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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数据采集技术及在智能制造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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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详细介绍了现场数据采集系统的内容、方式，并以案例的方式介绍了该系统在智能制造系统中的作

用与应用，说明了数据采集系统在现代化制造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了现场数据采集

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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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in the field machining data collect
system( MDC) ． And we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s and effects of this system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IMS) by specific cases，explaining the importance of MDC in the modern manufacturing envi-
ronment． This study also points out some possible developments of the M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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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制造的内涵

智能工厂是现代工厂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在

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的技术和设备监控

技术加强信息管理和服务，清楚掌握产销流程、提高生

产过程的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上人工的干预、即时正确

地采集生产线数据，以及合理地掌控生产计划与生产

进度。它在数字化管理的基础上还需要体现其智能

性，单机的智能主要体现在单机本身所具备的强大的

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自学习能力，可

根据过往积累的经验来优化工艺和工作流程，适应现

场各种新的变化。从单机智能设备的互联，到不同类

型和功能的智能单机设备的互联组成智能生产线，再

到不同的智能生产线间的互联组成智能车间，智能车

间的互联组成智能工厂，进而由不同地域、行业、企业

的智能工厂的互联组成一个制造能力无所不在的智能

制造系统，这些单机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

及智能工厂可以自由地、动态地组合，以满足不断变化

的制造需求。
近两年来，随着工业 4． 0 概念的推广，各军工企

业、民企翘楚们也正积极准备推进智能制造技术，以实

现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个别地方也初步实现

了一些工业 4． 0 实践的初级样板。
工业 4． 0 的核心就是智能制造，其主要内容如图

1 所示。

智能制造不仅需要单项技术突破，也需要各种技

术综合集成。面对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

合的趋势，制造业迎来了巩固和强化技术优势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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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 3 个方面: 一是工业软件的机遇。
工业软件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和基础，企业资源管理

( EＲP) 、制 造 执 行 系 统 ( MES )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 PLM) 、可编程控制器( PLC) 等核心工业软件在制造业

中的地位愈加稳固。二是工业电子的机遇。集成了传

感、计算、通信的工业电子是智能装备的核心，如条码、
ＲFID 等识别技术，传感器、数控技术等在工业应用中愈

加普遍。三是制造技术的机遇。基础材料、基础工艺、
基础装备、基础元器件等传统制造技术与工业软件、工
业电子技术的结合，就构建了智能制造的恢宏大厦。

智能工厂包括智能化生产控制中心、智能生产执

行过程管控、智能加工中心与生产线、智能化仓储 /运
输与物流 4 个部分，其构成关系如图 2 所示。

2 数据采集的作用

传统意义上的 DNC 系统( 即狭义 DNC) 只注重设备

的数据传输与管理，而广义 DNC 的概念是将设备作为一

个信息的节点，将纳入到企业整合信息化的管理中，实

时、准确、自动地为整个信息系统提供及时、有效、真实的

数据，以实现管理层与执行层信息的交流和协同工作。
数据采集系统 ( 又称 MDC 系统) 就是广义 DNC

系统的延伸。采用 MDC 网络系统进行生产设备的联

网，并构建一个车间生产现场综合数据交换平台，包括

设备状态采集、车间工况数据采集和生产数据交换功

能等内容，其数据采集软件、工况数据采集器可以最大

程度地采集满足生产管理所需的工况数据，实现生产、
管理所需的数据、工夹具装备等资源信息的共享，它在

整个制造过程环节中承担着支撑平台的作用，是构建

智能制造的基石。
整个智能工厂的总体架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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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智能制造的总体框架图可明显看出 MDC
系统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MDC 网络系统的应用可

以最大限度地压缩辅助工时、基本消除生产设备的待

机和停机时间，从而改善设备的利用率。MDC 网络系

统可以解决不同种类、不同年代、不同品牌的生产设备

的联网集成，是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企业信息化建设

中生产过程数字化、智能化的有效工具。

3 现场数据采集的方式及内容

在生产现场，需要采集的信息类型主要包括人、
机、料、法、环等如下几种:

①人员数据: 人员编码，排班情况，上下班情况等。
②设备数据: 设备各种状态，运行参数等。
③工装数据: 工装编码，工装状态，刀具寿命，刀补

参数等。
④物料信息: 物料编码、位置、状态等。
⑤生产数据: 任务单号，产成品数，各类生产过程

信息等。
⑥质量数据: 各种检验 ( 首检，序检，终检) 结果

信息。
工单信息、人员信息和物料信息等更多地可以通

过条码扫描、刷卡、ＲFID 等方式来采集，简单直接，而

设备信息除了本身的各种状态外，还包括各类运行参

数信息，以及大量的控制信息，非常复杂。工装也可以

归结为设备，质量数据也越来越依据高精度的检测设

备来完成，所以，在现场数据采集中的最大量的工作就

是对设备的各种相关信息的采集。
应该说，在生产现场有各种各样的生产及其辅助

设备，如各类机加设备( 车床、铣床、加工中心) ，各类

检验检测设备，下料设备，冲压设备，运输设备，焊接设

备，电子板卡类生产设备( SMT、贴片、层压、丝网、点胶

等) ，高温炉设备，存储设备( 各式货架、立体库) 等等，

所有这些设备的通讯接口形态，通讯协议类型等各不

相同，为了满足所有这些设备的信息采集，就需要根据

具体形态开发对应的通讯协议。
生产现场的信息采集方式多种多样，比较常用的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3． 1 TCP /IP 协议的以太网模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数控设备配置以太网功能已是

大势所趋，而以太网方式的信息采集内容更加丰富，甚

至可以做到远程控制，是未来 CNC 的发展方向。目前

各主要数控系统厂商，如 FANUC、西门子、HEIDEN-
HAIN、MAZAK、三菱、大隈、FIDIA 等均配备了局域网

口，并提供了大量与其他系统方便集成的接口，据此可

开发出如下功能。
3． 1． 1 设备加工信息实时采集

通过局域网卡式的 MDC 网络，可以实时采集数控

设备程序运行的开始 /结束信息、设备运行状态信息

( 断电、开机、运行、空闲、报警等) 、系统状态信息( 编

辑、手动、运行、MDI 等) ，设备所有报警信息 ( 设备错

误、系统错误、操作提示等) 、程序运行内容( 程序号信

息、程序段信息、各种坐标值数据) 、操作履历数据、刀
具 /设备参数表、设备的实时坐标信息、主轴功率、进

给、倍率、转速等。
3． 1． 2 数控设备的加工限制

通过对数控设备的某些异常加工行为的及时限

制，从事后检查处理上升到事先预防，车间管理得到本

质提高，此功能对生产加工、设备安全、质量控制有很

大的帮助。
( 1) 数控设备的程序限制编辑

通过 DNC 网络，锁定设备上的程序编辑功能，无

论设备端的程序写保护是否启用，DNC 网络实时监控

数控系统中的程序变化，发现非法修改情况，立刻锁住

设备，防止非法加工。
( 2) 数控设备的加工倍率限制随意修改

通过 DNC 网络，锁定设备上的倍率开关，DNC 网

络实时监控数控系统的倍率开关的变化，发现非法修

改情况( 超出倍率变化范围) ，立刻锁住设备，防止非

法加工。
( 3) 数控设备的强制换刀

通过 DNC 网络，可以限制刀具的超寿命使用，当

DNC 系统检测到刀具的使用寿命超过系统的设置数

值，而操作工没有更换刀具，DNC 系统立刻锁住数控

设备。
( 4) 数控设备的限制加工

通过 DNC 系统，可以限制工件不良品的加工，将

DNC 与 SPC( 质量管理系统) 联网( 如三坐标测量机) ，

当 DNC 系统检测到某一个尺寸超过了系统的设置值

时或有尺寸不良趋势时，DNC 系统立刻锁住数控设

备，以防止批量不良。
3． 2 普通以太网模式

除了上述具备以太网开发包的数控设备外，在现

场还有大量采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带以太网接口的

设备，但没有给第三方软件开发商提供开发接口，如大

量的激光切割机，高精尖的检验检测设备( 三坐标，气

动量仪等) 等，这些设备可以通过网络传输生产需求

的各类文档 ( 如 NC 程序，设计图纸，生产任务信息

等) ，也可以及时传输检验检测报告，方便进行 SPC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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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这其中还有些设备已经将各种状态信息、运
行参数信息实时保存到本地数据库中，如自动立体库，

生产线监控系统等，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与数据库进行

集成即可满足实时采集要求。
对于这类设备需要根据设备的具体接口、工作形

态等方面随机应变，尽可能简单、快捷地提取到设备的

各类状态及运行参数信息。
3． 3 数据采集卡

此方法与生产设备的控制系统类型无关，只要能

与生产设备的相关 I /O 点、对应的传感器能连接上，采

用专用的采集卡即可采集到相关加工信息。目前可以

采集的内容有: 设备上电、设备断电、运行加工开始、加
工结束、设备故障以及设备的各种运行参数，如: 主轴

功率，各种压力、扭力、温度等信息。
此种方式适用系统为无串口以及无局域网络设

备，目前主要有如下两种方式:

( 1) 开关量采集卡: 主要采集设备的开关机，运行

的开始、结束、报警等信息。
( 2) 模拟量采集卡: 主要采集设备主轴功率、温

度、压力等模拟量。
目前市面上也出现了同时具备采集设备 I /O 点信

息和各类模拟量信息的混合型采集卡。
3． 4 组态软件采集

对于非数控类的采用 PLC 控制类的设备可以采

用组态软件( 比如: 组态王，力控组态，海得组态等均

可) 来直接读取 PLC 中的相关信息，包括 PLC 中保存

的各种状态的 I /O 点信息和模拟量信息 ( 如温度，压

力等，只要 PLC 中保存了即可) ，只要将读取的这些 I /
O 点信息和模拟量信息存入我们设计好的数据库中。
如图 4 所示。

组态软件是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兴起的一种新型的

软件开发工具，开发人员通常不需要编制具体的指令

和代码，只要利用组态软件包中的工具，通过硬件组态

( 硬件配置) 、数据组态、图形图像组态等工作即可完

成所需应用软件的开发工作。组态软件通过串口或网

口与需要采集设备的 PLC 相连，采用计算机采集、处

理数据，可实时输出各种曲线，从而提高了设备的监控

效果。
综合考虑，组态方式采集具有投入硬件少，连接方

便，稳定可靠，以及适应性强、开放性好、易于扩展、经
济、开发周期短等优点，针对工控应用来说是性价比最

高的。
根据自动采集方式的差异，分别实现如表 1 所示

功能。
3． 5 ＲFID 方式

通过 ＲFID 来采集人员、物料、设备、工装等的编

码、位置、状态信息，有些类似于条码扫描方式，需要在

人员、物料、设备、工装上绑定 ＲFID 芯片。此类方法

简单直接，但前提条件是我们事先需要将此类信息写

入 ＲFID 中。目前我们在人员、物料、刀具上开始尝试

使用此类方式，效果良好。
3． 6 人工辅助方式

对于很多非自动化设备或某些自动化设备不具备

自动信息采集功能的条件下，可以采用手工填表、条码

扫描仪、手持终端等模式实现。
人工辅助方式采集虽然由于人工的介入，不可避

免会带入人为误差，还会影响数据的客观性，在数据的

实时性和准确性上均有缺陷，但它非常灵活方便。这

种方式在数据的丰富性、适应性上是自动采集所无法

比拟的，弥补了自动采集的相关不足，是自动采集必要

的补充，二者相辅相成。
( 1) 手工填表

填表设备既可以使用专用的设备，也可以使用普

通 PC + 软件的方式( 即常说的 HMI 方式) 实现，此时

需要在车间放置若干采集终端，可以一台设备放置一

个终端( 简称 MES 终端) ，也可以几台设备共用一台，

建议此时计算机的配置可以不是很高，但建议采用工

控机，防尘、防干扰、抗高温等。
( 2) 条码扫描

采用条码扫描仪时，可以将常用采集信息打印

在一个条码模版上，条码扫描仪扫描的信息通过串

口输 出 到 DNC 服 务 端。如 图 5 是 条 码 扫 描 模 板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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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动采集方式可实现的功能

通讯采

集方式
功能要求 业务描述 备注

组态软件

设备状态 关机、空闲、加工、故障

运行参数

只要 PLC 中有此信息

即可采集。

各类开关量信息: 如开

关切削液，换刀，开关

门等。

各类模拟量信息: 如温

度，压力，主轴负载( 通

过主轴负载最大值判

断超负荷运转) 等。

报警信息 报警: 故障号，故障信息

所 有 带 PLC 的 工

控设 备 均 可 采 用

此方式，前提条件

是 明 白 PLC 中 各

位置的含义。

高温 炉，机 器

人，各类高精度的

仪器仪表等均可。

采集模块

设备状态 关机、空闲、加工、故障

运行参数

各类开关量信息: 如开

关切削液，换刀，开关

门等。

各类模拟量信息: 如温

度，压力，主轴负载( 通

过主轴负载最大值判

断超负荷运转) 等。

报警信息 报警( 无报警号)

适合 特 殊 的 无 串

口和局域网系统，

如 焊 机、冲 压 机、

机器人、切割机。

网络采集

设备状态 关机、空闲、加工、故障

加工状态

加工 件 数、位 置 坐 标

值、主轴负载、主轴转

速、进给速度、倍率、刀

具号、NC 程序名、当前

加工程序段……

CNC 状态
EDIT、 MDI、 MEM、

HANDLE、FＲEE ……

报警信息 报警( 有报警号)

远程监控

远程读取、设置设备的

各类配置参数、异常状

态时智能锁机( 如编辑

锁机，参数锁机，倍率

过大锁机，质量不良锁

机，异常待机锁机等)

适合采用网络支持

的设备，该方案 采

集到的数据最为齐

全，如 FANUC 0i

HEIDENHAIN i530

FIDIA

西门子 840D

MAZAK

三菱

OKUMA

…

( 3) 手持终端、手机上报

也可以采用移动手持终端、手机来采集上报，目前

可以支持安卓和 MOBIL 两种系统。
特别是采用手机方式，可以灵活地应用手机的拍

照、条码扫描、移动通讯等多种优势，可及时、有效地反

馈现场的各种过程化信息，应该会是现场手动采集的

一个发展潮流。

应该说，采用手动上报的方式，上报的内容可以是

多种多样的，对于所有生产过程化信息均可上报，如:

操作工编号、待机原因、合格品数量、工单信息、不良品

原因、图片和数量、故障原因、各类支持请求( 如: 维修

请求，上料请求，搬运请求，检验请求，程序下载等) 、
各类支持开始和结束( 如: 维修开始、结束; 调机开始、
结束; 检验开始、结束; 上料开始、结束) 。

利用上述采集到的各种生产现场数据，可以进行

多种查询、统计分析。篇幅关系，在此就不一一展开说

明了。

4 数据采集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应该说，综合采用上述各种采集方法，在现代智能

工厂中可以为上层 EＲP、中间层 MES 系统提供及时、
详尽的现场信息，为生产决策、计划调度等提供可靠的

依据。下面以 MDC 系统在无锡贝斯特智能工厂为例

说明其应用。
无锡贝斯特智能工厂是江苏省支持的智能工厂样

板工程，目前在建第三期，笔者承担的是第二期工程，

主要内容是:

项目场地: 贝斯特三期新工厂制造二部 2 号厂

房内的叶轮车间及 4 号厂房中间壳车间，以及涉及

到的配套 中 控 机 房 等 基 础 设 施 安 装 场 地，如 表 2、
表 3。



· 38 ·

表 2 现有自动单元情况

车间 生产线 工序 主要设备 CNC 系统 套数

4 号车间 中间壳桁架线 前道
双主轴车床，

三轴加工中心
SIEMENS 3

4 号车间 中间壳关节线 前道
双主轴车床，

加工中心
三菱 1

4 号车间 去毛刺 后道 去毛刺机器人 三菱 1

2 号车间 叶轮关节线 全工序
双主轴车床，

五轴加工中心
三菱 2

表 3 新上自动单元情况

车间 生产线 工序 主要设备 CNC 系统 套数

4 号车间 中间壳桁架线 前道
双主轴车床三

轴加工中心

SIEMENS

( 运动控制)
3

4 号车间 中间壳关节线 前道
双主轴车床，

加工中心

SIEMENS

( 运动控制)
2

4 号车间 去毛刺 后道 去毛刺机器人 FANUC 1

2 号车间 叶轮关节线 全工序
双主轴车床

五轴加工中心
SIEMENS 2

二期项目的主要内容: 通过组态软件及其它采集手

段，将 PLC 和 DCS 主控制器的状态信息、运行参数信息

采集上来，并进行各类统计分析，投放到中控室的监控

大屏上，以实现操作无人化，管理少人化的目标( 在目前

人员配备的基础上，能够最大程度地缩减现场人员) 。
当然，在自动化、智能化的基础上，不摒弃人员的

参与。人工作为系统功能实现的一部分，在足够充分

的信息基础上，系统提供必要防错功能的保护下，人工

开展生产运营工作。实现包含人的“自动化”，而不是

不包含人的“自动化”，通过系统功能的技术手段必须

做到闭环控制，确保人的参与和系统同样可靠。
整个系统的体系架构如图 6 所示，涉及到的各子

系统的关系如图 7 所示。
中央监控室的模拟效果图如图 8 所示。

5 数据采集未来发展方向

数据采集是实现数字化、智能制造的基础，只有完

美解决了底层设备的实时采集问题才能实现智能化程

度高的生产管控。为此，笔者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数

据采集将向如下几个方向发展:

( 1) 统一的通讯协议平台

目前数据采集的最大难点就是底层设备的通讯方

式、协议的千差万别，相互之间还互相保密，互不兼容。
未来几年内，随着通讯协议的标准化推进，相信各底层

设备将采用统一规范的通讯协议( 如 OPC 协议) ，该协

议对于第三方开发商来说都是透明的，广大的第三方

开发商可以为客户开发出大量的 APP 来满足用户各

种个性化的需求。
( 2) 移动式应用平台

象上面所描述的手机 APP 在信息上报中的应用

只是这种应用的开端，更多的手机 APP 将应用于现场

生产管理，同时，设备本身的智能化也大步提高，可通

过 GPS 或北斗定位系统实时将自身的状态、运行参数

发布到远程监控中心，未来将开发出更多的移动式应

用来远程 监 控 各 种 生 产 设 备，实 现 远 程 诊 断、远 程

维护。



· 39 ·

应用 UG 的质量检测工艺智能管理软件设计! ＊?

周阿维① 邵 伟② 刘 冲②

( ① 西安工程大学，陕西 西安 710048; ② 西安理工大学，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 为了提高数字化工厂中产品质量管理水平，降低产品成本，设计了一种 UG 平台的零件质量检测工

艺智能管理软件系统。该系统通过基于． NET 的 UG 二次开发技术，在网络环境下实现用户信息管

理、量具信息录入、检测特征自动提取与识别、检测排程和质量信息采集等功能，建立了集成产品设

计、制造、质量检测的数字化平台，并且给出了该软件系统的应用实例。实践结果表明，所开发的软

件架构可以满足质量检测工艺智能管理的要求，实现数字化制造升级中质量控制环节的升级。
关键词: 数字化工厂; 质量检测; 管理软件; UG 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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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oftware for quality inspection process using Unigraphics( UG)
ZHOU Awei①，SHAO Wei②，LIU Chong②

( ①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Xi'an 710048，CHN;②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048，CHN)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duc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duce the cost of products in the digital
factory，an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oftware system for quality inspection process of parts based on UG
platform is designed． Th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NET re － developing technology based on UG，and
can achieve us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measuring information input，detection features automatic ex-
traction and identification，detection scheduling and quality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and establish a digital platform for integrated product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quality inspection． In addition，the application example of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oftware sys-
tem of the quality inspection process is given． The practi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ftware architecture
developed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quality inspection process，and can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quality control in digital manufacturing．

Keywords: digital factory; quality inspection; management software; unigraphics re － developing

数字化工厂是未来企业设计制造的模式，它是 利用先进的现代设计制造方法如敏捷制造，


分布式

( 3) 大数据分析的引入

随着采集数据的规模、范围的不断扩大，采集数据

的容量也在飞速扩展，如何从现有数据中挖掘出有价

值的内容就成为必然，大数据分析的深入应用也就顺

理成章，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将作为设备能效智能优化、
业务智能重构提供有力的支撑，从而进一步推动智能

制造的发展步伐。

6 结语

总之，在当前的形势下，大力发展基础设备的信

息采集，将是我国制造业迈向数字化、智能化的 基

础，也只有把底层设备的信息采集问题进行了很好

的解决，迈向智能化的脚步才能更加稳固扎实，也希

望广大制造业企业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先从解决底

层信息的采集开始，逐步掌控底层设备的状态，积累

底层设备的运行参数，逐步找到企业的生产管理瓶

颈，从而找到彻底的解决之法，将企业的生产管理推

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 编辑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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