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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是工业互联网的基础

没有数据的工业互联网将是无源之水传感器成本降低



工厂网络化过程

⚫ 传统工厂中的网络化生产虽然层次清

晰，解决方案成熟，但层间互操作性

很差，影响信息的传递效率和准确性。

⚫ 工业4.0理念下的智能工厂将使生产系

统从分层、顺序结构变为平面结构，

形成管理、控制、生产一体化系统；

⚫ 大幅提升了子系统间数据的调用与互

操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各模块的融合集成

⚫ 现有生产模式中，在由产品设计、生产规划、生

产工程、生产执行、服务所购成的产品价值链上，

各环节数据来源不同，异构性强，难以互通，整

个价值链的信息无法全透明。

⚫ 以CPS技术为核心的生产模式，更加强调设备的

互联互通，产业结构的横纵向集成。

⚫ 工业4.0理念下的智能生产通过对各环节数据统

一语义结构和表达方式，使价值链上全流程数据

透明、互通。



工厂实景

一切对于工厂生产过程运
营有利，提高生产效率的
数据都是需要采集的数据。

通过现场智能终端与ERP/MES

的无缝连接，让整个工厂内部的

生产运营信息快速，即时，自动

的传输到工厂内部现场的任何工

作站点或机器设备，通过利用现

场智能终端的数据采集，人机交

互，机机互联将信息即时反馈到

数据中心，实现工厂内部信息的

即时流通。



生产线数据采集

仓储送料到车间物料区 SMT生产线投料 送PCB光板上料 帖片机上料 印锡膏

帖片

ICT测试

ASR 炉后AOI 炉前AOI

组装 EOL终测 包装

波峰焊

每个工序影响着生产工艺流程，直接决

定产品的成型和质量，众多工序下数据

都需要采集统一平台下进行处理。

数据种类：

1.设备数据

2.生产过程数据

3.质量数据



网络架构决定了数据的有效采集

计划排程 品质控制 设备维护 物料管理

以太网

交换机生产看板

WIFI

AP

打印机 条形码 采集器

智能终端

PLC 条形码 采集器

智能终端

以太网

帖片机

智能终端

AOI

智能终端

WIFI适配器

采集器 采集器传感器

WIFI

AP

在工业现场需要一个完整的数据采

集和系统集成的架构，打通所有的

数据盲点。

采集类型

◆ 设备接入

1.数据采集卡，模块

2.PLC/IPC/DCS等

3.设备本身，专用智能设备

4.RFID/扫码枪

◆ 协议转换

◆ 网络传输





Revolution Pi网关模块-KUNBUS GW

▪认证的从站设备

▪电源24V，电源功耗<3W 

▪模块之间（一组）的512字节I/O数据量

▪内部循环时间1.2ms 

▪集成Web服务器；FTP用于固件更新

▪可与不同的协议组合

▪无需额外配置软件，使用非常简单

RS-485



配合核心模块采集数据

PROFINET



网关配对使用说明

PROFINET

Ethernet/IP



网关的数据转化

RS-485



Con模块扩展M-BUS

RevPiCon M-Bus
该模块以868 MHz的频率运行，范围为800米（2/4天线/直
接视线）
•RevPiCon M-Bus VHP
该模块的工作频率为169 MHz，范围为20米（2/4天线/直
接视线）

RevPi M-Bus模块是RevPi Connect的扩展模块。顾名思义，
该模块可与无线M-Bus协议（EN 13757-4）一起使用。传统
上，该协议在建筑服务工程中用于读取燃气，水，热或电
的表，但是您也可以低成本将工业无线电模块集成到系统
中。
为此，我们为您提供2种设备型号的模块：



Con模块扩展CAN-BUS

避免反射
⚫ 在线路的起点和终点激活设备的终端电阻。
⚫ 对于RevPiCon CAN，您必须使用跨接电缆连接插针1和2

以及插针3和4。
⚫ 检查电缆是否损坏。
⚫ 确保电缆直放。

针脚 定义分配

1 Resistor 60 Ω

2 CAN_H

3 CAN_L

4 Resistor 60 Ω

线长 比特率

40米 1000 kBit /秒

100米 500 kBit /秒

500米 100 kBit /秒

1000米 50 kBit /秒

sudo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000000
sudo ip link set can0 up

记录CAN通信
sudo tcpdump -i can0 -w out.pcap



连接

◆ 用于将CON模块连接到RevPi 
Connect的内部总线

◆ 5V 电源供应
◆ 无需布线
◆ 使用SPI和UART在无线和总线模块与

LINUX之间进行基于事件的数据交换
◆ 客户应用程序可以与收发器和标准库

协作

Location Signal

1 RX

2 TX

3 GND

4 SPI.CS

5 SPI.MISO

6 SPI.CLK

7 SPI.MOSI

8 GND

9 RESET

10 +5V



配置





MQTT

Eclipse Mosquitto是一个开源(EPL/EDL许可)消息代理，
它实现了MQTT协议版本5.0、3.1.1和3.1。Mosquitto重
量轻，适用于从低功耗单板计算机到全服务器的所有设备。
MQTT协议提供了一种使用发布/订阅模型执行消息传递的
轻量级方法。这使得它适用于物联网信息传递，如低功耗
传感器或移动设备，如手机、嵌入式计算机或微控制器。
Mosquitto项目还提供了一个用于实现MQTT客户端的C库，
以及非常流行的mosquitto_pub和mosquitto_sub命令行
MQTT客户端。



Clouldrail实例-数据上云



CloudRail实例-配置MQTT



OPC UA-软件上集成的OPC UA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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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ODESYS

• Logi.CAD 3



一些开放的OPC UA源码

http://freeopcua.github.io/

Open62541

https://github.com/open62541/

open62541/releases

http://freeopcua.github.io/
https://github.com/open62541/open62541/releases


Node-red上的OPC UA

npm install node-red-contrib-opcua





Revolution Pi如何工作

https://github.com/RevolutionPi/piControl

https://github.com/RevolutionPi/piControl


工业树莓派的数据流



变量名与偏移量

pi@RevPi32417:~/connect $ piTest -d
Found 2 devices:

Address: 0 module type: 95 (0x5f) RevPi Core V1.2
Module is present
input offset: 113 length: 6
output offset: 119 length: 5

Address: 31 module type: 96 (0x60) RevPi DIO V1.4
Module is present
input offset: 0 length: 70
output offset: 70 length: 18



导出数据





工业级配件

USB HUB 工业交换机 USB-RS485/RS422

USB-RS485 WLAN USB适配器 LTE/WIFI路由器



其他配件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