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数字集团的iFIX 2022

高性能HMI/SCADA可以提高生产力

和控制能力
01 在基于Web的集中配置中通过面向对象加速开

发

采用iFIX基于Web的集中配置环境中的最新面向对象功能，用户可以快

速：连接到PLC等结构化数据源；浏览PLC资产层次结构以及其他IGS和

OPC UA数据源；创建对象和模型模板（如容器和泵等）、对象实例和

PDB标签；使用现代化的基于Web的结构化数据库管理器；并在模型场

景中可视化iFIX图片和图形对象。通过在iFIX和Proficy Historian中自动

创建标签，可以极大减少配置需求。

通过使用设计即安全的数字证书确保Web客户端与SCADA服务器之间

的信任度，从单个Web浏览器实例访问和管理整个网络中所有iFIX节点

的数据。多名HMI/SCADA开发人员可以通过网络上任何位置的Web浏

览器同时处理同一个项目。 审计日志和可视化线索可以对更改进行跟

踪，从而帮助确保工程开发符合最高企业标准。

02 流程行业演示案例和开箱即用的高性能HMI

演示案例

为了帮助工程师快速创建正确的用户体验，iFIX提供了现代化的演示案

例（水/废水、食品饮料、制药、化工、电力）以及通过高性能HMI概

念设计的预定义对象和模板。 利用丰富的基于ISA标准开发的相关功能，

例如高性能图符、报警搁置和基于模型的可视化，减少开发时间和成

本，提高操作员的响应能力和保证正常运行时间和质量。

04 通过设计即安全的技术和最佳实践降低风险

iFIX利用了各种开放的安全标准，如OPC UA、数字证书、Web令牌等，

所以您可以放心部署。基于GE数字集团的Red Team 渗透测试，iFIX可

以通过文件、共享存储和注册表设置的ACL权限；通过自动提示升级时

了解安装更新；以及其他改进功能进一步降低安全风险。此外，将GE

数字集团的《iFIX安全部署指南》作为建议的最佳实践。

成果
• 在基于Web的统一配置环境中通过面向对象减少开发和部署时间及成本

-包括自动创建iFIX和Proficy Historian标签的能力

• 现代化界面、集中可视化和ISA 18.2报警管理功能，加快了操作员的响应
速度

• 采用高性能HMI布局和基于模型结构的场景驱动导航，提高态势感知能
力，缩短故障排除时间

• 通过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提高OEM、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的交付能力
-易于创建可重复项目

• 基于Web的配置，最小化维护时间和成本

• 设计即安全的标准通讯规约，为您的供应链提供实时数据馈送

• 通过原生SCADA冗余确保最高的可靠运行时间

iFIX 2022依据高性能 HMI准则设计而成，改进了操作员决策，

加快了响应速度。

John Franklin，Arizona Electric Power Cooperative

逻辑系统管理员

“iFIX是连接各种设备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还没有发现 iFIX无法克
服的困难。”

03 随时随地实现您的可视化需求

得益于我们广泛应用的HTML5兼容客户端（如Proficy Webspace和

Proficy Operations Hub），iFIX画面可随时随地在台式机、平板电脑或

智能手机上传递信息，而无需考虑终端因素。

不管什么内容，仅仅看一眼，操作员就应能识别出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要采取哪些行动。他们要快速发现出了什么问题，如何高效解决问题。

iFIX HMI/SCADA解决方案，让智能操作员左右逢源。iFIX被全球数千

家工业企业使用，是GE数字集团Proficy产品家族的一部分，可以更快

提供运营见解并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加快系统集成商实现价值的速度。

iFIX 2022提供多项重要更新，可缩短解决问题的时间，降低总体拥有

成本，并增强员工协同的能力。这些功能增强包括：改进支持设备差

异性的建模、通过OPC UA和IGS简化PLC和控制系统的标签浏览、通

过Quick Installer加快更新等等。iFIX 2022还通过改进单服务器规模降

低总体成本。此外，iFIX 2022支持云基础架构，以降低硬件成本、实

现集中管理运营并简化远程访问，从而提高可视化能力，延长正常运

行时间。

通过强大的工业级SCADA和高性能HMI提高生产力和过程控制能力



GE数字集团的iFIX 2022

特性
2022版新功能

更快生成解决方案

• 建模增强（支持替换和表达式），可支持设备差异性

• 通过OPC UA和IGS简化PLC和控制系统的标签浏览操作

• 缩短更新时间 - Quick Installer

• 简化身份验证管理，并提高安全性 - SSO、嵌套AD组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 面向中小型应用的无限客户端产品（iFIX Complete）

• 通过云基础架构（Azure VM、AWS VM和混合云）降
低硬件成本

• 提高单服务器规模 -每种数据类型64,000个标签

赋能员工协同

• 一次性构建iFIX画面，即可跨设备使用

• 利用云基础架构实现集中操作和远程访问

iFIX HMI/SCADA：全球数千家企业使用的行业领先创
新产品

• 开放灵活的客户端/服务器HMI/SCADA，实现对过
程设备的机器级监控

• 通过现代化的ISA 101 高性能可视化标准实现高速
扫描、报警和控制

• 在正确的时间为操作员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保持
工厂高效运行

• 通过完整的可视化工具库实现对任何情况的支持，
已在数十个行业中应用

• 多种客户端选项，应对各种现场情况

• 拥有各种可用选项，高可用性，报警通知，支持
CFR 21 Part 11（电子签名）

• 可扩展 –灵活调整点或标签数量直至无限点，企业
级可视化和高度分布式架构

• 包括OPC UA服务器和原生OPC UA客户端驱动（可

选）

• 通过我们的工业网关服务器（IGS）选项可以灵活
选用70多种基本驱动

• Proficy Operations Hub集成：从iFIX发布模型和画
面，通过浏览器构建新的基于Web的画面

时至今日，面对铺天盖地的报警，SCADA能做的已不再
只是监测和可视化了。iFIX 2022能优化您的运营活动，
提供主动决策支持，帮您的团队取得关键业务成果。

了解更多

有关硬件和软件要求的信息，请查阅在线产品文件。

• 面向对象：iFIX中的原生建模

• 基于Web的集中配置：用于配置iFIX节点的统一Proficy

开发环境

• Web DBM：基于Web的数据库管理器、现代化的外观、
提高生产力

• 高性能HMI具有几十个预连线的图符库，可以快速启动
开发。还包括水、食品饮料、制药、化工和电力行业示
例

• 本地高可用性选项可以通过SCADA Synchronization减少
停机时间

• ISA 18.2报警搁置

• 用于IoT的iFIX（嵌入式）

• 本地、远程局域网、广域网，或互联网，包括VPN

• 使用SSL/数字证书对Web客户端进行加密通信，IT安全
友好，云端就绪

• 领先的完全集成可选解决方案

• iFIX Complete，无限客户端和iFIX

• Proficy Historian Essentials，实现对您的SCADA系统
生成的时序数据的永久存储

• WIN-911 Essentials，行业领先的报警通知

• Proficy Webspace，在浏览器中获得iFIX体验

• iFIX生产力工具，随iFIX Standard和Plus免费提供

灵活、可配置、且设计即安全的iFIX是功能强大的工业级SCADA

借助iFIX，可以实现运营

的现代化，从而通过高效

创新更好地为团队提供支

持，降低成本和风险。

iFIX的面向对象

连接

PLC等结构化数据源

浏览

PLC中的资产层次结构

创建

对象、模型模板、对象实例和PDB标签

使用

基于Web的现代化数据库管理程序

可视化

iFIX图片和图形对象，例如模型场景中的报警网格

持续

照原样或通过模型查看/使用所有以前构建的iFIX应用
程序组件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hmi-scada/operations-hub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hmi-scada/ifix
https://www.ge.com/digital/product-documentation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proficy-hmi-scada/ifix-complete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proficy-historian
https://www.ge.com/digita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_assets/win-911-from-ge-digital.pdf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hmi-scada/webspace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proficy-hmi-scada/ifix-productivity-tools


GE数字集团的iFIX 2022
通过高性能和基于模型的可视化提高运营效率

服务
在工业物联网(IIoT)的世界里，企业能够优化生产力、降低成本、实现卓越

运营。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机会和增长时机，但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

问题和不确定性。无论您在IIoT之旅中行至何处，GE数字集团都能为您提

供合适的服务。

咨询服务我们可根据您的具体业务需求，为您规划和开启IIoT之旅。

托管服务我们可使用基于模型的预测性分析技术，从我们遍布全球的其

中一个远程运维中心，帮助您维护关键设备。

实施服务凭借经验丰富的全球自动化合作伙伴，我们可实施多代协作性

项目，助您优化现有投资，使其与最新的先进技术无缝结合。

培训服务我们提供专业的培训服务，确保您基于我们的培训和认证计划，

最大化发挥我们解决方案的优势。

加速计划让我们为您提供帮助，确保您的业务持续以最高的效率运行，

同时降低投资风险。

通用电气（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GE）公司是全球数字工业公司，创造由软件定义的设备和解决方案，集互联、响应和预测之智，致力变革传统工业。GE

围绕全球知识交换系统“GE商店”进行组织，让所有业务部门共享和使用相同的技术、市场、结构和智力。每项发明都推动跨界创新应用。GE理解行业之

需，讲述工业语言，以全球人才、服务、科技与规模，为客户创造非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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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E 联系方式

Proficy Batch Execution

通过Batch Execution可为您带来你想要的
安全性、灵活性和易用性，从而有效降
低成本、提升品质，提高盈利能力。

Proficy Plant Applications

利用实时生产数据，最大限度提
高整体设备效率（OEE），改进
生产计划并确保产品质量。

Proficy Workflow

通过动态的、交互式电子工作指导
书和电子SOP指导操作人员，实现
更加一致的操作和流程的优化。

Proficy Historian

通过时序数据和A&E工业数据采集与
汇总，优化资产和工厂绩效。利用高
级趋势分析改进决策。

Proficy CSense

在闭环解决方案中利用5合1工业
分析功能进行优化，使工艺工程
师可以实时分析，监视，预测，
模拟，优化和控制设定点。

Proficy Operations Hub

是一个集中环境，用于聚合和可视化工
业应用程序的上下文和情境信息 -支持快
速应用程序开发和丰富的显示，以便更
快地响应操作并作出更好的决策。

www.ge.com/digital

为您的数字化转型之旅提供统一和集成的Proficy产品

GE数字集团统一集成的Proficy套件帮助您精确地监视、控制和可视化操作的各个方面，使操作人员能够更快地作出最佳决策。您的业务转型需
要根本性的创新，从而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

https://www.ge.com/digital/services/support-services
http://www.ge.com/digital/services/managed-services
https://www.ge.com/digital/partners/system-integrator
https://www.ge.com/digital/services/education-services
https://www.ge.com/digital/services/support-services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hmi-scada/batch-execution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s/plant-applications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hmi-scada/workflow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proficy-historian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proficy-csense
https://www.ge.com/digital/applications/hmi-scada/operations-hub
http://www.ge.com/dig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