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 Siemens MindSphere 
连接棕地设施

了解如何做到将每个工厂都打造为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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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凯捷咨询估计，从无到 
有建立汽车智能工厂的成 
本 在 10 亿 美 元 到 13 亿 
美元之间，差不多相当于 
升级现有设施的 200 倍 1 

13 亿美元
在现有的制造工厂中，老旧却仍可正常运行的设备十分常见，但这些设备的使用寿命仅剩几年时间。将这些 
资产连接到现代化、以云为中心的物联网 (IoT) 系统是实现数字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寻求利用其当前资本工厂 
投资的企业的必经之路。

但是，将较为老旧的资产连接到工业物联网是一项大工程，通常看起来过于复杂。幸运的是，这些因素都使 
棕地数字化（即使用传感器将设备改装为可随时连接物联网的设备）对制造商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大，同时 
也更易于实现：

连接棕地环境

工业物联网的进步

•  基于成熟的超大规模云端技术，涌现出经验证且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

•  工业物联网应用程序和解决方案日渐盛行

附加传感器的面世
•  物联网传感器可安装在不具备此类传感器或者需要更多此类传感器的现有资产上

•  传感器成本下降

概念验证 (poC) 的加速
•  “按需付费” 云定价应运而生、传感器成本降低

•  企业仅需最少的投资即可建立物联网试点

•  可逐步实现数字化，无需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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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业物联网变得越来越易于实施，但企业在试图对现有制造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时仍面临几大挑战。将一系列 
不同的机器连接到中央位置颇具挑战性，原因在于： 

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现已开发出许多物联网解决方案用于专门解决这些障碍。MindSphere® 是西门子公司的工业 
物联网即服务解决方案，能够以极为灵活和安全的方式解决不同老旧机器的连接问题。

棕地互联有多复杂？

原有设备的传感器过时 
或数量不足，或者根本 
未安装传感器

处理系统仅与本地连 
接，未与云端连接

生产线和工厂相互 
脱节、彼此孤立

安全性问题 缺乏 IT 或运维 
技能

异质性：不同机器类型 
和品牌的协议各不相同

缺乏用例或未能与业务 
目 标 明 确 对 应 ， 导 致   
PoC 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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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联网项目都在实 
施阶段功亏一篑，原 
因在于数据采集方法 
不当 2

80%



mindSphere 如何连接棕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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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数十年的工业专业知识，MindSphere 解决方案可利用广泛的西门子技术和业务合作伙伴，为最多样化的 
环境提供创新型连接选项。MindSphere 独家提供：

   
安全资产上线

     
边缘和云端数据转换与分析

   
双向加密的数据通信

   
随时可用及随时可部署的应用程序和解决方 
案，用于快速提升投资回报率 (rOi)、降低 
成本和提高质量

我们来看看 mindSphere 如何实现这一切。

我们已见证了  80% 的车 
间 都 借 助 mindsphere  
连接解决方案实现了开 
箱即用的连接，而其余 
车间也同样可进行配置 3



为了将机器、产品和零件连接到工业物联网，需要启用几大连接层，其中包括资产、本 
地网络和云端。

Siemens MindSphere MindConnect® 解决方案套件可提供切实可行的选项，使每一层 
都能实现快速、灵活和安全的连接。

连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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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每个监控的资产都必须有与要测 
量的每个参数相对应连接的传感器。

   
本地网络：传感器将数据发送到聚合 
器或网关，一般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或特定网关设备。

  
本地数据采集、转换和分析：聚合数据 
分析可能会在边缘进行，以做出以速度 
为核心的决策。与此同时，数据还将发 
送到云端以实现跨多个位置的聚合以及 
开展诸如模型优化等更高级别的分析。

   
云端：从一个或多个网关采集的数据可 
安全独立于和 / 或结合其他工厂数据和 
系统数据，以进行更复杂的分析和优 
化。将数据移至云端可增加更快、更强 
大和更经济的计算、存储和内存资源的 
数量。

下面来详细了解下各层所包含的内容：



利用 mindSphere 实现连接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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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虽然传感器协议种类丰富多样，但凭借 MindSphere，一切尽在掌握之 
中。既可使用已有的传感器，也可安装自选的传感器。

网关

MindConnect 提供的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可支持大量的协议。

部署

•  云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和位置部署 MindSphere：在拥有超大 
规模用户的公共云上，例如 AWS、Azure 和阿里巴巴云；在虚拟私 
有云上；在私有本地云上（借助西门子、IBM 和红帽联合推出的统 
包式解决方案）；或在混合云环境中。

•  边缘：在边缘运行分析，以实现低延迟分析

•  本地部署

mindSphere 支持的协议
mindSphere 支持开箱即用的协议： 

•  OpC-UA

•  modBus/rTU 和 modBus/TCp

•  reST

•  mQTT

•  CAnBus

•  Siemens S7+

•  GpmC (nand), mmC, Spi, i2C, CAn 

•  mcASp, mmC, 4 Timers, XdmA interrupt

•  GSm/GprS/hSpA

•  GnSS (GpS/GLOnASS/Galileo)

•  嵌入式 ip 功能

•  Fanuc Focas

•  Sinumerik pL

•  ieC 61850

•  mT Connect 

•  + 持续不断配置的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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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提供众多硬件和软件网关，可满足任何制造商的需求。

硬件和软件网关：
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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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mindConnect ioT 2040：用于采集数据并将数据传输 
到 MindSphere 的入门级、预配置的设备。由于数据 
读取周期可达到每秒 30 个数据点，因此 MindConnect  
IoT 2040 可充分适用于更小的生产环境。

mindConnect nano：用于采集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  
MindSphere 的预配置设备。该设备的数据读取周期高 
达每秒 250 个数据点，可持续监控工业过程和近乎实 
时的业务见解。

软件
 
mindConnect LiB：MindConnect LIB 是一种软件开发 
套件 (SDK)，可实现客户自编程，或用例特定的连接代 
理。该套件支持通过安全的网络连接将现场数据加密 
传输到 MindSphere，以启用基于云的应用程序和服 
务。该套件还几乎能与每个资产都实现连接，为更加 
深入了解您的业务创造灵活性。

mindConnect 软件代理：这是 MindConnect 固件的经 
济、 虚 拟 表 示， 可 安 装 于 支 持 Hyper-V 的 Windows  
10 系统上，还可将所有现有的硬件连接到 MindSphere。

mindConnect edge Analytics：可从各种各样的数据 
提供程序收集大量的数据（高达 50Khz）并计算边缘 
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将计算的 KPI 和预处理的数据 
发送到 MindSphere 开展进一步计算和分析。

mindConnect integration：可将多个数据系统连接到  
MindSphere。通过使用基于浏览器的工具对数据值映 
射进行图形化配置，MindConnect Integration 可提供 
灵活的工具，利用 MindSphere 将企业系统和数据记录 
系统引入相关环境中。

mindConnect ioT extension：这是一个连接层，用于 
增加可直接与 MindSphere 通信的协议数量。支持各种 
现场协议以及更大范围的可与生产环境中的资产直接连 
接的硬件连接代理。

了解有关 mindSphere 连接选项的 
详细信息。

https://www.dex.siemens.com/mindsphere/connectivity


西门子 MindSphere 提供软件、硬件和专业服务的连接选 
项，旨在通过将现有设备集成到互联的工厂中来最大程度 
提高对现有设备的资本投资，然后使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始终保持最新。 

借助先进的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MindSphere 为从边缘 
到云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来自互联产品、工厂和系统的 
数据，优化运营，打造更优质产品，并部署新的商业模 
式。 

要想了解连接设备有多简单，立即获取
mindSphere 免费试用账户。

实现棕地互联的正确 
解决方案

http://mindsphere.io/start/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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