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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莓派起源

树莓派，英文名Raspberry Pi，本质上是一个只有信用
卡大小的微型计算机，可运行Linux系统与Windows IoT

系统等，并且可以外接多种电子元器件。树莓派是由
一个名为“树莓派基金（Raspberry Pi Foundation）”

的英国慈善机构设计研发的，它最初的设计定位是廉
价的教学微型计算机，目的是让全世界人民，尤其是
贫困地区，可以学习计算机、通信与电子技术，并在
工作与娱乐中加以应用。

累积售出超
过3000万台



树莓派特点

软硬件生态链

外形小巧，功能强大
先发优势，品牌效应
开源融合，稳定可靠



工业树莓派的开始

把树莓派带入工业场景

树莓派计算模块：
CM1:1 Gbyte eMMC flash
CM3:4 Gbyte eMMC flash 到2023
CM3+:8/16/32 Gbyte eMMC flash 到2026





Revolution Pi基础模块-Core模块

Core 1&Core 3&Core 3+

1. 2个USB端口，电流最大1A

2. 状态指示灯

3. 1个以太网端口

4. 1个微型HDMI接口

5. 电源在X4连接器上

6. 微型USB端口



Revolution Pi基础模块-Connect模块

1. UPS数字量输入，继电器（输出）模块

2. 看门狗，继电器和用户自定义的LED状态灯

3. 2个以太网端口（eth01，eth02）

4. RS485端口

5. 电源

6. 2个USB端口，最大1A

7. 微型USB端口

8. 电源和2个用户定义LED灯

9. 1个微型HDMI

Connect&Connect+



Core/Connect模块的特性

▪ LINUX，具有实时补丁的Rasbian

▪ 免费可编程（Python，C/C++，Java）

▪ 电源10.7V到最高28.8V

▪ 4、8、16或32GB eMMC闪存版本

▪ Modbus TCP和Modbus RTU主从站功能

▪ 工作温度：-40至+55℃

▪ ESD保护：4 kV / 8 kV

▪ IP20 

▪ EMI，浪涌和突发事件符合EN61131-2和
IEC 61000-6-2 

▪ 加密芯片的安全性

▪ 连接器，用于连接扩展模块（IO和网关）

▪ 内部循环时间在2到50ms之间

▪ 计算模块

▪ 用于云连接的MQTT/OPC UA



Core模块扩展

AIO

▪ 4路模拟输入

▪ 2路模拟输出

▪ 2个RTD/PT100通道

▪ 免费可配置

最大5个模块最大5个模块

▪ DI =16 数字量输入

▪ DO =16 数字量输出

▪ DIO =14 数字量输入/输出

▪ 数字量输出

▪ 直接输出0 / 24V 

▪ PWM（脉宽调制）

▪ 数字量输入

▪ PNP型传感器，计数器或编
码器

▪ 多达6个数字量输入计数器

▪ 多达6个数字量编码器

▪ 电压0V至24V

RS-485

▪ 网关



Connect模块扩展

最大1个Con模块最大5个模块

▪ 类似于core模块

▪ CAN总线

▪ 无线 M-Bus

▪ 无线 M-Bus 远程

RS-485



连接

电源

IO模块，网关模块

Con模块（只适用
于扩展Connect）



总结：工业树莓派与消费级树莓派区别

工业封装
(EN61131-2)

开源定制Rasbian
系统，实时补丁

完整模块自动化系统
（IO，网关等）

服务和应用平台

工业社区支持





案例-PLC

编程工具，软PLC logi.CAD 3 CODESYS

结构化文本 √ √

功能块(FBD) √ √

梯形图 - √

SCADA 工具 - √

OPC/UA √ √

软主站 √ √

Revolution Pi用作PLC是应用最多的应用之一

• EN61131-3规格标准 (软件)

• CODESYS

• Logi.CAD 3



案例-能源管理

应用领域:

•分散式能源管理

•控制许多小型电厂

•能源交易

•控制中间存储的多余能量以备后用

•控制光伏，沼气和风力发电厂

•远程抄表，例如热量，水（MBUS）

消费者和能源的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

风和太阳并不总是可用的，并且经常会有
吸收的功率峰值。

另外，能量产生的地方并不总是消费者的
地方。

电动汽车和越来越多的私人和小型商业发
电厂需要新的结构和商业模式。



案例-预测性维护

通过连接到igus服务器来进行预测性维护

将用户的树莓派工控机和igus的数据库联网后，
可以实现使用寿命计算与igus云的持续匹配，从
而实现最大的系统运行时间，并将故障风险降至
最低。云中的数据来源于igus在其占地3,800平
方米的测试实验室中所进行的100亿次拖链和电
缆测试循环。通过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igus可
以提供关于解决方案的耐久性情况的精确信息，
并向用户发出必要的维护预警。



案例-实时监控

由于地势偏僻，现场操作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通过
远程监控，可以通过SMS，电子邮件和固定监控器同
时告知铁路和供应商故障。

故障消息随附有关故障的详细信息。万一损坏操作仪
器，所有功能也可以远程控制。



案例-数据上云

▪ IO-Link传感器和IO模块通过RevPi Cloudrail Box连
接到任何云

▪ 无配置，即插即用

▪ 设备管理

▪ 如易福门, COMTROL, 图尔克



案例-建筑行业

在大型建筑工地，所有货物交付都必须记录在访问
点。这样，客户可以确保所有交易都交付发票所需
要的原材料数量。在大型建筑工地上，这意味着人
员将全天候部署在所有接入点。此外，必须随后手
写数据记录在在剪贴板上。

在这里，它可以与带有Revolution Pi和相机的栅栏一
起使用。Revolution Pi支持车牌识别。车辆与供应商，
原材料类别（散装材料，混凝土铸件等）一起存储
在系统中。移动秤和其他摄像机可以准确记录谁在
何时何地交货。



案例-语音控制/楼宇自动化

基于全球标准KNX进一步处理建筑结构和应用功能
的数据。

▪数据记录和图表显示

▪通过建筑结构的 HTML5可视化

▪计时器程序

▪ Sonos多房间整合

▪具有Node-Red的逻辑和物联网编辑器

▪通过Siri，Alexa和Google Home进行语音控制

▪通过增强现实（AR）进行控制

▪离线语音控制，无需云连接



案例-铁路上的废水处理

火车上的废水处理，并为其提供淡水。
Revolution PI控制着两个带有存在检测功能
的电气封闭装置，以防止软管联接器被拆卸，
包含控制面板上的按钮和LED，一个开关柜
和两个管道加热器，一个水表，一个电磁球
阀和工作照明装置。





宽温（散热），防护等级

结构设计，安装要求

风冷 水冷

OEM



CM4?Core 4?

树莓派4B

Revpi Compact

Revpi Flat



IT与OT融合

OT              
(操作技术）

IT     
(信息技术）

工业通讯

工业控制

工艺流程

制造生产线

信息系统

编程语言

大数据

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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