安装组件的标记以及钻管和管

线的维护等。

05



如
果抹灰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或者瓷砖黏

合剂具有很强的柔韧性，这很有可能

全部归功于 WACKER 的产品。这家全

球性的化工企业拥有约 17200 名员工，并在全球

拥有 25 家制造厂、20 个卓越技术中心以及 53 个

销售办事处。

WACKER 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场所就是位于

Burghausen 的工厂。这家工厂位于具有田园特色

的奥地利边境上（在“巴伐利亚化工三角区”内），

06 应用_ R F I D

安全筛选
在其位于Burghausen的工厂，WACKER使用图尔克的BL ident RFID系统实现了在

粉尘防爆22区转筒筛系统中的可靠检测

占地两平方公里，拥有大约 150 个生产设施和

10000 名员工，可生产数千种产品。

这些产品中就包括添加到瓷砖黏合剂、灰泥、

抹灰以及其它建筑材料中以使其具有某种特性的分

散粉末。要最终生产出这种产品，在生产过程的末

期需要在一个干燥塔内对一种液体进行干燥。所产

生的粉末在包装之前还必须通过振动筛的筛选。这

样，可以保证产品具有必需的颗粒尺寸。

为提高分散粉末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和可追溯

WACKER已经在其

Burghausen工厂装备了

多个采用图尔克RFID解

决方案（用于粉尘防爆

区域）的转筒筛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64e

Holger Anders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部门

大客户经理

User www.wac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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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家化工厂提出了自动检测转筒筛中所使用的

筛子尺寸这一要求。“我们以前是让工人手动测量

筛子的尺寸”，高分子工程处的电气工程师 Michael 

Holzapfel 解释道。“为了排除人工操作出错的可能

性，我们现在是对每一批产品所使用的筛子进行自

动测量。这样不仅可以确保当前过程 100% 的质量，

还可以为正确的筛分过程提供可追溯的记录。”

连续振动需要无线解决方案

Holzapfel很快就抛弃了使用编码和电感式传感器的

最初想法：“筛子几乎整年都在持续振动，因此

基于电缆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我们对此已经

有了深刻的体会。即使使用了高柔性电缆，我们

每个月仍必须更换筛子的接地电缆以确保其不会

被折断。”

因此我们逐渐转到了使用RFID解决方案的想

法上。鉴于Burghausen的特殊环境条件，所采取

的解决方案还必须经过防爆认证以能够应用于易

燃粉尘危险区域。“图尔克是唯一一家能够提供

经过22区（粉尘防爆）防爆认证的RFID解决方案的

制造商。”Holzapfel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选择MQI-

heim自动化专业公司所生产的系统。 

到目前为止，WACKER已经安装了四台采用

TNLR-Q80-H1147-Ex读写头（经过2区和22区防爆

认证）的转筒筛。所有筛子上都贴有一个TW-R50-

B128-Ex标签，标签中存储了筛子的筛格宽度数

据。圆盘形的标签位于筛子的边缘，直接贴在一

个具有可读筛格宽度标记的带子下面。读写头读

取筛格宽度，并利用一个BL20 I/O从站通过Profibus

将数据传给过程控制系统。

在安装期间还必须克服另一个障碍：“RFID

系统所提供的功能块只能用于西门子S7 PLC，

而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西门子P C S 7过程控制系

统。”Holzapfel解释道。“但是，我们的软件专家

与图尔克售后支持部门紧密合作，很快就对S7功

能块进行了改写，使其也能在PCS7上运行。”

新项目：联接站

该系统去年已经在WACKER投入了运行，客户

对此非常满意。由于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非常愉

快，Holzapfel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下一个项目。“图

尔克RFID系统在转筒筛中的工作非常顺利，因此我

们正在对该系统进行扩展，以使其应用于我们的联

接站中（这里同样需要粉尘区域防爆认证）。”工

厂的工程师对下一步的计划给予了说明。将要使用

RFID对大约20个目标和9个来源进行记录，以保证

过程的透明度。

为此，在20个DN80软管上都要粘贴一个包

含有软管编号信息的标签。每个目标都将安装一

个紧凑式的读写头。当一个软管被连接到过程中

时，系统会读取其编号，如果所连接软管的编号

正确，那么系统会许可继续运行。通过其子公司

mechatec，图尔克为联接站项目提供了可立即使

用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提供了定制的针座接头并

且已经完全密封好。 

一个Ex读写头从筛子（左侧）上的标签中读取出

筛格宽度

筛格数据通过Profibus和图尔克的BL20 I/O系统传到

PCS7过程控制系统

“图尔克RFID系统

在转筒筛中的工作

非常顺利，因此我们

正在对该系统进行扩

展，以使其应用于我

们的联接站中（这里

同样需要粉尘区域防

爆认证）。„
Michael Holzapfel,
Wacker 化学公司 

根据具体应用的不同，所生产的分散粉末也需要有不同的颗粒尺寸。

为了保证该过程顺利实施并对其进行记录，WACKER去年在Burghausen的工

厂使用了图尔克的BL ident RFID系统对其转筒筛的筛格宽度进行识别，当然

该系统也经过了易燃粉尘危险区域应用的防爆认证。由于对该系统的使用

体验良好，该公司现在又在装备第一个采用该系统的联接站。

  快速阅读

more@ 过程自动化



在
其位于德国Monheim的研究实验室中，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的科学家借助新的

现代设备不断地探索新的活性成分。

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这些活性成分会被开发成高

效农药在世界各地使用。这一过程最初的步骤之一

就是所谓的初步筛选。

08 应用_ R F I D

高效控制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借助图尔克RFID（射频识别）的支持测试新的活性成分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新开发的物质自动喷

洒到植物上来测试其有效性。根据应用效果，在实

验室中做进一步的研究，然后进行温室试验，最后

进行户外试验。

全自动初步筛选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为初步筛选流程开发了一

个全自动喷洒线，每年可以进行超过25000次喷

洒操作。在每次喷洒循环中，三个植物组同时用

三种不同的测试成分进行喷洒。这些植物组包含

8种病害的寄主植物。“在初步筛选过程中，我

们以天为单位以不同的浓度将100种新物质喷洒到

植物上。”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的运营工程师Bernd 

初步筛选：在三个喷雾

单元中，通过将待测物

质自动喷洒到植物上来

测试其有效性

网页代码 | more51265e

Stefan Kappel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部门

大客户主管

User www.bayercropscience.de   Integrator www.tectrion.de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的科学家在一个自动化系统

中通过将活性成分喷洒到植物上来测试其作为农药

的适用性。图尔克的RFID系统BL ident被用以保证喷

洒过程的透明性以及对每株植物进行清晰的识别。

  快速阅读



Schulten说道。

“为避免失去控制和对全程的掌握，我们在

试验中使用了软件支持。我们从数据处理服务中

心获得试验系列设计。输入到这里，执行试验，

然后将结果送回。”Schulten说道。

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清晰识别植物组

并与喷洒到它们上面的物质关联。最初使用的是

条形码标签，不过最近对机器进行了更新，采用

了非接触的RFID(射频识别)技术。“我们与负责

维护和更新Monheim所有机器的工业供应商Tec-

trion合作，用第三喷洒间和采用新SPS的整个系统

对机器进行了更新。以前只有单机过程，比如喷

洒间、输送机和吸液机能够交换信号，但现在我

们可以通过SPS控制和监测一切。”Schulten解释

说。“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想去掉条形码标签，因

为这种标贴不太适合植物托盘的波形设计，另外

也不太适合所处的环境条件。还有，打印机的维

护量也很大。”

在寻找理想的RFID方案期间，技术项目小组考

虑了许多不同的系统和供应商。最后决定采用图

尔克的BL ident RFID（射频识别）系统。“我们想

要一种比其它产品易于处理、坚固耐用同时还能

节省成本的RFID系统。我们从图尔克的这套系统中

找到了这一切。”Schulten说道。 

CoDeSys使处理更简单

对于Tectrion Robotik部门的控制专家Volker 

Bachmann来说，BL ident还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

点：“图尔克的RFID系统可用CoDeSys编程，因而

有可能将复杂的工作转给现场的控制系统来做。

这样我们就减轻了控制试验程序的计算机的负

荷。”在转换到RFID系统的过程中，Tetricon的技

more@ 过程自动化

“图尔克的RFID系

统可用CoDeSys编

程，因而可以将复

杂的工作转给现场

的控制系统来做。

这样我们就减轻了

控制试验程序的计

算机的负荷。”Volker Bachmann, 
Tectrion公司

BL20网关可用CoDeSys编程并进行RFID通讯

在植物托盘离开喷

洒单元后，所有有

关数据都被写在

植物托盘中间的

RFID标签上

09

术人员需要给近一千个植物托盘贴标签，并且要

把标签贴到植物托盘的中心位置。每个标签可以

储存128个字节，包含了有关该特定植物的全部信

息。“最初我们想省去标签上的标识号，但那样

一来就不能保证足够的灵活性。现在，只要将全

部信息保存到标签上，机器就可以自己工作，每

个植物托盘都是可识别的，即使没有中心计算机

也没有关系。”Bachmann说道。 

一个图尔克Q80型RFID读/写头，可在植物托

盘离开喷洒单元时直接读写数据。另一个读/写头

位于植物托盘离开机器处。如果机器出现故障，

或由于某种其它原因须对植物托盘加以识别，拜

耳公司员工可用手持RFID读码器读取植物托盘的当

前状态。读/写头给BL20模块化的远程I / O系统发

送RFID信号。可借助一种专用的RFID存储区来收集

数据并传给网关以实现本地RFID通讯，这样，只需

将参考数据通过Modbus TCP发送给主计算机。

“操作图尔克的系统非常舒服。”Bachmann

补充道，“编程不难，因为可以依靠既有的标

准，比如以太网。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系统

与机器集成。由于采用了模块化概念，我们还可

以完全按照需要进行设置。”



当
工厂中有多个现场总线设备都必须要连

接到集散控制系统（DCS）时，系统设计

人员基本上有以下几种可选方案：常规

接口方案、远程 I/O 方案和现场总线的方案。典型的

10 技术_远程 I / O

无缝封装
图尔克的增强型excom远程I/O系列产品允许整个现场总线系统的安装从安全区

域转移到危险1区进行

信号传输方法是点对点连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接

口技术。这可以将每一台现场测量仪器各自的测量

信号直接传输到PLC。而采用点对总线的接线方式（也

叫做远程 I/O），现场仪表的信号将由工厂中的一台

excom系列产品中的新

成员提供了更加紧凑的

模块支架和适用于危险

2区的新型电源模块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00e

Peter Praske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
现场总线系统

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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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站采集、转换为数字协议并通过总线电缆转发给

控制系统。这样，DCS 就只需要一个单独的通信接口，

而不需要多个模拟或数字输入和输出卡了。 

第三种方案是总线对总线的连接（现场总线

技术）。在这种方案中，现场仪表将通过 Profibus 

PA 或基金会现场总线等通信协议直接连接到总线

中。每一个现场设备都是总线上的一个独立站点，

但是也必须为它们提供各自的现场总线连接。由于

其拓扑结构比远程 I/O 方案更加复杂，因此这个要

求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满足的。在现场总线的方案

中，经常会出现信号密度过大的情况，而且除了

模拟信号以外通常还会需要数字信号（例如来自

Namur 传感器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远程 I/O

连接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完全基于现场总线

的仪表尚未广泛应用。

完整的物理层产品组合

图尔克丰富的物理层产品组合正在为各种连

接方式提供可根据具体要求而优化的最佳解决方

案。除了采用通用外壳的各种接口方案以及用于

基金会现场总线和Profibus PA设备的大量组件外，

图尔克通过BL20和excom产品系列进一步扩展了

远程I/O解决方案的范围。模块化的BL20 I/O系统原

是用于工厂自动化领域的，但是针对过程工业的

要求通过兼容HART的I/O模块和冗余电源对其进行

了进一步的开发。鉴于许多现场设备都可以通过

HART协议传输额外的信息，因此确保所安装的连

接技术兼容HART协议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便

使远程I/O系统能够将输入的HART信号转换为数字

协议。

在过去12年间，图尔克一直在为业界提供用

在危险1区的远程I/O系统excom，并且现在已经将

其扩展为一个系列的产品，配备了紧凑的模块支

架和适用于危险2区的新型电源。该系统可以传输

来自外围设备的过程和诊断数据，并可在需要时

与HART现场仪表进行通讯。因此控制系统就可以

直接获得关于过程值、诊断和总线设备管理的更

多信息（数字量）。此外，该系统的拓扑结构所

需的总线电缆要大大少于基于H1的基金会现场总

线和Profibus PA现场总线系统。

自由选择安装位置

有了最新的excom系列产品，用户在选择安装

位置时就不再受到任何限制。系统可以安装在危

险1区、危险2区或者安全区域中。它的好处不仅

在于用户不再需要使用专为特定区域而优化的部

图尔克针对危险1区和2区应用对excom进行了优化，并且大大扩展了

系统的功能。由于相关要求更少，这个具有更小电源单元和更紧凑模块支

架的系统目前已可运行于危险2区中。因此，新型excom系列产品既可用于

单独的危险1区应用中，也可用于混合应用中。所连接的现场仪表即使在未

预先连接至控制系统的情况下也可工作。

  快速阅读

more@ 过程自动化



12 技术_远程 I / O

自由选择：

excom系列可提

供用于任意位置

的定制模块

件，还在于用户可以采用统一的标准概念对外围

设备和现场仪表进行配置和参数化所有产品的功

能和处理方式都完全相同。采用GSD文件或DTM进

行配置以及进行总线设备管理时都可以采用标准

的结构和操作方式。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

在运行时对系统进行维护和改动。这不仅适用于

添加单独的测量点，也适用于通过额外的模块对

系统进行扩展。该系统还支持已经得到实践证明

的excom冗余选件。

一个标准的Ex-i外设可以支持危险0区、1区和

2区的信号处理和现场设备控制。如果该外设安装

在危险1区或2区中，那么就需要一个经过专门优

化的电源单元来产生本安型系统电压，以使外设

可以在尽可能接近仪表处接收到信号。与现场总

线（此处为Profibus DP）之间的接口也为本安型。

该配置方式可以使整个系统在Ex区域中运行时得到

完全维护。

同样的Ex-i外设现在也可以用在安全区域中。

一个新型的模块支架最多可支持24个I/O模块的运

行，这样就进一步减少了基本的设备费。由于图

尔克已经开发出了一款专用于该应用区域的电源

单元，因此整个系统变得颇为紧凑。在危险2区内

的excom设备之前所使用的外壳中，所节省出来

的空间现在可以用于其它组件（例如阀组或负荷

开关等）。一个特殊的网关为连接到总线的Ex-i外

设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因此就不需要再单独使用

一个段耦合器来实现RS485-IS的本安型物理总线特

性。即使excom只用于安全区域应用中，用户也能

从excom系列产品的新特性（尤其是数字输出方

面）中获益：例如，excom提供了一路额外的继电

器输出，输出的最大开关电流可达0.5A。

使用DTM自主启动

以前，必须将远程 I /O系统连接到控制系统

后才能对所连接的现场仪表进行测试和设置。

由于总是要求两个系统同时可用，因此经常需

要等待——在建造更大的新设施时更是如此。新

的excom DTM和网关中经过扩展的通讯机制使得

excom站可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用户通过Profi-

bus网络即可轻松启动外设和现场仪表，而无需等

待控制系统中更高等级的1类主设备可用。也无需

为此安装额外的服务总线。



现场级的变送器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同时

传输实际测量信号和其它额外信息。所谓智能变送

器通常都是根据HART标准进行参数化的。但是在

许多情况下，由于许多年前所安装的隔离等级并未

对HART通信进行设计，因此这些信息是无法使用

的。这些情况就导致了所谓的滞留HART信号。为

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远程I/O系统来支持HART通

信并使相关信号通过。这样，excom系统就可以通

过Profibus直接为控制系统带来HART功能。

  兼容HART

在过

去12年
间，图尔

克一直在提供危

险1区内使用的

excom I/O系统

more@ 过程自动化

唯一要求必须可用的是PB-XEPI以太网-Profibus

耦合器或者是代替它的一个Profibus接入点。PB-

XEPI作为一个2类主设备运行，并与各个excom站

循环通讯。即使一个1类主设备同时也在与其它

Profibus站进行循环通讯，也不会对此造成干扰和

任何限制。在控制系统中也不需要对PB-XEPI进行

额外的设计。通过这种方式，设备中的任何部分

都可以随时启动。

通过使用一个FDT帧应用软件（例如PAC T-

ware）可以对Profibus总线上的所有系统进行扫

描，并传输到帧应用软件的项目树状图中。然后

启动工程师就可以在线访问所有外设模块和HART

现场设备。这样就可以对整个现场总线布线进行

检查，并使用相关的DTM文件对HART现场设备进

行诊断和配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现场设备

情况进行确认并传输给控制系统。

增加测量点

新的excom系列产品为用户提供了在运行期

间更改配置的许多额外功能，例如运行时热配置 

(HCIR) 功能：网关和DTM也提供了在运行过程中向

DCS传输之前就启动并测试新测量点或额外模块的

功能。目前尚不允许在运行时对控制系统设计进

行更改，并且上述功能仅适用于经过验证可以有

选择地集成到控制系统中的设备扩展附件。

通过DTM可以暂时激活I/O模块中尚未启用的

单个通道，而无需向控制系统的操作员报告诊断

信息。可以检查添加到该通道的现场设备其接线

和功能是否正确，然后就可以将其启动。在启动

过程成功完成后，可以将其它现场仪表也轻松集

成到过程中。由于可以在运行期间将全新的I/O模

块集成到系统中，因此上述情况并不仅限于增加

一个测量点。

通过DTM实现固件更新

excom之前的产品创新通常总是集中在增强网

关的功能方面，但是excom现在还提供了在现场对

固件进行更新的功能。更新是通过使用excom DTM

和已有网络设施（这是基于DTM的excom运行所需

要的）实施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一个集中

的位置将新功能平滑地添加到系统中，而不会造

成任何停工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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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excom远程I/O
系统在非常狭小的空

间内提供了128个数字

通道或64个模拟通道

安装在桌面上的接口卡
Elantas Beck采用图尔克紧凑型远程I/O excom实现了19英寸接口卡的现代化改造

作者 

Stefan Kappel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
大客户管理部门

主管

网页代码 | more51250e

Elantas Beck公司的产品被广泛用在诸多电气设

备中，包括家用电器、电视机、风轮机、电脑和照

明设备。该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注入树脂、罐封

混合物以及包覆树脂（薄层或厚层）等用于电机、

变压器、发电机、电容、印制电路板和传感器中的

材料。Elantas Beck是Altana AG集团Elantas电气绝

缘公司（专用化学品的领先开发商）的子公司。

在汉堡东南部的公司总部，大约120名员工每

年开发并生产数千吨用于电气工业的树脂材料。

在生产过程中，产品流经整个反应器生产线，生

产线中的合成树脂在真空中进行加热、浓缩和加

工。为可靠执行该过程，需要安装多个监控站。

在工厂的建造过程中，模拟和数字信号都被发送

到安装在大型机架内的19英寸接口卡中。

使用现场总线取代19英寸接口卡

在使用多年之后，这些接口卡非常容易出故

障。由于购买新的接口卡变得越来越难，因此必

14 应用_远程 I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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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lantas的反应器

生产线中，众多模拟

和数字信号都被从开

关室转发给接口卡和

excom系统并最终传

到控制系统中去

Elantas Beck公司在汉堡生产液体注入树脂和清漆，并且是该市场领域

的领导者。在生产最终产品的过程中，树脂需要经过一个反应器生产线进

行加工，在生产线上安装了许多用于监测温度、压力以及许多其它过程相

关参数的监控站。现有的19英寸接口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安装的，现在已

经少有可用的备用件。因此该公司使用图尔克的excom远程I/O系统对其第

一条反应器生产线进行了现代化升级。

  快速阅读

Elantas的维护部

门主管Thomas 
Polking希望采用一

个紧凑的现代化解

决方案，该方案可

以直接连接到控制

系统而无需绕道经

过PLC

须寻求一种替代方案。我们最终决定先对一条反

应器生产线的接口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将尚

且完好的接口卡用作其它生产线的备用件。设备

维护部门的主管Thomas Polking对比了多种方案（

比如最新的19英寸卡或DIN导轨设备等），并最终

确定了一种现场总线方案。“我们想要简单易用

的现代化解决方案，它应该具有集成的防爆隔离

功能，并且要能够轻松地直接连接到我们的S7-PLC

上。”Polking解释道，“在以前的系统中，都是

间接进行通信的。信号先被发送到防爆安全栅，

然后传送到一个老式PLC上，最后才通过Profibus

传给S7。”

在2008年夏季初步确定使用远程 I/O系统之

后，我们便开始寻找最合适的供应商。EAB自动

化——一家专注于过程和制造自动化工厂的现代

化改造、功能扩展和新建的专业公司——进入了

我们的视野。EAB的所有雇员和他们的经理Jochen 

Ahrend共同致力于在项目的设计和控制工程实现

阶段为客户提供支持、开发软件和开关柜以及执

行组装和启动工作。

在19英寸机架上进行装配

在寻找远程I/O系统供应商的过程中，EAB比较

了多家厂商的解决方案，并最终决定使用图尔克的

excom远程I/O系统。“采用图尔克的excom系统，

我们发现这个远程I/O方案竟然如此易于操作，并

且其紧凑的体积使得我们能够将其安装到现有的

19英寸机架中（与全部150个I/O一起）。”Jochen 

Ahrend说道。

由于不再需要在反应器生产线上使用额外的

more@ 过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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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了一个周末，EAB自动化就已经将新的

excom系统安装到了19英寸机架中

SC12Ex段耦合器用于RS485和RS485-IS的本安型隔离

自从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后，19英寸机架（后排）就不再用于安装接

口卡，而是用于容纳两个excom系统

“采用图尔克的

excom系统，我们

发现这个远程I/O方

案的操作竟然如此

简单，并且紧凑的

体积使其能够被安

装至现有的19英寸

机架中（与全部150

个I/O一起）。„
Jochen Ahrend, 
EAB自动化公司

PLC，因此excom系统同时满足了Elantas的另一项

要求。“现在，信号被发送给图尔克的excom系

统，然后就直接传送到了S7中，因此我们不再需要

绕道另一个控制器了。”Polking解释道。

虽然这只是EAB采用excom的第一个项目，但

是其设计和实现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2008年秋

季的时候，工作人员仅需一个周末就可以完成系

统的安装和启动，因此在周一早上时工厂仍然可

以全力投入运行。“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使用该产

品的经验，因此图尔克的技术支持真的帮了我们大

忙。”Ahrend解释说，“文档说明非常清楚，而且

我们的其它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图尔克专家的及时解

答，因此我们才能成功地推进该项目。”

灵活的系统

虽然在这个项目中并没有将远程I/O系统安装

到危险区域中，但是excom是具备在危险1区和2区

使用的能力的。其现场电路经过了防爆认证，甚至

可用于0区。额定防护等级为IP20的I/O模块可提供

四路模拟或四到八路数字输入，或宽度为18.2 mm

的输出。在43.2 cm x 20.6 cm x 11 cm的区域内可以

安装两个冗余电源、两个冗余网关以及最多16个E/

A模块。采用这种配置时，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中最

多可提供128个数字或64个模拟通道。所有模块都

配有“EEx ia”接口，因此不需要采取额外的防护

措施。电源可以使用24 VDC或230 VAC。即使在危

险1区中使用时，也可以在运行时对所有模块进行

更换（包括电源模块）。除了更高的可用性、热插

拔和防爆特性以外，系统还允许通过总线对现场总

线设备进行常规的HART参数化操作。 



威
士忌的制造工艺是由爱尔兰传教士传

播到欧洲的。800 多年前人们就开始生

产威士忌了，那时候还叫做 Uisce Bea-

tha。这个词语在盖尔语中的意思是“生命之水”。

酿酒知识通过教堂进行传播，并最终传到了修道院

以外的世界。

Old Midleton Distillery 酿酒厂建于 17 世纪早

期，由 James 和 Jeremiah Murphy 兄弟购买的一座

Mick McCarthy采用通过

图尔克excom远程I/O系

统传送到控制系统的实

时工厂数据对威士忌生

产过程进行监控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51e

Frank Urell
位于爱尔兰Cork
图尔克代理商
Tektron公司
总经理

传统与现代
在爱尔兰Irish Distillers公司的威士忌酿酒厂中，图尔克excom远程I/O证明了传统的制

造过程也能从最先进的现场总线通信技术中获益

远程 I / O _应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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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leton在那些古老的传说里被认为是爱尔兰威士忌的发源地。即使

到今天，爱尔兰威士忌工业的核心仍然处在Cork市南部的这座小镇上。

过去的Old Distillery现在成了一座博物馆，而与其相距很近的Irish Distil-

lers Limited有限公司 (IDL) 生产着爱尔兰共和国最著名的蒸馏酒，包括

Jameson、Paddy和Powers等品牌。传统的制造过程最近也得到了最新I/O技

术的支持：12个图尔克excom远程I/O通信站保证了控制系统和危险1区内现

场设备之间安全和透明的通信。

  快速阅读

User www.irishdistillers.ie 



“MT18模块机架的

大信号密度是我们

选择excom的原因之

一。我们对于模块

热插拔功能也印象

深刻，因为现在可

以在运行过程中对

所有模块进行拆卸

和安装，无需中断

现场总线通信。„
Mick McCarthy,  

Irish Distillers Limited
有限公司

高通道密度：除冗余电

源外，excom模块机架

最多可容纳128个数字

或64个模拟输入/输出

旧毛纺厂改造而成。这家酿酒厂位于爱尔兰南部

Cork 市以东约 20 公里的 Midleton 镇。那时的爱尔

兰威士忌工业正在快速发展，这家酿酒厂很快就雇

用了 200 名员工，并且一年可以生产 150 万升的

威士忌。该酿酒厂拥有世界最大的罐式蒸馏器（容

积高达 32000 加仑）。 

1975 年，Old Midleton Distillery 的生产被挪到

了紧挨其建造的New Midleton Distillery酿酒厂中。

这家新的酿酒厂由新成立的 Irish Distillers 集团建

造。Irish Distillers 集团于 1988 年被 Pernod- Ricard

收购，利用他们的全球市场和销售网络，爱尔兰威

士忌取得了持续增长，Jameson 爱尔兰威士忌现在

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际威士忌品牌。

因此，他们正在采取扩展计划以增加工厂的

产能，从而使 Midleton 酿酒厂的生产能力最大化。

按照计划，工厂的产能将在未来数年内翻番。扩展

计划的其中之一就是要对 VAT 室的自动化系统进

行全面升级（最近这项工作已完成）。

应用于VAT室的Profibus总线

VAT室中旧式自动化系统由三个ITT PLC系统组

成，采用传统布线方式通过安全栅连接到危险区

域。Irish Distillers在工厂中其它地方安装了Profibus 

DP和PA网络，并积累了这些现场总线的使用经

验，因此他们决定在此次升级中采用现场总线并

不令人意外。

DeviceNet被用于电机控制站，而Profibus DP

则用于所有现场自动化信号的通信。Irish Distillers

选择图尔克用于危险1区的Excom Profibus DP作为

自动化信号接口的最佳方案。图尔克excom系统由

位于爱尔兰Cork市的图尔克分销商Tektron提供，

他们也为该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建议。

高通道密度和热插拔

此项目的IDL E&I经理Mick McCarthy在多个

危险区域远程 I /O系统生产商中选择了图尔克的

excom，“MT18模块机架的高信号密度是我们选

择excom的原因之一。我们对于模块热插拔功能也

印象深刻，因为现在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对所有模块

进行拆卸和安装，无需中断现场总线通信。”另一

个优势就是可以对DO40Ex数字输出卡的电源进行

自动调整（不管使用的电压和电流有多大），因

此IDL为所有数字输出卡都使用了这一种类型的I/O

卡，从而简化了规范和工程设计。

能够便捷地实现完整的通信和电源冗余是另

一个明显的原因。IDL选择从一开始就实现通信冗

余。但是，目前它们尚未实现电源冗余，实际上

只需向MT18机架上安装一个额外的电源就可以实

现电源冗余。

选择excom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为机架上的每个

设备都提供了LED指示灯。在不锈钢面板上有一个

观察窗口，操作员或维护工程师无需打开柜门就

18 应用_远程 I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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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L安装了全部12
个采用枢纽布局的

excom机柜，每一路

输出都分配给了一个

现场设备

Mick McCarthy对Tektron销售专员Adrian 
O’Mahony（图中右一）所提供的支持感到非常高兴

可以查看卡或通道的状态。IDL在此基础上更进一

步，在每个门上都安装了一个印刷矩阵码，其中

详细存储了卡和通道的编号（用以识别相关的设

备标签号）。

该项目的规模大约需要800个I/O，集成工作由

Cork市的罗克韦尔工程公司使用一个Allen Bradley 

PLC实现。项目需要12个新的excom远程I/O通信站

（MT18）。为保证实现最高通信速度 (1.5 MBaud)，

使用了4个图尔克SC12Ex段耦合器以提供四组冗余

的本安型Profibus段，从而使得设计工程师能够保证

Profibus DP的电缆长度最多不会超过200米。远程I/O

面板的位置经过精心选择，以确保良好的分布并将

电缆长度控制到最短。

VAT室是蒸馏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断开现

有系统之前就能够执行许多安装、试验和调试工

作是非常关键的。使用excom远程I/O面板可以轻

松实现这一点，因为新的自动化线缆布线不会影

响生产过程。

结论

现在Irish Distillers能够通过Profibus网络使用诊

断工具。通过Allen Bradley的主控PLC可以实现通

道、模块和面板的诊断，并且可以在新的控制室

显示出来。操作员和维护人员拥有了一家更加高

效的工厂，并能够实现预防性维护过程，从而有

助于提高效率和产量。

一旦项目完成、并且VAT室全面恢复生产之

后，就可以开始抽出冗余托盘以及旧系统的电缆

和面板的工作。系统中抽出的电缆就装满了四个

大垃圾箱。采用大型电缆槽之后，许多之前无法

到达的区域都可以到达了，这样就实现了更加高

效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效率、减少

停工期并增加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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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型现场通信
在天津化工厂，excom远程I/O通信站将温度检测信号从爆炸危险区域可靠且

高效地传送出来

温度成为生产氯乙烯单体时最重要的过程参数。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甚至需要一直控制温度。温

度过低不仅会降低中间产物的反应速度，也会对

催化剂造成损坏。

这也是天津化工厂在所有的 44 个转化系统中

均使用 7 个 E 型热感元件进行温度测量的原因。在

这些转化系统中，氯化氢被加入乙炔中（以发生反

应）。包括供应管线在内，总共需要将 370 个测量

信号从易爆区域发送到过程控制层。如果使用接口

技术实现传统的点对点布线，那么项目经理完成这

个项目会产生昂贵的安装成本和高额的维护费用。

中
国天津化工厂拥有极其广泛的产品组

合，包括氢氧化钠、一氯苯、氯仿、

表氯醇和氯化联苯。这些产品主要用

于生产排水沟清理液、化学溶剂、二元黏合剂和

杀虫剂等。

几年前，天津化工厂新建了一家生产单体氯

乙烯 (VCM) 的工厂，以扩大生产能力。氯乙烯是

生产聚氯乙烯 (PVC) 最重要的原料，并且是一种有

毒的轻微可燃性气体（燃点大约为 435 ℃）。往

氯乙烯中加入过氧化物之后，它会先固化然后发

生聚合。正是由于这些（以及其它）特性，使得

excom通信站模块化设

计的优点：多达1 6个
I/O模块（包括电源模

块），在1区连续工作

时均可以即时更换（不

影响正常工作）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52e 

刘波
图尔克中国公司

业务发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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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长距离通信的230V AC供电运行

凭借图尔克的六台excom本安型远程 I /O系

统，天津化工厂得以有效、可靠地解决项目难

题。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TTS) 负责中

国市场excom通信站（经过防爆认证可用于危险1

区和2区）的推广和销售，这就为天津的工厂经营

者提供了极大优势。这些系统可以在使用24V DC

或230V AC供电的情况下安装和运行。

其它远程I/O通信站只能在24 VDC供电情况下

工作，而excom采用230 VAC电源供电的最大优点

就是可以提供更长距离的信号传输通道。在某些

情况下，如果电缆过长，就需要更大截面积的电

缆来补偿电压降，而图尔克excom远程I/O解决方

案即使在电缆长达数百米的情况下也能保证稳定

的电源供应。这使得天津工厂的经营者节省了大

量的安装成本。 

“与最初的计划相比，使用excom为我们节

省了40%的布线成本。”系统管理人员王海文解释

道。在出现潜在模块故障的情况下，excom也对用

户非常友好。多达16个I/O模块都可以在危险1区连

续运行期间进行更换（不影响正常工作）。因此，

远程I/O真正提高了天津化工厂的设备利用率。

采用FDT/DTM进行设备管理

除更高的设备利用率、模块热插拔、防爆等

特性外，该系统还使得中国的操作员可以通过总

线线路 (Profibus- DP) 对现场设备进行广泛的HARD

参数化操作，以及使用现场设备工具 (FDT) 和设备

excom远程I/O系统由

电源模块、网关、I/O
模块和机架组成，可以

配置为使用24V DC或
230V AC电压

在天津化工厂的氯乙烯单体工厂，必须在370

个测量点采集温度信号，并将它们传送到控制器

层。由于传统的点对点布线过于昂贵和耗时，图尔

克以其本质安全的远程I/O系统excom，为此项目提

供了高效而舒适的解决方案。

  快速阅读

“与最初的计

划相比，使用

excom为我们节

省了40%的布线

成本。„
王海文

天津化工厂

more@ 过程自动化

类型管理软件 (DTM) 进行管理和诊断：作为FDT

组织的成员，图尔克从一开始就支持这样一种理

念，那就是操作员应该像电脑管理员那样轻松管

理参数化和诊断数据。使用软件的最大优势是：

用户不必对诊断数据或者不同“驱动程序”（所

谓的DTM）的不兼容性进行管理。相反，用户可

以完全专注于所获取的数据内容，从而通过一款

综合可视化程序（比如PaCTware软件）了解工厂

状态。

正如I/O模块一样，不断更新的excom DTM软

件提供了独特的模块性，这也反映了整个远程I/

O通信站灵活的结构。凭借DTM软件，天津化工

厂的设备操作员可以像管理 I/O模块或者每个独

立通道的数据那样轻松地管理机架（背板）的诊

断数据。这就使得操作员可以在现场更快地定位

故障，并减少耗资巨大的生产线停工期。幸运的

是，这种情况在天津化工厂的VCM工厂从未发生

过。“自从2004年系统安装以来，使用excom的通

信系统一直都是无故障的。”王海文一脸满足感

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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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回应了过程处理技术中对模拟仪表高效 I/O

解决方案的巨大需求。HART 兼容模块使得从现场

通过调制数字信号无干扰地传输附加值或诊断数据

成为可能，例如阀门驱动器要被集成到远程维护设

备中，或者需要记录附加温度数据。从非防爆区到

Atex 2 区，BL20 系统几乎可以应用至任何地方。

互动通信

HART 通信的优点很多。利用这种通信协议可

以通过现有信道进行数据传输，因此用户只需花费

极少的成本就能扩展并维护“最后一公里”通信设

施。此外，经过“频移键控” (FSK) 处理的调制数

利用新的HART模
块，BL20用户除了可

以传输模拟信号外，

还可以传输来自现场

的其它数字测量值和

诊断数据，甚至可以

用在危险2区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73e

Phil Whorton
图尔克德国公司

现场总线系统
业务发展经理

虽
然 HART（可寻址远程传感器数据通路）

通信协议已出现近 20 年，但将这种通

信协议用于与过程自动化中的现场设

备进行“最后一公里”通信仍然很广泛。因此，

图尔克通过添加新的 HART 兼容模拟量模块来扩展

BL20 远程 I /O 系统。利用这种双通道输入 / 输出

模块，用户可以通过通用总线终端系统轻松地将

模拟现场设备与过程控制系统相连，并基于 FDT/

DTM 技术将这些设备集成到一致的资产管理系统

中。重点在于，通过 HART 并利用现有 4-20mA 线

路可以执行数字和模拟通信。

通过将模拟 HART 模块加入到现场总线系统中，

神奇的HART
图尔克利用兼容HART的I/O模块及冗余电源扩展BL20现场总线系统的功能

和应用领域



字信号不会影响实际模拟信号，因此通过合并这两

种传输类型，便能建立过程自动化系统与模拟现场

设备之间的无干扰互动通信。

新的模拟量 HART 模块具有与其它图尔克

BL20 组件一样的优点。所有电子模块均可以方便

地插入 BL20 系统上的底板，一个系统上最多可以

添加 72 个扩展模块。为将现场总线与整个站台相

连，图尔克提供用于 ProfibusDP、Profinet、Mod-

busTCP 或 Ethernet/IP 各类标准型号或经济型号网

关，以及用于以太网连接的 CoDeSys 可编程网关。

BL20 用户可以选择带有张力弹簧的接线底板

和螺钉接线的底板，可以简化维护时 IP20 现场总

线系统的处理。远程 I/O 站处于连续运行期间时，

同样可以更换最多两个相邻电子模块。

为将新模拟量 HART 模块集成到 BL20 现场节

点中，用户可以利用图尔克提供的 I/O assistant 免

费软件。这款模块化项目规划软件提供关于必要电

子组件的重要信息，包括类型标签和订单号等。此

外，用户可以采用图形化方式显示现场总线解决方

案，直接依靠标有尺寸的图纸或参数列表工作，这

将大大减少选型时间。

毫不费力的诊断

HART 模块和项目规划软件还支持标准 FDT/

DTM 技术。利用与制造商无关的设计工具（例如

PACTware），可以轻松、透明地以可视化方式显

示和配置相连现场设备的参数。用户可以使用基本

应用程序诊断和设置现场设备的参数，而不必为不

同设备驱动器之间的不兼容而劳神费力。状态 LED

直接放置在电子模块上，这是软件诊断选项的一个

新功能，有助于维修人员一目了然地确定模块通信

的状态。

冗余电源

这款新的冗余电源无需任何多余操作就可以

安装到到 IP20 I/O 系统中，从而确保了更高的系统

利用率。一旦某个模块或其电源出现故障，冗余模

块会自动接管为所连接站点供电的任务。该电源模

块具有集成诊断功能，可以通过 LED 指示灯显示

电源故障，并将诊断信息上传到控制器。这样，可

以快速更换损坏的模块，以继续实现冗余功能。

根据具体的应用，每一个站点可以根据具体

需要安装相应数量的冗余电源模块。第一组模块组

可以对网关和 I/O 模块进行供电。如果第一组冗余

电源的最大输出值仍不能满足要求，可以在冗余电

源模块的右边再重复安装冗余式的其它电源模块。

所谓的总线刷新模块 (Bus Refreshing module) 可以

提供两组总线电源，5V 用于 I/O 模块的通讯，24V

用于 I/O 信号的输入输出。

more@ 过程自动化

基于FDT/DTM技

术，用户可以利用

PACTware等免费应

用程序有效管理现

场设备

通过新的HART兼容电子模块，图尔克扩展了

BL20模块化现场总线系统的应用领域。借助FDT/

DTM的支持，用户可以使用远程I/O系统将模拟设

备有效地集成到一致的资产管理系统中。重点在

于，BL20可以用在几乎所有过程工程领域，甚至包

括Atex 2区。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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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flex选用图

尔克的铠装8端口

过程分线盒（带

7/8” 接头）

石
油和天然气公司 Enerflex 公司位于加

拿大阿尔伯塔省 (Alberta) 卡尔加里市 

(Calgary)，共有服务和产品两大部门。

服务方面包括仪表和控制，以及为压缩产品提供的

机械服务；而产品方面主要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生

产加工设备、压缩机和环境服务。Enerflex 公司的

连接！工作！
用于危险区域的图尔克快速接插件系统和BL20远程I/O系统为Enerflex的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设施提供了模块化概念支持

作者 

Andrew Newstead
加拿大埃德蒙顿

Chartwell自动化公司
技术销售代表

网页代码 | more51256e

产品和过程部门 (P&P) 负责为石油、天然气和化学

行业设计和建造完整的模块化生产设施。产品线包

括加热器、液体分离器，甚至可以提供全胺脱硫和

脱水工厂。

Enerflex P&P 位于阿尔伯塔省 (Alberta) Nisku，

其产品已出售到中国、巴基斯坦、阿曼和美国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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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由于工厂建在加拿大西部并且产品要运送

至阿曼以及其它遥远的地方，因此生产设施必须是

模块化的，以便能够将其分解成集装箱大小的尺寸

以提高运输效率。

Enerflex 多年来都是使用法兰和托架将工厂生

产机械分解成能够装在集装箱中的部分，但是却总

是需要在仪表接线方面进行折中考虑。

该公司在工厂布线，这样可以对控制系统和生

产设施的预先试运行进行测试，但所有布线在运输

之前都需要与仪表断开并撤回到模块的连接点处。

在最终施工现场，这种布线的连接、断开与重新连

接耗时多、花费高，并且在工厂完工后的调试阶段

需要技术人员飞往世界各地并在国外居住，这会带

来巨大的成本。此外，在整个过程中误接线问题的

经常发生会进一步延迟启动时间，这会大大提高成

本并造成生产损失。

改进物理层
Matthias Reissner（Enerflex P&P 仪表设计团队

首席工程师）总是不断致力于设计的改进。可以

通过使用新的传感器技术测量流量、压力或液位

来实现改进，但是还有一些被忽略多年的东西也

能带来改进：比如工厂的物理层。Matthias 已经

着手寻找一种方法来改善几十年不变的、老旧而

臃肿的布线系统。老式系统固然成熟而可靠，但

需要许多安装时间，组件在需要拆卸运输的条件

下也不符合模块化的要求。

图尔克能够提供这类帮助。图尔克快速接插

件系统的创新点就在于，它允许使用坚固耐用的接

插件系统实现与现场过程仪表的连接，并通过一个

预制的分线盒确保信号传输。采用“本垒打”方式

铺设的多芯电缆从分线盒接出，通过连接点回到控

制柜。此连接器系统可以解决为测试设施而预先布

线所涉及的问题，并且可以在最终生产场所重新组

装系统部件时具备重新连接系统的能力。 

这种快速断开接线方式已在工厂自动化领

域使用多年，但是只有在通过相关防爆认证的情

况下才允许用在具有潜在爆炸性危险的环境中。

图尔克接插件系统已获得美国和加拿大（FM 和

CSA）认证。尽管图尔克在北美面临着许多强劲的

竞争对手，但是 Matthias 说，“完整的产品线、

本地技术和售后支持使人很容易就会选择图尔克

的产品。” 

“第一个项目开始于 2008 年，当时美国石油

天然气公司希望 Enerflex P&P 建设完整的气体脱硫

胺处理设施以对天然气进行处理。客户要求设施在

四个月内完成。新胺厂大约有 300 个输入和输出，

包括离散信号、4-20mA 电流、热电阻和热电偶等。

该设施被划分为四个硬件和 I/O 组。这些元件位置

分散、相距较远，因此需要将大量的信号跨越 100

多米的距离传送给 PLC。Enerflex 向客户保证，图

尔克系统可以实现快速交付和低成本启动。

座落于卡尔加里市 (Calgary) 的石油天然气专业公司Enerflex开始建造模块化的生产设施，以对系统和设备

的前期试运行进行测试，然后可将设备拆解为多个集装箱大小的部分进行运输。Enerflex使用图尔克的危险区

域快速接插件系统和BL20 远程I/O系统来实现模块化的理念。

 快速阅读

连接过程只花费几

分钟，比老式的单

点接线方法节省了

好几天的时间

more@ 过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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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不到一天就

可以完成接线，并

且能在工作台上配

置和运行70个设备

通过图尔克BL20 I/O系统，可将大约150个信号通过

Ethernet/IP传输到PLC
仪表通过铠装单股双绞线电缆连接到分线盒上

快速接插件和远程 I/O
Matthias 和他的主力过程技术员 Darcy Guder-

jan 决定使用图尔克应用于危险区域的快速接插件

系统和 BL20 远程 I/O 系统。BL20 是一个可应用于

危险环境的过程远程 I/O 解决方案，性价比高且易

于配置。大约有总共 150 个信号需要从工厂的三

个远程区域通过以太网电缆传输给 PLC。他们选

择了可以运行 EtherNet / IP 协议的 BL20 I/O，它具

有全球认可的 2 区认证，可在危险区域中采集温

度、4-20mA 模拟量信号和数字量信号，并以 100 

Mbps 的速率传输到 PLC。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工厂四个部

分的仪表接线进行设计。设计需要容纳大量的信

号，还需要尽量减少布线空间，同时要保持百分

之二十的客户预留容量。图尔克和 Enerflex 设计

团队决定将模拟信号从离散信号中分离出来，这

样不仅便于将来进行核对，还可以符合加拿大的

标准惯例。Enerflex 选择了带有 7/8 英寸接头的图

尔克 8 端口过程分线盒（P–8 RKFV 40-CSV19）。

他们还选择了一个桥架级 8 股双绞线电缆用于将

信号从分线盒传送到 PLC 柜，并使用了铠装单股

双绞线电缆实现分线盒到仪表之间的连接。

每个连接模块底部的两个端口都保留未用，

可以用于实现今后 25% 的备用容量。如果需要，



一旦在Enerflex工厂完成了接线、PLC编程和调试工作之后，就可以将整个系统分解成几个小部分以便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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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产品线、

本地技术和售后支

持使人很容易就会

选择图尔克的产

品。„
Matthias Reissner,
Enerflex公司

more@ 过程自动化

也可以将两个备用端口布线连接到 PLC 柜，由于

其布线已在 PLC 上预先铺设好，所以可以快速完

成操作。这种预制分线盒的使用减少了布线空间

和所需的电缆桥架数量。再也不必将所有电缆都

分别连接到 PLC 上了，原先需要的 8 根线缆现在

合并成了一根电缆。由于“本垒打”式电缆插头

体积小，因此用于端接所有信号的 PLC 体积也变

得更小，从而进一步节省了成本。

在工作台上布线

对于仪表上的接插件，Enerflex 选择了图尔克

通过 CSA 和 FM 认证的防爆直通式接插件。在仪

表上使用接插件的好处是 Enerflex 能提前布线，

并且在全部 70 个变送器进入管道前对它们进行配

置。在温暖的工作台上布线和测试仪表比在加拿

大寒冷的冬天（-40℃环

境下）爬上 5 公尺高的梯子进行操作更容易、

更安全。这一过程的效率显而易见，因为只用了

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仪表的布线、配置

和试运行。

新系统意味着必须根据计算结果对电缆进行

测量和排列，而计算过程可以借助用于绘制布局

图的一个新的工程软件工具来完成。Enerflex 不可

能等待电工对完工的分线盒测量之后再让美国的

图尔克工厂生产所需要的电缆。在这一过程中使

用新的软件设计工具是很成功的，因为出错率还

不到百分之一。新的电缆测量系统的工作和电缆

的安装都非常便捷、准时。

电缆的安装速度快，易于布线和排查故障。

BL20 远程 I/O 在被安装在远程 I/O 面板前就使用

图尔克 I/O-Assistant 软件进行了配置。一旦安装到

面板上之后，先使用 I/O Assistant 软件对仪表进行

连接和检测，然后再连接到 PLC 上进行调试。与

传统点对点布线相比，BL20 大大减少了电缆数量

并降低了成本。

PLC 柜在另一个城市进行制造并预留了连接插

座，然后被运到Enerflex现场并安装到主体设备上。

当电缆从图尔克的接线板连接到 PLC 柜之后，就

可以开始调试运行了。整个连接过程只需几分钟，

这种连接过程比之前连接变送器信号的单点接线

方式节省了数天的时间。

一旦在 Enerflex 工厂完成了接线、PLC 编程和

工厂试运行之后，整个生产设施被分解成更小的

部分以便于运输。这意味着，需要将电缆从分线

盒处断开并被收回到断开点处，在连接处安装防

护盖以便于运输。一旦到达施工现场，当地工人

就可以对其重新组装，由于接插件上带有防误插

装置，因此测试信号的过程耗时很短。防误插装

置实现了最低的失误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效率

并降低了现场装配成本。

满意的客户

在 2008 年安装了最初两家工厂之后，客户又

另外订购了三个工厂，每个工厂都按照客户要求

配备了适用于防爆区域的图尔克快速接插件系统。

Enerflex 通过同时进行多个部分的建造过程提高了

工厂的生产率，同时为客户提供了调试和日常维

护所需要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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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P方案公司在其新

型水处理设备中采

用了图尔克的现场

总线技术

智能水处理
很多澳大利亚的建筑都使用了WJP方案公司的水处理装置，而现在WJP的解决方案采

用了图尔克DeviceNet现场总线技术

作者 

Christian Homoc
图尔克澳大利亚公司

产品支持工程师

网页代码 | more51257e

作
为处理废水与生活用水的水处理装置

的专业厂家，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

本的 WJP 方案公司在维多利亚、新南

威尔士与昆士兰州建造了许多大型项目。WJP 方案

公司的水处理装置主要用于公共建筑、大型购物

中心、大学和高尔夫球场。WJP 方案公司约有员工

25 人，可以承接从设计阶段一直到整个系统的安

装、调试、调整和维护的整个项目。

WJP 方案公司的最大项目是设计并实施了位

于加顿的东南昆士兰州监狱的废水处理装置。该装

置先以模块的型式在 WJP 方案公司位于墨尔本的

工厂建造，然后发运到昆士兰的施工现场。为有

效利用模块化概念，公司的电气自动化经理 Petar 

Bijelac 与同事 Aleksandar Stanojevic 做出了一个重

大决策，使用现场总线技术取代他们在项目设计与

施工中所用的传统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现场总

线方案成本低、安装速度快，现场组装时的模块化

安装更是如此。 

全面的产品组合

Bijelac 与他的团队对市场上的现有产品做过比

较之后，决定采用图尔克的方案。“我们评估了其



只需一会儿工夫就可以完成连接到BL20 DeviceNet网关的电机启动器的安装

他制造商的类似系统，发现在集成的容易程度和成

本方面，图尔克提供的方案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选

择图尔克作为供应商，当然产品支持也起了重要的

作用。”Bijelac 说道。自项目开始以来，图尔克从

软件或 CAD 数据到具体装置的配置方面都提供了

“我们评估了其

他制造商的类似

系统，发现在集

成的容易程度和

成本方面，图尔

克提供的方案是

最好的。所以我

们选择图尔克作

为供应商，当然

产品支持也起了

重要的作用。„
Petar Bijelac,
WJP方案公司

大力支持。除图尔克提供的支持之外，图尔克坚固

的 IP67 级部件所提供的功能、可靠性和性价比都

完全满足 WJP 方案公司项目的需要。

对于加顿的项目，图尔克交付了 16 个先进的

数字与模拟式 I/O 模块（AIM 站），并为其 BL20

分布式 I/O 系统提供了 27 个电机启动器。电机启

动器可以容易地紧靠着安装在控制柜内，通过三个

BL20 DeviceNet 网关与处理装置相连。

WJP 方案公司利用图尔克可靠的连接技术，

能够轻松可靠地连接泵、阀和众多的传感器，包括

测量 pH 值与氯的装置。WJP 方案公司在 Westfield

悉尼市购物中心的项目也使用了图尔克产品。图

尔克正在给这个项目供应 16 个 AIM 站，包括数字

型和模拟型，以及两个采用模拟输出模块的 BL67

分布式 I/O 系统。两个系统都使用图尔克的 Devi-

ceNet 电缆、分配器和连接器。 

DeviceNet 也出了一臂之力

图尔克现场总线方案的另一个优点是每个 I/

O 站都可以直接连接到 DeviceNet 网络上。该系统

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由 Allen Bradley PLC 加 Devi-

ceNet 主设备模块控制的网络中。传感器星形连接

的 DeviceNet 中心站的备选方案因此就成为多余

的了。 

为了支持水处理设备的模块化理念，澳大利亚的WJP方案公司采用现

场总线技术来代替传统的布线方法。他们从一开始就选定图尔克作为合作

伙伴，因为图尔克在用于DeviceNet通信的紧凑型模块化I/O系统方面有广泛

的产品组合。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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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Ethernet Profibus 总 线 耦 合 器 PB-

XEPI 可以实现办公室和现场设备之间

通信的纵向连接。借助于智能接口，

设备经营者可以使用控制系统通过一个电脑网页

浏览器，对他们的 Profibus 总线设备以及所有连接

的现场设备进行集中的或单独的监控和参数设置。

这些接口易于集成到新的或已有的现场总线结构

中，这大大有利于连续的设备管理和维护。

诊断单元起到一个网络服务器的作用，用户

从第一次开始就可以对大量 Profibus 网络并行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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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诊断
图尔克的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 PB-XEPI可以对总线通信进行监控，而且开放了Profi-
bus网络以实现通过因特网的远程监测和诊断

续地进行监测。由于以太网通信是与系统独立的，

并且软件也不需要授权，所以不会对设备上的仪表

及其数量产生影响。这些接口可以很容易地纵向整

合到需要监测的 Profibus 网络中。通过使用以太网

协议，他们构建了一个通信和诊断架构，并且开放

了所有的集成现场总线网络以实现通过电脑网页

浏览器进行远程维护。

通过一个网页浏览器进行访问

PB-XEPI 为技术员、设备制造商、工厂建造者

在办公室和现场设备之

间的纵向连接：作为一

个网络服务器，PB-XEPI
开放了Profibus网络以实

现通过因特网的远程维

护和诊断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74e

Peter Praske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部
现场总线产品经理



31

以及外部服务供应商都提供了对现场总线以及设

备任何时候的崩溃进行快速反应的能力，并且无需

依靠专门的工程工具。它只有一个要求：能够访问

因特网。

PB-XEPI 可以用作不同监测和配置应用的诊断单

元。作为一个没有单独 Profibus 地址的纯粹监听器，

这个接口只是对现场总线网络的数据流进行监测而

并不参与通信。在这种结构中，诊断单元对 Profibus

网络发生的崩溃现象进行独立识别，并且在有故障

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一条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可以在任何地方——例如从在线的

集中维护部门通过远程服务电脑或者移动电话进

行获取。在这个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用户可以使用

这个链接直接访问相应的诊断单元、回调详细信息

和推荐的行动措施。所有的监测和报警设置都可以

使用一个网络浏览器非常容易地进行调整，无需任

何特殊客户端软件和许可证。诊断信息也可以通过

网络集成到第三方应用程序当中。

扩展诊断功能

智能 Ethernet Profibus 接口也可以被配置为一

个主动的网络设备。作为具有独立地址的 2 级主

站，PB-XEPI 允许使用 FDT/DTM 和 OPC 对 Profibus

网络进行配置和诊断。Profibus Scope 4.0、TH OPC 

server DP 和 AMS Suite 软件包提供了集成的 PB-

XEPI 诊断选项，增加了用于复杂错误搜索的分析

功能，以及扩展设备管理功能（例如运行时间记录

等）。借助于图形用户界面和透明窗口技术，用户

可以实时地接收所有相关的网络状态信息。

作为一个使用以太网接口进行访问的总线，

PB-XEPI 也支持与独立于厂商的准标准 FDT/DTM。

这种无授权的框架应用程序和驱动软件的组合具

有许多优势，例如所有现场设备的相关参数化和诊

断数据可以轻松地进行管理，并且可以采用“驱动

文件”——设备类型管理 (DTM) 来实现可视化。用

户不再需要对诊断数据进行管理或者处理不同诊

断工具的不兼容性。用户可以完全专心于接收的数

据内容以及设备状态。图尔克不仅为其客户提供了

高水平的框架应用程序 PACTware 3.6，而且提供了

可以免费下载的用于诊断单元的通信文件 DTM。

总结

基于集成诊断功能和符合常用标准的分析和

参数化工具，例如 FDT/DTM、OPC 和 EDD 以及

PB-XEPI，通过通用的 Profibus 访问很容易地就可

以开始持续的设备管理和维护。简易的安装和操

作，以及通过其它接口提供的扩展诊断框架，使得

PB-XEPI 成为最适用于不断变化的 Profibus 诊断情

形的解决方案。  

more@ 过程自动化

浏览器里的状态报告：PB-XEPI的网页服务器允许通过因特网进行网络诊断和访问

新的诊断接口PB-XEPI使得用户可以持续地监测他们的Profibus网络，清

晰地识别所发生的问题，并且可以通过基于网络浏览器的远程维护快速地和

有针对性地对发生的问题做出响应。这个接口易于集成到现场总线网络里。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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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000万吨铁矿石和煤

炭吞吐量使得EECV的工

厂成为欧洲最大规模的

散装运输设施之一

在
鹿特丹港口，Ertsoverslagbedrijf Euro-

poort C.V. (EECV) 经营着欧洲最大的散

装运输设施之一。在约 82 公顷的面积

上，每年卸载大约 2300 万吨铁矿石和多达 500 万

吨的煤炭，并进行临时性的存储，然后由远航货轮

良好监听
Ertsoverslagbedrijf Europoort C.V.安装了图尔克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 PB-XEPI对现

场总线通信进行持续监控

作者

Michiel Kuijer
图尔克荷兰公司
过程自动化部门

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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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到较小的运输船上然后运输到鲁尔区。40 多

年以来，工厂的设备一直在持续升级，但对于物流

及强大的装载起重机、传送带和装载设备的自动化

技术而言，规模和时间都是严峻的挑战。由于自动

化设备组件和控制设备之间的通信必须要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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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PB-XEPI配置为监听器，诊断工具无需自有Profibus地址即可监控整

个网络

PB-EXPI的Ethernet接口和网络服务器支持集中监

控Profibus网络

大而可靠，EECV 选择了 Profibus 协议。光纤线路

必须要行经很长的距离（最远可达一公里），因此

导致现场总线通信很容易出现错误。 

轻松诊断

去年夏天，人们普遍希望可以对全部 20 条现

场总线 (Profibus) 网络和所有相关设备进行集中监

控，以便在早期发现并避免故障。在寻找强大的监

测工具期间，电气办公室的负责人发现了图尔克的

以太网 - 现场总线接口 PB-EXPI。决策制定的决定

性因素主要是其诊断功能，规划工程师 John van 

Hoorn 解释说：“对我们来说，图尔克的 Ethernet-

Profibus 接口非常理想，因为你可以找出错误的所

在—详尽到单个设备。”

目前，EECV 有 5 个接口用于诊断，还有 7 个

接口已预定，其它 8 个接口用于煤炭设施。这些

接口对于整个办公室到单个现场组件之间的垂直通

讯和维护至关重要。EECV 员工利用新的接口第一

次对连接在一起的现场总线网络的实现了同时、不

间断、集中监控。与专用的本机诊断工具不同，作

为网络服务器的 PB-XEPI 支持通过计算机的网页浏

览器实施远程维护——无论工厂有多少设备和参与

者。van Hoorn 解释说：“你只需为接口分配一个

IP 地址，连接现场总线电缆，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错误信息

在散装运输设施庞大的总线网络中，图尔克的

PB-XEPI 仅配置为监听器。在自身没有 Profibus 地

址的情况下，诊断单元无需进行通信即可监控网络

数据流。在网络通讯故障的情况下，相关接口可以

单独记录错误信息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错误信息。

维修人员通过一个附加连接，就可以访问接口并检

索详细的信息和说明。

依靠通过以太网和集成网页服务器进行的系

统独立通信，仅需要一个网页浏览器，而无需任

何特殊的软件或许可证即可使用全面的诊断功能。

“不久前，一个 PB-XEPI 显示设备某个旧的部件出

现了所谓的‘重复’，我在办公室里阅读了错误报

告，并在出现更大的故障前更换了部分电缆。” 

面向未来的功能

作为 Profibus-net 的通用接口，PB-XEPI 支持

标准 FDT/DTM。通过免许可的 PACTware 软件和适

合现场组件的“设备驱动器”（即设备类型管理器），

用户可以轻松地查看和管理设备的诊断数据。还可

通过简单的操作升级现场总线，这让诊断接口成为

面向未来的自动化技术。

“不久前，一个PB-

XEPI显示设备某个

旧的部件出现了所

谓的“重复”，我

在办公室里阅读了

错误报告，并在出

现更大的故障前更

换了部分电缆。„
John van Hoorn,
EECV公司

在鹿特丹港口，起重机、传送带和装卸设施的众多现场设备通过Pro-

fibus协议与控制器进行通信。凭借图尔克的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 PB-

XEPI，一旦信号提示现场总线通讯故障，维修人员便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

集中进行诊断并解决问题。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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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尔克的基金会现场总线带诊断功能电源

调节器系统 (DPC) 能够检测出基金会现

场总线网段中的抖动或噪声等长期故

障。通过适当的报警信号可以完全预防由现场总线

导致的设备故障或失效。DPC 系统还允许用户在现

场总线设备的调试期间进行快速故障处理。

DPC 系统提供了一个可为最多 16 个网段供电

的冗余主电源，为每个网段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可

达 800 mA、最大输出电压为 30 VDC。这就使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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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诊断
图尔克带诊断功能的电源调节系统可检测基金会现场总线FF (Foundation 
Fieldbus) 网段中的故障

统用户可以铺设长距离的网段（最远可达1900米）。

先进诊断模块（ADU）可以在没有任何反馈的情况

下记录现场总线信号及其相关参数。在每一端都对

系统进行了电隔离。否则，不仅不能对总线进行诊

断，反而增加了一个错误源。因此，实现全面的电

隔离至关重要：不仅要在各网段之间进行隔离，还

要保证网段和电源、网段和 ADU 以及网段和总线

系统（用于将诊断数据传送到更高层的系统）之间

的隔离。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71e

Peter Praske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部门

现场总线技术
产品经理

带诊断功能电源调节器 
(DPC) 系统使得图尔克

可以为工厂操作员提供

全新的基金会现场总线

网络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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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诊断总线

因为要保证将所记录的诊断数据安全传送到

更高层系统，所以不能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H1。

一则，需要诊断功能以检测H1网段中故障。再

则，这样会在每个H1网段上产生过多的诊断信

息，从而使得31.25 Kbit/s的有限带宽过载。图尔克

的研发人员因此开发出高速以太网 (HSE) 并将其用

作独立诊断总线。

协议并无不同，只有物理层发生了变化。目

前我们将基金会现场总线高速以太网用作与控制

系统之间的接口以及连接多个H1网段，这些网段

通过链路设备转换为HSE，并通过接口卡连接到控

制系统。第二个用途就是将HSE链路设备连接到设

备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只从H1网段获取诊

断数据、报警和参数，并通过HSE将它们传送到设

备管理系统。这就使得设备管理系统可以通过一

个标准的以太网接口与每一个基金会现场总线设

备交换全部数据。

带诊断功能电源调节器系统中使用一个HSE现

场设备作为与设备管理系统之间的接口。这个现

场设备还包含有基金会现场总线功能块，每一个

诊断数值都被映射到了功能块中。这样就可以通

过相同的功能块库将物理层诊断数据传输到更高

层的系统，这在几年前还只是压力、温度、液位

或流量传感器所惯常使用的方法。因此，使用同

样的协议，可以通过一个独立总线（HSE）将网段

诊断数据传输到更高层的系统。因为网段诊断数

据是由一个HSE现场设备提供的，因此可以通过标

准功能块传输诊断数值，而且报警信号也是标准

的FF（基金会现场总线）报警。

为了对基金会现场总线H1进行诊断，DPC系统

对所有与网段质量（例如抖动、噪声、纹波和信

号幅值）有关的数据进行测量。由于电气测量值

在设备的运行期间通常会发生变化，因此DPC系统

必须能够可靠地检测出数据的偏差。通信参数也

是如此，比如帧数错误或者令牌顺序错误等。对

于工厂操作员来说，还可以在线看到是否有充足

的空闲通信时间可供网段上一个额外的现场设备

使用。

FDT/DTM带来的开放性

通过图尔克开发的一个HSE现场设备DTM工

具，可以将每一个数值和参数都以图形化的方式

显示出来，这样操作员对于重要的现场总线信息

一目了然。这些信息可以从多个FDT帧中得到，而

FDT既可以用作独立工具，也可以嵌入到最新的设

备管理系统中。DTM支持离线或在线参数化、显示

单独测量值以及显示不同统计数据的饼图。 

more@

DPC系统连续监控全部外围设备，并显示电压降或温度漂移等故障

设备列表显示出了连接到网段中的每一个现场设备的地址、信号位

置、抖动和信号幅值

基于FDT/DTM等既定标准，图尔克为设备管理系统中物理层组件的管

理（例如连接现场设备和控制系统的基础结构）提供了广泛的产品。可以

为基金会现场总线网络供电并对其进行监控的诊断电源调节器系统 (DPS) 就

是其中成熟而可靠的产品。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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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透明
Uhde Services采用带有诊断功能的图尔克基

金会现场总线产品为埃及的Abu Qir 复合肥厂

进行现代化升级

位
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 Abu Qir 化肥和

化学品工业公司 (AFC) 是埃及、非洲

和中东地区领先的氮肥制造商之一。

公司拥有 3300 多名员工，生产和质量管理严格遵

循包括 ISO9001/2000 在内的国际标准。为保证环

保和生产效率，亚历山大港工厂不断进行升级和优

化。氨厂使用现代自动化解决方案可以提高产量并

节省能源，这对化肥工业至关重要。

UhdeServices 公司电气仪表主管 BerndJordan

博士表示：“通过 Abu-Qir 改造项目，一家北非大

型化肥厂第一次使用最新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完成

转型。”服务提供商 Uhde 是 ThyssenKruppAG 的

全资子公司，专为全球工厂提供提升现代化、产量

和维护水平，符合环境标准，提高成本效率和绩效

等方面的服务。Uhde 主要经营发电厂技术、矿物

油加工、化学和石油化工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高要求

鉴于复合肥应用的特殊地理位置，基金会现

场总线线路和系统元件必须满足极高的要求。环

境温度通常介于3°至45℃之间，表面温度在阳光

直射下最高可达75℃。其它要求还有相对湿度大

约85%，以及接触尿素、硝酸铵、灰尘和沙石时的

化学和机械要求。

改造项目可分为两个部分：用于测量和控制

的基金会现场总线回路和用于故障安全工厂监控的

ESD回路。总体而言，危险区域的350台设备和安全

区域的1050台设备必须通过基金会现场总线进行连

接，共分为220个网段——其中氨厂、硝酸厂、公

用设施和工厂服务各有60个网段，另有40个网段用

于可视化系统。经过一番寻找，总承包商UhdeSer-

vices和工厂经营者选择了传感器、现场总线和接口

专家图尔克作为合作伙伴，为Abu-Qir的基金会现场

总线系统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UhdeServices电气

与集成电路项目工程师MarkusMahlandt表示：“图

尔克既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基金会现场总线产品组

合，又带来了详细的诊断功能，这让新安装的基金

会现场总线设施更加高效。”

广泛的基金会现场总线产品组合

为了给所有220个网段供电并予以监控，图尔

克在控制柜内提供了60部预先配置好的诊断电源

调节器系统 (DPC)。DPC系统既能为FF H1网段供

电，又能为监控提供全面的诊断能力，从而可以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51253e

Stefan Kappel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部门

大客户主管

www.abuqir.com www.uhdeservices.com

在Abu-Qir，使用了60
台DPC-49-4RMB诊断电

源调节器系统为220个
基金会现场总线网段供

电并对其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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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工厂范围内的设备管理。 DPC系统现在已

经可以支持现场总线设备的启动。运行过程中，

此解决方案还能识别单一现场总线网段在长时间

内的缓慢变化，从而杜绝发展缓慢的干扰或故障。

一个DPC系统最多可为16个网段冗余供电，输

出电流最高800mA，输出电压最高30VDC。它由一

个或多个DPC-49-4RMB模块机架组成，每个机架最

多可带8个DPC-49-IPS1电源模块和1个DPC-49-ADU

诊断模块。在每个模块机架中，最多可对4个H1网

段进行冗余操作和监控。H1网段产生的诊断数据

通过FF-HSE现场设备DPC-49-HSEFD/24VDC传输至

更高一级的设备管理应用程序（在本例中使用的

是霍尼韦尔的Experion PKS）。

165个图尔克JBBS接线盒和110个图尔克多路

安全栅负责将现场设备安全地连接到Abu Qir的DPC

系统。八通道JBBS接线盒配备可调短路限流功能

（30、35、45和60mA）。借助电路板上的两个开

关可实现常用屏蔽，并可开启总线的端接电阻。

165个图尔克八通道JBBS-49SC-T815接线盒用于保证现场设备与DPC系统间

的安全连接

在危险区域，使用具有本安型电隔离输出功能的多路

安全栅MBD49-T415/Ex 

产品外壳符合IP67防护等级，由粉末涂层铝制成。

产品还配备通气阀以防止内部冷凝。除了高防护

等级以外，图克尔还在额外的保护壳内配置了接

线盒，以确保产品能够抵御恶劣的环境条件。

为连接危险区域内的现场设备，应用了多路

安全栅MBD49-T415/Ex。多路安全栅可以将每网

段的最大现场总线节点数提高至32个，节点数目

可通过防爆现场总线电源扩展，这些电源可在1区

内的多路安全栅之间以菊花链形式连接。0区和1

区内的每个现场总线节点由一个多路安全栅的四

个本安型电隔离输出中的一路供电。主干线与输

出电路间、四个输出电路自身之间都进行了电隔

离。对客户而言，使用多路安全栅显然具有成本

优势。单一现场总线网段内的所有现场设备可在

危险区域内工作；无额外总线耦合器费用，也无

需针对其集成和参数化添加新网段卡。多路安全

栅通过图克尔的产品从总线取电，因此无需额外

的电源布线。

本地支持

虽然有图尔克的完整产品包，但项目开始时

仍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现场总线长度达200公

里。Jordan博士解释说：“对于如此大规模的项

目，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不过最终前两个重

建项目准时完工，而且获得了经营者的赞许。现

在，AFC正在运营着全世界最现代化和最高效的化

肥工厂。 

为了实现埃及亚历山大港化肥生产的升

级，Abu Qir化肥和化学品工业公司 (AFC) 将现有工

厂的改造任务委派给了Uhde Services。Uhde Ser-

vices与控制系统供应商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以及物

理层设备专业公司图尔克通力合作，将复合肥厂转

型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并添加了可实现全面设备

管理的详细诊断功能。

  快速阅读

more@ 过程自动化

“图尔克既为我

们提供了广泛的

基金会现场总线

产品组合，又带

来了详细的诊断

功能，这让新安

装的基金会现场

总线设施更加高

效。”Markus Mahlandt, 
Uhde Service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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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德国法兰克福市 Hoechst 工业区的

聚乙烯生产工厂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

该厂原来在 Hoechst AG 公司旗下，现

在则由 Basell Polyolefine GmbH 公司运营。Basell

集团是数年前由 BASF 和壳牌合资创立的，是聚乙

烯、聚丙烯、高性能聚烯烃和聚烯烃催化剂的主要

供应商之一。Basell 在德国有多家生产设施，包括

科隆附近的 Wesseling、Ingolstadt 附近的 Münchs-

现场总线带来了灵活性
图尔克电源调节器和多路安全栅保证了Basell公司法兰克福-Hoechst工厂的可靠运行

münster 以及位于法兰克福的工厂。在法兰克福工

厂，员工主要为塑料薄膜、片剂包装盒和圆桶等大

大小小的容器以及异形管 / 网提供所需的原材料。

Basell 的科研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

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完成工厂重建

在2006年初，本来打算将法兰克福工厂的生

产迁移到波兰。但是，2005年12月发生在Münchs-

münster工厂的一次爆炸事故使得这一计划落空。

由于爆炸使得工厂生产设备严重受损，所以他们

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方案，取消了拆除法兰克福第

二套流程设备生产线的计划，并对该生产线进行

了现代化改造。现在，它已成为一座高度灵活的

现代化生产设施，可以生产30余种不同的产品，

包括原来在Münchsmünster生产的全部产品类型。

Basell公司在创纪录的短

时间内为其法兰克福工厂

安装了采用图尔克多路安

全栅的第一条基金会现场

总线生产线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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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ger Anders
图尔克德国公司
过程自动化部门

大客户经理

为了尽快接手另一个生产基地的产品生产，Basell Polyolefine GmbH公

司采用基金会现场总线系统，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Frankfurt-Hoechst

工厂的升级改造。新型总线系统的核心部件是图尔克的电源调节器和多路

安全栅，它们在电气连接上有着令人信服的电路隔离功能。

  快速阅读

User www.lyondellbasell.com/frankf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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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Basell公司法兰克福厂的自动化技术部门

负责人Harald Liebisch来说，自从2005年12月得知

必须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重建聚合生产厂开始，

就开始了一段令人激动的历程。“年底的时候才

最终确定了新厂的初步改造方案，然后一切都有

条不紊的快速落实了”， Liebisch总结道，“在三

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完成了生产设备的现代化技

术改造，并为其安装了基金会现场总线系统。”

Liebisch先生已经有了使用多路安全栅的经

验，虽然尚未对该仪器的全部性能都感到满意。

当提出采用图尔克的解决方案后，很快就得到了

批准。这位自动化部门经理解释说：“图尔克多

路安全栅的全电流隔离技术立马令我们信服了，

我们长期以来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图尔克生产的MBD-49-/T415Ex多路安全栅允

许在易燃易爆区域内使用长达120m的本安分支电

缆。其完全电隔离不仅保证了干线和输出电路之

间实现电流隔离，而且也保证了四个输出电路之

间的电流隔离。这样，就能够可靠地避免由电势

差而引起的补偿电流。当现场总线系统中的某个

节点短路时，集成的短路保护功能就会被触发。

只有受到故障影响的输出会被切断，而主电路和

其它的输出回路不受影响。

同样，利用Turck的专用组态工具也很快地完

成了实际改造方案。Liebisch说：“利用这一软件

工具我们制定了一个初步方案。使用这一工具，

快速地完成了现场总线系统的长度、现场总线安

全栅的分布以及输入与安全栅之间的连接分配等

等任务的规划设计。”

基础扎实

现在，Basell公司的这套聚合物生产设备总共

采用了9个现场总线生产线。每个现场总线网段都

由其上游连接的电源调节器供电。该项目还包括

将基金会现场总线网络扩展到15个网段。Harald 

Liebisch说：“我们对图尔克的产品非常满意。

除了电流隔离以外，产品的可靠性和操作的便捷

性也令我们信服。自从我们采用这套系统之后，

就没有再遇到任何难题。在下一阶段的技术改造

中，我们还将继续采用图尔克的产品。” 

虽然有着巨大的时间压力，并且没有进行系

统测试，但是新技术的安装过程几乎没有任何麻

烦。只是在投产初期第一条线路无法运行时，才

出现了一次需要紧急求助的情况。而故障的原因

是三个多路安全栅无法从Rosemount接口内部的电

源调节器获得足够的电压。这些接口用于将FF网段

连接到ABB Symphony控制系统。

在 短 短 几 天 之 内 这 一 问 题 就 得 到 了 解

决。Liebisch回忆道：“图尔克在解决这一问题时

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公司内部的快速通讯是非

常有益的。他们非常重视我们遇到的问题，并且

很快就着手进行处理。在项目工期非常紧的情况

下，能够尽快的解决技术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所有的多路安全栅都由外部的图尔

克电源调节器供电，它们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电

力，而且还可以清晰的将接口转换器和现场总线

分离开来。

总结

Basell公司的项目规划人员在法兰克福的生

产厂利用现场总线技术成功完成了设备改造，为

其能够快速而灵活地满足市场需求奠定了坚实基

础。该公司的第一个FF现场总线项目充分证明，采

用现场总线技术能够非常快速地适应系统改造。

在没有试生产的情况下，聚合物生产厂迅速投入

了生产。 

图尔克利用高性能电源调节器和具有通道电

流隔离功能的多路安全栅为Basell公司高要求的应

用提供了最合适的技术。同时，图尔克还为用户

提供了“软支持” - 从配置工具到操作的简易性再

到快速可用性——这些都使这家Mqlheim的现场总

线、传感器和接口技术专业公司图尔克成为未来

扩展项目的首选供应商。  

由于Rosemount接口（左上角）的内置电源调节器不能提供足够的电力供

应，我们现在使用外部图尔克电源调节器为基金会现场总线线路供电

“我们对图尔克

的产品非常满意。

除了电流隔离以

外，产品的可靠性

和操作的便捷性也

令我们信服。„
Harald Liebisch,
Basell公司

more@ 过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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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技术2.0
背板式接口模块(IMB) 的高通道密度确保了控制柜中充裕的空间

活性提升至一个全新水平。与 DIN 导轨安装相

比 , 易操作的点对点背板式接口模块解决方案具

有较低的通道价格，同时适用于完全扩展的有

几百个输入输出的控制柜和只有少数 I/O 的简单

应用场合。

减少工程支出

该站点的主要好处在于因为背板整合了整个

连接级，通过简单插入接口卡即可实现I/O通道的

电隔离。对于所有接口级而言，无论是维护还是

计划扩展，都极大减少了工程量。易于连接的螺

图
尔克的背板式接口模块 (IMB) 将极其

强大和紧凑的 I/O 解决方案添加到其

全面的产品组合中。根据用户需求 ,

面积仅 175 x 210 mm 的背板为 8 个接口模块提供

空间，共计 32个数字量或16个模拟量输入 /输出。

根据这个特点 , 用户可以实现多达 1152 通道的超

高密度通道的控制柜。

新型模块机架具有许多巧妙的特性：可与霍

尼韦尔 C300、艾默生 DeltaV 和横河 Centum 过

程控制系统整合连接、具有冗余电源输入以及

高耐热性，背板式接口模块 (IMB) 使控制柜的灵

网页代码 | more5127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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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或弹簧端子，以及彩色编码和空间分离的系统

连接，有效防止了接线错误。此外，系统还提供

便捷的“热插拔”功能。

系统电缆的引脚配置直接与相关过程控制系

统适配，故用户不再需要特殊连接模块，可替代

使用廉价的现成1:1预制电缆——为电子元器件的

供电，以及接口级的安装和维护带来极大好处。

背板的安全性

这种背板是完全无源的组件，充当着整个I/O

解决方案的分流级。与同类其他系统不同，其硬

件上不存在有源组件，因此不会因为断电而使整

个隔离层停止运行。由于各接口卡具有独立的保

护功能，因此当个别通道发生故障时，隔离层仍

然可以使用。通过IMB，图尔克还为过程控制系

统的连接级提供了简单的冗余概念。在传统的点

对点接线中，中断的连接只能通过输入端信号的

人为并线来弥补，但现在，过程控制系统中I/O卡

的冗余连接有助于实现电子元件和线路的独立安

全性。

工厂的能源需求、接口级乃至整个工厂的可

用性日益成为经营者考虑的重要因素。过程的效

率最终取决于总体成本，4…20 mA变送器供电回

路的能源需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图尔克

的研发人员已能在不减少电力供应的情况下降低

隔离传感器 (AIA) 的能耗。模拟量输入/输出卡的

供电回路也是同样的高效。

使现场级更透明

双通道模拟量输入/输出接口卡和有效隔离的

变送器都是HART兼容的。通过模拟量信号上调制

的HART信号，可直接从现场设备获取附加信息。

使用特殊的设备驱动程序，即DTM，用户可通过

一个中立厂商的工程工具，如免费的PACTware配

置工具的支持下，对使用中的温度测量放大器和

现场仪表进行组态。只

需点击几下鼠标，无需

考虑总线协议，组态工

具即可确保对DTM进行

简单、用户友好型的管

理，功能和设置的可视

化，以及对连接设备的

组态。

接口卡还提供诊断

指示灯来指示相关运行

状态。总共四个双色指

示灯（数字量输入/输

出卡）用黄色指示监

控输出的开关状态。激

活输入电路的监控后，

若输入电路发生故障，

对应的指示灯将变为红

色，且相应的输出继电

器和报警继电器动作。

因此接口卡可直接在控

制柜中的设备上监控I/O

级的运行。

高耐温特性

正如DIN导轨接口设备，背板式接口卡也由

于其高温规格而引人瞩目。工作温度范围在-20

至+70 ℃的背板及适配卡，也可安装在无温度控

制的柜内，或由风扇产生热空气的控制柜上部区

域。无论设备是水平还是垂直排列，无源背板设

计都确保了其高效的散热能力。这样做不仅增加

了IMB操作的灵活性，同时也延长了其平均故障

间隔时间 (MTBF)，从而增强了可靠性。

总结

通过背板式接口模块(IMB) 和相关的有多达32个

数字量或16个模拟量I/O通道的二或四通道接口

卡，图尔克可在控制柜中实现DIN导轨接口中不

可能达到的通道密度。特别是在涉及几千个I/O

通道的加工厂，紧凑型的背板解决方案有很大益

处。  

图尔克背板式接口模块在最小的空间里集成了

冗余电源和多达32个电隔离的I/O通道，从而为控

制柜节省了更多空间。HART兼容的模拟量卡和通

过DTM组态的温度测量放大器可作为I/O解决方案

的补充，为现场设备和过程控制系统提供了无缝连

接概念。

  快速阅读

背板式接口模块尤其适用于高

密度通道的装置，是传统接口

解决方案的绝佳替代选择

more@ 过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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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馏、蒸馏、加氢精制、重整、裂化——

这些术语用于表明将原油变成最终产

品（如汽油、煤油或化工原料）的各

种处理方法，它们听起来是如此复杂。在这些处理

方法中，很多都是基于对原油及其中间产品进行加

热和冷却来实现的。因此，温度是原油炼制中非常

重要的一个过程参数。

“5 0多年前我们的炼油厂刚建成时，温度

测量点还不多。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处理

方法越来越复杂，温度测量点的数目也迅速增

加。”Holger Nitschke如是说。他在英国石油公司

采用标准导轨式安装
英国石油公司林根炼油厂使用DIN导轨式安装的图尔克IM34温度传感器对温度测量进

行现代化升级

所属的林根炼油厂使用人机交互 (EMSR) 技术处理

温度测量值的负责人。该炼油厂位于德国北部的

林根，由于生产车间持续不断地进行自动化改造

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它已经成为燃油型产品的

最佳产地。因为其加工程度很高，再难提炼的原

油也能炼制成高质量的产品。为达到这个目标，

可靠、安全、精细的测量技术是必需的。

标准导轨替代19英寸卡笼技术

替换20世纪80年代安装的温度传感器成为最

近三年的热门话题。与在控制室中使用19英寸卡

式转换器的年代不同，现在的林根炼油厂在新建

项目中要使用标准导轨安装的现代化接口设备。“

在我们的工厂中，越来越多的19英寸卡笼产品被替

换，因为标准导轨产品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帮助

我们更加有效地节约成本，安装时间也能大大缩

短。”Nitschke说，“如果需要，我可以轻松替换

不同厂商的产品——将原来的设备从导轨上拆下，

完美的排列：紧凑型

IM34温度传感器使安装

和接线变得更加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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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炼油技术中最重要的过程参数之一。为了更有效地运营炼油

厂，需要更多的温度测量点。在英国石油公司位于德国林根的炼油厂，图尔

克生产的IM34温度传感器帮助人机交互技术专家实现了技术升级和改造。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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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设备装上去，再将供电电源、输入和输出信号

连接到设备上。就这么简单。”

尽管有很多产品可供挑选，在替换19英寸产品

时，英国石油公司的专家们还是选择了图尔克生产

的IM34温度传感器。“在那次看见供货商提供的样

品后，我们就决定采用图尔克的产品了。”Holger 

Nitschke解释道，“除了极好的性价比之外，紧凑

的设计和便于安装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控

制室的空间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

使温度测量技术变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须

全部安装新设备，使用正确的技术，通过简单替

换温度传感器就可以满足现在的需要。以林根炼

油厂为例，“过去我们使用K型热电偶来进行温度

测量，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些老装置中，控制室和

装置之间会铺设大量镍铬/镍补偿电缆的原因。在

更换温度传感器后，所有原来铺设的电缆以及传

感器都能够继续使用。”Nitschke解释道。

IM34能够处理各种输入信号

除热电偶之外，Pt100温度传感器，一种基

于金属铂，阻值随温度影响而变化的原理制造的

产品，在当今过程自动化领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

应用。作为温度测量范围从-200℃到500℃的一种

电阻式温度传感器，Pt100热电阻有着比热电偶更

高的精度。相比较而言，热电偶适合于更大量程

范围的温度测量。不管使用何种温度测量元件，

作为通用型温度传感器，IM34可以处理的输入信

号包括Ni100/Pt100热电阻、热电偶或毫伏信号。

这个设备将上述通用性、功能强大的能自由设定

参数的数据记录器以及一个用于简易编程的PC电

脑接口整合在一起。IM34的DTM（设备类型管理

器）程序已经开发出来，此程序符合当前FDT工作

组的设计指南。

“我们使用PACTware作为编程框架。”Holger 

Nitschke说。这个简写的词汇代表了“过程自动

化组态工具”，一种开放式的组态软件。任何制

造商都可以将对现场设备的操作整合到这个软件

里。Nitschke没有选择使用DIP开关或旋转编码开

关进行组态的产品，因为“在短短的几天里，你不

知道到底有多少个DIP开关需要你去调节，对于像

IM34这样的温度传感器，由于大量排列在一起，如

果想通过DIP开关调节参数，就有可能会损坏支架，

特别是对于这种紧凑型设计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空

间来使用DIP开关。就算将开关设置在侧面，我也先

得从导轨上拆下设备，然后才能装配标准导轨。在

这种情况下，使用PC接口很明显要方便得多。” 

优秀的合作伙伴

不仅仅是设备的技术和价格对Nitschke产生

了影响，图尔克的服务理念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从而使他决定采用图尔克的IM34产品。“三

年前，当我们安装第一台设备时，突然出现了固

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发现供应商与客

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图尔克的服务

是百分之百令人满意的。”Nitschke认为，“在很

短的时间内，所有已安装的设备都更换了新的固

件。从那以后，共计几百个IM34产品全部正常工

作到现在。这是对这种产品所做的最好推介。” 

IM34温度传感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集成了数

据记录器。可自由设定参数的存储

器提供了8000个测量点和强大的过

程诊断工具。因此，用户可以决定

测量数据输入的时间格式，可以设

定报警触发参数值，最终通过FDT/

DTM读出数据。还能对现场设备和

过程控制系统间的通道进行监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IM34接口模

块不断地将完整数据记录到存储器

上。稳定的存储器能将数据完整地

记录下来，即使断电也不会丢失。

这样，一个接口设备从本质上说变

成了一台瞬时值记录器。

  IM34中的数据记录器

“除了极好的性

价比之外，紧凑

的设计和便于安

装对我们来说也

非常重要，因为

控制室的空间成

本正变得越来越

昂贵。„
Holger Nitschke,
英国石油公司林根炼
油厂

英国石油公司林根-爱姆兰德炼油厂主要生产汽

油、柴油、航空燃料、煤油和化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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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家位于德国博特

罗普的天然气站外，全

德国还有大约800家天然

气站可以为汽车提供轻

质燃料加注服务

天
然气作为汽车燃料具有三方面优点：

能效高、成本效益高、环保。全德国

大约有 800 家天然气站可以为德国车

主提供轻质燃料 CNG（压缩天然气）加注服务。

在 2018 年以前，加注这种燃料还可以享受每公斤

约 1 欧元的税收优惠。不过，天然气应用之路并不

平坦，其中一个技术障碍是：为使天然气“对储罐

友好”，必须将其深度压缩，这就要求在技术上

做出进一步努力，并付出更多成本，对于加气站

和汽车两方面均是如此。Schwelm Anlagentechnik 

GmbH 公司销售经理 Dirk Rose 解释说：“天然气

站的压力为 300 巴，与一般加油站相比，它的物

理性质有很大不同。你必须掌握这种技术。这就是

我们支持主要汽车制造商发展汽车技术的原因。”

这家位于鲁尔南部地区的设备工程公司已建设

了 400 多家 CNG 站，几乎占到德国所有已建天然

气站的一半，而且还在国外建设天然气站。该公司

安装气泵和压缩机站，天然气通过气泵流进汽车油

可靠地加速
Schwelm Anlagentechnik依赖图尔克为其天然气燃料泵和压缩机站提供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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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而从供气管线接收到的天然气则在压缩机站中

压缩至所需的 280 巴压力。 根据燃料输出需求的不

同，Schwelm Anlagentechnik 还会在混凝土或薄钢

板容器中安装最多 4 台压缩机和 48 只气瓶。

在可接近的压缩机站中，天然气经过干燥、净

化、压缩等最多四个阶段的处理，从低供应压力压

缩至储罐压力，然后储存在气瓶中。Rose 说：“从

状态变化、干燥、吸收到压缩，压缩机站几乎凝聚

了过程处理技术的所有方面，因此天然气站比简单

的气体罐更加复杂。”

压力必须刚好合适

天然气压力对于燃料加注系统的正常运行具有

决定性作用。以汽油和柴油为动力的汽车是利用泵

可靠地加速

“数年前，我们强化

了与图尔克的合作关

系。到目前为止，图尔

克的产品让我们非常满

意，还没有发生什么故

障。当我们需要配置接

口以及咨询服务时，图

尔克始终是我们的最佳

选择。”Dirk Rose, 
Schwelm Anlagentechnik公司

加注燃料，而对于以天然气为动力的汽车，天然气

只能依靠储存压力差传输至汽车油箱中。电子控制

压缩机与这三台独立的天然气储罐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系确保了加气站的运行在容量较低时与在加注频

率较高时一样可靠、有效。

传感器、现场总线与接口技术专家——图尔

克提供的接口解决方案正好在这里发挥作用。五个

IM1-22Ex系列开关放大器通过单通道HART传感器/

隔离放大器(IM33-12EX-HI)运行， 确保每台压缩机

的传感器信号都能安全可靠地从压缩机站所处的防

爆区传输到控制单元。图尔克提供的获准用于ATEX 

2区的DIN导轨接口允许用户调整有效方向（工作电

流或备用电流），并且通过六个前端开关分别监控

断路和短路。双通道设计也为这家设备工程公司及

操作人员带来了方便，即可以通过电流隔离的输出

将模拟传感器信号传输至控制单元，同时在第二个

通道上记录储存压力的过程数据。这意味着可以实

施冗余安全概念，即使在短路时也能进行压力和过

程监控。

本安型输入电路可以借助前端LED进行单独监

控。对于激活的输入电路监控，LED以黄色显示开

关状态。如果发生断线故障，相应的LED将变为红

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优点，原因正如Rose所说：“

如果确实发生了故障，一线维修人员必须直接前往

压缩机站。这些安全相关应用不可能单靠远程控

制。”

在压缩机站，图尔克技术不仅确保了防爆区

信号的安全可靠传输，而且天然气燃料泵中还使

用了总共四个 IM接口以及两个MK系列隔离放大

器。天然气站对设备功能的要求同样很高，因为“

如果分布于德国各地的燃料泵中安装的电子设备

发生故障，由此造成的损失将是设备价格的许多

倍，”Rose说：“数年前，我们强化了与图尔克

的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图尔克的产品让我们

非常满意，还没有发生什么故障。当我们需要配置

接口以及咨询服务时，图尔克始终是我们的最佳选

择。” 

最多4台压缩机分多个阶段将天然气压缩

到所需的280巴压力

本安型隔离放大器将信号从压力传感器

传输到控制单元

在德国，注重环保并在意燃料价格的车主可以

在Schwelm Anlagentechnik公司建造的400多家天然

气站加注廉价的天然气。为确保燃料始终可靠地流

动，该公司安装了图尔克提供的隔离放大器、限值

控制仪表和传感器。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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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制位置反馈信号（例如来自蝶阀和球

阀的“开”/“关”信号）在过程工程

中非常普遍。用于此类信号监控的传感

器通常都安装在一个塑料外壳内，具有复杂的机械

结构。单个组件的多样性导致价格较高，并且设置

开关点的重新调整工作通常成本较高。Atex 指南

还规定，外壳、传感器或微动开关（包括相关布线

在内）等所有组件必须单独进行测试。要测试它们

是否与 SIL 指令 IEC 61508 标准相兼容又会进一步

带来更大的测试工作量和更高的成本。 

经过深入的研究图尔克设计出的执行动元件

46 技术_传感器技术

一次性解决
范围广泛的图尔克阀位传感器系列产品为应用提供了可靠的

阀位监测

与传感器配合使用，那么图尔克此类阀位传感器可

以大大地简化开关位置的检测。传感器元件集成一

个紧凑的外壳内，可提供最佳的连接方式，并且易

于安装。应用较广的阀位传感器就是应用于食品工

业的 DSC26 系列外壳型式和用于化工、石化和制

药工业的 DSU35 系列。

一个执行器，用于两个旋转方向
根据不同的安全位置，在安装方式上中可以使

用“弹簧打开”或“弹簧关闭”两种驱动方式。在

这种情况下，大约百分之十的驱动器都是采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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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的概念：

图尔克紧凑型阀位传感

器可以快速、可靠地安

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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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位传感器可以为自动化蝶阀和球阀的位置反馈提供诸多应用优势。

它们不需要单独的外壳，并且也不必分别进行Atex和SIL兼容性测试。图尔

克提供了丰富的安装附件，从而使得特殊的解决方案也能使用标准传感器

来实现。

 快速阅读

借助于广泛的

安装附件，也

可以将阀位传

感器安装到手

动阀上

从侧面一眼就可以从执

行器上的黄色信号端观

测到阀位

more@ 过程自动化

LED指示灯点亮。在这种情况下，当阀门打开时“

关闭”指示灯将会点亮。因此执行元件可用于保

证“关闭”位置的正确指示。如上所述，该执行

器也可以用于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的驱动器。

完全符合SIL指令

工程师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通常不在施工现

场，而是在办公室内：设计的认证通常要比设计

本身更加复杂。在这方面，阀位传感器产品比同

类产品领先一步：SIL指令IEC 61508需要越来越多

的位置反馈数量。由于机械结构的复杂性，模块

化外壳通常都会失败于此。而定制的方案由于其

与生产商密切相关，因此很难操作，并且任何可

用的“第二选择”供应商通常并未获得相关认证

或者被限制到只有一种类型。相反，图尔克所有

标准的防爆安全型传感器都是适用的，均经过TOV

认证可用于安全系统，并且还具备SIL2等级（符合

IEC 61508标准）。因此可以保证与标准Namur处

理器设备完全通用或者具有Namur输入的（安全）

PLC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当然，这一点适用于所有

阀位传感器系列产品。 

图尔克阀位传感器丰富的安装附件大大扩展了

它们的应用范围。多种执行元件可以满足各种应用

需求。特殊不锈钢支架使得传感器可以完全安装到

手动阀上。一个简单的螺栓保证了执行元件与阀之

间牢固的连接，并且为图尔克阀位传感器的安装提

供了一个带有标准钻孔的安装区域。这样，就可以

牢固而快速地将传感器安装到手控阀

和蝶阀上，且无附加成

本，并且能够通过中

央过程控制系统

进行可靠的位置

监测。  

簧打开”功能的顺时针旋转方式。对于这些特殊情

况，使用其他产品的客户要么必须使用不同的执行

元件（执行器），要么就得手动装配执行元件。两

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缺点，并且在需要维护和检修时

通常都会造成不必要的停工期。

图尔克为这些需求都提供了解决方案：BTS-

DSU35-EB1 执行元件可以检测两个旋转方向。它有

两个感应螺栓，因此可轻松用于逆时针和顺时针方

向旋转的执行器。即使由于空间有限而必须水平安

装，也可轻松对其进行读取。执行器的位置指示无

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清晰可见的，并且无需任何工

具就可以将其旋转 90°。这样可以避免混淆并简

化故障处理过程。

图尔克为需要重新调整打开和关闭开关点的

工厂应用（例如橡胶阀）提供了 BTS-DSU35-EBE3

产品。这样可以在 360°范围内根据需要对开关点

进行调整。阀位传感器的 LED 指示灯可以确保简

单而可靠的调整过程。

轻松更改开关点

图尔克的另一种特殊的执行元件为其它特殊

情况提供了解决方案：有时某些应用会需要使用

NC（常闭）监测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

用特殊设计的常闭输出传感器。但是，使用图尔

克带有末端位置未衰减的执行元件（BTS- DSU35-

EU2）要容易得多。该元件将端位置的检测倒过来

进行，不再需要更改传感器。这种用于末端位置

未衰减的执行元件也可以用于改变本安型传感器

的LED功能。当传感器未动作时本安型传感器上的



带有可移动接线端子的接线盒实现了易安装及易维

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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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GAW工厂采用

了数百个双路传感器

在
60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GAW 以其生

产能力及产品质量著称于世，坐落于

奥地利的家族企业 Graz 是集团在全

球的运营中心，业务主要扩展在以下领域：造纸、

硬纸板、 汽车、化学及环保技术。GAW 集团为

这些领域提供过程解决方案， 从研究开发，咨询，

工程制造到物流，建造施工再到培训和售后服务，

阀位回讯传感器
奥地利GAW公司采用图尔克的阀位回讯

传感器实现阀位的监测

作者 

Stephan Auerböck
图尔克奥地利公司

销售总监

网页代码 | more51262e

所有这些方案全部实行客户定制化。 

1951 年，Erhard Pildner-Steinburg 创立 GAW 

(Grazer Armaturen Werke)，作为一个生产特种阀

的私人企业，并很快发展成为过程企业的全球市

场领先者。现今，把涂布机的开发和建造以及造

纸、硬板纸工业的化工品再处理工厂作为发展核

心，集团有 130 个员工，销售额 3500 万欧元，

随着奥地利的造纸和纸浆在早期的显著发展，市

场慢慢地转移至亚洲地区，此时，家族企业（Volth

集团持股 1/3）80-85% 的贸易在中国，意大利和

韩国也跻身于主要市场的前列。

无处不在的阀位回讯

在再处理工厂，用于涂布机和其它机械的净

水，废水以及化学品被重新处理，因此，工厂需

要大量的气动和手动截止阀和球阀，对于一个稳

定的制造流程，必须尽可能接收每个单向阀的阀

位状态报告，在2003年，GAW找到一个经济，可

靠的监测阀门开度的方案，那就是TURCK的阀位

回讯传感器。

奥地利工厂制造商GAW，是世界知名化工、涂

布机、造纸、硬纸板废物再处理工厂。GAW公司依

靠来自图尔克的双路传感器对无数阀的状态进行有

效、可靠监测。

  快速阅读



即使在尘土潮湿

的环境中全密封

阀位回讯传感器

依然正常工作

49

通常由传感器来完成阀位反馈是一个昂贵和

复杂的方案，而图尔克集成双电感式传感器的

阀位回讯代替传统方案极易安装在执行机构的

顶端，就职于GAW项目管理部的采购经理Josef 

Eder说：“图尔克的阀位回讯传感器完全满足了

我们的要求，尤其是集成了接线盒的传感器，易

安装和接线方便，这就是我们选择图尔克产品的

原因，他们有许多贴合我们实际要求的成熟方

案，比如图尔克提供了连接到电磁阀的可移动接

线盒。

创新设计的接线盒使GAW降低了不同型号设

备的数量也就是库存量，简化了采购流程，而且

传感器易安装，与需要单独接线的普通传感器相

比，节省了安装时间，客户GAW也因此获益，因

为选用了可移动接线盒，使得发动机的定期维护

变得更快，更可靠，如果没有接线盒，需要拆下

每根线再重新连接，这需要浪费很长的时间，也

容易导致错误。 

图尔克产品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开接线盒将接

线端子与电子元件分开，不改变具体的接线，打开

保护盖就可以重新进行简单的电气接线，GAW选用

了几百只此类型的阀位回讯传感器。

竞争力要素：贴近客户 
GAW选用TURCK阀位回讯的原因不只是依赖

于其产品特性，Eder解释说：“针对执行器的不同

结构参数，很容易选择配套的附件，另外，TURCK

的产品遍布全球，不用顾虑采购问题，而且他们

对客户的期望和要求响应快速，比如直流两线电

气输出或者特殊的执行元件（PUCK）可被用于具

有不同旋转方向的执行器，TURCK作为我们可靠的

合作伙伴，积极主动地支持我们工厂的生产最优

化，因此，我们将继续选择TURCK作为我们的最佳

供应商。” 

“我们选择图尔

克产品的原因是集

成了接线盒的传感

器易安装和接线方

便，图尔克有许多

贴合我们实际要求

的成熟方案，比如

提供了连接到电

磁阀的可移动接线

盒。”Josef Eder,
GAW科技公司

more@ 过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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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电感式传感器测量

吊管机的实时状态

供海洋石油钻探使用的
传感器
Streicher公司采用来自图尔克的电感式本质安全型传感器进行海洋钻探装置。该

传感器已通过Atex认证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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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德国公司

销售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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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资源逐渐短缺的当下，油气市场依然至

为重要。这表示石油行业将面对全新的

挑战——发现新的石油开采源。专家们

猜测地球上（尤其是广阔的海洋）依然存有足够石

油可供人类开采。随着石油价格的攀升，石油开采

能够带来丰厚利润。由于海洋开采的蓬勃发展，石

油公司和石化工厂在改造老旧钻井平台之余，也在

建设新的平台。

Streicher 公司位于德国的代根多夫，目前正

在打造其首个水中钻井平台。该公司拥有多年钻探

设备与平台技术的研发和生产经验，其在钻探设备

和平台技术方面的服务范围，除提供非开挖而仅

供铺设管道的水平钻机外，还包括深孔钻探石油、

油气与地热能的钻机。该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

是其子公司——DrillTec Gut GmbH GroBbohr- und 

Umwelttechnik。该子公司由 Streicher 公司专门针

对 HDD 大型项目组建，在碳氢化合物和地热资源

的勘探领域很有名气。

模块化理念
长期以来，Streicher 公司仅开发和生产面向陆

地建设项目的设备。但两年前，公司开始涉足研发

和建造其首个海洋钻探解决方案。该方案按照挪威

斯威尔公司的要求而设计。该公司是一家能够提供

优质服务的老牌钻探公司。Streicher 公司建造钻井

平台的优势在于其模块化理念，每个模块设施的最

大重量为 11 吨，确保起重机能够将模块设施安全

吊运至平台上。 因此，这种设计非常适合更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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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使两个电感式传感器可以近距离安装使用，图尔克研发了一款

带可变频率振荡器的传感器。

更换老旧系统。“在北海，大量老式平台上钻探设

备的效率已变得非常低下”，负责平台与钻探设备

自动化技术的 Hans-Peter Murr 如是说。 

首先，工人在 Streicher 公司（位于德国代根

多夫）组装好每个独立的模块设施。准备工作就绪

后，在露天场地整个结构就被搭建完毕了。完成对

机器功能和安全性能的检测，以及对客户进行培训

课程后，整个结构被重新拆卸并被运送至最终的目

的地。“由于我们的模块化理念，老式海上平台向

新标准转化的速度远比其它方法更快，”Murr 说到，

“在测试整个结构后，我们确保了更高的安全性能，

在启动阶段仅仅存在少数障碍。模块化理念使得我

们可以在 12 天内快速完成平台的所有安装。”

用于爆炸危险区域的本质安全型传感器

为准确、可靠测量出石油钻井平台上无数活

动机械的最终位置，Streicher公司选用了图尔克的

电感式传感器。新设备采用了大约60个传感器。

相对于被测物而言，长方体型的接近开关具有

“通过设计带可

变频率震荡器的

传感器，图尔克

对我们的支持非

常到位。所以，

我们可以毫无障

碍地安装和操作

两个近距离的电

感式传感器。”Hans-Peter Murr,
Streicher公司

图尔克生产的本质安全型传感器具有Atex认证，

非常适用于恶劣的海洋气候条件。

较高的20mm 的检测距离，可以满足所有海上平

台结构的使用需求。本质安全型传感器满足Atex 

category II 2 G，Ex zone 1要求，并符合IEC 61508

的SIL2标准。凭借其特殊接线盒，传感器的安装

十分简单。 “我们已经在陆地设备上使用了图尔

克的传感器，因为该公司是能够支持我们满足SIL

认证和Atex标准的少数几个传感器一级制造商之

一，”Murr这样解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

顺利，图尔克没有让我们失望。”

 

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合作伙伴

图尔克不仅通过生产可靠稳定的产品来证明

自己，而且极富创新精神，称得上是一个以解决

方案为导向的合作伙伴，尤其是面对特殊挑战的

时候。为达到SIL3标准，在钻井施工的时候必须运

行两个平行放置的传感器（满足SIL2标准）来检测

和监控设备的位置。由于在这类设施结构中的空

间非常有限，不得不近距离安装两个传感器。通

常，这会带来许多麻烦，因为电感式传感器在近

距离安装时会彼此影响。

“通过设计带可变频率震荡器的传感器，

图尔克对我们的支持非常到位。所以，我们可

以毫无障碍地安装和操作两个近距离的电感式

传感器。在如此苛刻的海上作业条件下，为了能

让工作人员第一眼就识别出传感器电子设备的

变化，图尔克用不同的颜色在传感器上做了标

记，”Murr说道，“鉴于到目前为止良好的合作

关系，我们非常乐意与图尔克继续合作下去，完

成当前的项目。”

为了在北海区域对老式海上作业平台更新以达

到新的标准，Streicher公司研发了一种新型钻井平

台。其模块化的系统和最大重量为11吨单个模块设

施，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安装简便，运行安全。

我们采用通过Atex认证的图尔克电感式传感器来测

量众多的设备终端位置。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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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UGUAY ı Dreghal	S.A.
(+598) (2) 9031616 ı cratti@dreghal.com.uy
USA ı TURCK	Inc.
(+1) (763) 553-7300 ı usa@turck.com

L	 	VENEZUELA ı CADECI	C.A.
(+58) (241) 8345667 ı cadeci@cantv.net 
VIETNAM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GERMANY
Headquarters HANS TURCK GmbH & Co. KG 
Witzlebenstraße 7 ı Mülheim an der Ruhr ı (+ 49) (0) 208 4952-0 ı more@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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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改动。持发行人书面许可，方可对内容进

行复制和电子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