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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研究与思考
吴 朋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401121）

摘 要：制造业服务化和信息化是当前制造业发展的两大趋势，也是助推实现制造强国宏观战略的重要手段。仪控装备

作为制造业的重要装备，对其进行服务化和信息化方面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仪控装备进行智能化改造，并融合全

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就能构建出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从而推动制造服务化和信息化雏形的形成。本文以

仪器仪表产品设计、加工、运维过程缺乏数据模型和集成化管理的问题为导引，对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的研

究展开了一些思考。全文从系统总体层次入手，重点在数据模型、数据获取、数据集成、数据应用及服务和安全等五个方面对

研究思路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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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t present, servit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are the two major trends of manufacturing indus-

try development, and also the important means to realize the macro strategy of boosting manufacturing power. Intelligent instruments

and control equipment are the important equi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o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servit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aspect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dea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PLM, according to two problems that

the design, processing, operation, maintenance of instrumentation products lack of data model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the paper

spread some thinking on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system of intelligent instruments and control equipment research. The whole

paragraph introduce system level, and then give some brief introduction in system level, data model, data acquisition, data integra-

tion, data application and service, and safety in total fi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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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的制造业市场随着改革开放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市场，

国外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展开了激烈的市场

竞争。充分挖掘企业的各种资源，通过创新来提升产品的竞争

力，已经成为市场和企业经营者密切关注的焦点，传统的单纯

制造型行业正随着竞争加剧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开始向新型

制造服务业态发展。在业态发展过程中，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理念扮演了巨大的推手角色，有力推动着制造服务化、信息化

的转变。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Product Lifecycle Man⁃
agement）是全球制造业新的管理理念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为

用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协同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各项

活动。从国外成功实施PLM的企业来看，PLM不但给他们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在综合竞争力方面也为他们带来了无

可比拟的优势[1]。

如今，PLM从国外进入中国，开始推动国内传统制造业逐

渐向服务业态转变发展。在国内，PLM逐渐应用在船舶、汽

车、飞机制造及离散制造业，在流程制造业中涉及不多。因

此，本文拟从流程制造业典型的仪控装备入手，就仪控装备产

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的研究展开一些思考。

1 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思路

流程制造业中的传统仪控装备在其产品设计、加工、运维

三个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数据模型，同时缺乏集成化管理的手段

和方法，导致全生命周期管理与仪控装备难以融合，最终导致

仪控装备制造水平低下，严重制约了其行业的服务化转型发

展。

（1）缺乏统一的数据模型

仪控装备产品过程数据在设计、加工、运维各个生命周期

相互分割，各个周期过程的数据是彼此独立的“数据孤岛”。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三个周期过程缺乏一种统一的数据模

型。没有统一数据模型，数据与数据之间不能互联互通，共享

信息。

针对缺乏数据模型的问题，可以考虑结合仪控装备产品的

特点和过程特性，在数字工厂标准基础上作一些改造和研究，

设计一种适应于仪控装备的开放性的数据模型。

（2）缺乏集成化管理

仪控装备的网络信息单一，装备智能化程度低下，难以适

应于集成化管理。在传统的流程制造业中，仪控装备的传输网

络不是全数字通信网络，数据传输速度慢、控制调度周期长、

网络带宽有限、只能传输单一的控制信息数据、不能叠加服务

信息数据的传输、更不能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和获取；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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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控装备智能化水平不高，仪表以传统检测或者执行类仪表为

主，自身只具有单一的检测或者执行功能，自身传递的有效信

息数据不够丰富，自身的功能单元只能实现关键控制信息的处

理，难以实现服务信息处理的功能拓展，不能对自身进行诊

断、预判和预防性维护，缺乏可智能化的基础，难以提升产品

现场和远程运维能力。

基于仪控装备的现状，为提升装备可靠性，实现产品全生

命周期过程的集成化管理，利用信息化手段助推制造升级，必

须对传统仪控装备进行创新改造。研究智能仪控装备，通过实

时控制系统实现数据实时性传输，通过智能仪表实现数据丰富

性、智能化服务，可以为适应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创造物质

条件。

2 系统总体层次

基于前文提出的问题，拟针对性的构造出智能仪控装备产

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系统总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设备

层、数据层、集成层、应用层。

图1 系统层次

在设备层，通过研究现场运行过程检测技术，解决智能仪

控装备数据采集过程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等问题，提升智能仪控

装备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及时性，研制更加智能化、高可靠、

自动化的智能仪控装备，达到数据采集自动化、实时化的效

果，更好地适应工业应用的安全性和远程可维护性需求。

在数据和集成层，通过研究全生命周期数据模型，解决智

能仪控装备在设计、加工、运维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数据源彼此

独立、相互封闭、数据难以在各信息系统之间交流、共享和融

合的问题，规范智能仪控装备全生命周期数据结构，统一数据

模型，通过数据提取、转换和加载及企业服务总线构建智能仪

控装备全生命周期集成数据仓库，消除用户、制造企业、合作

伙伴（设计院、科研机构）在装备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信息

孤岛”问题。

在应用层，通过研究面向故障与效率的数据关联分析技

术，可以解决用户无法获取第一手数据不能对现场工艺快速有

效升级；用户缺乏实时获取客观数据和装备现场过程诊断信

息、关联设备互诊断信息的装备；无法有效评估装备健康水平

及其寿命预测等问题。为了提升智能仪控装备研发设计、加工

制造和运维效能、故障与效率数据分析的准确和及时性，设计

智能仪控装备全生命周期数据应用系统，为用户和制造企业

（运维服务）、合作伙伴（设计院（模型和算法研究服务）、科

研机构（工艺优化服务））提供设计、工艺、测试和维护的数

据分析服务，达到其设计、生产和运维服务可靠、高效和快速

的效果。

3 系统核心

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层次较多，涉及的

环节复杂、技术难度大，层次内部的各种处理机制、理论纷繁

复杂。鉴于篇幅有限，下文仅从数据模型、数据获取、数据集

成、数据应用及服务、安全等五个方面对系统的研究思路作一

些简单阐述。

3.1 数据模型

基于智能仪控装备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特征和装备特征，构

建适用于仪控装备管理的数据模型，是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数据统一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目前，产品各个生命周期过程及过程内核心元素、特征数

据复杂多样；标准模型不具有开放性，无法兼容多元数据和设

备。基于数据模型研究这个目标，可以尝试从集成管理框架、

数据仓库、数据描述模型、元素关系模型和功能模型等多个方

面进行研究。

图2 集成管理框架

因此，可以考虑在数字工厂标准 [2]基础上融合自动化特

征，对装备多种信息加工，形成全生命周期数据框架；基于

IEC标准，从兼容更多多元设备和特征数据入手，抽取基础数

据模型、规范化数据属性和参数，构造开放性的全生命周期数

据仓库和功能模型；借鉴现场设备集成(FDI)、现场设备工具

(FDT)技术集成各种过程模块，从而创建融合丰富信息可拓展

的数据模型，以达到在标准的基础上开放性地兼容多元设备和

多元数据。

3.2 数据获取

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要管理数据，必须

解决数据来源问题，否则就是无源之水，难以发挥系统巨大的

管理功能。然而，传统的仪控装备，其装备网络承载能力较

低，规模较小，难以适用于全生命周期大规模数据的传输；其

次，传统仪表其智能化程度较低，可提供的数据信息有限，不

能适应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自我调节。因此，必须对仪控装

备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当传统仪控装备变为智能仪控装备，

才能有效解决数据怎么来的问题。

（1）对传统装备网络改造

传统仪控装备网络只是功能单一的控制型网络，只能支撑

控制数据，缺少服务信息及其传输条件；传统管理系统的数据

获取手段多以人工录入的信息化手段进行，没有实现对数据的

自动获取。只有在传统装备基础上进行智能化改造和技术升

级，解决数据获取的手段问题，才能真正使得仪控装备产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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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全生命周期管理。

通过智能化改造和升级，系统就可以自动获取并同时传输

服务和控制两种不同的数据，从而为丰富数据传输创造条件。

同时，优化控制网络调度算法和管理机制，提高系统调度效

率；改造两线制通讯，设计多路点对点并行通讯和全数字高速

通信，可以提高实时性和并发通讯数，同时扩大网络规模。

（2）对传统仪表改造

在传统仪表基础上进行智能化改造，也是仪控装备智能化

的必备手段。传统仪表功能单一，只是单纯的检测功能，缺少

服务性的功能，尤其缺少联网服务、故障和工况诊断；总线型

仪表多以两线制接入系统，但主变量有限不能传输服务型信

息，并且向外提供的数据信息不丰富；此外，运维过程多以人

工现场维护为主。

通过智能化改造，可以在仪表本体功能基础上增加自检

测、关联检测、适应性调整和远程维护等智能功能。仪表就可

以提供丰富的数据，并替代人的现场运维活动，提高全生命周

期管理的运维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考虑研究一些技术方法，

比如：诊断电源、传感器开路、短路、AD转换、外部时钟源

异常、CPU 复位、寄存器故障、环路电流监控、存储器

（E2ROM，RAM） 校验、线性电源输出等软、硬件故障诊断

等，为系统运维服务提供现场故障预判和分析的真实数据，提

高自动运维能力。此外，针对设备现场运行过程预测性维护和

故障检测问题，可以考虑研究压电式传感器检测应力波，构建

应力波分析系统，从而构建一套预测性维护体系；其次，对于

一些特殊环境干扰，可以考虑研究适应性调整技术，从而提高

仪表的多适应性，克服外界干扰，提高测量精度。

综上，智能仪控装备通过智能控制系统自动获取内容丰富

的实时数据，通过多种智能仪表（物位计、流量计、分析仪、

压变、温变、定位器、电动执行机构等）实现智能活动，包括

自诊断、关联诊断、远程维护、对应用环境的自适应等功能，

实现产品在运行中自动化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并为用户现场安

全提供可靠保证。通过智能仪表完成自检、和对环境、设备的

关联检测，从而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最为丰富的数据；

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控制数据和服务数据两种不同的丰富信

息的自动化获取，提升装备网络接入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能

力。

3.3 数据集成

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有了源源不断的数

据来源，就要考虑对纷繁复杂的数据如何集成管理。仪控装备

检测数据种类繁多并且实时数据量庞大，同时装备的服务型数

据信息更为巨大，存储、管理及可视化等方面都缺乏有效支

撑；数据应用访问涉及到多种平台；此外，大规模数据更新的

缺乏高效的处理手段。

综合考虑数据的规模、处理效率、管理的便利等方面，可

以考虑融合海量数据云存储技术、数据服务接口封装技术、实

时数据仓库等技术来实现智能仪控装备的全生命周期数据集

成。采用海量实时数据云存储可以存储设计、加工、运维数据

和控制、服务信息等多种数据，从而解决各类实时数据及大规

模数据量的存储问题，并保证数据库稳定及数据的安全性；采

用分布式可扩展性跨平台数据服务接口封装技术实现实时和非

实时数据服务接口的封装，从而实现跨平台操作及接口通用访

问；采用实时数据仓库技术和实时调度算法实现更新数据触

发、捕获和集成，为大规模实时数据提供高效处理手段。

3.4 数据应用及服务

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解决了数据的集成

化管理问题，就可以发挥其数据应用及服务功能的巨大作用，

也是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的最大价值所在。通过管理系统可以

优化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浪

费，提到单位有效价值；通过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健康运维，维

护、维修和大修都能高效进行，还能构建一套装备寿命评估体

系，在装备出问题之前就已经预测性地给出提示，并对可能或

正在发生的一般性故障进行远程自动修复，从而降低装备运维

成本，提高装备无故障运行时间，保障功能可用性和可靠性；

此外，管理系统将装备产品的所有生命周期过程整合到了一

起，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数据可以在装备产品的生命周期链条

上互动传递，从而实现制造方一方唱独角戏转变为制造、使

用、研究等多方共享共赢商业价值，以带到和挖掘巨大的数据

服务市场。

（1）优化生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通过以系统获取的各种实时数据为基础，可以进行系统

级、设备级模型研究，从而优化产品的设计过程、加工过程，

进一步高效、准确地提高产品质量;通过系统级控制仿真、设

备级数字信号处理、现场运行故障模型的相关研究，实现生命

周期的优化；此外，在管理系统中，基于数字信号采集实时数

据建模，基于应力波分析和故障模型，借助数据统计方法、智

能学习的过程质量优化和控制算法、仿真优化方法，可以较为

准确地实现系统级控制仿真和类真实仿真优化，从而优化产品

运维，提高产品对复杂多变的应用环境的适应性，进一步提高

产品运行可靠性和可用性。

以设计仿真来说，常规仿真时以理论进行仿真的系统级控

制优化方法复杂，优化效果不佳，缺少实时数据素材。而基于

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一种效果更为优越的数据应用——基于实时

客观数据的建模与仿真，它和实验室基于试验数据或者样本数

据的建模仿真不同，它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建模与仿真，因为有

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真实实时数据为数据基准，因此可以有效

提高建模和仿真水平，从而优化产品设计和加工。

（2）健康运维

维护、维修和大修 （MRO，Maintenance, Repair &
Operations）是产品在使用和维护阶段所进行的各种维护、修

理、大修和操作等工业产品服务活动的总称。装备的良好运行

对企业生产至关重要，一旦停机将会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实施

MRO服务，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促进制造企业向

产品服务领域延伸价值链。[3]

在传统应用中，设备健康管理问题导致装备不安全事故频

发；设备健康管理缺少对设备寿命预测和维修决策功能，从而

降低了设备在运行阶段的预测性维护能力；此外，设备健康检

查、维护多以人工为主，不但效率较低，而且维护成本居高不

下。

通过在管理系统中进行健康运维管理，可以实现故障诊

断、健康评估、寿命预测和维修决策等功能。系统通过相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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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建立故障传播模型，基于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形成健康评估，

同时融合寿命预测功能，最终形成视情维修决策，提高预测性

维护能力；通过分析装备健康涉及的流程，基于自动获得的数

据信息与专家知识库和运维经验库进行比对，预测故障发生的

时间与位置，并且确定设备寿命，在事故或者装备寿命终结发

生前提前告知；通过建立故障模型，结合诊断算法和寿命预

测，综合构建健康评估体系；基于健康评估和故障预测结论，

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分析预警级别，查询决策知识库并制定维修

决策，报告管理系统；最终根据决策控制执行层自动对设备进

行一般性故障修复和预防性维护，不能进行自动修复的重大故

障告知给系统相关方，从而有效降低人力维护成本，实现能自

动维护就自动，难以自动的再人工辅助。

（3）互动的数据服务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带来的互动数据服务是真正实现

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可以带来巨大商业

价值的功能所在。

现代服务环境下制造服务主要围绕制造的服务和制造向服

务延伸，这类服务创新是一种社会化资源配置和创新，指制造

价值网上的多主体间（如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制造企

业与客户等）对服务资源进行社会化配置，利用服务资源耦

合，整合创新要素，开展无形性、概念性的创新增值行为或活

动[4]。

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实现的互动服务包括方案可定制化和

方案多适应性、多方互动和全生命周期循环升级的服务模式。

系统构建知识管理系统和渐进式自学习知识库，从单纯在企业

自身实现知识互动延伸到在企业、设备制造方、使用方、科研

方、设计院和工程咨询方之间实现基于真实数据和数据衍生品

的知识互动。

系统实现闭环数据服务功能，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统一和实

时客观数据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循环和升级，促进产品性能和

用户工艺的升级；基于实时、远程、真实数据实现应用和服

务，为制造企业、用户、科研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最为丰

富的信息，提供仪控装备性能提升、终端用户使用过程保证、

健康管理和工艺包优化等实时仿人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

期管理系统本身之外的增值服务。

图3 互动服务

系统为用户、企业、科研机构、设计院多方提供数据服

务，多方以数据为维系参与其中。系统将多方数据再次融合，

优化并提升各个生命周期过程，从而促进全生命周期循环升

级。

3.5 安全

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将自动化数据和信

息化数据融合到了一起，将本地企业数据和远端用户数据融合

到了一起，这种数据融合会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自动化大数

据时代的信息保护和信息安全问题。

自动化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保护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首

先，数据信息是企业、用户的资产，通过网络传输，就必须确

保资产拥有者对数据的所有权，也就是数据访问和管理的用户

权限问题；其次，经过公共和私有网络传输的数据，必须使用

安全手段、加密、验证、授权等安全机制，来保证数据信息安

全，也就是数据的保护问题，这是系统提供商必须解决的问

题，要对数据负责；再者，数据互动服务，使用用户、企业等

各方的数据，要经过数据拥有者的授权，这是尊重知识资产的

表现。

同时，随着自动化装备和大数据时代的融合，设备内部都

会内置芯片和关键软件，自动化网络从上到下都是一张智能化

的网络，每个部件、设备都是一个智能终端节点。随着节点之

间数据的共享和传递，安防边界的范围正在无限变大；企业的

内部网、设备的远程网和互联网正在融合，所有企业都在向互

联网服务升级；随着网络的互联，设备、用户的隐私也存在着

被暴露的风险；网络数据一旦被入侵、破坏、篡改、伪造，有

可能会影响到控制网络的安全，因此关注控制网和服务网络的

安全机制和措施至关重要，它决定着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的深

度和规模。

4 结束语

制造业服务化和信息化是当前制造业发展的两大趋势 [5]，

研究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正是适应于这种趋势所

进行的尝试，随着研究的深入，系统将会释放出强大的生命

力，挖掘出更为巨大的市场价值，不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

益，还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尽管研究的道路崎岖漫长，但是在企业主导、多方合作之

下，充分利用国内外现有技术基础、应用现有仪控装备研究及

IT成果，发挥制造企业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同创新优势，

终将逐步攻克各项关键技术，最终完成构建智能仪控装备的全

生命周期集成化数据管理系统，并在行业中形成示范应用，成

为助推实现制造强国宏观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 周康渠,徐宗俊,郭钢,制造业新的管理理念——产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J].中国机械工程,2002(15)13.

[2] 王春喜,王麟琨,张桂玲, 数字工厂和自动化资产通用参考模型[J].仪

器仪表标准化与计量,2012.2:19-22

[3] 李 浩,纪杨建等,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复杂装备MRO集成模型[J].计算

机集成制造系统,2010(16)10:2064-2072.

[4] 龙 跃,现代服务环境下制造服务创新的内涵与外延[J].华东经济管

理,2012(26)7:67-70.

[5] 顾新建,张栋等,制造业服务化和信息化融合技术[J].计算机集成制

造系统,2010(16)11:2530-2536.

智能仪控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研究与思考 吴 朋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