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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设备改造

选用多种新技术与产品
In order to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transformation, we choose a variety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鲁思慧

摘  要：本文以动力总成或电驱系统与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及网络运动控制器和宽产品线驱动器模块等技术与产品为例

对其应用应用特征作重点解析，由此根据在各领域的应用作出比较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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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powertrain or electric drive system and new modularized control scheme, network 

motion controller and wide product line driver module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ir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s comparison and s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ir applications in various 

fields.

Keywords: interconnected factory， intelligent power， network motion controller， driver module

为推动智能化设备改造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开拓

新型动力技术与产品作为支撑才能更快更好加实现其改造

与转型的任务。智能制造的发展，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越

来越快 ；产品迭代的加快，也不断对制造提出更高的要求。

作为制造终端制造商，必然需要更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工具

来应对这种挑战。而当今更智能运动控制如雨后春笋呈现

与发展，不失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与应用举措。值此本文

以动力总成或电驱系统与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及网络运动

控制器和宽产品线驱动器模块等技术与产品为例对其应用

应用特征作重点解析，由此根据在各领域的应用作出比较

与选择。

1  为适应未来需求选用动力总成或电驱系统的

运营

动力总成或电驱系统的运营的技术本质是柔性化可扩

展的运营，它可帮助您满足需求不可避免的技术变化。 

众所周知电动汽车变革已悄然来临，如果没有内燃机，

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电动汽车初创公司而言，可能

已经开始放弃汽油发动机，并致力于打造面向未来的全电

动汽车。然而，如果企业是成熟的汽车制造商，那么制造

全电动汽车的路途可能就会很漫长，为此首先需要转变当

前的运营模式，以生产混合动力汽车。

然而当前的动力总成制造系统很复杂。因此，无论您

是制造电动电驱系统还是混合动力总成，都需要实现柔性

化可扩展的生产运营。柔性化可扩展的生产运营不仅有助

于满足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的需求，而且有助于确保

您有能力跟上未来的技术进步。要打造柔性化可扩展的动

力总成或电驱系统运营，其策略必须包含三大要素。

其一是互联工厂。信息化的互联工厂运行更快，表现

更好。在互联工厂中，几乎可以对生产进行全方位的测量和

分析，以帮助操作员做出明智的决策。可以用仿真过程以改

进培训，并在做出生产线变更之前对其进行验证。而现在，

可以对运营进行物理和数字层面的融合，以帮助员工更高效

地工作并以全新方式认识生产。此外，互联工厂所能做的不

仅仅是改善生产，还可以转变生产。通过将从消费者到供应

商再到工厂员工的每个人联系起来，可以实现单独交付。要

实现这些功能，需要互联工厂具备可靠、安全且可扩展的强

大网络基础。想要让员工互联，并确保他们可以实时访问重

要数据，工厂需要具备工业物联网技术。如需构建互联运营

方面的帮助，为此可应用全厂融合以太网 (CPwE) 设计指南

等免费资源。然后，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密切合作，可以帮助

您找到实现互联工厂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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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可扩展的数字解决方案。事实上，对各企业制

造商而言，往往还在犹豫是否采用更现代的高价值软件和

数字解决方案。结果，他们还在使用无法满足运营需求或

内部客户预期的本地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很难与其他

系统集成，而且随着运营增长或发展，还会面临扩展挑战。

因此，使用可以根据运营情况快速扩展的软件至关重要。

例如，可扩展分析软件可以帮助您提高效率，同时应对动

力总成和电驱系统技术的不断变化。该软件还可以通过跟

踪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点（从原材料使用到电池组装再到成

品性能），帮助确保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的品质。分析软件

还可以使用颠覆性的新技术改变监视和管理生产的方式。

能够在问题出现之前识别并解决这些问题是该软件的主要

优势之一。

其三是柔性化生产技术。如果企业是电动类初创企业，

则需要可以根据需求从低产量过渡到高产量的电驱系统运

营。可以通过组装单元系统概念实现这一目标。如此一来，

便可以使用目前可在半自动化生产中运行的机器构建柔性

化的高标准化组装线，然后在以后生产增加时过渡到完全

自动化。如果企业是一家成熟的制造商，则可能需要打造

更灵活的模块化动力总成生产运营，以支持传统和混合动

力产品生产（如电动汽车制造商）。预先设计的集成自动化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打造快速灵活的动力总成运营。新型

自动化的生产工艺配置系统 (PPB) 等基于自动化的设计和

配置解决方案有助于通过更快的生产线重配置实现更灵活

的生产。

2  那么智能动力解决方案是怎么做到的

当今社会发展已进入智能化发展新时代，智能技术在

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我国来说，要实现从

企业大国到企业强国的转变，企业运行智能化是一种必然

趋势。现在看看智能动力解决方案是怎么帮助企业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的吧。智能动力解决方案的优势正是企业一

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 ：提升效能、改善数据访问、降低资

产投资成本、降低运营成本。

那么，智能动力解决方案是什么？为什么存在价值？

在探讨智能动力解决方案这一话题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

下电气室。电气室是一种预制配电变电站，可作为全面制造、

测试和集成系统而部署在现场（如矿山）中。电气室通过

一个智能系统平台将配电、电机控制和过程控制进行集成。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采矿企业节省大量成本，包括前期资产

投资和长期运营费用等。

首先是节省资产成本。动力和过程控制的集成可以节

省大量项目成本。智能动力解决方案的以下两大特性是节

省成本的关键 ：其一经预制、测试和验证的系统 ：使用集

成方法则无需与多个供应商签订合同来确保系统部件的安

全，单个供应商就可以在系统运抵现场之前对其进行设计、

测试和验证。使用智能动力解决方案，动力和控制系统将

作为成套设备送达现场，可以降低启动成本和风险，并提

高项目按时交付的可能性。其二网络系统 ：取消硬接线后，

可以消除额外成本并降低系统复杂性。此外，还可以根据

需要灵活配置和添加新设备。网络系统可以帮助您节省昂

贵的工程时间并保证项目进度。

其次是节省运营成本。智能动力解决方案还可以使企

业能访问能源数据，并结合过程控制数据背景来查看该数

据，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控制停机时间、维护和能源成本。

3  更智能的运动控制

应该说，更智能的运动控制是产品平台灵活性和可扩

展性，具有独特的功及解決方案（例如激光加工系统的控

制方案）。为此当今国内外已逐步问世与应用， 值此以新型

模块化控制方案与新网络运动控制器为例（其中如 ASC

公司的 MC4U 为一典例）作应用特征解析。

3.1  为高性能多轴设备提供强大的控制解决方案

该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具有驱动器支持高功率及高

电压的功能。

它是一款由标准部件组合而成的客制化多轴控制器，

其应用特征为 ：集成的运动和机器控制器，8 个内置的通

用驱动器和电源模块 ；模块可以网络化以建立一个多达 64

轴几百个 IO 的整体解决方案 ；宽泛的马达功率范围，从

100W 到 10kW ；高轴密度为完全的订制的应用 ；更短的

研发时间，降低风险，降低成本 ；现场证实的鲁棒性和可

靠性强。其驱动器一款可以替代线性驱动器的产品。提供

更高性能和出力，体积却更小，价格更低。

该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是为了满足灵活 OEMs 运动控

制产品研发的整体解决方案。其高性能系统组合包括一个

工业以太网 (EtherCAT) 控制或者驱动器控制器，多达 8

轴独立马达驱动器与电源模块，以网络的形式为以运动为

中心的应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优良的性能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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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网络运动控制器基于 PC 的软控制器凭借强大的 PC

处理技术和实时开放的工业以太网，为要求苛刻的应用提

供最好的性能。现在不需要增加任何硬件，只需要一台

Windows 系统的 PC 就可以开发你的应用程序。它是运行

在一个在多核 PC 的一个核中的实时操作系统。这个操作

系统通过共享的 RAM 和虚拟的 TCP ／ IP 与主机应用进

行通信。实现了最高的性能，最灵活的控制器和最低的价

格。它也是独立式运动控制器和 PLC 的完美的低成本替代

产品。

新型网络运动控制器功能更加强大，通过省略专用

的控制器硬件，整个系统的连接更加简化。支持独特的

Network 可选特性这样可以增强机器的工作时间一旦网络

故障时。目前新型网络运动控制有针对复杂应用和性能要

求苛刻应用的网络运动控制器，可以控制多达 64 轴以及

满足成本敏感应用经济型的，可控制多达 8 轴。  

其三是最高效的主机 - 控制器通讯。新型网络运动控

制器通过虚拟 TCP ／ IP 和基于回叫信号的带内部处理器

中断的 100kByte 的共享 RAM 与主应用进行通信。通过

共享的 RAM 通信保证了你的设备的吞吐量不会受到通信

速率瓶颈的影响，客户可以在共享 RAM 中定义变量。一

旦定义了变量，控制器和主机应用都可以即时访问这些变

量。

满足以下最低要求的 PC 都可以应用双核 ( 或者多

核 )。1GB RAM 一个以太网络接口。硬盘驱动或者闪

盘，标准通信接口，Windows 7 或者嵌入式 XP。值此如

SPiiplus-EtherCAT 型为一典例。

新型网络运动控制器应用例举，见图 2 框内各领域的

应用示意。

控制器软件硬件接囗，驱动器电源模块的之前的协调性和

所有器件的精确集成。每一个单元的设计都是为了提高系

统的性能，而整个系统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测试，来保证

可以满足最苛刻的性能要求。现在很多新型模块化控制方

案（如 MC4U 单元）或者第三方的工业以太网单元可以接

入网络。这就构成了一个多达 64 轴和几百个甚至更多 IO

的独立的高性能的系统。

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的典型产品（举例 --MC4U 型

配置）是竖直的钢琴式封装 - 简单的链接，合连适的尺寸，

为了满足功率和轴数的需求可以提供不同大小和容量的封

装，见下图 1 所示。

图 1  所示为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的典型产品配置例举

从上图 1 可知，该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的配置举例为：

4 轴驱动模块、2 轴驱动模块、电源模块与控制器。

3.2  新型网络运动控制器

该新型网络运动控制器集成所有强大功能，可与任何

基于工业以太网的自动化控制器相连。它把标准 PC 变成

最最强大的工业以太网运动控制。它的应用特征有如下几

个方面 ：

其一是具有强大运动控制器和 PLC，具体为多达 64

轴同步和几千个 I ／ O 点 ：通过共享的 RAM 实现与主控

制器高速通讯 ；可使用 ACSPI+ 强大的多任务运动语言编

程 ；为上位机主程序设计的齐全 API 函数 ；开放的架构一

支持 ACS 和其他通过认证的工业以太网部件 ；互联网可

增强机器运行时间利用环形网路拓扑以使它连续运行即使

在网路故障时。

其二是为以运动为中心的应用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图 2  所示为新型网络运动控制器各领域应用示意

工业以太网运动控制和驱动器控制器设计用于满足极

高控制要求的以运动控制为中心的应用，比如半导体制造、

电子装配、圆晶检测、精准制造和检测设备。 通过工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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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网络可达到出色的运动控制性能、亚纳米级的分辨率，

高速高效、平稳的速度、完全的编程能力，易用和出色的

柔性。

3.3  关于模抉化和可扩展性选应用

新型模块化控制方案可以根据系统对轴数，功率和功

能性能的需求进行配置根据需求可以选择如下配置 ：合适

的控制器，这也是个工业互联网控制器或者是一个由工业

以太网控制器控制的驱动器控制器 ；一系列马达驱动器满

足您特定的马达类型和功率需求 ；电源模块满足马达驱动

器的功率需求 ；合适的尺寸和可选的引脚数。其典型的是

宽产品线驱动器模块和匹配电源模块。值此作应用特征解

析。

* 适用于各种电机的最髙性能通用 PWM 驱动器应用

特征（值此以 Mc4u 型为例）。

该通用 PwM 驱动器模块专为高要求的多轴应用设计。

是一个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该驱动器可达到极低的噪声

极小的抖动和极好的速度平稳性，所有参数都可通过软件

设定，从而易于设置和诊断。每个驱动器都可以设置用来

控制各种电机单相双相或三相直流无刷电机、交流感应电

机、直流有刷电机、音囤电机、开环或闭环控制步进电机。

该驱动器模块功率范围从 100W 到 10kW，可驱动直

线电机和旋转电机。750W 每轴的驱动器模块可集成 4 个

驱动器 5kW 每轴的驱动器模块可集成 2 个驱动器，从而

可以达到最佳的性能、成本和尺寸组合，而驱动器可选安

全转矩关闭 (STO) 功能。

* 应用举例

方案应用特征 ：针对机械、建筑、装修、装配等个个

行业都必不可少的电动工具 - 电新型完整一式站解决方案，

具有成本优势明显、控制方式灵活、电机兼容广泛等优势。

其性能指标为 ：主控芯片 CMS32M55 系列内置 12

位 ADC，多路运放，P6A，6N 驱动，简化外围电路设计；

AD+ 比较器联动机制，平稳的运行速度，更准确的高速换

向，效率更高 ；具备电量指示、故障指示、高低档切换、

反转零扭矩自停、正反转切换、工作照明、电池温度检测

功能 ；支持无感启动算法，100％启动成功 ；低速持续输

出大扭矩，堵转时仍能保持最大扭矩持续输出 ；具备输入

过欠压、过流、过温、相间短路、缺相、堵转等保护功能。

而典型应用示例框图，见图 3 所示。 

图 3  所示为驱动器模块和匹配电源模块应用典例

4  专为性能设计的強大平台特征与应用

如今强大的伺服处理器由工业以太网主站 MPU（运

动处理器单元）和在每个工业以太网从站上的伺服处理器，

见图 4 所示。

图 4  所示为强大的伺服处理器架构

该 MPU 可以管理至多达 64 个同步轴的系统，执行

高水平任务。比如通讯、ACSPI+ 和 PLC 编程、诊断 I ／

O 控制和轨迹的规划。在每个节点上的浮点处理器执行实

时控制算法最多到 4 个轴，他们每个轴的采样和刷新率都

是 20kHz。MPU 可修改和刷新控制算法，插入激励信号

到控制对象并且采样实时数据，比如 20kHz 时的位置误差。

而强大的伺服处理器架构技术特征为 ：   

* 高度集成化，提高精度和产量。 性能取决干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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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控制器、软件、驱动器、电源内部连接和支持工具。

这些部件的每个部分在设计和优化过程中为了成就一个目

标 ：增加你的机器的性能。整个系统通过测试确保运动性

能处于无与伦比水平。

*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运用。 为此可在那些需求先进应

用情形的领域，如半导体检测、激光微加工、数字印刷、

电子装配和类似的系统作应用。由此将帮并确保整个系统

以最佳方式运作的可靠性、稳定性，并最小化对机械变化

的敏感性（负载、惯量、组件的参数偏差）。如果应用具有

高度挑战性比如像引线键合准确力控制的要求或动态高带

宽自动对焦，将会应用和测试您所要求的控制算法。为客

户提高产量和精度。

由此将获得用于前所未有的性能见图 5（a）与图 5（B）

为使用标准算法增加 50% 负载后的位置误差（红线）所示。

图 5（a）  所示为获得用于前所未有的性能

图 5（b）  所示为使用标准算法增加

50% 负载后的位置误差（红线）

5  后话

在智能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企业都面临着一场不可

避免的革命。本文中提到的智能动力解决方案的数据分析

功能有启迪性与实用性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设兔

备改造中有较好的推广价值。

结合独特的控制算法和特殊硬件，为客户提供更好更

持续的伺服性能降低系统对扰动，噪音、大负载变化所引

起的不稳定性。尤其应该考虑在如下情况下使用 ：运动和

整定需求不能达到需求 ；特别高精度的匀速运动场合 ；静

止位置抖动精度不能满足要求 ；负载或系统动态改变巨大

且影响性能 ；系统有弱阻尼共振与系统刚性较低或大惯量

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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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电瓶壳上，并注意外部电路避免与机体搭铁 ；蓄电池

周围避免火种接触 ；并注意通风良好。充电中，接线点要

牢固，避免因松动产生火花。

蓄电池固定不牢靠，若其松动会震裂壳体，造成早期

异常损坏。使用中应经常检查蓄电池紧固情况，必要时拧紧

固牢。维护时随意在蓄电池上用刮火的方法检查其存电状况，

极易引起大电流放电而爆裂，因此必须方法得当、操作正确。

安装时不可将卡子往极板上硬敲、硬打，以免致使极

柱敲脱或振坏蓄电池 ；接线紧固后，应涂抹润滑脂，以防

接柱氧化 ；当连接两只蓄电池时，应避免其正负极接触。

尤其冬天低温放电量在 25% 以下，应当立即补充电，

防止其电解液相对密度过低而冻裂壳体，必要时应采取保温

措施。夏天气温高，蓄电池不能在裂日下爆晒，以防温度过

高致使壳体变形，必要时妥善遮盖。预防蓄电池外壳破裂电

解液渗漏到电缆沟，引起线路短路产生火花，起火爆炸。

用，一只蓄电池至少可用两年以上，否则使用半年左右蓄

电池就会发生故障。因此，为使蓄电池能较长时间发挥功能，

必须严格执行蓄电池使用操作规范。

4  预防蓄电池突然损坏的措施

预防蓄电池突然损坏的措施如下 ：

在长时间充放电过程中，内部温度上升、电液发生化

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氢、氧气体排不出去；使内部气体骤增，

极易胀坏壳体，尤其夏天炎热，甚至发生爆炸。因此在使

用中应当注意检查蓄电池盖的通气孔，清理尘污和氧化物，

使盖体内外保持空气流通。

维护加注电液时若带进金属屑末或极板上的活性物质

脱落，在蓄电池内形成短路 ；或启动机使用时间过久，使

急骤放电，电解液温度急骤上升，电解液和气体急骤膨胀

造成爆炸。因此应正确使用启动机，任何导电物体不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