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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PC
HMI
基于ARM的嵌入式解决方案
远程I/O
远程维护和控制
可视化
IIoT和远程协助
控制

虹科

工业自动化 | 开放自动化解决方案

数字自动化技术

初入工业自动化领域
1979

ASEM（Automazione Sistemi Elettronici Microcomputer）由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enzo Guerra于1979年创立，最初是一家设计提供基于微处理器技术的工业自动化系
统解决方案的工程公司。

1983

专注于IT技术领域

ASEM进入IT领域，设计并生产兼容MS-DOS系统的PC，在80年代末占据了意大利PC
市场份额的6%。

1992

工业PC领域的领导者

ASEM进入IPC市场，设计和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PC，并在2000年之初奠定了在
意大利IPC市场的领导地位。
踏入自动化系统领域

2006

ASEM将产品线拓宽，成为一家自动化控制系统提供商。ASEM与一些主流的软件解
决方案提供商缔结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自己的硬件平台提供上层的软件服务，

如Premuim HMl以及CODESYS。ASEM的软件和系统技术支持部门于2007年成立于
Giussano（MB）。

软件革新

2011

UBIQUITY是ASEM第一个完全自主研发的软件平台，专注于远程协助领域，为上层软
件提供底层自动化系统和设备的访问能力。新版本的Premium HMl5也已经发布，展
示了数项新特性，如支持多点触控和多核处理器等。ASEM的软件研发部分于2012年

成立于Verona，同年，ASEM也在德国开设了一家销售办事处，便于与当地的0EM厂
商直接沟通。
2019

“冉冉升起”的UNIQLOUD

ASEM自主研发的UNlQ0上市，这是Hll领域的革命性解决方案，真正把响应性、模块化、
互操作性、灵活性和扩展性带入现实。同年ASEM推出了UNIQLOUD，这个云平台可以
实现广泛的集成服务。

产品创新

品

产

灵活性

持续性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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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M在工业自动化市场上的运作

数字自动化技术

开放的、标准的产品理念

ASEM秉持的"Open and Standard"产品理念源自
IC 领域，并坚信同样

的理念也正在改变着工厂自动化世界。同时，ASEM确保与工业自动
化市场上的主要专有标准和通信协议完全兼容。

值得信赖的可靠性

从产品的电子和机械设计，到主板的制造，再到最终的系统组

装，ASEM会直接控制整个流程。这种方式使ASEM能够不断提高
所有解决方案的工业化程度，并能通过优化元件和布线的安排，
实现产品最佳的可靠性和机械坚固性。

持续性-产品使用寿命和技术服务时间

完美的软硬件集成

ASEM开发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硬件与软件平台，从而将软件方案

完美地集成进任何配备最新技术IPC、HMI或PAC中 。

ASEM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承诺至少拥有7-10年的生命周期，并能提
供5年的技术支持和维修服务。

灵活的定制化服务

7/10 年

ASEM还提供客户定制化服务，无论是硬件、固件或者软件，都可以
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的需求。

产品生命周期

6/12 月

技术支持 & 维修

ASEM设计并生产多样化的IPC和操作面板，集成远程协助
（UBIQUITY）、可视化（UNIQO

HMI和Premium

End Of Life procedure

+5 年

HMI）、控制

（CODESYS）等软件功能，为客户的工业自动化应用提供完整的、
灵活的、可靠的解决方案。

从设计概念到最终成品
系统及电路板设计

电路板生产

ASEM 相关情况

• 电子设计

• 两条完整的SMT产线

• 位于意大利Artegna的ASEM总部

• 散热设计

• 光检查

• 位于意大利Verona和Giussano的研发与技术支持部门

• 机械设计
• 产品产业化

• 电路板AOI (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自动光学检查)
• 功能测试

板级电压测试（PCB钉床）、功能测试
老化检测

• 位于意大利Artegna，面积达10000平米的生产基地
• 位于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销售办事处
• 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的代理商

• 2012至2018年净销售额平均增长率为18%
净销售额[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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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无风扇设计的高性能IPC

面板式IPC系列

”体验可视化“

系列IPC的独特设计，使其能在紧凑的体积中提供高性能的硬件配置。开放与标准化技术的应用铸就了该系列先进、可靠的品质，并能

应用于绝大多数应用场景，满足所有挑战。

可扩展性

数字自动化技术
Digital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全新Q 系列的面板式IPC是最先进的硬件与卓越的显示技术的结合。面板式IPC是高性能PC技术与高品质LED

显示器的完美结合，可

灵活适应客户的应用需求，可选尺寸从7到24英寸。全新的流线型正面设计，可节约空间使用，并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体验。除此以
外，Q 系列设备是基于Atom、Celeron和Core i3 、i5、i7双核和四核处理器的低功耗、高性能的计算机系统。

• 机械特性:

全铝外壳

• 支持Intel最新的处理器技术

紧凑而坚固

• 多种硬件性能配置可选

• 多种可选的额外配置，最大程度贴近您的应用（如RS232,422,485,
各类现场总线等）

亮点

优雅的工业设计

正面接口保护

• 散热：

无风扇设计，即便使用Intel i7处理器，运行温度也能

• 顶部接口

在50℃以下

符合人体工学的布线
减少安装空间

预留A、B两个附加件接口，
提供高度的灵活性

亮点
7”-24”

Wide

• 完美的软硬件适配

防止电缆意外断开

IP66

可视化软件：Premium HMI、UNIQO HMI

• 正面接口

可选配置

可选配置

Wi-Fi

3G

PCI
PCIe

UPS

REMOTE

100m

up to

额外的串口,USB口,网口

PCI
PCIe

PCI/PCIe/Mini PCIe 插槽

带外置电池组的UPS电源

UPS

3G/ 4G (LTE)

额外的串口,USB口,网口

PCI/PCIe/Mini PCIe 插槽

带外置电池组的UPS电源（后置或分离式安装）

集成远程视频链接输出口

支持的总线协议

BM100

BM2250

BM2200

BM3300/BM3500

BM3400/BM3600

Intel Atom
x5-E3930, x7-E3950 - up to 2.00GHz

Intel Atom
x5-E3930, x7-E3950 - up to 2.00GHz

Intel Celeron J1900
up to 2.4GHz

7th generation Intel Core
i3, i5, i7 U series - up to 3.9GHz

7th generation Intel Core
i3, i5, i7 H series - up to 3.7GHz

支持的总线协议

QT2150&QT2200
Intel® Bay Trail™ platform

QT3200

QT2250
Intel®
Apollo Lake

Intel® Broadwell™ U
platform

QT3400 | QT3600
QT3300 | QT3500

Intel® Skylake™ U and Kaby Lake™ U
platforms

Intel® Skylake™ H and Kaby Lake™ H
platforms

QT5400 | QT5600
Intel® Skylake™ S and Kaby Lake™ S
platforms

QT系列面板式IPC非常适合在IIo 工业4.0环境中使用。不限于QT系列面板式IPC，Premium HMI或UNIQO HMI可视化软件的丰富功能可以在任何平板电
脑和HMI上使用。

除此以外，还有箱式IPC (PB 系列) 以及机架式 IPC (PR 系列)可供选择

PB2200 - 箱式IPC

4G

可拆卸的SSD/HDD硬盘

可扩展性,硬件性能

VIDEO LINK

Wi-Fi

3G/4G (LTE)

可扩展性,硬件性能

up to

IP66 防护等级面板

内置远程协助软件UBIQUITY

控制方案：CODESYS SoftPLC and SoftMotion

更好地访问可移动设备，如CF卡和电源

4:3/16:10/16:9比例可选

无风扇设计

ATEX zone 2/22 防爆等级

安全远程协助方案：UBIQUITY

提高信号/警报的可视程度

最小化设计框架
7-24英寸

PR40xx - 机架式IPC

Industrial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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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自动化技术

坚固的臂架安装IPC和显示器特别适合在恶劣环境下的人体工程
学工作站中使用

MH和MHR系列工业显示器是对工业PC的理想补充

臂架安装IPC和显示器是紧凑、无风扇和符合人体工

高质量制造

程学设计的系统：

• 方便安装
• 与普通安装臂架系统兼容

• 可提供15.6 "至24 "宽屏格式的显示尺寸
• 全IP65铸铝底架，粉末喷涂防刮处理

• 高分辨率LED TFT显示屏，1600万色，最高可达全高清
（单点或多点触控）

• 电阻式（单点触摸）和电容式（多点触摸）触摸屏

VK系列

基于第五代英特尔® U平台强大的Celeron和Core™

、i5和i7处理器，系统的性能可以进行个性化配置，

以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

• 通过选择处理器、RAM和大容量存储空间
• 通过增加可选的接口

通过特殊的无尘室工艺制造，高品质的前框和真平面触摸屏，使面板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使用。
• 提供铝制、rueFlat
多点触摸屏

铝制和rueFlat

不锈钢前面板，带5线电阻式触摸屏，以及rTueFlat

铝制前面板，带P-CAP

• 专为制药和食品饮料行业开发的IP69K版本

RVL和MHR系统

• 远程视频链路(RVL)系统，用于IPC和显示器之间的长
距离传输

• 最远距离为100米
• 可作为系统解决方案集成到IPC或显示器中
• 也可作为第三方制造商的独立解决方案

基于网络应用的浏览器面板

• 通过自定义按钮区域

RT45

完整的附件

丰富的配件和IP65外壳中可自由配置的按钮区域完善了
整套方案。

V3 200 和

臂架安装系统的按钮区

域完全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在订货时进行配置，并允许
前面板操作，以便进一步修改和替换。

Linux
ARM Cortex A9 1GHz
i.MX6 DualLite

RT50

Linux
ARM Cortex A9 1GHz
i.MX6 DualLite 或 QuadPlus

RT100

Linux
Intel Atom x5-E3930 x7 E3950 高达 2.0 GHz

The RT 系列 – 还原到最好的状态

所有的嵌入式系统都有一个带有ASEM设计的Linux操

设备非常吸引人。

提供以下功能：

高分辨率显示屏，1600万色的时尚正面设计，让这些
• 1600万色的高分辨率显示器
• IP66防护等级
• 显示屏尺寸从4.3 "到21.5"
• 经典或宽屏格式

• 可提供带5线电阻式触摸屏的铝制和rTueFlat 铝制前

面板，以及带P-CAP多点触摸屏的rTueFlat 铝制前面

板

作系统的映像，其中包括ASEM系统管理器(ASM)，它
• ASEM智能更新，允许本地或远程更新操作系统

• 备份和还原功能，有效、安全地管理操作系统的备
份，并快速还原备份

• 调查连接问题或访问系统日志的诊断工具

虹科

UBIQUITY SOFTWARE

Industrial
Automation
工业自动化
|| 开放自动化解决方案
Open
Solutions
Available for Win 32/64, Win
CE and Linux
platforms,
withAutomation
the same functionalities

UBIQUITY ROUTERS

Also available with extended temperature range
数字自动化技术

IEC 62443-3 security certified

• Remote access to any automation device, via Ethernet, serial or USB interface
Remote Access

安全的远程维护和控制的
创新解决方案

• Integrated 2G/3G/4G-LTE modem (RK21, RK22)
•
•
•

工业自动化应用的
跨平台软件解决方案

Modem

• Integrated WiFi inteface (RK21, RK22)

Cos’è UNIQO HMI
UNIQO HMI è la nuova piattaforma software di visualizzazione di ASEM basata su
un insieme di componenti progettati per la realizzazione di applicazioni industriali
compatibili con architetture ARM e x86 con sistemi operativi Linux e Windows.

WiFi

CROSS-PLATFORM
UNIQO HMI è completamente compatibile con qualsiasi piattaforma hardware
e sistema operativo.
L’architettura ottimizzata assicura sempre lo sfruttamento massimo delle risorse
hardware e la migliore possibile esperienza utente.

基于面向对象编程的概念，ASEM开发了一个全新的软件，通过跨平台技术和
完全模块化的设计，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灵活性，全新的动态方法。

VK3200-TFM
24”
Maniglia perimetrale

x86

Q PLATFORM

为机器制造商设计的远程协助和控制解决方案UBIQUITY，允许对远程系统及其子网络进行操作，就像在自己的
办公室一样。

UNIQO HMI ha un’architettura altamente modulare basata sul’utilizzo dei
componenti del framework Q PLATFORM, l’insieme dei componenti software sviluppati da ASEM per la realizzazione di applicazioni di automazione industriale.

Q STUDIO

• Programmable system update with scheduler

• Safe internet sharing with LAN subnet devices

UBIQUITY 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允许在远程工厂操作，就像他们直接连接到企业网络一样。它可以让技术支持
团队解决任何问题，无需现场协助，大大降低了售后服务成本。

Q STUDIO è l’innovativo ambiente di programmazione integrata per la realizzazione delle applicazioni UNIQO HMI. Ha un’interfaccia di programmazione visuale che permette l’utilizzo combinato di mouse e tastiera ottimizzando il flusso delle azioni eseguite dal programmatore, minimizzando lo sforzo.

ARM

UNIQO HMI RUNTIME

UNIQO HMI Runtime è il componente software che installato sui sistemi
esegue le applicazioni UNIQO HMI progettate con Q STUDIO.

该解决方案在机器安装和调试过程中非常有用，可以监控远程应用，修改和更新软件应用，远程调试PLC和其
他自动化设备。

• 模块化和跨平台软件
• 完全基于OPC UA
• OPC UA服务器和客户端的集成使传统
PLC通信驱动和OPC UA之间的网关功
能得以实现
• 在runtime 使用 "实时模式 "对项目进行动
态更改，无需繁琐的机器停止和耗时的
新项目规划
• 融合最先进的方法、技术和面向对象的
程序设计
• 与任何自动化设备通信
• 通过样式表对界面进行简单的调整
• 通过模块化和可重用性，大幅减少开发
工作

面向未来设计的

完全基于

UBIQUITY 是一个软件，独立于特定的硬件和不同的操作系统，runtime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x86和基于
ARM的系统）上使用，如装有Windows、WinCE和Linux的IPC、HMI或路由器。

UBIQUITY
Control Center

UBIQUITY
Runtime

Web App or
VPN App
(for Android)

UBIQUITY
Router

PAC
PLC

PLC
IPC

Sensor

IPC
PLC

Sensor

PAC
PAC

Sensor

PLC

PLC
IPC

Sensor

IPC
PLC

Sensor

PAC
Sensor

UBIQUITY
Server Infrastructure

VPN tunnel

，

是工业4.0和IIo T应用的理想工具。HMI的所有功
能和属性都被建模为对象，并在OPC

UA信息模

型中进行映射，确保最高程度的互操作性。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集成允许在传统的通信协议和
之间实现网关功能。准备用于需要与上级系统
（包括
、
或任何其他监控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场景。
在 "实时模式 "下，可以在 runtime 对项目进行更改，而无需耗费大量成本的机器停机和耗费时间的新项目工程。这
样就可以在调试期间进行调整，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实时纠错或对用户界面进行更改。
可视化可以一次设计，在runtime动态匹配特定的机器配置。
用户界面可以在调试阶段通过学习机器模型自动建
立，保持未来变化的灵活性。

UBIQUITY路由器:

UBIQUITY 路由器完善了远程维护产品的范围。路由器作为一个即用型
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对任何自动化设备的远程访问和监控。

UBIQUITY 路由器使用集成2G/3G/4G LTE调制解调器或W-LAN选项的

UBIQUITY路由器，可以在没有有线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对系统和机器进
行远程维护和控制。

UBIQUITY RM系列路由器 结合了数据采集和监控与远程维护和控制的
优势。RM系列可以直接访问PLC或其他自动化设备。可轻松实现数据记
录、归档、报警和信息监控与转发和通知等功能。

• 工业VPN
• 直观的解决方案
• 不需要IT知识
• 远程维护和控制
• 根据IEC62443-3认证
• 与机器制造商共同开发
• 支持调试和故障排除
• 兼容任何工业通信协议
• 对用户、设备、连接数没有限制

Industrial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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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具有远程访问和功
能的HMI

数字自动化技术
Digital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LP系列-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控制系统的新领域
术语PAC -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 表示紧凑型或混合型模块化控制器，它结合了基于PC架构的控制系
统与典型PLC -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特点和功能。

HMI45

Linux
ARM Cortex A9
1GHz i.MX6 DualLite

HMI50

Linux
ARM Cortex A9 1GHz i.MX6
DualLite 或 QuadPlus

多用途

WinCE
ARM Cortex A9
1GHz DualLite

Linux
Intel Atom x5-E3930 - x7
E3950 高达 2.0 GHz

基于Linux操作系统的操作界面配备了UNIQO
非常适合工业4.0环境下的应用

LP40

HMI100

HMI，

• 经典或宽屏格式

• 可提供带5线电阻式触摸屏的铝制和rueFlat 铝制前面板，以及带
P-CAP多点触摸屏的rueFlat 铝制前面板

• 1600万色的高分辨率显示器

• ARM Cortex A9 or Intel Atom E39x processors

• 显示器尺寸从4.3 "到21.5"

• UBIQUITY PRO

• IP66防护等级

• UNIQO HMI

• 完美集成自动化工程的辅助部件
SoftPLC

SoftMotion
CNC

• ODESS SoftMotion

涵盖了所有

的运动功能，从单轴的运动管理
到3D的CNC插补

• IEC 61131-3标准所提供的可能性
对任务的复杂性没有任何限制

在不同平台之间移植项目
一个项目可以在不同的平台
和操作系统之间进行移植，
而不需要对应用程序或开发
工具的设置进行重大改变

Linux
ARM Cortex A9 1GHz i.MX6
DualLite 或 QuadPlus

实际的产品组合包括多种性能，从基于ARM
A9

CPU的LP40开始到基于Intel

LP3600。

Core-i

LP2200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Intel Celeron
J1900 2.00GHz

Cortex
CPU的

ASEM PAC具有带超级电容器的集成MicroUPS或带集
成电子元件和外部电池的UPS，两者都具有512kB
MRAM（磁阻RAM），用于保留数据管理。除了

CODESYS是领先的独立于制造商的IEC 61131-3工程
控制系统自动化软件
在一次开发中实现灵活的
PLC和运动逻辑控制

LP50

在一个灵活的开发工具中使用5种
不同的编程语言

• 文本编辑：
IL（指令列表）低级语言，用于快
速操作
S （结构化文本）结构化编程的
高级语言
• 图文编辑:
LD(梯形图)允许编程器实际上将继
电器触点和线圈结合起来

FBD(功能块图)允许用户对布尔和

模拟表达式进行快速编程

FC(顺序功能图)适合于顺序过程的
编程

SoftPLC外，它们还提供同时执行PremiumHMI或

UNIQO人机界面可视化和UBIQUITY远程协助软件，
代表了 "准备自动化 "系统的新前沿。

CP50 - 集成了控制、远程I/O、HMI和远程协助的面板PAC

面板PAC CP50是全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它集成了控
制、 、HMI和远程协助等功能，特别适合小型机
械。
• 1600万色的高分辨率显示器
• 显示尺寸从7 "到18.5 "宽屏

• A可提供带5线电阻式触摸屏的铝制面板和带P-CAP
多点触摸屏的TrueFlat铝制前面板

• ARM i.MX6 DualLite/QuadPlus
• 带EtherCAT或Modbus TCP接口的集成远程I/O接口
• 包括UNIQO HMI、UBIQUITY和CODESYS
• 集成I/O的完全模块化和可配置性
• 广泛的I/O模块

LP3600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Intel Core
i3/i5/i7

如果对上述产品有所兴趣，欢迎来电洽谈。

hongconsys.com

虹科

sales@hkaco.com
400-999-3848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99号
科汇金谷三街2号701室

各分部：
广州 | 上海 | 北京 | 西安 | 武汉 |
深圳 | 成都 | 香港 | 台湾

更多案例

hongconsy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