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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亭IIC MICA
集成化工业平台

優勢
通過生產環境服務器和計算機的虛擬化實現成本節約

通過現有設備的模塊化可升級性確保投資安全

通過簡單的集成方式來節省時間

通過用戶可選的編程語言實現間接成本的降低

模塊化工具包
MICA是包括硬件與軟件模塊工具包在內的集成化工業項目整
體平台。客戶利用該工具包可設計和開發自己的定制產品或解
決方案。

與Raspberry Pi Beaglebone、或微型ATX計算機不同，MICA 
硬件采用緊湊型工業強度環境密封式壓鑄鋁外殼，並配有工業
標准插頭連接器。

整個系統可輕松實現擴展，添加客戶設計或指定的硬件和軟件
組件。例如，所有電路板均通過標准USB接口進行通信，因此
用戶、浩亭或第三方供應商可設計和采用定制型電路板。

借助我們的全新的獨立於編程語言的虛擬工業計算技術，您可
方便且安全地添加自己的軟件應用。這可讓您利用您選擇的編
程語言和 IDE 快速開發新的軟件應用。

虛擬工業計算
集成化工業將真實的生產環境與IT虛擬世界整合在一起。MICA旨
在讓來自兩種背景的開發者快速有效地實現項目。

我們的模塊和開放式平台基於Linux操作系統打造。獨特的虛擬工
業計算層實現了成熟可靠Linux技術的創新式整合，讓您的現場系
統虛擬化應用無需承擔運行傳統虛擬機所需的間接成本。

運行應用程序的容器包含所有應用所需的庫文件和驅動程序，從
而避免了包依賴性和不兼容性。

容器之間的通信基於IP實現。您甚至可以在一個物理系統內混合和
匹配操作系統，例如，在一個容器內運行Debian Linux，而在另一	
個容器內運行基於Linux 的 BusyBox。

安全性
集成化工業依賴於高級別的連通性和網絡連接。這就讓安全通信和身
份驗證變得非常重要。浩亭采用全系統方案解決此類問題。每個機盒
均配有用於可靠安全身份驗證的可信平台模塊(TPM)芯片，並可支持
SSL和VPN安全通信。

在應用層，MICA的虛擬工業計算技術將每個容器沙盒化，消除惡意程
序意外的相互作用或操作。

硬件技術
為了方便原型制造、尋址和集成，硬件模塊之間的所有通信均通
過USB實現。

外殼配有多個能夠供應24V直流電的可重構式IO端口。MICA計算
裝置可通過以太網供電(PoE)，也可通過外接24V DC電源供電。

堅固耐用的電子器件封裝在堅固、緊湊且環境密封的鋁制外殼內，並
配有工業標准M12插頭連接器。所有組件及外殼均接受過常規工業及
鐵路標准的檢測與驗證。

應用領域示例
RFID讀寫器

雲網關

生產控制系統

生產設備層面的SAP集成

PLC編排

AI，中性網絡或模糊邏輯控制器

預測分析系統

為實現集成化工業(在德國稱為工業	4.0)的充分利用，為硬件、軟件以及系統設備尋找全新的解決方案尤為重要。	

最關鍵的是，從采集傳感器數據、編排PLC系統到與數據中心和雲端的通信，有關此類緊湊堅固型解決方案的需求正日益增加。這些技
術能夠讓創新型公司設計出更簡單、更模塊化乃至性價比更高的未來生產系統。	

浩亭IIC MICA能夠讓我們的客戶和合作伙伴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少的停工時間快速實現工業集成化項目。

浩亭IIC MICA提供全套工具包，包括定制化及可擴展的硬件和軟件模塊以及API(應用程序接口)和方法，讓客戶能夠利用浩亭獨特且業內
領先的虛擬工業計算軟件平台整合其自己的硬件和軟件。

卓越的可靠性和支持服務
開放標准和開源軟件的謹慎使用可讓您快速完成硬件和軟件解決
方案的原型制作和開發。同時，嚴格的質量控制和前瞻設計可確
保硬件和軟件仍可在未來的生產系統內使用。

此外，我們還可提供服務級別協議、延長保修、長期可用性合約
以及技術支持和現場服務	。

MICA基礎型，配備PoE和GPIO

MICA可選配RFID模塊和不鏽鋼壁式安裝件

供電及網絡印刷電路板、CPU和定制件	(從右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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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和物聯網的虛擬化
Karsten Walther博士和Jan Regtmeier博士

虛擬化
虛擬化已成為服務器和雲基礎架構中的一部分。其可實現的諸
多技術與經濟優勢，包括：

最大限度減少所需采購和維護的服務器數量

可擴展性良好

資源共享簡單方便

系統和應用可實現具有更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沙盒化

在大多數情況下，通過在基礎操作系統上運行管理各個虛擬機
的管理程序來實現整個操作系統的虛擬化(參見圖1)。每個虛擬
機內均包含可用於運行單個應用程序的完整操作系統。

這種方法也存在某些缺點，其中包括：

每個虛擬機內均包含必須進行管理、補丁和維護的操作	
系統

操作系統的	CPU	間接成本和內存使用較大

這些缺點至今一直阻礙了嵌入式系統對虛擬化的廣泛采納。

利用Linux容器實現輕量級虛擬化
Linux容器(LXC)不使用虛擬機，但使用所謂的容器。每個容
器並不包含完整的操作系統，而是僅包含運行特定虛擬環境所
需的內容：代碼、運行引擎、庫、系統工具、及應用程序。所
有容器均共享單一內核——雖然處於隔離保護的內存空間中。	
(圖2)

RAMI 4.0 – MICA上的集成化工業層
工業4.0參考架構模型(RAMI 4.0)由德國標准機構ZVEI和VDE聯合	
開發，其包含能夠描述集成化工業所有關鍵部分的三維坐標系
統。通過這種方式，復雜的相互關系能夠細分為更小更簡單的簇。

垂直軸上的六層用於通過設備虛擬映射分層將設備各部分描述為
其性能結構層。這種表述方法最初源自於信息與通信技術，采用
這種技術時，復雜系統的特性通常被細分為很多層。

單純的泵、傳感器或線性電機通常無法與IT系統通信、或者彼此相
互通信。然而利用條形碼、RFID或其他識別方式可為其分配唯一
ID以及虛擬表示。這種虛擬實例包含所有相關特性和設備功能。

物聯網 -集成化工業
集成化工業的目標是將IT世界與生產整合在一起。但迄今為止虛擬
化尚未被納入生產的考慮因素。物聯網和集成化工業正在將越來
越多的軟件引入生產環境。將虛擬化引入小型計算機和嵌入式系
統，以獲得和其他IT系相同的優勢，如：簡化管理、提高硬件資源
使用效率、以及通過生產系統沙盒化提高安全性，這將是一個自
然的過程。遺憾的是，傳統虛擬化所增加的間接成本對於制造環
境所使用的嵌入式系統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容器可將應用程序置入沙盒並與操作系統隔離，且不存在傳統虛
擬化的缺點。容器不存在硬件仿真層，但擁有其自身的進程。進程	
在	獨	立	的	內	核	命	名	空	間	內	運行。由Cgroups對資源進行管理，因	
此每個容器均可分配必要的資	源。實	際	上，容	器	架	構	可	提	供	與
BSD-jails和Linux VServer類似的chroot環境。但在易用性方面比
chroot超出很多，同時比完整虛擬機簡化很多。

這種小規模虛擬化能夠讓容器幾乎瞬時啟動，且可讓進程速度與裸
機接近。

容器使用的基本技術已經出現數年，但始終較為復雜，難以用於長
時間運行。但從2013年開始隨著雲技術的迅速興起以及後續虛擬
機數量的指數級增長，已經讓容器成為IT的主流，並在可用性方面
獲得了大幅提升。

就最基本的層面而言，容器就是一個包含應用程序、庫以及運行所
需文件的文件系統。	

生產環境虛擬化
浩亭IIC MICA(模塊化工業計算架構)是首個可在生產制造用嵌入式	

MICA容器可為所有實例及容器內RAMI層提供一種自然的封裝方式。
這意味著所有實例和層均有唯一的IP地址，由此無需通過與物聯網或
工業集成化原理一致的方式就可對其進行訪問。換句話說，與MICA連
接的任何傳感器或執行器均可通過IP網絡進行識別和訪問-不論其新舊
如何，或其支持何種協議。

將物聯網改造成遺留系統
這意味着，諸如僅支持	S0	之類前	 IT	協議的傳感器或者簡單的模擬電
壓也能夠在容器內實現虛擬化，並可通過網絡利用容器的	IP	地址進行
訪問。

在更為復雜的情況下，MICA	能夠聚合多個來源的數據，或者能夠編排	
PLC	或類似設備。例如，其能夠以	PLC	的原生數據格式讀取	PLC	的
數據，轉換數據，以及將數據送往	SAP	Mii	之類使用	OPC	UA	的	ERP	
網關。反過來，其可從	ERP	以	JSON	對像方式下載工作流，將其編譯
為PLC	程序，並將其傳送至	PLC，然後指令	PLC	運行該程序。

這種方法讓用戶能夠快速方便地將遺留系統整合到	MES系統、ERP	系
統或雲端。

集成化工業為車間帶來了更多的信息技術和軟件。虛擬化能夠實現很大的經濟和技術效益，因此過去十年中已經成為了服務器群組和雲
的標准。另一方面，虛擬機顯著增加了間接成本，這一因素阻礙了虛擬機在生產環境常用的嵌入式系統中的應用。在新研發中，Linux容
器能夠提供在小型計算機和嵌入式系統上使用的虛擬化方法。與完全虛擬機不同的是，容器不模擬硬件，並且與使用標准Linux技術的基
礎系統共享單一內核。此外，容器將應用封裝在沙盒內。這種方法可以讓所有應用乃至所有傳感器或執行器在容器內實現虛擬化，並獲
得自身的IP地址。

圖1：利用虛擬機(VMs)實現的傳統虛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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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連接世界企業工作單元站控制設備現場設備產品
圖2：利用LXC容器實現輕量級虛擬化

圖4：參考架構模型工業4.0 (資料來源：ZV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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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MICA—緊湊型設備的虛擬化

系統上實現虛擬化的系統。(圖3)利用精簡基礎操作系統上層的Linux
容器，能夠在無需傳統虛擬化間接成本的情況下實現現場設備的	
虛擬化。

每個應用程序均以沙盒模式在其容器內運行，容器內亦包含所有必要
的庫文件和設備驅動程序。這樣可完全消除包依賴關系或不兼容性。
容器之間均采用基於IP的通信，這種方式可為應用程序之間提供簡單
安全的應用程序接口(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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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亭 IIC MICA

優勢
專為惡劣工業環境而設計

依照工業及鐵路標准測試

開放式模塊化軟件理念

硬件可適應，可升級

工業連接器

以太網或12 / 24 V DC電源供電

技術特點

系統性能 1 GHz ARM處理器

1 GB RAM

4 GB eMMC

支持最大32 GB閃存

(微型SD閃存卡)

接口 以太網(TCP/IP)10/100 
Mbit/s；全規格802.3

2 USB A推挽式(僅MICA USB)

輸入/ 輸出 最多8個可配置IO(12 / 24 V)

電源

電源	 12 / 24 V DC(± 5%)/	
以太网供电(PoE)

電流消耗	 最大500 mA

診斷(LED) 2個LED實現設備狀態可視化

操作系統 Linux(內核3.x.x)

名稱 零件編號

MICA基礎型 20 95 000 0003 00

MICA USB 20 95 000 0002 00

MICA RFID

RF-300 EU/FCC 20 91 105 1101
(支持LLRP)

RF-310 EU/FCC 20 91 105 1211
(支持LLRP及OPC UA)

RF-350 EU/FCC 20 91 105 1111
(支持LLRP及內嵌ALE 1.1中間件）

選配件

DIN	導軌安裝適配器	 20 95 200 0004

壁式安裝套件	 20 95 300 0007

M12 X-coded以太網電纜(1 m)*	 09 47 841 1001

M12 X-coded以太網電纜(2 m)*	 09 47 841 1002

M12 A-coded電纜組件(2 m)*	(IO/外部供電)	 21 34 840 0C79 020

Ha-VIS饋線TNC/TNC-RP, H155 PVC, 3m 2093 204 0121

設計特點

外殼材質	 主體：鋁，粉末塗層

前蓋:	玻璃纖維強化高性能塑料

外形尺寸(W x H x D)	 132 x 86 x 35mm

安裝在DIN導軌上	 DIN導軌安裝套件(參見選配件)

環境條件

工作溫度	 -25 °C ...+55 °C

存儲溫度	 -25 °C ...+85 °C

相對濕度	 5 % ...95 %(無冷凝)

振動	 EN 60 068-2-6 
10 Hz至150 Hz:0.075 mm/1g

衝擊	 EN 60 068-2-27 
加速度：30 g

規範與安全

EMC	 EN 301 489

低壓指令	 EN 60 950

人體曝露	 EN 50 364

RoHS合規性

鐵路	 依照EN 50155進行測試

概述
MICA是一種極為堅固的工業及鐵路認證工業計算機，依照IP67
和成熟的工業及鐵路標准接受測試。

所有組件的設計使其均可在惡劣的工業環境下實現超常長使用
壽命。

模塊化硬件和軟件設計讓用戶、開發工程師和系統集成商能夠
以快速、高性價比的方式實現集成化工業。

*	長度僅為示例，其他長度可根據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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