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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错过国际互联的商机
亲爱的读者，
技术进步和数字化不断帮助提高生产部门的自动化程度。这同样适用于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机器人。从全球来看，制造行业的机器人平均数量已经增加到每10,000名员
工74台。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2015年这一数字仅为每10,000名
员工66台。近年来，亚洲已经安装了众多机器人，特别是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
区。因此，国际知名德国公司西门子去年在中国设立了一座全球研发中心。在这
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致力于推动新机器人系统的开发、人机合作以及人工智能
向控制器中的集成。多年来，希望成为机器人、工业4.0和自动化领域先锋的多家
企业，例如菲尼克斯电气、库卡、易格斯和巴

“机器人领域最具活力的发
展正在中国上演。”

鲁夫等，均在中国十分活跃。不仅如
此，跟踪和控制系统、智能传感器和
工艺设计解决方案领域的小型专业
供应商同样已站稳脚跟。下一个挑

战将是确保现有系统和机器的设计能够适用于工业4.0。这些系统必须
兼容网络，遵守完善的通信标准，并配备传感器和测量系统，以确保数
据在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可靠保存和分析。
在本期中，我们将焦点置于中国东南部地区。现代技术是该地区未来
工业成功发展的因素之一。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
（2018年6月27日至29日）是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行业风向标之
一，展示包括生产自动化、通信系统和工业物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解决
方案组合。
敬请体验中国引人注目的发展势头，掌握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趋势及方
向，并了解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的主要议题。
希望您在本期的阅读中开卷有益，获得众多乐趣。

Nicole Steinicke
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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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LDWIDE NEWS
Friedhelm Loh博士获得
荣誉教授职位
一个成功的家族企业，并对研究、

WEG在葡萄牙设立新工厂

教学、社会和基督教教会给予支
持——企业家Friedhelm Loh博士持

巴西电机制造商WEG致力于扩张其欧洲业务，在

续在商业和科学领域设立标杆。黑森

葡萄牙设置的第二家工厂目前已开始营运生产，

州科学和艺术部部长Boris Rhein（左）代

这个全新设施主要用于生产低压电机。位于Santo

表德国黑森州向这位家族企业家颁发荣誉教授头衔。

Tirso的工厂是欧洲最大的WEG生产基地，所投入
金额高达1500万欧元。葡萄牙新工厂占地约
45000平方米，未来扩建潜力达100,000平方米。

www.rittal.com

该基地结合了多个生产领域，包括机械加工、转
子制造、定子绕组、组织过程和专用测试区。这

Garlichs博士，西门子PPAL
新任首席运营官

个第二座设立在葡萄牙的工
厂具有最先进的设计和
高效的设施。位于
Maia的第一座工厂距

从2018年7月1日起，Ralf Garlichs博士

Santo Tirso新工厂仅

将成为西门子邮政、包裹和机场物流领

20分钟路程。WEG

域的新首席运营官。伴随他走马上任这
一新创立的职位，他也将成为该公司执行
董事会的一员。Garlichs负责全球所有运营、技

目前在葡萄牙的两家
工厂共有超过600名员
工。第一座葡萄牙工厂现

术职能单元。他曾在输送系统和物流行业的知名公司担当领

在将专注于生产中高压电机，并

导职位，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之后于2006年加入英特诺

且着重在防爆解决方案。此外也将扩增目前的制

集团，自2011年起担任产品与技术执行副总裁，而且是集团

造产品组合，同时加强内部服务能力和自动化解

管理层成员。

决方案。

www.siemens.com/logistics

www.weg.net/institutional/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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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米勒依靠自身在工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开发用于国家和国际层面
的新一代移动无线电5G标准
在工业应用中，新的移动无线电5G标准有望进一步促进生产内的数字化，并支持更快的机器联
网。 数字化领域的一项挑战在于数据的智能传输，以及创建必要的基础设施。”魏德米
勒标准和技术开发主管Jan Stefan Michels博士补充说，“这些包括，例如即使在恶劣的
生产条件下也需要确保绝对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为了确保在制定和实施标准时考虑到
这些要求，德国电气工程和电气工业中心协会（ZVEI）于去年对此主题进行了讨
论。Michels以该领域专家的身份参与工作组，他的经验为这一过程做出了宝贵的贡
献。“制定统一的标准非常重要。”这位技术专家解释说，“5G正在用于开发和测试
旨在实现面向未来的通信的技术和机制，并且在行业网络中有许多应用领域。”
www.weidmueller.com

6   WORLD OF INDUSTRIES 2018

Amir Reza Sinai加入伯曼集团

包米勒集团加强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市场份额

2018年1月1日，Amir Reza Sinai被任命为位于曼谷

2018年2月，包米勒集团在哥本哈根开设分公司，目的在于加强

的伯曼集团（泰国）有限公司的新任董事总经理。

为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和芬兰等国客户的服务。通过新公司

该子公司作为伯曼集团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总

的成立，该驱动器制造商可以直接在当地派出专业联络人员。总

部，涵盖输送和装卸系统、

部位于德国纽伦堡的包米勒集团除了专门供应驱动和自动化系统

码垛和包装系统领域，

解决方案以外，也提供广泛的服务产品组合。该公司也在机器和

此外还为水泥行业提

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期间提供各种相关服务，包括维护和修理、

供解决方案。在来到

安装和装配，以及改装服务。包米勒希望通过新的分公司为斯堪

伯曼集团之

的纳维亚地区的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该地区有许多从事机械

前，Amir Reza Sinai

工程和电动交通技术的高科技供应商和全球领先企业，

是一家全球工厂工程

它们在未来都将从包米勒的产品、系统和服务中

和建筑公司在印尼子

受益匪浅。包米勒公司也将参加今年5月于瑞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
于2017年1月1日加入伯曼团

典延雪平所举行的国际自动化展，并以自
己的交易展位展出。自5月15至18日，所

队，并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担任印度尼西亚雅加

有潜在客户都有机会与包米勒团队会面，

达办事处的负责人。

对其产品系列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www.beumergroup.com

www.baumueller.de/zh

减少装配时间
E4.1L: 使移动供能更便捷 ...
快速装配、省时设计

装配时间节省80%*
和其他拖链相比，E4.1L 拖链系统可以更快速地完成装配。 新型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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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先进制造业转型，但会保留
低成本制造能力
随着2018年稳定的增长目标，中国将更多的
注意力放在发展本国的制造能力、实现高质
量增长、以及处理环境问题上，而不仅仅专
注于实现有冲击力的数值增长目标。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具
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最初受到自身对廉价劳工与原材料的供应
能力所驱动，中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基础设施、政策、与庞大
的消费群体，并建立了深层的供应商网络。这帮助中国在过去
10到15年里将本国制造能力从制造低成本商品发展为制造更
先进的产品。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一方面致
力于保持成本优势与核心低成本生产基地，但同时又要建设起
先进制造业所要求的更为复杂的制造能力。中国通过开放市场
和推行改革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势头已逐渐减弱，如今需要进行

NEWS AND MARKETS

突破以刺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为了实现对经济的推动，中国
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以及专注于特定战略性新兴工
业的举措都在朝着振兴经济的正确方向前进。

2018聚焦中国
中国宣布了2018年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6.5%，与去年持平，
这表明政策会专注于控制金融风险以及处理生活质量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宣布了GDP较低的2.6%赤字率，低于去年
的3%。在10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新
时代”的开端，旨在实现高质量增长并减少污染的目标，且
作者：Sushen Doshi，《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国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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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目标优先于数量增长目标。然而中国仍致力于到2020年实
现人均生产总值较2010年翻倍的既定目标。去年的实际增长

达到6.9%，超过了官方预期目标。中国政府似乎希望今年经

豆却并不在榜单之列。上月，中国官员对从美国进口来的高

济增长能放缓一些，同时始终将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排在政府

粱发起调查，而且高粱和大豆这两种农作物产品均来自对特

议程的前几位。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底线约为6.3%，这也

朗普总统支持率较高的地区。美国从根本上要求中国提供与

是在2018到2020年为确保实现增长翻倍目标所需要的最低平

美国提供给中国一样的市场准入。尽管加征关税可能会打击

均水平。继去年受地产、基础设施以及贸易顺差的稳定贡献

到某些特定领域，但这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宏观影响依然

所驱动的出乎意料的强劲表现，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今年中国

很小。由于现行规定的结果，中国产钢铁仅占美国进口钢铁

的经济增长会放缓。随着对煤炭和钢铁等污染产业实施打压

量的2.5%，故而特朗普对钢铁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影响甚至更

借贷以及限制生产，预计今年所有增长驱动因素都将减弱。

小。但这些举措暗示了，目前的摩擦可能演变为一场针锋相

2018年中国经济开始脚踏实地强劲发展。与此前的预期截

对的斗争，这可能打破全球供应链，并增加消费者的成本。

然相反，随着国际需求助涨制造业活动，1月至2月的数据显
示了目前不间断的取缔污染行动并未打击工业生产增长。今

《中国制造2025》

年1、2月间零售业同样表现强劲，这表明个人消费呈健康状
态。3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习近平主席废除宪法规定

通过《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中国从低成本、劳动力密

的两届连任限制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职务铺平了道路。全国人

集型制造转变为高端的技术先进制造。随着中国在劳动密集

民代表大会还宣布，经济整体目标保持不变，同时推出进一

型领域的竞争力逐渐减弱，新的制造业目的地如印度与越南

步的经济改革。

得到发展，这使得中国向着先进制造业的转变愈加迫切。中
国需要在短时间内克服多重挑战，才能避免被新兴的低成本

中国的国际贸易

制造商和高效先进工业化经济体碾压。
《中国制造2025》是一份旨在全面提升中国工业的倡议。

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在2017年向全球其他地区出口

它从德国的“工业4.0”计划中得到直接启发。该倡议于2011

的产品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代表了全球总出口

年首次进行讨论，随后于2013年正式通过。“工业4.0”理念

额的20%。从大洲角度来看，中国按价值计算的出口总额中

的核心是智能制造业，即在生产中运用信息技术工具。该倡议

有一半运往了亚洲国家。北美洲购买了超过20%的中国出口

是中国政府将国家转型为高科技强国的蓝图，其中先进工业占

货物。相对地，价值占18.5%的出口货物被运送至欧洲各国。

据主要地位，如先进IT业；自动化机器工具和机器人技术；航

而非洲仅购买了4%的中国出口货物。中国在出口销售方面最

空航天与航空设备；海事与高科技海运；现代化铁路运输设

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以3900亿美元约占中国总出口额的

备；电动车辆；电力设备；新材料；生物制药与先进医疗产

18.3%。紧随其后的是香港2900亿美元，日本1250亿美元，

品。在中国发展轨迹的背景下，这种雄心壮志极具现实意义：

韩国950亿美元，德国650亿美元，印度600亿美元，荷兰570

国家通常致力于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型，并随着工资增长向增

亿美元，英国560亿美元，以及新加坡450亿美元。

值链上方移动，以避免堕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对任何出口国来说，想要与所有贸易伙伴实现全面贸易顺

其指导原则在于建设创新驱动型制造业，强调质量而不唯

差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与以下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贸易赤字最

数量，并实现绿色发展。其目标在于全面提升中国工业，使

高：台湾990亿美元，韩国650亿美元，德国200亿美元，以

之更加高效与整合，以便能够占据全球生产链的顶端。《中

及日本160亿美元。这些贸易赤字清楚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

国制造2025》计划确立目标，到2020年要将核心部件与材料

地区相比处于竞争劣势，但同时也为中国展示了关键的机遇

中的本国制造部分提升至40%，到2025年要提升至70%。该

去发展适合本国具体情况的战略，以加强自身在国际贸易中

计划还呼吁依赖市场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

的综合地位。

护，以及在商业战略中更有效地使用知识产权。

美国贸易战的影响

《中国制造2025》对其他制造国的影响

中国近期宣布将对总计30亿美元的128种美国产品与商品征收

《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制定目标，要在一些工业中，例

报复性进口关税，所针对的产品如加利福尼亚出口的葡萄

如航空航天和电信设备，在2025年实现核心部件中40%与基

酒、水果与杏仁。这一举动的背景原因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决

础材料中70%的“自给自足”。这将对一些国家造成很大的

定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而引发了与中

负面影响，例如韩国和德国这种高科技领域在工业产出和出

国政府之间潜在的破坏性贸易对立。中国加征关税的举措首

口中占据很大份额的国家。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通常会跨越

先会打击到一些美国产品，如鳄梨与坚果，中国对其加征15%

多个地域边界，装配高度专业组件的产品通常会在一个国家

关税。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此举有意义，那么还可能对美国制

生产，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改装或组装。通过资助国内工业并

造的商品如猪肉和铝加征25%关税。令分析师们一时间难以理

推行重商主义工业政策，而不是通过坚持自由市场以及基于

解的是，为何如葡萄酒这种由加州这个民主党大本营生产的

规则的贸易，中国专注于吸收整条国际高科技供应链。

产品被列入征税范围，但主要的美国进口产品，如高梁和大

图像来源: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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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珠江三角洲的动力源泉

凭借其高端的制造能力和高科技、高附加值
的产品，深圳成为推动华南地区发展的动力
源泉。作为华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活动之
一，2018年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
展（IAMD）为国际贸易和商业活动提供了绝
佳的平台。

位于华南地区的深圳市已经成为了一座经济里程碑，2017年
GDP超过了2万亿人民币，增长超过8 %。从名义国内生产总
值来看，深圳在短短六年内便将经济产出翻了一番——2011
年该市的GDP为1.1万亿人民币。超过40％的产值来自与物联
网、生物技术和电信相关的制造和创新业务。这座城市的经
济规模与新加坡和香港大致相同，得益于高科技行业的蓬勃
发展，于2017年实现了高达2.2万亿元人民币（合338亿美
元）的名义产值。2016年香港的GDP为3,200亿美元，2017年
预计增长3.5％；2016年新加坡的经济价值为3,000亿美
元，2017年预计增长率约为2.5％。深圳、广州和香港的经济
规模总计约为1万亿美元，是构想中的“粤港澳大湾区”的骨

NEWS AND MARKETS

干，旨在带领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从1980年开始，深圳这座人口为3万的小渔村从制造业重镇
发展成为高科技中心。深圳拥有1,400万居民，吸引着众多企
业、投资者和外来务工人员。如今，深圳的企业家不再考虑
制造廉价商品。相反，其重点在于将新颖独特的产品推向全
球市场，帮助中国制造业转型为创新技术的全球领导者。根
据《深圳特区报》的数据，2017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中超过
4.1 %来自于研发，在所有中国城市中拔得头筹，预计至2020
年，这一比重将上升至4.25％。深圳正在成为一个榜样，促
使该地区其他城市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投资。在深圳增长趋势
的推动下，甚至香港的决策者都决定，香港未来五年的研发
作者：Sushen Doshi，《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国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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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将增加一倍，以鼓励创新。在深圳地方政府眼中，技术

士、新加坡、意大利、英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国家与地区
的500多家顶尖企业参加。展览面积达30,000平方米，将展示
工业机器人技术、控制系统、机器视觉和机械传动技术等领
域的最新技术。2017年观展人数约35,000名，贸易和商业氛
围浓厚，充分显示了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
在华南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和巨大影响力。
基于深厚的产业背景，华南正在成为机器人行业的核心。
在2017年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上，机器人
领域的领先企业如安川美的、以色列航太工业（IAI）、永
创、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李群自动化、I-Robo、华创，
大族机器人和Kent等都以大型展台展示了各自的最新技术与
产品。除了行业先锋的参与，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
力传动展还首次迎来了4个代表团，包括香港自动化技术委员
会、台湾电器电子制造商协会、广东省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和
德国馆。香港工业联合会附属的香港馆占地面积435平方米，
展示了近20个独特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和系统，充分展现了香
港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的实力。

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的产品
类别
由德国展览公司、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和广东
省自动化学会主办，2018年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
传动展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大力推动华南地区的产业发展。
展会上展出以下产品类别中的先进技术、最新产品和系统：
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零件、喷漆机器人、码垛机器
人、装配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矩形坐标机器
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生产或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当地经济
增长的最佳全新动力源泉。

人、机器人综合应用和解决方案、数控系统等
智能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数
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传感器和执行器、通信网

“中国设计”

络和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数据采集和识别系统、组装和处理
系统、线性定位系统和各种流程和生产自动化系统。

深圳的制造业不满足于身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现状，其目标

电子系统：伺服电机、变频器、连接器、HMI、机箱和机

在于成为高科技创新的世界领先者，并从“中国制造”转

柜、电力供应和配电单元，电线和电缆附件，电子和光电子

向“中国设计”。这座城市是多家大型高科技公司的所在

元件，电子和电力测试和检测设备。

地，如电信公司华为，智能手机制造商 中兴通讯和互联网巨
头腾讯，以及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和机器人套
件制造商深圳市创客工场科技有限公司。如今，深圳还吸引

机器视觉：智能相机、工业镜头、接口卡、机器视觉附
件、光源、图像处理系统、机器视觉集成系统。
机械动力传动系统：在2017年深圳工业自动化展亮相后，

了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这部分归功于加速器项目，如

动力传动部分将于今年在深圳再次亮相。在动力传动领域

Haxlr8r和Brinc，其目的不仅在于将突破性的技术推向市场，

中，参展商展示最新技术，竭力满足最高的制造需求。这一

而且还革新了产品的设计方式。不久前，如果有人想拥有最

领域的产品类别包括：驱动和机械传动系统如直线运动系

具创新性的技术，会前往硅谷购买电子产品，但如今则会选

统、传动装置、链条和皮带传动装置、制动器、弹簧、联轴

择深圳。

器和轴承。其中还包括广泛的流体技术产品，特别是油压与

2018年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

水压技术、气动、密封件、润滑剂和润滑系统。非标自动化

作为全球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南部近几年来一

设备如自动包装机、自动贴标机、激光打标机、自动点胶

直在不断升级改造，深圳处于这一转型的前沿。作为华南地

机、自动络筒机、各种自动生产线、电子元器件及辅助设

区极具影响力并引领趋势的重要活动之一，2018年深圳国际

备，以及培训和咨询。

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以前称为深圳工业自动化
展）将于2018年6月27日开幕。此次为期三天的活动将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办，吸引来自德国、韩国、美国、日本、瑞

摄影：主要来自

www.iamdshenzhen.com
WORLD OF INDUSTRIES 2018   

11

现代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提高工厂和
机器效率
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工厂和机器如今需要
执行比过去更多的任务。工业物联网便是开
启潜力之门的钥匙。即使在短期内，工业物
联网的能力便可显著提高效率，并能够以全
新商业模式的形式为原始设备制造商开创令
人兴奋的机遇。

收集、汇总和分析运行数据
Sch ö negger指出，对效率的不懈追求同样带来了其他变革：“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以综合生产线和加工中心的形式提供他
们的设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系统甚至可以针对每位客
户获得定制。只有相关设备能够拥有即插即用的便利性，这
种灵活性才有可能得以实现。“毕竟。”Sch ö negger说，“无
缝通信和数据交换是互联机械和预测性维护的基本要求。”
只需在现场直接收集、汇总和分析机器的电子、机械和液压
部件的运行数据就足以防止许多意外停机。“除此之外，云
端连接才是关键。”Sch ö negger补充道。云端连接创造了新的

P工厂和机器效率方面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其可用性。停

AUTOMATION

机时间每过一分钟，操作人员的工作便会受到更大影响。“

商机，并通过让原始设备制造商能够从现场机器读取数据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将转换时间和不定期停机保持在最低

“云端连接让原始设备制造商能够从现场机

水平。”贝加莱市场营销经理Stefan Sch ö negger解释道。通过

器读取数据，并通知操作员即将发生的问

工业物联网中的智能互联机器，几乎可以消除意外停机。其

题，而开创新的商业模式。”

主要优势之一在于能够基于状态监测实施预测性维护策略。
通知操作员即将发生的问题，而开创新的商业模式。“这是
一种双赢。”他继续说道，“原始设备制造商获得了额外的
作者: Carmen Klingler-Deiseroth，自由记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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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而操作员也可以从更高的机器可用性中受益。”

02 振动分析展示包括刀具磨损状态、进给速率
和切削速度等数据

01 贝加莱安全远程维护解决方案采用最新安全技术
（包括VPN和三重防火墙）
按需连接
这要由原始设备制造商来实现。“他们必须为客户提供收集

此信息，或在需要采取行动时接收来自原始设备制造商的通
知。

和分析机器和过程数据的工具，而且必须为机器配备必要的
IT基础设施。”Sch ö negger解释说。为此，他们需要能够以高
度的质量收集和共享数据的硬件。换句话说：他们需要边缘
设备。
针对这一领域的共同关注焦点，工业物联网专家向原始设备
制造商保证：“您不需要专线或互联网连接。” 所需要的是

全新商业模式
Sch ö negger说：“机器制造商和机器操作员之间的关系将迈入
全新维度。”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所出售的不再是机器本
身，而是一定的运行时间或输出量。在这种情况下，操作员

定期发送有关机器健康度的信息，例如运行小时数、温度或速
度。边缘组件甚至能够获得配置，以使其仅在既定事件被触发
时才发送信息——例如警报或操作错误。在此领域同样蕴藏着
新的收益潜力，Sch ö negger解释道：“如果某种类型的操作员
错误不断发生，您可以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
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还可实现更高效的远程维护策略。为
原始设备制造商或其客户工作的服务技术人员可以与机器连
接，并帮助现场操作员定位和纠正错误。“当然，每当谈论

通过工业物联网中的智能互联机器，几乎
可以消除意外停机。其主要优势之一在于
能够基于状态监测实施预测性维护策略。
Stefan Schönegger，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市场营销经理，
奥地利埃格尔斯贝格

到从外部访问机器时，安全性都是一项核心议
题。”Sch ö negger强调说。因此，贝加莱安全远程维护解决方
案采用最新安全技术，包括VPN（虚拟专用网络）和三重防

不必再费心维修机器或更换部件。原始设备制造商能够远程

火墙。

关注机器状态。无论何时需要服务，操作员都会得到通知，
但不必有任何疑虑，一切均由原始设备制造商处理。

数据驱动服务

“这种工作模式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Sch ö negger
补充道，“所使用的数据必须是高质量的。”即使是最先进

收集数据是享受工业物联网优势重要的第一步。“然而，数据

的监控解决方案，如果基于错误或错误评估的数据，也是无

本身并不能为您带来附加价值。”Sch ö negger指出。它需要智

用的。贝加莱解决方案为数字驱动技术提供极高的采样速

能软件算法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有用的信息，以帮助优化制造系

率、异常快速的控制响应时间以及数据源的高级预处理，即

统的效率。好消息是：原始设备制造商不必自行开发这些算

通过I/O模块和边缘组件。“这些都是工业物联网性能的关键

法。贝加莱以mapp技术软件组件的形式提供方便的预编程。

因素。”Sch ö negger说。

使用mapp组件，用户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建立能源监控
或报警系统。高级软件解决方案，如状态监测可提供有关机
器运行状况的宝贵信息。振动分析则展示包括刀具磨损状

摄影：贝加莱工业电子

www.br-automation.com/zh

态、进给速率和切削速度等数据。机器操作员可以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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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酿酒厂应用现代MES系统优化生
产
中国东海岸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之一在面积约
1,270公顷的葡萄种植园中采用大规模人工方式采
收葡萄。但是在葡萄收获前后，酿酒厂使用现代
技术来确保葡萄酒质量的不断提高，其核心为
Simatic IT制造执行系统（MES）和专门开发的应
用软件。

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是山东省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之
一。这里是中国东海岸最著名的葡萄种植区。在葡萄于葡萄
藤上的成熟阶段，以及所有葡萄酒加工阶段，该公司依赖于
西门子的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现代化的制造执行系统，公司
不仅能够提高质量和改善质量控制，还能够实现一致的数据
采集和评估，确保运营效率，同时每个生产阶段的流程标准
化亦有助于防止错误发生。
葡萄酒在中国有长达4600年的酿制历史。如今，中国每年
生产大约1,300万升红葡萄酒，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长城葡
萄酒有限公司在面积约1,270公顷的葡萄种植园中采用传统的
大规模人工方式采收葡萄。但是在葡萄收获前后，酿酒厂使

AUTOMATION

用现代技术来确保葡萄酒质量的不断提高，其核心为Simatic
IT制造执行系统（MES）和专门开发的应用程序（应用软
件）。这两套技术组件都来自西门子。

信息收集和分析是关键要素
葡萄酒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葡萄的品质，而葡萄品质
又高度依赖于诸如降雨量、温度和土壤属性等因素。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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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为了确保极高的产品质量，公司早在收获前便
依靠现代技术来监测降雨量、温度和土壤属性
02 西门子的Simatic IT制造执行系统（MES）为
操作人员针对葡萄酒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步提供精确
指示
03 MES提高效率和质量，并将控制级别与运营管
理级别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更多关于制造运营管理（MOM）
的信息
西门子制造运营管理软件组合使您能够实施制造业务全面
数字化的战略。制造运营管理软件产品致力于提高效率、
灵活性并缩短上市时间。两款产品相互组合，可优化数字
企业内的生产流程，包括针对以下问题的解决方案：
n 制 造执行系统

n 制 造智能

n 高 级计划和调度

n 流 程工业的研发管理

n 质 量执行

03

据由气象站收集。此外，西门子专门开发的应用程序可以测

理水平联系起来。”西门子项目经理丁建强（音译，Ding

量土壤中的农药含量。所有这些信息都在Simatic IT MES中获

Jianqiang）解释道。

得整理和分析，并实时提供。这使酿酒师能够准确了解整个

根据客户偏好进行生产

“通过执行生产流程和管理生产操作，
MES/MOM充当PLM和自动化之间的桥梁。”

中国长城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的下一步工作是与西门子合作
开发应用程序，让客户更加密切地参与生产流程。公司希望
这款新应用能够使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个性化葡萄酒，即通

葡萄园中的可见和幕后流程。“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根据天

过量身定制产品满足客户的不同口味需求。

气变化和昆虫问题作出明智决定，以对葡萄藤进行相应处

摄影：西门子股份公司

理。我们可以根据收集到的数据提升葡萄质量，而不仅仅是
依靠经验。”中国长城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IT部门主管刘剑

www.siemens.com

波（音译，Liu Jianbo）解释说。

葡萄收获后，MES系统便开始施展拳脚，通过确保符合标准

有关制造执行系统（MES）
的有趣事实

降低整个酿酒过程中的错误率。这从压榨开始，并贯穿糖

MES对于确保所有全球设施的整体组件集成至关重要。西

化、发酵和陈化，直至成品葡萄酒装瓶。系统监控整个过程

门子首先了解到制造业面临的这项挑战，并推出MES

中的每个工作步骤。它还向员工发布精确的说明，并非以纸

Simatic IT解决方案。制造执行系统Simatic IT是一款高度

质表格形式，而是通过扫描与各个工艺步骤相关的条形码。

可扩展的MES，可提供多种功能，使您能够将生产效率与

自动化有助于提高质量和效率

这使公司能够跟踪哪个员工和设备在什么时间参与了哪个流
程步骤。所有重要的工作相关信息都可以在本地网络上随时
获得。“葡萄酒的质量对酿酒厂至关重要。随着更多自动化
硬件和传感器的安装，效率和质量将进一步提高。不仅如
此，MES系统还能够更加紧密和高效地将控制水平与运营管

质量和清晰度，以及生产优化相结合，最终实现更高的制
造响应能力。西门子IT MES是为数字企业提供的西门子
PLM软件制造运营管理（MOM）的一部分，该产品是一套
能够支持整个价值链的整体解决方案，从产品开发到生产
计划、生产工程、生产执行，再到服务。

WORLD OF INDUSTRI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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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需要敏感的触觉
触觉力/力矩传感器使各企业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其在许多应用领域的生产效率。这些
开创了全新的自动化潜力，特别是在精致表
面处理、包装、精密装配和质量控制方面。

其中迄今为止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例如某些表面的加
工、包装工艺、精密装配或质量控制。但要实现这些流程的
自动化，为何需要触感呢？为什么传统的机器人手臂无法满
足工作步骤的自动化要求？原因实际上非常多样，根本取决
于应用。

敏感表面的处理需要高度的敏感度
工业机器人的成功故事始于70年代的德国，当时汽车工业开

在表面精加工领域，材料本身的性质是关键。例如，待处理

始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以实现标准工艺的自动化。几十

的材料通常十分柔软，具有弹性或柔性，因此需要高度灵敏

年后的今天，许多领域所应用的机器人比当时更加紧凑，而

的工艺。如果这一流程未能确保精密度，那么将不可避免地

且不再需要防护笼。这些每天与员工并肩工作，对于生产企

对材料造成损害，并因此导致昂贵的制造误差。

业来说绝对必不可少。无论是金属加工还是塑料行业，无论

机器人手臂长期缺乏此类工序所需的敏感触觉——这就是

是大公司还是小型车间，几乎各种单调的重复性工作都可以

为什么这些步骤通常由手动完成。六轴力/力矩传感器，例如

获得自动化，令员工专注于更苛刻的工序。

AUTOMATION

然而，许多工业工作步骤需要良好的触感，这仍然是自动

“触觉传感器为工

化的一项特殊挑战。为了利用这种潜力，机器人手臂必须更

业机器人提供触感”

接近人手的能力。实现这一愿望便是OptoForce的目标所在。
这家匈牙利公司的HEX-E和HEX-H触觉传感器赋予机器人手臂
优良的触感，使其能够根据力和力矩测量结果随时独立调整

OptoForce所推出的产品，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自动化解决

动作 。这为工业自动化开启了新的应用领域，轻型机器人在

方案。
自动化所面临挑战的另一项具体示例便是使用抛光等工艺
完成表面高光处理。其中几乎不能使用图像处理系统。光亮

作者: Á kos D ö m ö t ö r，匈牙利OptoForce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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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会造成误差，而且很快便会达到系统处理能力的极

01 工业机器人
非常适合于电子
行业的精密触觉
处理和精密装配

02 OptoForce力/力矩传感器可开辟工业自动化的全
新应用领域

限。在这种类型的流程中，以触觉来扩展机器人系统绝对是

自动质量控制

更加智能的方法。
质量控制是OptoForce力/力矩传感器的另一个典型应用领域，

在非结构化环境中进行拾放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涉及所有行业。在全球化的世界中，
竞争不断升级，客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由于提供的产

六轴力/力矩传感器的另一个应用是拾放应用。在这些任务
中，工件并不总是完全匹配，有时甚至不需要在固定位置之

品愈加丰富，他们的要求能够得以实现。
对于公司来说，这意味着质量控制环节变得越来越重要，而

间移动。不规则工件和非结构化环境一直是一个问题，有时

且不会再容忍制造错误出现在最终成品之中，必须事先就对

原因仅仅在于生产中个性化水平的提高。

错误予以识别。例如，涉及力测量的质量控制过程可以使用

诸如此类的新挑战使得工业机器人必须能够“探索与感

触觉传感器自动经济地获得自动化，例如插头连接的测试。

知”，测量流程中哪怕是最轻微的抗力。拾取和放置任务中
需要触感的示例应用包括，诸如将工件精确定位在盒子中，

简单集成确保快速自动化优势

或堆叠零件。这种类型的应用通常集中在包装行业。
来自OptoForce的HEX-E和HEX-H传感器对于集成商和最终用户

高精度组装

来说都具有超卓特性：这些附带全方位软件包，预编程有各
种标准工业应用，例如抛光、码垛、堆叠、插入连接器或引

精密装配是另一个目前依然使用大量手工工作的工业领域。

脚等等。对于上述的表面处理、拾放、装配和质量控制应

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步骤需要精确至毫米级的响应精度，哪怕

用，这款设计直观的软件可以在15分钟内完成调试。

是略微的用力过猛或不足，都会导致制造错误或材料损坏，
并且成本可能会迅速攀升。
但是，自动化无法在此大显身手的情形很快便会成为过
去。得益于技术进步，工业机器人如今能够以最高的精度和

因此，任何规模的公司都可以从短暂的整合时间中获益，
从而实现快速摊销，并可以在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情况
下完成新领域的自动化。
摄影：OptoForce

灵敏度实现甚至是精确装配工艺的自动化。特别是电子行
业，可以从使用先进的力/力矩传感器在这个领域大为获益。

www.optoforce.com
WORLD OF INDUSTRI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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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工业如何实现
持续发展
三菱电机欧洲分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自动化工厂总裁 Hartmut Pütz 评论

我们都在通向工业4.0的道路上。制造业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

排。这极大地降低了非计划停机时间和运营成本，同时优化

变化的时期，即从自动化生产转向全面数字化制造。伴随工

了资产生命周期管理。

业4.0，我们这一代将首次积极参与一场工业革命。这使我们
能够从独特的角度有意识地引导自己迈向未来。

为何需要改变公司的IT基础设施？

工业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终用户的需求，而
这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客户期望拥有越来越多的产

在谈到工业4.0时，总是会涉及物联网（IoT）。最近的预估显

品种类和定制可能性，但价格应保持不变。随着在线订购的

示，目前通过物联网连接的设备数量约为50亿，而且在未来

兴起，销售环节与实际机床产品或机器人改造和工作模式之

几年内可能会飙升。将该预测与由更多互联工厂生成和处理的

间的直接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供应商

数据量结合起来，公司IT基础设施需要更改的原因不言自明。

需要整体供应链中的所有制造商都可提供最高水平的灵活

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存储和处理服务将对于企业业务极具吸

性。他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能够随时改变单独产品的生产

引力，我们对此充满期待。处理数据意味着获取趋势信息并

数量。这就是“智能工厂”的用武之地。

向用户呈现定制的仪表板。获得的信息可用于改善工厂整体
绩效和资产管理。

创建智能工厂
配备专业网络

AUTOMATION

作为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三菱电机是业内的知名合作伙
伴。我们通过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咨询，支持客户

上述趋势所带来的结果包括分布广泛的情报，且远程设备能

开展商业活动。我们所有与创建“智能工厂”有关的活动都

够产生大量信息。这些通过标准的开放式协议彼此连接。这

是我们“e-F@ctory”概念的一部分。这包括e-F@ctory联

些协议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内部构成数字神经系统的关键。互

盟——一个由多家技术公司携手组成的网络，并活跃于全

联数据之后被合并到双向系统中，以整合数据、人员、流程

球。该网络汇集了工业组件制造商，以及专业系统集成商和

和系统，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我们还直接参与德国政府委

软件提供商。这些合作伙伴公司展开独特合作，提供灵活的

员会“工业4.0平台”、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和日本机

解决方案。

器人革命倡议（RRI）等创新型国际组织的发展。这些活动，

e-F@ctory联盟致力于为工业4.0所带来的挑战打造行之有效

加之我们的现有技术和在众多行业领域的全球专业知识，代

的解决方案，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位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表我们已准备好为客户在迈向数字化未来世界的旅程中提供

（Bielefeld）的三菱HiTec纸业欧洲有限公司。通过实施与

个性化支持。

e-F@ctory联盟合作伙伴FAG Schaeffler合作开发的智能状态监

摄影：主要来自fotolia、01 Mitsubishi Electric Europe B.V.

测解决方案，公司实现了整体预测性维护方法。该系统能够
根据实际需要提前做出智能维护决策，而非基于日常例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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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

通过M8x1 I/O分线盒进行逻辑信号
分配
图尔克（Turck）云端解决方案针对
工业任务使用预先配置的数据评估
通过图尔克云端解决方案，服务可直接从图尔克控制器
和I/O组件传输至云端。为此，图尔克如今使用最近从
Beck IPC购置的Kolibri协议，该协议可确保与云端的加密
通信。因此，用户可以在图尔克云端中保存和评估生产
数据——无论是用于监控任务还是优化各自的流程和设
备。与其他系统相比，其优点在于可以通过单击鼠标在
控制器中简单选择相关数
据。云端用户界面可以直
接在集群中安排这些数
据，并在逻辑上将其组织
在图表和表格中，无需任
何额外的配置。客户可以
选择是否让图尔克公司有
效和集中地托管他们的数
据，或者选择本地变体。
在后者情况下，图尔克云
端软件可安装在客户自己
的服务器上。集中托管的变体也可以由用户注册为客户
云端。通过这种方式，云端用户界面可以匹配客户的品

连接专家艾查（Escha）展示了具有主动逻辑功能的新
型M8x1 I/O分线盒。这些特别适用于有限空间条件下
的应用，如抓手、机器人或紧凑型搬运装置。此系列
极其紧凑的设备拥有更加智能的传感器，可将预处理
后的信号传输到中央控制单元。各个端口由此通过
AND逻辑和OR逻辑的各种固定组合进行连接。为了便
于传统被动I/O分线盒与控制单元之间的安全可靠连
接，需要多极电缆。而且
在现场总线连接的情况
下，甚至需要屏蔽电缆。
相比之下，具有主动逻辑
功能的I/O分线盒的优势
在于标配通用非屏蔽4极
或5极传感器电缆，与同
类刚性屏蔽电缆相比，该
电缆也可以更加灵活地获
得安装。由此，布线成本和时间得以降低，并可避免
失误。艾查以不同AND逻辑和OR逻辑固定组合提供具
有4路、8路和10路版本的M8x1 I/O分线盒，搭载主动
逻辑功能。
www.escha.net/cn

牌和企业设计。对于那些希望为其客户提供云端服务作
为机器和设备选项的原始设备制造商，这一变体尤为具
有吸引力。
www.turck.com.cn

27.08.- 31.08.2018

03.09.- 07.09.2018

Vehicle Acoustics (NVH)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Learn about the design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 behavior of vehicles.

Analysis of material and energy streams of products
during their life cycle

German Engineering Certiﬁcate Courses – Book Now:
www.further-education-in-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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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inamics S210的扩展安全集成功
能确保机器安全性
西门子对Sinamics S210伺服驱动系统予以扩展，包含扩展
安全集成功能。现有的基本功能（如安全转矩关闭
（STO）、安全停止1（SS1）和安全制动控制（SBC））
现在由新固件版本V5.1 SP1提供的扩展功能予以补充：安
全停止2（SS2）、安全运行停止（SOS）、安全限速
（SLS）、安全速度监视器（SSM）、安全方向（SDI）和
安全制动测试（SBT）。所有这些功能确保机器功能获得
全面的保护。Simotics S-1FK2电机的编码器同样接受了更
新，以支持新的扩展安全功能并提供22位的编码器分辨

系统由一个转换器和专门开发的Simotics S-1FK2伺服电机

率。装有新编码器的电机可以用作之前型号的替换零件。

组成。电机通过OCC连接到转换器。Sinamics S210特别适

扩展安全功能由转换器中的许可证激活，并由高级Simatic

用于电机轴的动态控制，确保能够十分动态地移动低负

S7-1500F和/或S7-1500 TF控制器通过Profisafe触发。STO

载。转换器通过网络服务器和单键调节来激活。

和SS1由终端和/或Profisafe激活。Sinamics S210伺服驱动
www.siemens.com/cn/zh/home.html

robolink Apiro可以快速且经济高效
地实现不同运动
Molex推出D-Sub接地连接器

轻松且经济高效地实施个性化自动化解决方案是易格斯
Robolink Apiro模块化运动系统的使命。在开发新系列

Molex推出D-Sub形状因数接地连接器，帮助客户在不
使用特殊工具或专业培训的情况下实现安全可靠的接
地连接。该连接器专为散列环境而设计，符合IP66和
IP67的要求。接地连接器通过安全的低阻抗接地保护
设备免受杂散电压的影响。IP66和IP67 NEMA级接地
连接器可以保护敏感设备，例如防止插合状态下的电
信基站遭受现场浸水。连接到连接器的帽盖也能够对
未插合的连接器提
供IP保护。诸如基
站等移动设备通常
在恶劣的环境中运
行，并且需要灵活
和快速的安装和维
修。这意味着连接
暴露在多种条件
下。D-Sub接地连接器满足快速安装的需求，并将这

PRODUCTS

一优势与业界熟知的强大形状因数相互结合。D-Sub
接地连接器配有40.0A触点，用于直达端接的接地电
缆（8 AWG）和用于后部安装的金属密封框架。两
个六角螺栓可将连接器可以安装在外壳上。
www.chinese.molex.com/molex/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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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重点在于将电机和变速箱彼此分离，并引入全新的
蜗轮以实现六轴，例如在多关节机器人中。规划包括线
性运动变速箱，四
种不同尺寸的倒置
式和传统robolink
蜗轮传动装置。得
益于系统的出色模
块化特性，可以根
据需要相互组合。
因此，采用新的模
块化系统，即使是
复杂的运动也可以实现。在蜗轮中使用具有固体润滑剂
的高质量摩擦聚合物。无腐蚀和耐化学物质的高性能塑
料确保了高度的稳定性，而且重量轻、使用寿命长，无
需维护。在模块化robolink Apiro系统中，接头通过铝制
多功能型材彼此连接。这令驱动轴可插入中间的中空空
间，倒置的蜗轮能对此加以利用。变速箱使铝制型材进
行旋转，因此非常适合用于机器人和旋转应用。在直线
运动蜗轮中，铝制型材能够以直线运动穿过蜗轮，或令
蜗轮在直线型材上移动。另外，蜗轮的间隙十分小。
www.igus.com.cn

使用安全开关CES-C07进行全面
诊断

T500系列：具有体贴人体工程学设计
的坚固耐用热像仪
Flir Systems，Inc.（纳斯达克股票代码：FLIR）宣布Flir
T500系列被选为2018年“红点：最佳设计奖”获奖

Euchner最小型安全开关的实
际创新隐于内部。CES-C07
通过添加更全面的诊断

者。Flir T500系列在坚固耐用的高性能热像仪中融入了舒
适的人体工程学设计。轻巧的镁质内部结构和180°光学
模块旋转功能可让您在舒适的操作环境下工作数小时，而

功能，对连接传感器
的常用和常见可能性
予以补充。此外，这些
设备可实时提供与流程相关
的参数，从而为预防性维护
提供信息。传感器测量周围环
境中的相关参数，由此在故障发生之前指示机器问
题。该系统甚至可以检测到篡改企图。
使用安全模块ESM-CB时，将从链中的每个开关自
动轮询该信息，并通过IO-Link将其发送至控制系
统。当然，该开关还具有弱范围指示和清晰明了的
LED显示等功能，以及4/PL e类别中的安全分类。
此开关同样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操作，使其可安装

且即使是最苛刻的工作场所，防碎Dragontrail触摸屏也能

在不同位置。直接集成到开关中的标准M12插头可

让您放心使用。T500系列虽然以其卓越的设计而闻名，但

使用标准M12电缆进行连接。另一个优势在于可以

其中还包括一系列专为专业人士打造的高级功能。激光辅

将机械安全开关结合到CES设备的串联连接中。

助自动对焦可实现快速准确的读数，而Flir视觉处理将IR分
辨率、MSX和UltraMax图像相互结合，以极小的噪音打造

www.euchner.de/zh-cn

出细致、明亮的热图像。
www.flir.cn/home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Industry 4.0 Generator! RFID System Solutions
工业4.0先驱! RFID系统解决方案
案
Easy operation in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through intelligent system components and mixed
operation of HF and UHF
Versatile through numerous HF and UHF read/write heads and data carriers up to IP69K for standard and special
applications - even in hazardous areas
Easy implementation in almost every fieldbus or Ethernet infrastructure through intelligent RFID block-I/O-modules and
gateways in IP67 and IP20 - also CODESYS programmable
智能的系统组件、HF与UHF的混合操作使生产与物流中的操作变得简单
多用途且种类丰富的读写头和载码体,防护等级最高可达IP69K,可用于标准和特殊应用,甚至危险区域
智能的RFID BLOCK-I/O 模块、IP67与IP20网关以及CODESYS可编程网关使几乎每一个总线或以太网架构搭建得更容易

www.turck.com/rfid

安全至上，全球最高的户外电梯
尤其如此

MOTION AND DRIVES

01 8吨的轿厢分两
层，能够容纳50名乘
客。电梯以5米/秒的速度
朝峰顶方向移动

300多米的百龙电梯是世界上最高的户外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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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世界上最高的户外电梯，游客能够欣赏
到位于中国中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武
陵源地区独特的岩层，该地区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之一。只有最高品质的电
梯制动器才能确保旅客在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的情况下体验自然景观。

02 在每个驱动
器上，麦尔传动
技术公司的3
部“Roba
diskstop”电梯制
动器可靠确保电
梯轿厢的牢固固
定和精确定位

玻璃电梯门滑向一侧，约有40名旅客进入电梯，人们开始大
声交谈，电梯内顿时热闹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在电梯的玻璃
幕墙边占据最理想的观景位置。兴奋和期待充溢在空气中。
电梯开始运行几秒钟后，令各位游客兴奋不已的原因不言自
明：玻璃全景电梯离开了最初的150米岩石竖井，令人惊叹的
景观立刻显现在众人眼前，欢呼声此起彼伏。当然，这并不
是一部老旧的电梯，而是中国湖南省张家界的百龙电梯。室
外电梯将游客带到武陵源地区陡峭砂岩岩层的顶峰。鉴于岩
层的独特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将该地区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些岩石冲天而上，高达200米，营造出无与

03 “Roba discstop”盘
式制动器对于较高的制动
扭矩是一种极具成本优势
的解决方案

伦比的壮美背景，甚至为好莱坞电影提供了灵感：电影《阿
凡达》中哈利路亚山脉正是以此景观为原型。
切断制动器。“Roba - diskstop”能够从制动系统中吸收

独特的技术实现快速平稳的上升

大量能量。这使其成为重型快速电梯的理想解决方案，因此
完美适用于百龙电梯的特殊要求。

电梯系统本身同样独具特色：百龙电梯的行程高度约为330
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户外电梯，并于2015年被列入吉尼斯世
界纪录。3台乘客电梯可容纳50名乘客，每小时运载1,380名

制动器：无名英雄

乘客。据运营商称，此载客量位居全球电梯系统之首。两层
电梯轿厢每个重8吨，有效载荷4.9吨。尽管载荷令人称奇，

在受控驱动器中，电机控制系统以极高的精度定位和制动轿

但电梯运行之快同样惊人：在2001年的开幕式上，轿厢达到

厢。在正常运行中，制动器仅作为保持装置，确保电梯精准

了3米/秒的速度。在2012年，运营商开始逐步对系统进行更

保持在正确的停靠位置，并且在电梯门打开时不会出现意外

新。加入新驱动器后，速度可达5米/秒。这意味着游客能够

移动。由此，乘客便能够可靠舒适地乘坐电梯。但是，制动

在一分钟内达到高峰，如果徒步爬山需要两个半小时！

器本身也能够通过摩擦功实施安全可靠的紧急制动程序。在
这种情况下，无液压功能方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关
时间非常短。由此，电梯轿厢很快便可停顿，且在危急的情

驱动器和制动器至关重要

况下不会出现意外移动。安全性始终不可打折扣，尤其是在
这种速度和性能值只能通过适当的驱动系统来实现。每个电

关乎人员性命的情况下。该专利技术可抑制开关噪音，并确

梯轿厢都由强劲的电动机驱动。驱动设备的强大推动力超乎

保安静操作。因为，乘客在电梯运行中的安全感和舒适感成

人们的想象，然而，真正的奥妙其实在于对于轿厢的精确控

正比。

制。这些必须始终在入口和出口处准确停止，并且不得冲出

由于这项技术运行可靠，百龙电梯的乘客根本不会有任何

顶部或底部的极限。为此，技术人员必须非常精确地对准电

不适，即使从高峰乘坐电梯下降至山谷也如此。几秒后，玻

机控制系统和驱动电缆，并且需要一套可靠的高性能制动系

璃轿厢重新消失在岩石内，并安全地停在出口处。几乎没有

统。在百龙电梯的驱动器上，这个任务由麦尔传动技术公司

任何游客会记住驱动器，或者美好旅行背后所应用的技术。

的“Roba - diskstop”盘式制动器承担。每个驱动器安装有三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任务完成！

个这一款式的结构尺寸为10的电梯制动器。“Roba

-

摄影：Chr.Mayr GmbH + Co. KG

diskstop”是一款弹簧电磁安全制动器。它按照故障安全原则
工作：如果没有电流流过，则弹簧将电枢盘压在制动盘上以

www.may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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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NORDBLOC.1单级
同轴减速机

舍弗勒的DuraSense

德国驱动设备制造商诺德Nord Drivesystems针对高速和高扭矩应

会根据直线轴的负

用，为其Nordbloc.1产品系列添增了一组单级减速机。全新Nordbloc.1

载和要求，为每根

同轴减速机具有高效率、高扭矩承载能力、低工作噪音和使用寿命

轴精确提供必要的

长等特性。此外，该设备凭借其可冲洗设计也满足了最严格的卫生

再润滑程度。借助

要求。通过有限元方法优化设计的通用外壳确保产品坚固耐用。所

DuraSense，可以可靠地防止润滑不足和过度

有的轴承和密封座都整合在外壳内，可有效防止出现外壳材质衰弱

润滑，从而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并降低故障

和漏油的现象。钻孔和安装面皆为一步加工完成，借此可实现极精

率。这套全新系统甚至能够保护密集相连的多

确的公差，从而确保轮齿、轴承和密封件的精准定位，并延长所有

套系统，避免造成昂贵费用的停机时间。灵敏

部件的使用寿命。新的Nordbloc.1产品提供五种规格选择，电机功率

的测量系统能够侦测到表面材料疲乏，提高再

从0.12至7.5 kW，扭矩输出高达280 Nm。坚固、高效、安静和紧

润滑的频率，借此延长直线轴的顺畅运行时

凑——诺德推出Nordbloc.1单级同轴减速机，为泵、搅拌机、风扇以

间，也因此能够长时间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即

及传送带技术应用创造了可靠、坚固且经济的驱动解决方案。

使直线导向系统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正常运作，
但短间隔润滑脉冲还是可作为预测单轨导向系

www.nord.com

统剩余可用寿命的指标和起点。此计算功能在
未来将作为数字服务供应
（“LifetimeAnalyzer”），依据实际运行数

ifm智能阀门传感器

据和系统状态来规划保养维护工作。
传感器专业制造商ifm推出全新智能阀门传感器：无论

www.schaeffler.cn

是开启、关闭或是中间位置，智能传感器均能精确地侦测到阀门的
任何位置。几乎所有生产过程都需要阀门来控制不同介质的流入和
流出。久而久之，密封区域可能会发生磨损或甚至出现材料沉积的

SICK推出全新
SES/SEM70电
机反馈系统

情况。智能阀门传感器在此处便可发挥作用——即便是阀门末端的
微小位置，它都可以侦测得到，并通过整合在内的IO-Link接口提供
状态值。新型ifm智能阀门传感器可连续、可靠地检测任何阀门。
www.ifm.com/cn/zh

SICK推出崭新SES/
SEM70电机反馈系
统，为直接驱动领域树立全新标杆。该公司已
推出一款多圈型编码器，其中采用机械齿轮机

缆普集团的创新动力拖链电缆

PRODUCTS

构，无需诸如外部缓冲电池等的额外组件。这
套系统最多能够记录4,096转。该电机反馈系

在今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缆普集团将展示多种来自Ölflex和Unitonic

统带25 mm空心轴，可直接安装在驱动轴上，

品牌系列的动力拖链创新解决方案。灵活度极高的控制电缆Ölflex chain

从而无需任何皮带连接或连接器等。安装之

819 P和CP采用特殊PU复合物制成，极为坚固，且配有高度耐油脂护套，

后，可以借助PGT11-S编程设备来读出转子位

经济效益极高，更通过了北美洲的UL使用认证。缆普也推出Ölfex chain PN

置，以确实侦测出是否有任何安装错误。小尺

电缆连接Profinet分配器和交换器，扩展了Profinet兼容电缆的产品范围。该

寸构型可节省空间和重量，且因采用无轴承技

电缆专为动力拖链中的轻级到中等负荷所设计，并且借助其抗热PVC护

术而坚固、可靠、无磨损。SICK目前正致力

套，可以在高达90 ℃的环境下使用，而归功于其耐油特性，非常适合恶

于开发50 mm空心轴规格，以及一款安全型机

劣环境下的应用。新的Unitronic FD Li 2YCY (TP)是一款低频数据电缆，具

种（SIL2认证合格）。该系统适合用于力矩电

备抗紫外线和臭氧的特性，其特殊PE芯线绝缘则具低电容且衰减率低。与

动机和回转台、各种机器人应用中的直接驱动

传统PVC芯线绝缘的电缆相比，新款电缆可以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率或是

需求、注塑机、木工工艺、半导体工艺和拌匀

可使用在更长的距离。芯线扭绞成对，铜质屏蔽可防止电磁干扰。新款电

系统。.

缆适用于测量和控制技术中的数据传输作业。

www.sick.com/cn

www.lappkab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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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fotolia

舍弗勒的预测性维护
4.0

Sinamics变频器采用全新框架规格与
Profinet连接

恶劣环境条件下的重载编码器
Posital的Ixarc增量式和绝对式重载旋转编码器可承受各

西门子正在扩大Sinamics变频器产品系列，以满足标准

种极端环境条件。其外壳设计极为坚固，可在最恶劣的

应用的需求。Sinamics V20将提供新的框架规格：FSAC

环境条件下运行，适用于例如海运船只、离岸设施、矿

电压范围1AC，200至240 V，1.1至1.5千瓦。FSAC将取

井、起重机、风力发电机和其他高挑战性的应用场合。

代先前的FSB框架，相较于前代产品，体积将缩减40 %

这些传感器采用耐冲击的316L型不锈钢

。西门子的Sinamics V20是一款基本型变频器，特点在

或铝制外壳，防护等级IP67，额

于调试时间非常短，极具成本效益，操作简单且设计坚

外坚固。其他特性还包括：

固。标准变频器共有9种框架规格

能够承受高机械轴负载（轴

可供选择。Sinamics V90伺服驱

向达250N，径向达350N）

动产品组合也有多项创新技术，

的轴承，以及可承受高震动

最小的框架规格FSA现今也提供

和冲击的能力。另外还配备一

0.1和0.2千瓦的Profinet版本，目

个特殊的轴锁定机构，可保护编

前只有FSB才配备此功能。这些

码器的内部组件，避免受到由于轴

新改变使表面面积减少了10毫

的极端推力载荷而引起损坏。重载编码器的工作温度范

米，也使V90 FSA的框架缩小了18％。V90伺服驱动系统

围为在-40至80°C之间。增量式机型的分辨率（每转脉

中的Simotics S-1FL6（SH45、SH 65和SH90）电机系列

冲数）可达2500 PPR，而绝对式则可提供16位的分辨率

也获得了更紧凑的结构设计，如今在电机侧设置角度连

（.005°）。增量式编码器配备推挽式(HTL)或RS422

接，但在电缆侧采直线连接。Sinamics V90驱动系统转

(TTL)通讯接口，绝对式机型则可以搭配CANopen或是

特别适合用在高动态应用场合。

SSI接口

www.siemens.com/cn/zh/home.html

www.posital.com/ch

maxon motor的ENX 16 RIO编码器实现高精度定位任务
现今对编码器的要求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定位应用领域更

射成型，外径仅16 mm，

是需要高度稳定的转速控制，而且要在尽量缩减体积的条

长度仅7 mm，不仅坚固，

件下增加电气接点数量。为了符合此需求趋势，Maxon

而且防尘。使用温度范围在-40°C至+100°C之间。

motor推出全新光电编码器ENX 16 RIO（R=反射式、I=插

编码器可与匹配的电机一同在线配置，其中可搭配例如新

补、O=光电）。这款编码器外径仅16 mm，分辨率却高达

型无刷EC-i 30电机和有刷DCX电机。此外，也可以在线配

每转65,536个脉冲，非常适合用于DC电机的精密位置和转

置ENX 16 RIO编码器的脉冲数和电气接口

该

速控制。Maxon的全新光电编码器能满足高分辨率光电编
码器所要求的特性，并且结构非常紧凑。外壳采用塑料喷

www.maxonmotor.com.cn

安全 4.0
ROBA®-topstop® — 通过认证
用于垂直轴并带有释放监控
的制动系统

www.mayr.com
Mayr-CH.indd 1

您可信赖的伙伴
19.04.2018 1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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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项目在尼罗河的精彩演绎
来自STAHL CraneSystems的起重技术
在埃及的设备运输中表现出色
被提升物品重达140吨，长达40米: 埃及制造
商ECPC公司生产的预制混凝土是真正的重量
级产品。混凝土表面的热量和尘埃—-这样的
极端条件对 STAHL CraneSystems 的成熟技术
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

埃及人口数十年来一直在增长 - 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人口。 人
口快速增长对国家带来的众多挑战之一是克服交通量的增
长。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将补贴的铁路和地铁作为交通工具，
但道路交通也在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3年，私家车的数量
从2.2个增加到350个。此外，大部分的

货运是通过公路运

输。 因此，埃及大力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在全国范围内
扩建道路，桥梁和铁路线以及建开罗、尼罗河和苏伊士运河

LOGISTICS

水道的地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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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起重机和起重部件在
2017年6月开始从德国运
往埃及
02 两台门式起重机共有
32个运行轮组，为此，配
备了8个频率控制驱动。
03 由于双葫芦的绳索同
时以相反的方向运行，因
此起吊货物被抬起和放
下，吊钩无任何横向运
动，并且可以精确定位

预制混凝土部件通常用于修建公路和铁路。 这些部件在预制
工厂生产，并在硬化后运输到目的地。 ECPC公司是埃及预制
混凝土部件的领先制造商之一，位于开罗东北46公里的
Madinat al-Aschir min Ramadan镇。 ECPC公司主要生产道路
和隧道建设的混凝土部件以及用于饮用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系
统的混凝土管道。 为了满足埃及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ECPC
决定通过一个配备两台门式起重机的新仓库扩建工厂。 该合
同授予STAHL CraneSystems的认证合作伙伴ICF国际起重机
厂，战胜了来自法国的竞争对手。

从Künzelsau到埃及
国际起重机厂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于2017年3月开始计划安
装。起重机和部件由Künzelsau的STAHL CraneSystems工厂制
造，并于2017年6月开始前往埃及的长途旅行。
国际起重机厂和STAHL CraneSystems在整个过程保持密切联
系。国际起重机厂已于2017年7月安装了两台跨度为32米，
起重能力为70吨的双梁门式起重机。每台起重机均配备双葫
芦的AS 7钢丝绳葫芦。由于双卷扬机的绳索同时以相反的方
向运行，混凝土部件被提升和下降而没有钩的任何侧向移
动，并且可以精确定位。为了处理预制件，每件重量可达140
吨，长度可达40米，两台门式起重机可单独或同步运行。起
重机由32个SR轮组和8个频率控制的行走驱动。借助于准备好
的连接，轮块可以通过头部连接快速简单地安装
STAHL CraneSystems的可靠技术无论何时遇到困难都有正确
的解决办法 - 例如在埃及的炎热天气和尘土飞扬的环境中。
所有组件均适用于环境温度高达+45°C的环境，并能够毫不
费力地承受恶劣条件。 以STAHL CraneSystems的标准化，久
经考验的组件作为基础，可以找到一个高性能且易于维护的
解决方案，以最佳方式满足所有客户需求。 ECPC公司和国际
起重机厂已经在共同规划进一步的项目：安装一台载荷为
6,300KG的新型门式起重机。
图片出处: Stahl Cranesystems

www.stahlcra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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