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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现场仪器仪表—
迈向工业4.0的智能之路
Christoph Käemmerer
ADI公司

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不断将人类进步推向新的高度。技术发展历

变送器除了所含的其他组件之外，主要利用微处理器，包含使变

史上的巨大飞跃（或里程碑）称之为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已经

送器智能化的软件。然而，现场仪器仪表的智能功能并非只能存

迈入一个新阶段：工业4.0。

储在微控制器的软件中。诊断和其他安全功能也可以集成到其

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蒸汽动力和水力生
产、大规模电气化生产以及计算机技术，第四次革命的重点则
转向了数字自动化工厂。企业全面广泛运用数字自动化技术，通
过自动控制提高效率。不仅可实现预测性维护，还可以提高产
量和供货效率。通过完全联网的操作，可以更好地规划供应路
线，降低仓储成本，确保提高利用率。在需求不断上升的时代，

他半导体模块（例如，模数转换器ADC）中，这样微控制器就可
以包含更多处理软件。智能变送器通常使用标准的4 mA至20 mA
的电流环路，这限制了变送器的最大功耗。因此，各个元件的功
耗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使用低至3.2 mA的报警电流，此限
值为3.2 mA。对智能变送器的发展趋势包括低功耗、小尺寸空间、
更多功能、更好的性能、安全考虑和预测性维护（图 1）。

机器停机的代价非常高昂。联网控制工厂有利于规划，从而有
助于预防生产中断。
工业4.0时代的重点不仅仅是发展新设施。如何继续充分利用和
扩充现有基础设施，以实现数字工厂的快速摊销，是从成本角
度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智能工厂的运营者来说，收购
成本（越低越好）和是否需要重大结构性变更（最好是不需要）
是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必须评估的重要标准。实现智能工厂的一
个关键方面是采用拥有智能处理能力的现场仪器仪表（即所谓
的智能变送器）以支持工厂监测和诊断，以及与其他新增现场
仪器仪表联网。这些智能变送器可以分布在整个工厂中，不同
的传感器可以互连，并且可以对以前没有联网的部件进行监控。
现场仪器仪表是实现工业4.0的通用基本智能单元。这些单元需
进行更周详的考虑，以仪器仪表为例，它可以与各种传感器（如
电阻温度计、热电偶和压力传感器）配合使用。
智能变送器是由当今常用的现场仪器仪表发展而来的智能现场
仪器仪表，它完全由环路供电，或者由辅助电源补充供电。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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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面向工业4.0的智能变送器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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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变送器框图。

典型的智能变送器信号链如图2所示。这个仪器包含一个传感器

还会损坏连接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而良好的绝缘通常能

和一个ADC，通常由模拟前端和模拟预处理单元组成。数字信号

够抗衡环路供电型现场仪器仪表的电流限值；本例中使用的是

从ADC经过隔离栅送入微处理器，然后进入接口。在当今的工厂

ADuM1441数字隔离器。低数据速率时，该器件所需功率比以前的

自动化中，通常采用一个4 mA至20 mA接口的2线解决方案。这需

解决方案要小很多，因此在给定的功耗限值内可以提供充分的

要一个数模转化器 (DAC)。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通道 (HART) 协

绝缘。

议允许双向使用该接口。如果控制室也兼容HART，则可以通过
HART协议传输更复杂的流程，从而通过现场仪器仪表可实现更
多应用。

除了AD7124和ADuM1441单元之外，另一个现场仪器仪表元件
是微控制器。通常使用基于ARM ® 的微控制器，如ADuCM3027/
ADuCM3029。它们的有源功耗小于38 µA/MHz，是智能变送器的理

下文详细介绍了每个元件的作用，并展示了一个特别高效并可节

想之选。ARM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同时也非常适合安

省空间的范例电路。该电路采用ADI公司的模块构建，可满足工

全相关的应用。ADuCM3027/ADuCM3029还具有AES-128/AES-256加

业4.0的所有要求，具有高精度、低功耗的特点。图3显示的是电

密技术，可以启用额外的安全功能。这些微处理器还集成了智

路框图原理图（上图）和实物图片电路图（下图）。

能软件，可通过编程执行诊断，例如对AD7124进行校准以确保现

传感器连接至模数转换器；本例中为AD712424位Σ-∆ ADC。该ADC

场仪器仪表提供精准的测量。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模块。它集成了节省空间的模拟前端，无需外

H A RT协议允许对现场仪器仪表进行智能设计，而无需太多基

部仪表放大器和运算放大器。AD7124可灵活设计为具有4个或8个

础设施要求。它可用于4 mA和20 mA电流环路，当然这需要一个

差分输入，与各种传感器搭配使用。此外，这款ADC具有可编程

HART主设备和一个HART从设备。用户利用HART可以在现场仪器

电源，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无源温度传感器需要三种不同的

仪表和PLC之间建立数字连接。这将在控制室和现场仪器仪表之

电源模式。这使得功耗设计非常灵活多变。

间创建一个智能连接。为了实施HART，需要有一个HART调制解调

输出数据的精度和速率取决于电源模式的选择。因此，现场仪器

器连接至兼容HART的DAC。这些器件必须高度集成并且功耗极低。

仪表也有可能在3.2 mA的功率限制以下工作，与功能更强大的微

这两个因素—小尺寸和低功耗是实现工业4.0的前提条件。

处理器或其他传感器连接以实现并行测量。AD7124还具有各种

HAR可以在现有的电流环路上实现数字通信，但需要HART调制解

诊断功能，包括：

调器将信号调制为干净的电流信号。AD5700超低功耗HART调制

将所有数据读取/写入有效寄存器

解调器专门针对此用途而开发。

仅将有效数据读入寄存器

现代现场仪器仪表的最后一个主要元件是数模转换器。在工业

验证电压调节器 (LDO) 彻底去耦

4.0的场景中，这个器件也必须具有低功耗和高集成度。DAC是整

验证ADC调制器和滤波器性能是否符合规格

个电路的关键组成部分，要尽量将周边器件集成到DAC中，而不

验证是否过压或欠压

是占用更多PCB空间。为整个现场仪器仪表供电的线性调节器就

这些防范措施不仅有助于轻松 达到安全 设计标 准，而且还可

是一个例子。它还可以与PLC通信，从而执行仪表的控制和监控。

以通过HART协议传送信息，提前规划现场仪器仪表的维护工作。

AD5421是一个可与HART调制解调器很好地协同工作的DAC。

由于提高了可用性和降低了维护要求，工业4.0意味着效率的大
幅提高。

本文所描述的信号链是兼容工业4.0的环路供电型现场仪器仪表
的一种可能设计，可用于压力或温度测量。这个智能变送器可用

现场仪器仪表的绝缘是另一个关键因素。绝缘不充分会产生接

于智能监测、控制和反馈，特别适合于满足小尺寸空间和低功耗

地回路和过压，这不仅会损坏仪表，而且在通过2线连接传输时，

要求。ADI公司的精选模块的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的新挑战。

图 3. 参考电路的原理图（上图）和实物图片示意图（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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