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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挑战
亲爱的读者，

全球卓越
包裹处理系统

C++编程语言的发明
者Bjarne Stroustrup曾
经说过：“我一直希
望我的电脑能和
电话一样使用简
单。这个愿望终
于‘实现’了，那就是电脑没有变得
更加简便，而是手机变得与电脑一样复杂了。”
复杂性同样是目前制造性企业的关注焦点之一。
在市场全球化的推动下，不仅产品，而且全球价
值链的复杂性也在增加。这一发展趋势要归结于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我们用以改进机械工程产品
的IT部件价格的大幅降低。与此同时，软件已成
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是否可以不断完善自身，由此对复杂性加以
利用？人类必须在多年后依然能够掌控由我们创
造的技术！公司在“精益流程”方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由于联网工厂带来了许多依附关系，这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重点在于巩固增值、
价值流定位、无故障和无差错运行以及高效管理
这些获得验证的支柱，并通过智能自动化解决方
案对此予以丰富。其中挑战在于：如何在工作流
程中智能地将人员、技术和IT相结合，确保创造
出最佳价值。
于2018年11月6至9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动力传动
展（PTC）和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
（CeMAT）也将针对复杂性所带来的挑战做出回
应。我们再次为您准备了众多新闻和亮点。祝您
开卷有益，阅读愉快！

Dirk Schaar
Editorial Director

TRANSNORM
分拣模块

可扩展且适应性强的模块化分拣
解决方案，可在优化空间的同时
增加包裹处理的自动化程度。
我们将参展
2018年11月6日至9日
德国馆

www.transn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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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个
包裹

只有全套相同的自动识别解决方案才
能确保完美的数据透明性。

更是一个每天处理超过一
百五十万组数据集的系统

物流领域中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包裹运输，而且还包
括收集和管理生成的相关数据。
借助由我们自主研发的软件及硬件产品的完美结
合，VITRONIC 的自动识别解决方案可以涵盖数据
采集、可视化和分析过程。这是实现智慧物流4.0
理念的最佳基础。
VITRONIC-自动识别解决方案。
www.vitronic.cn.com
敬请光临

2018年11月6-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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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LDWIDE NEWS
台湾步入智能机械时代
鉴于全球工业4.0的迅猛趋势，大多数台湾领先机床制造商已经完
成智能机械转型，令单独机器变得智能化，能够胜任多项任务，
并使装配线实现智能化。各家公司还通过使用定制软件或人机
界面取得差异化，从而提高机床行业的附加值。台湾机床行业
中的中小型企业占总数的90％，能够灵活生产，快捷交付。在
由机器、模块和配件组成的专业网络下，一条灵活快速的供应
链已逐渐成形，
整体行业以交易

Stemmer Imaging扩展中
国市场
作为欧洲领先机器视觉技术供应

成本低，交货期短
为特点。台湾共有
1,801家机床和配件制造
商，员工40,405人，研发投
入8,500万美元，技术采购投资高达300万美元。

商之一的Stemmer Imaging，与中
国机器视觉技术提供商南京汇川

www.taitra.org.tw

工业视觉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
一份意义深远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这
家公司是挂牌交易的深圳汇川工业视觉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后者是中国领先的自动化组件制造商
之一。“我们对中国市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并
很高兴获得南京汇川这位强大的合作伙伴。其深厚的
市场基础和广泛的网络将使我们更容易进入中国市
场。”Stemmer Imaging股份公司首席财务官Lars
Böhrnsen说道。
www.stemmer-imaging.com

舍弗勒收购线控技术
8月，舍弗勒集团与Paravan GmbH就成立合资公司达成了一
项重要协议。这家名为Schaeffler Paravan Technologie GmbH
and Co. KG的新公司旨在进一步开发Paravan的“Space
Drive”（太空驱动）线控技术并推动移动系统的开发和销
售。根据协议，新公司将完全持有Paravan的“Space

NEWS AND MARKETS

Drive”技术。Paravan开发的这项独特技术通过100％可靠

永恒力虚拟现实培训
获得沉浸式学习奖

的全电子系统取代笨重的机械车辆控制系统，能够为身体

永恒力在2018年沉浸式学习奖的“客

向，从而无需方向盘、转向柱和相关的机械连接。该公司

户项目”类别中获得金奖。评委会认

将在艾谢劳（Aichelau）和黑措根奥拉赫（Herzogenaurach）

残疾的驾驶员提供支持。除了电子加速器和制动器激活，
系统还具有线控转向功能，通过纯电子方式实现车辆转

为，永恒力通过在培训中心使用虚拟现实（VR）技

设立运营总部，由Paravan创始人Roland Arnold担任首席执

术，清晰地体现出新技术如何在学习环境中快速有

行官，舍弗勒底盘系统业务部负责

效地推动成功。这家位于汉堡的内部物流专家使用

人Dirk Kesselgruber博士以及

虚拟现实为整个欧洲的售后服务工程师提供初级和

另一位尚未任命的舍弗勒

进修培训。在这一荣获奖项肯定的虚拟现实培训

集团员工担任公司负

中，工程师置身虚拟仓库环境中，并能够在各种工

责人。

作环境中深入体验特定款式的永恒力叉车。这使培
训参与者可在安全的空间内练习各种场景，避免了
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风险。
www.jungheinrich.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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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haeffler.cn

卡斯托（Kasto）开始向中国发展：
在中国开设首个分公司
卡斯托（Kasto）继续扩展其在全球的网络。 2018年5月

依必安派特在中国
增建全新工厂
全球风扇和电机市场领导品牌
依必安派特举行隆重的奠基仪
式，庆祝陕西西安新厂动工兴
建。从2019年夏季开始，针对
亚洲市场的风扇解决方案产品
将在占地27,000平方米的设施

15日，这家锯床和仓储技术专业企业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
式以庆祝其设在中国东部，上海西北部的太仓市的销售和服
务办事处的开张。除了来自中国各地众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以
外，还有政府代表和三名卡斯托（Kasto）集团董事会成员也参加
了开幕仪式。这个新的子公司将为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提供快速和直接的服务，以及全
面的咨询服务。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语言交流上将更为贴近客户，这将带来巨大的优
势。在一间配置精良的展示厅内未来将演示切割和仓储解决方案，并进行测试。
www.kasto.com

中生产。这座中国新厂是对于
不断增长的亚洲市场需求的回
应。借此，公司努力实现其国
际化战略，并瞄准印度尼西
亚、越南、泰国等新兴市场。
人口达1,200万的西安市及周
边地区拥有众多高素质专家及
优良的交通和物流网络，是选
址的决定性因素。公司自1996

年以来一直在中国设有代表
处，目前在中国各厂区的员工
人数约1,800名。依必安派特
总部和开发中心位于上海外高

当周围环境存在爆炸隐患时始终使用。

桥，在上海南汇设有生产厂
区，另外两座分部位于香港和
青岛。新厂总投资额预计约为
3,000万欧元。
www.ebmpapst.com

酷热，酷冷。极为潮湿，盐份特高。粉尘极大，特别狭窄。
存在爆炸危险吗？当问题变得棘手且要求看似异乎寻常
时，STAHL CraneSystems 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便会为极端的
挑战开发合适的解决方案。他们依据的是多年的经验、
丰富的专业知识、很大的加工深度和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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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编织未来的综合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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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
为众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机会，同时也
对其他一些国家构成了威胁。我们将剖析这
一庞大的项目如何影响本地和全球公司，同
时将为曾经兴盛一时的地区带来哪些增长。

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的首都、古老丝绸之路的途径地、
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着名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也位于这
座城市的中心地带。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历史性演讲，谈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以加强经济联系、
深化合作，并为东亚、欧亚大陆和欧洲带来新的发展前景为
目标，他建议沿丝绸之路建立经贸带。一个月后，即2013年
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议会发表讲话，提到了东南
亚国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他建议中国和东盟
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项“一
带一路”计划旨在通过促进亚洲和欧洲大陆的连通性来实现
双赢。这将通过与陆路和海路沿线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来实
现。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伙伴关系还将在该地区实现多样
化、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在陆地上，重点将在于建立基于
现有运输路线、主要人口中心和主要工业园区的经济走廊。
在海上，重点将是开辟快速、安全和高效的连接主要海港的
航线。

对于中国的优势
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时代，中国经济正在从高增长率转
变为结构性和可持续增长，同时提高生活质量。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中国现在已经将重点从低成本制造转向具有产
业创新和完善的供应链和物流网络的先进高科技制造业。
这种立场的改变将为整个行业带来新机遇和挑战。这些改
革将推动创新和工业4.0概念，并将有助于中国有效满足需
求，而不会产生多余的供应，同时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问
题，这转而将创造新的增长前景。新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和国际地缘政治背景正在为中国的供应链和物流网络、海
外分销、港口基础设施、交通干道以及整体贸易和投资创
造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作者：Sushen Doshi，《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国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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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越来越多见证了物流业的转型。2015

堡市连接起来。沿这条铁路线运输只需16天，相较航线来说

年，4G互联网和数据分析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电子商务领域的

快得多。自2011年开通以来，中国通过这条路线向欧洲运送

发展，由此带动了消费品和工业产品的消费。这将会引发对

了价值25亿美元的商品。当然，中国并不是改善连通性的唯

物流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一带一路”计划将创造

一受益者。据估计，借助这条铁路线，欧洲汽车到中国的运

一个“沿途”的巨大市场，减少国际贸易壁垒，改善国内外

输时间可以减少到25天，相比之下，海运需要2个月，由此

供应链网络、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并激发对于物流工

减少了运输的时间成本。类似的贸易利益也可以延伸到沿线

程设备和服务的巨大需求。在工程设备领域，虽然需求已经

国家。

很高，但这还只是开始，因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

除了加速货物流动的潜在优势之外，欧洲也可以从参与计

的所有城市将参与到物流和供应链设施的升级进程当中。在

划中受益。虽然这一倡议来自中国，但中国需要国际各方的

丝绸之路建成后，将改善连通性，减少经陆地运输货物的时

参与和合作。在这方面，欧盟国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可

间和问题。这转而将增加国际和洲际贸易，并促进货物、资

以获得巨大优势。欧洲可以通过提供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

本和人员流动的激增。

理经验与中国合作。而中国则能够凭借其庞大的制造和基础

除了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外，跨境的可靠电力网络也至关重

设施建设能力，以丰富的外汇储备为后盾，帮助欧洲加强和

要。中国还投资建设和运营利用该地区最佳资源的电力项

升级自己的基础设施，这将有利于其长期的经济复苏和增

目，例如巴基斯坦的Sahiwal煤电厂、哈萨克斯坦的40兆瓦太

长。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2013年中国与中东欧峰会期间，

阳能发电厂和波兰的核电厂等。跨境电力平台的成功建设将

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计划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之间共同建设

为所有参与国家带来双赢局面，因为这将为本地终端用户制

一条铁路。

造业创造重要资源，并为电气机械及设备行业提供巨大推动

欧洲的物流网络可以向东延伸，以满足一带一路的向西发

力。中国将在这一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与全球市场参与者

展，为新兴的物流走廊提供支持，从西欧已建设完备的南北

相比，这不仅会增加海外订单的数量，还会增加中国国内企

轴线延伸至中东欧的华沙。欧洲的物流业仍占全球贸易的绝

业的技术竞争力。

大部分，创造了近万亿欧元的收入，就业人数超过700万。一
带一路的新贸易路线和其他举措将通过在日益加重的贸易壁

对欧洲的优势

垒和不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提供扩大运输和仓储的机
会，进一步提升此领域的盈利状况。欧洲的一带一路相关项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跨度一直是加强双边贸易

目在过去几年中也投入了大量资金，通常涉及铁路和集装箱

关系的自然障碍。由于“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在于加强连

码头。随着技术驱动型零售消费的强劲增长，中国电子商务

通性和交通基础设施，因此对于扩大和加速中欧之间货物流

巨头阿里巴巴宣布其聚焦位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城市的发

动的潜力尤为巨大。如今的Trans-Eurasia（跨欧亚）铁路见

展规划，以扩展其在欧洲的业务。保加利亚布尔加斯市将投

证了这一点。该铁路将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与德国的杜伊斯

资超过1亿欧元，以成为阿里巴巴的欧洲分销中心。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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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物流巨头中远集团和其他中国港口公司也在欧洲各地投

欧洲方面的担忧

资海港。2016年，中远集团以2.805亿欧元收购了希腊比雷埃

今年早些时候，大多数欧盟驻华大使都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倡

夫斯港务局的控股权。此外，预计比利时、荷兰、意大利、

议的担忧。这是一个重大挫折，因为欧洲是陆海线路的最后

葡萄牙、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

边界，而且是该项目的核心。每天都有来自中国贸易中心义

宛的集装箱海港将成为一带一路集装箱码头项目投资的主要

乌和重庆的火车到达杜伊斯堡和马德里等分销中心。即使是

受益者，而波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的城镇

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16+1倡议也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项目

将更多受益于中国的新铁路服务。

上。但是，由于欧洲对中国参与该地区发展日益增加的担

从短期来看，已经大量投资在中国发展综合供应链的外国

忧，一带一路的成功受到威胁。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欧盟

投资者将能够为其服务寻找新的应用。例如，法国电力设备

的透明度议程、贸易自由化和推动权力平衡政策与对中国公

巨头阿尔斯通（Alstom）在北京附近重建了一家涡轮机厂，

司的补贴相矛盾。这种批评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一段时间

现计划向中国水电合作伙伴进行供应，因为这些合作伙伴正

以来，人们一直担心一带一路的项目建于双边基础上，而忽

在第三国竞标大坝合同。从长远来看，通过合作可以取得实

视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实际上，中国可能正在利用其财

质性进展。中国公司拥有资本，跨国公司则可提供技术、经

政实力迫使较小的国家以这种方式接受谈判。例如贝尔格莱

验和良好的本地关系。与东道国成员的伙伴关系可以缓解诸

德-布达佩斯铁路项目，在该项目的早期讨论中，中国及其匈

如不同标准、文化、财务和法律框架等挑战。这种知识转移

牙利合作伙伴试图采用不透明的招标方式，但这种做法违反

对于中国向更高附加值经济转型的计划至关重要。例如，虽

了欧盟法规。在采取更透明的招标程序之前，该项目暂时被

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存有疑虑，但领先的制药公司

欧盟当局拖延。

已承诺将其全球研发业务建立在上海。这些将开放其研发流

尽管存在担忧和批评，但对于中国积极的方面在于，欧盟

程，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进入大型国内市场的机会，随着

的批评并非代表完全拒绝一带一路。事实上，这仍然为欧洲

医疗改革的成型，以及良好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一市场将获

合作敞开了大门，但欧洲的担忧必须首先得到解决。 z

得更大发展。

更多空间.
我们是金属锯切和仓储的技术先锋。
作为称职而富有经验的合作伙伴我
们能创造值得骄傲的附加价值。

在金属材料配送中，短存取时间和高输出是关
键，但传统方法并不容易实现。 KASTO仓储系
统通过安全地提升速度和扩大灵活性实现了更
高效的物流操作。

www.kasto.com
Metalex Vietnam | Ho-Chi-Minh-City | 11th -13th Okt. 2018, 展位 H27
Metalex Thailand | Bangkok | 21st - 24th Nov. 2018, 展位 AM17 展厅 99

锯切、仓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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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和亚洲国
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双双亮相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
（PTC Asia）和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
统展（CeMAT Asia）等工业贸易展见证并促
进了中国工业制造力量的崛起。今年，上海
将举办这两个展会以及其他行业专项展会，
如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ComVac Asia）
、亚洲国际冷链设备及技术展览会（Cold
Chain Asia），吸引一批来自亚洲各地的专
家、行业专业人士与学者。

交易会一直是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营销媒介，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其重要性日益突显，在中国尤为显著。一些行业顶尖
工业贸易展会见证并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过程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个通常情况下受到严格监管的经济
体中，国际贸易展览在短时间内将数千个国内外买家与卖家
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寻找产品和供应商的方式和来源有很
多，而展会则有着其自身魅力。展会上不仅汇聚了来自该行
业的大型企业，还可使访问者同时了解大量产品，并对其进
行评估与比较，参加演示活动并深入提出问题。这些场产
品、技术、企业与人员的跨国聚会，展示了整个市场与行业
的全貌。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和全球知名的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的亚洲分展就是两个典型兼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
际贸易展览会。 .

2018年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
在过去二十年中，上海举办的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用事实证
明了该平台在液压、气动、机械和电力传输产业领域的重要
性。随着参展商、参观者和展会面积的不断增加，亚洲国际
动力传动展正在成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贸易盛会之一。此
作者：Sushen Doshi，《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国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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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展会由德国展览公司（Deutsche Messe AG）和汉诺威米兰

展览会上海有限公司（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出其独特的一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流体动

共同主办，且与多个行业协会合作，吸引了来自中国、韩

力、机械和电力传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企业可沿

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亚洲各个高增

现代丝绸之路直接参与并拓展国际业务，亚洲国际动力传动

长经济体的目标受众。

展就是一个理想的起点。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凭借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的展区，
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工业与制造业的最新发展动向。2017年，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产品类别

该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9万多名参观者与1500多家参展
商。与往年一样，此次活动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中设有多个展区，为国内外参展商们拓

该地点为如此大规模的集会提供了卓越的便利性与充足空

展国际市场搭建独特的贸易平台。

间。与2017年类似，2018年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将与国际压

流体动力展区公司展示的内容包括液压和气动领域的产品

缩机及设备展览会、亚洲国际冷链设备及技术展览会、2017

和技术，如泵机、电机、齿轮泵、齿轮电机、动力单元、气

年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Industrial Supply Asia）

缸、多种变速驱动装置、执行器、控制阀、压力开关、管道

及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等其他重要的行业专项展

软管和连接器、密封装置、过滤器和油润滑系统。除液压和

销会同期举行。今年的展会时间为11月6日至11月9日，聚焦

气动领域外，还包括密封技术设备，如挤压密封、旋转密

主题为智能制造与“中国制造2025”。

封、往复密封、机械密封和密封材料。

自工业4.0概念诞生以来，制造业迅速发展，液压、气动、

机械传动部件与设备（MTPE）展区中展出了大量的工程零

机械和电力传输等领域也越来越多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这

部件，这些零部件对于任何工业装置的运行都至关重要。机

大大提高了创新并试验一些先前“无法想象”的解决方案的

械动力传动部件，如汽车、飞机、船舶、铁路、工程机械、

能力。整个行业正朝着创新、高科技制造和智能机器的方向

农业机械用齿轮、重型高速齿轮箱、行星齿轮箱、蜗轮和齿

发展，这些机器可实现高效节能且灵活输出。在这个展会

轮机床。除齿轮外，机械传动部件与设备展区中还展出链条

中，企业无论大小都能在技术方面或是在商业模式本身展示

和皮带产品，如输送机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双节距滚子链、
WORLD OF INDUSTRI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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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上海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和亚洲
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的原因
n

获 得对市场与行业的概况和深入了解

n

寻 找新的市场和机会

n

关 注最新趋势和创新

n

获 悉新动向——展会是推出大量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地方

n

评 估产品和供应商——在同一地点获得各种产品和供应
商的竞争信息

随着“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广泛实施，物流业也
在迅速采取相关行动。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物流盛
会，2018年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将吸引600多家
来自全球物流业的企业，展会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在“中国
制造2025”计划的影响下，物流装备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巧妙运用机械代替人力的方式实现
转型和更新。整个物流行业都正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迅速推
出并扩大其产品组合。凭借源源不断的创新、中国政府提供
的良性资本以及主要来自电子商务领域蓬勃发展的需求，物
流业技术和设备供应商们正在蓬勃发展。亚洲国际物流技术

n

下 单并协商合同

与运输系统展的展示阵容包括德马泰克（Dematic）、胜斐迩

n

收 集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报

（SSI Schaefer）、瑞士格（Swisslog）、特格威（TGW）

n

收 集有关自身产品、服务和业务的反馈与建议

、Intelligrated、范德兰德（Vanderlande）、SFA等全球性企

n

与 现有业务合作伙伴、供应商及客户保持联系

业。即使是中国的国内物流企业也在技术层面上取得了长足

n

建 立新的业务联系

n

参 加会议、社交活动、座谈会、研讨会和小组讨论，以
获取知识

的进步，正在通过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这个平台
寻找更多扩展市场的机会。作为亚洲领先的材料处理、自动
化、运输与物流技术国际展览会，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
系统展为行业专业人士、学者、决策者和志同道合之人提供
了一条通往全球网络无与伦比的途径。

重型传动链、链轮、V型皮带、平皮带和变速皮带传动。联轴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产品类别

器和制动器领域的制造性企业展示其最新且最受欢迎的产
品，如刚性、弹性联轴器、万向接头、万向轴、凸轮机构、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的展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

液力联轴器、离合器系统、锁定组件、制动器和完整制动系

展出机械搬运设备，如起重机、起重设备与平台、可升降人

统。轴承是所有动力传动机械设备共有的组成部分。轴承可

工平台、单轨输送机、工业卡车、叉车、手推车、无人驾驶

实现旋转或线性运动，同时也可减少摩擦、处理压力。亚洲

运输系统、升降机、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缆车、

国际动力传动展还展出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自调心

驱动技术组件、完整输送系统、机器人处理系统、交通控制

球轴承、滚针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轴承部

技术和综合交通系统等。

件如轴承套圈、钢珠、防尘罩密封件、保持架、套筒、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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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车桥等。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的核心领域之一是仓储技
术和车间设备，如货架系统、工厂和仓储设备、货板、箱体

中国一直是电力传输产品的顶级制造商和出口商，如电

和容器、工业门和闸门、仓库清洁系统和存储设备。仓库和

机、伺服电机、变频器、电气传动控制系、电磁设备、继电

车间的包装和订单拣选系统、称重和计量装置。除产品外，

器、接触器和其他组成工业电路的配件，都将于上海会展中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的参展商们还提供运输与物

心展出。

流服务、咨询、规划、融资、项目管理和维修服务等。
随着信息技术被集成到主流仓储和供应链管理流中，内部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物流软件系统，如用以计划物料的计算机和控制系统、仓库
管理、运输管理、识别技术、自动识别系统、内部物流传感

每当出现危机时，物流和供应链行业都会最先受到影响。无

器等，都有着很大的市场需求，这些技术也将在活动中展

论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是日本海啸，供应链行业必须时刻肩负

出。

使命，提供新产品和技术，优化并提高全球供应链的效率，

作为物料搬运和物流展览的市场领导者，亚洲国际物流技

降低成本并克服碍，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些挑战巩固

术与运输系统展致力于深入探索创新技术与市场，发展物流

了物流和供应链部门的实力，因为行业不断提出创新的解决

及相关行业的现代理念。

方案。那么这与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等行业活动

图像来源: Deutsche Messe AG

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很简单，它改变了看待问题的角度，重
新激发、激励并帮助专业人士和决策者了解市场需求，提出

www.cemat-asia.com

适当的解决方案。

www.ptc-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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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福新加坡全球分销中心—
—高效和智能化整合

LOGISTICS

倍加福（Pepperl + Fuchs），全球领先的工业传感器和防触电保护技术公司之
一，再次向总承包商、具备丰富设计与实施经验的德国WITRON物流和信息有限
公司发起委托，建设其新加坡全球分销中心（GDC）。倍加福之前已与Witron合
作，在位于德国曼海姆的公司总部成功建成其欧洲分销中心（EDC）。

倍加福在大多数亚洲国家设有本地销售办事处，以确保近距

我们增值的主要份额，在于越南Biant和新加坡生产厂内的这

离服务客户。倍加福亚洲物流网络的核心是位于新加坡的自

些产品领域。”从亚洲对德国和美国区域分销中心进行全球

动化“全球分销中心（GDC）”。公司立足该中心，向所有

供货，有着充分的理由。“我们相信，通过这道合并，我们

倍加福工厂供应和配送范围极为广泛的产品。“建设一座全

可以精简库存、更快地供给客户。”Hatiboglu宣布，“正是

球分销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对全球标准产品库存进行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在高峰期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成

并处理。”倍加福首席运营官Mehmet Hatiboglu先生表示，“

本效益，我们决定建成一座自动化物流中心。”和德国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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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现有的EDC一样，新加坡基地由总承包商Witron物流和信息

立即开始使用全功能版本。”通过在曼海姆培训来自新加坡

有限公司设计和实现。系统服务和维护由一个WITRON现场服

的员工，以及曼海姆员工在新加坡现场的调试支持，此次扩

务团队负责。

容迅速完成，也未出现复杂情况和交付中断。

该GDC向同一建筑内邻接的生产区和一家位于12公里外的

同时，该GDC可以存储所有产品，如原材料、半成品和成

生产厂小量供应原材料、辅料和运行材料。同样的物料也会

品，以及辅料和运行材料。GDC由三个仓库区域组成：自动化

大量运送到德国、捷克、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美国的工厂。

小件仓库（AS/RS，6万个方盘）、一个超长货物仓库（400个

成品货物则以散货形式运送到欧洲分销中心（EDC）和美国分

存储位）以及一个窄巷道托盘仓库（1,800个存储位）。

销中心（UDC），空运为每天一次，海运为每周一次。此
外，借助快递服务，每天都可将1,000件包裹直接“门到门”

依照智能物流4.0标准，全线整合生产和物流流程

交付给亚洲终端客户。倍加福客户可以直接访问GDC的订购
系统，从而能够通常实现当天处理订单。

和曼海姆仓库一样，新加坡基地也使用订单拣选系统（Order
Picking System，OPS），该系统以高成本效益处理广泛产品

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投资

范围的性能，已在全球各地的零部件配送和电子商务应用中
得到验证。OPS支持在一个系统内进行仓储和订单拣选。该

总额4400万欧元的新加坡GDC是倍加福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投

模块化解决方案是对自动化小件仓库（AS/RS）和上游拣选工

资。总高32米的Witron仓库耗资1200万欧元。AS/RS拥有4条巷

作站的整合。借助序列缓存系统或由倍加福新近实现的导向

道。每条巷道配备一座立柱高度为18米的有轨堆垛机。“收货区

车解决方案，工作站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有轨堆垛机速度的限

配备六个‘智能’收货工作站。拣选由11座尖端多功能工作站负

制。由此可以在所有工作流程中实现最大限度的个性化。产

责，它们能够随时从拣选工作站转换为包装工作站，反之亦然，

品在OPS中的拣选和包装工作站上根据货到人原则和订单需

以及在工作站上进行增值服务。”Witron项目负责人Juergen

求提供。凭借系统的灵活性，载货单元可选用不同尺寸、高

Huettemann先生介绍道，“这里每天可以拣选和包装多达4,600个

度和隔断的方盘、周转箱、纸箱和小型载货单元。拣选工作

订单行。”系统能够独立识别订单是大订单、中订单还是小订

站的占用情况取决于工作负荷。为能高效且节省空间地存储

单，以及每个订单需要考虑哪些个别情况。截至今日，GDC已存
储了超过97,000个SKU。平均填充率为80 %。其中三分之一为成
品，其余为原材料和半成品。

01 该四通道AS/RS配备60,000个存储位。纸箱分为多个
部分，可存储97,000件不同物品

曼海姆与新加坡之间的互动
“目前，针对工厂和过程自动化分配产品时面临的主要挑
战，在于客户特定需求以及特定国家进口法规的种类不断增
加。”Hatiboglu解释说，“其中包括客户专用的条形码标
签，以及各国语言的在线货物数据传输。”为了对这些事项
进行相应的映射，倍加福在其GDC中建立了一条特殊处理专
线。Witron仓库管理系统内对所有需求的功能映射可提供很
大优势。
由于之前已在德国曼海姆有过成功合作，倍加福很快就拍
板决定，将此次的项目订单交给Witron负责实施。现在，这
家传感器制造商有意在欧洲建成这座符合最先进技术水平的
物流中心，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加速亚洲市场的进一步扩
张。“毋庸赘言，我们从位于曼海姆的‘欧洲分销中心
（EDC）’汲取了种种正面经验，并且希望充分利用它们。”
倍加福仓库和物流主管、东南亚地区负责人Hong Han Thanh
解释道，“这两座仓库配置相似。它们向制造区域提供原材
料，并向最终客户提供成品，因此选择‘复制和粘贴’并根
据当地要求加以微调，对我们而言是合理的结论。”这也使
Witron项目团队更容易了解到倍加福新加坡基地的业务流
程，并实施由此产生的需求。“另一点好处是，我们都通过
同一个IT接口进行通信。”Hong Han Thanh提到，“这反过来
又令我们能够在EDC中预先测试和发布新的功能，使GDC可以
WORLD OF INDUSTRI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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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高度动态的收货和重新打包过程：一个40英尺集装箱只需
三小时即可处理完毕。在手动仓库中，此过程耗时可达两天

03 倍加福整合的通用工作站可随时从拣选工位转换为包装
工位，反之亦然，而且也可用于增值服务

大量不同的产品，倍加福的载货单元（纸箱）可分为多达16

作为顶棚和墙壁元件的承重部件。此外，Witron直接将全自

部分。纸箱在托盘上运输。托盘的占用情况在收货区自动扫

动方盘仓库直接建在了托盘仓库顶部。借助这种施工方法，

描。直接向运输箱或生产线供给用整理箱内拣选。每个拣选

设施成本可以降至最低。

工作站可同时处理多达8件客户订单。一个包括光学拣选系

“基于这些特殊条件和新加坡紧缺的空间，物料流被布局

统、光学定位和表面扫描的多功能检查系统可确保最大拣选

到多个楼层。关注垂直空间的高可用性和所有区域的高效连

精度。其中将采用倍加福产品进行可信度检查。

接，对于Witron来说，也是一桩新颖的挑战。”Witron项目

GDC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生产区域到物流作业全程连贯的内部

负责人Huettemann回顾道，“当然，两家公司通过以往的项

物流连接。一套无人运输系统（FTS）可将订单项目从物流区

目，彼此已有充分了解，而IT界面也为各相关方所熟知，这

域转移到生产区域，反之亦然。一旦生产区域返回一个装有

些条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尽管如此，针对所有流程，都

成品的货箱，并将其存储到预定义的货架中，一台AGV（自

要审慎考虑曼海姆和新加坡之间的互动效果。“主要的方法

动化导向车）将自动通过无线网络接到请求。它将从生产线

是：验证新加坡方面的各种决策会对曼海姆产生怎样的影
响，以及反之。”Huettemann解说道，“例如，在新加坡，
我们已经调整了一些楼层的订单合并流程，并将生产订单的

多功能拣选和包装工作站
可实现最大的灵活性和拣
选准确度
Jürgen Hüttemann，Witron
项目经理

物流流程集成到了装配线。”

智能流程——高效率
倍加福对至今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该系统的可用性无疑
高于一般标准。”项目负责人Hong Han Thanh先生表示，“
此外，拣选性能也显著提升。如今这座自动化物流中心的处

自主拾取货箱，然后将其输送到卸货站。这正是智能物流4.0

理速度是之前手动仓库的三倍，而且仍有上升趋势。”此

构想发挥效用之处：货箱接受扫描，登记在后台平行进行，

外，“智能”收货登记流程可实现在三小时内完成一个40英

货物立即可用。如果系统有此产品的未结订单，该箱将立即

寸集装箱的登记。在之前的仓库中，最后一个案例的登记和

分配并运送到拣选/包装位置，从而不被存储。这就是倍加福

存储花费了将近两天时间。

公司的“一键式处理”（one touch handling）。进货登记作
为后台流程实时完成，并使货物立即可用。

自动化技术还有其他益处。工作站上的操作员可获得系统
引导指示。“由此可以在这些工作站上应用‘防呆’概念，
从而保证高工作质量。”Hong Han Thanh介绍道，“并且能

创新：架设在托盘仓库顶部的AS/RS

够在倍加福集团内形成协同效应。”未来的制造区域将会把
产品打包到一个个赋有明确识别编号的载货单元上。由此，

LOGISTICS

鉴于新加坡的土地供给状况，倍加福选择了常见对策，决定
建设一座高架物流中心。为此，施工团队打下了200个长达40

收货过程还可进一步加速。
Hong Han Thanh总结道：“GDC及其智能物流流程，加上亚

米的支柱。在物流中心和生产及管理设施之间建立32米高的

洲制造工厂的无缝整合，为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奠定了基

防火墙，也是一项重大挑战。此外，新加坡的地价极为昂

础。”

贵。“因此，对于项目团队来说，最佳利用现有地产是至关

摄影：Firefly Photography, Witron

重要的。”Hong Han Thanh指出，“这促使我们选择了实施
筒仓解决方案。”在采用筒仓设计的高架仓库中，会以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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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完美履单之
路： SORTOPIA

无论您需要订单合并还是装运分拣，每
分钟 25 件商品还是每小时 2.5 万件商

品，Honeywell Intelligrated 都可以提供行

业内极为丰富的分拣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

精准、可靠而快速地解决面临的报过处理挑
战。 这就是传送自动化。

© 2018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保留所有权利 。

有关更多详情，请到 CeMAT Asia 的 W2 馆
A2 展位参观。

Transnorm继续将动态厂内物流的创新
成果引入中国
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继续呈现出两位数的高
增长态势。中国目前拥有超过7.5亿互联网用
户，占全球零售电子商务的40％——在线购
物者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B2C的在线销售额
已超过每年5千亿美元，预计到2022年每年将
超过1万亿美元。

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Jack Ma）创造的“新零售”一词总结
了与在污染严重并且拥挤的城市中购物相比的便利性，这与
中国以数字为中心的在线服务趋势相吻合。
大型电子零售商十分关注消费者对热门购物假期的热情，
例如：光棍节，类似于西方世界的黑色星期五，时间是每年
11月11日。吸引越来越多的高可支配收入消费者（同比增长
7.5％）和高消费水平的消费者至关重要——其增长速度远远
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
Transnorm将继续投入时间和资源，以提高其在中国市场的
地位，用德国顶级企业在精益技术方面所享有的美誉征服客

LOGISTICS

户。由于我们已经为全球300多个机场提供了
行李搬运系统模块，因此在中国和全球的机

01 处特别是在中小型包裹配送中
心，“Transnorm分拣模块”概念
（TSM）支持更高自动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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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行业中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具体到地区，包
括最近安装的2017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项目，
以及为将于2019年10月投入使用的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提供了近1000个模块。

02 Transnorm皮带式
转弯输送机 行业领先
的皮带转弯输送技术
常见于包裹配送中心
和机场

参加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作为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的可靠合作伙伴并且为了在2019
年庆祝企业成立50周年，Transnorm还将为包裹、厂内物流和
电子商务领域提供更多的模块和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在
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将于11月6日至9日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的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将成

条带式皮带输送机和全皮带输送机融合了Transnorm的

为了解“全球卓越厂内物流系统”产品组合的完美平台，该

SmartSort® LineSplitter的30°、45°和60°的最佳输送角

产品组合专门针对蓬勃发展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而进行

度——这是一个标准化的同类最佳分拨解决方案，能够提供

了优化。

最高效的物料流。由于线路切换时间极短，这种方式可以实

在过去几年中，Transnorm通过其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举措

现产品的柔和搬运，并且可以显著减小各个包裹之间的距

继续推动发展进步，设计模块化解决方案以克服包裹和厂内

离。能够十分可靠地搬运各种类型的输送货物，容量和速度

物流/电子商务领域的问题，特别是提高自动化程度。

可调节，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模式。

Transnorm分拣模块

臂输送机，Transnorm集团的技术诀窍都有助于实现高水平的

无论是用于拾取和调度区域的重力输送机，还是Sovex伸缩
能源效率，并全面支持标准化的经济设计原则。。
首先，Transnorm分拣模块（TSM）已经普遍应用于小型邮政
系统和快递站点。在此之后，包裹行业越来越显现出对无缝

Transnorm Singulation Concept

作业的快捷模块的需求，以提供高性能并且可靠的输送和分
拣解决方案。
彼此独立的设计能够确保执行特定功能，构成TSM的模块
化组件现已涵盖了小型邮政系统或快递站点所需的每个过
程。通常情况下，在现场安装分拣机时总是存在空间不足或

Transnorm Singulation Concept（TSC）是被德国邮政DHL所采
纳的另一项成功举措，该项目安装在一个大型设施中，并计
划在2019年第四季度之前上线。
TSC是面向未来的智能解决方案，能够应对包裹吞吐量的增

成本问题，但仍需要对高吞吐量的货物进行分拣——而TSM

加以及满足提高自动化的需求。批量卸货和快速分拣是缩短

正好填补了这项空白。

包裹在中心所花费的时间的关键，同时应将分拣能力最大

与独立的模块相比，重复布局和整合解决方案的能力利用
了所采用技术的同质性，简单的维护计划确保了设备能够达
到行业中最长的使用寿命。此外，对现有场地、扩展和新建

化，以提高效率。该模块化和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易于集成，
代表了包裹处理的未来标准。
从小型信封到重型包裹，可批量处理包裹的种类超过95%，

项目的空间优化和适应性布局意味着Transnorm可以比以往更

从而解决了手动从拖车上卸载大批量包裹的低效率问题。随

突出地影响市场。

后自动分成单个文件，从而加速了主要的邮政和包裹系统目

敏捷的高性能模块旨在实现协调作业，提供可靠的解决方
案，实现卸载、输送、定时对齐、分拣和装载功能——达到
6,000 pph的分拣量。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并达到高性能标准，将直线输送

前所追求的自动化。
无需复杂的软件或控制来优化操作各个TSC模块，从而形成
了经过实践检验的由标准化模块组成的智能组合解决方案。
TSC还涵盖了定时、对齐、合并、分拣和分线功能。这些模

机与世界知名的Transnorm带式转弯输送机相结合可以实现高

块具有可扩展性和标准化，可以实现无缝作业——在生产力

速、安静（最大67-72db）以及可靠运行。这些输送功能被植

和效率方面实现真正的差异化。

入到一系列的定时输送机中，从而确保了货物在进入识别点

摄影 Transnorm

之前有足够的间隙。由于输送机的长度和宽度之间的理想比
率，因此Transnorm定时技术能够实现零性能损失。

www.transn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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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调整
顺应市场变化

Rofix AG有近200种不同的建材产品——砌筑
砂浆、隔热材料、油漆、涂料、基层非粘结
型找平层等等。 这个建材制造商非常重视灌
装码垛包装技术，希望可以按时按量将产品
安全交到客户手中。 伯曼集团为其在瑞士
Sennwald的工厂提供了整套包装系统，顺利地
集成到现有厂房中。 这套系统可以根据不同
的物料灵活调整，无需繁复地装调。

在瑞士圣加仑州的Sennwald，自然主义者、徒步旅行者和骑
行爱好者热爱着这里的森林、草地和蜿蜒的小路。 奥地利建
材制造商Rofix是Fixit集团成员，在这个约5,000人口风景如
画的小镇上设立了在瑞士的第五个工厂。 “我们生产全系列
产品”，Rofix瑞士的CEO Josef Sennhauser介绍说。 “我们

“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是：
我们必须将包装线集成到现有厂房中。”
伯曼集团建材部门资深销售经理
Denis Sielemann

伯曼集团为其一站式提供了整条包装线。
其中包括伯曼回转式包装机Beumer fillpac R

有近200种不同的建材产品，例如精细石膏、不同品种的混凝
土、砌筑砂浆、找平层或胶粘剂”，厂长Gerhardt Welte补充
说。 “产品的流动特性都各不相同。”
这是个挑战。 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仅要重视建材
产品的高品质。 “制造商必须按时按量把产品交到贸易商和
最终用户手中”，Sennhauser强调说。为此，在瑞士的这个工
厂需要一条能够快速灵活地装袋码垛罩膜包装的包装线。 过
去，更换产品总会导致很长的停机时间，工人需要繁复地装

LOGISTICS

调设备，浪费很多时间。

选择最佳合作伙伴
Rofix的另一家工厂采用过伯曼集团的解决方案， 体验非常
好。 这就是负责人非常信赖伯曼一站式灌装码垛包装技术的
原因。 “不仅我们的客户重视供应商的可靠性，我们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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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说。 “就定位精度来说，这个装置比传统的转位装置有着
极大的优势。

”因为设备部件移动料袋时不会造成机械变

形。两台皮带输送机平行布置，运行速度不同，可以快速旋
转料袋。将料袋轻柔地转到指定位置。双皮带转位装置的智
能控制系统充分考虑了料袋的尺寸和重量。根据预设的包装
样式，精确定位。特别之处在于更换产品时，操作员不需要
根据变更的参数调节系统，大大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快捷、安全地包装
通过辊道，将码好的垛件输送到伯曼冷拉伸套膜包装机
BEUMER

stretch

hood

A。

“操作非常简单、安全”

，Sielemann介绍说。 新系统完全没有平台，大大简化了维护
保养工作，提高了包装设备的可用性。 例如可以在地面上更
换刀具或热封机构。 同时还有其他优点，如：设计紧凑，结
构高度低、占地面积小。
薄膜输送系统处理轻柔，将裁好、热封成形的薄膜罩输送
至包装系统。 将薄膜罩送至卷膜拉伸单元的过程中热封边已
经冷却，卷膜时可以节省时间。

既不需要高能耗的冷却装

置，也不需要很长的冷却时间。 “我们可以快速地根据薄膜
类型调节伯曼冷拉伸套膜包装机BEUMER stretch hood A”
，Sielemann说，进一步提高的整条线的灵活性。 “每小时可
商的期待也是如此”，Welte说。 对包装线的核心要求，除了

处理50至60个托盘”，Josef Sennhauser非常满意：“需要的

灵活性，经济高效的工作方式、易于维护以及专业全面的客

话，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处理能力。”

户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双方迅速就范围和期限达成一致，
启动了项目

一切尽在掌握

装袋：不能多也不能少

伯曼给系统配备了伯曼人机界面（HMI），让操作员能够方便
快速地操作生产线的系统。 带给操作人员简单直观、易于理

由于工厂制造的建材产品种类繁多，伯曼集团为其安装了伯曼

解的互动体验，保证所有设备流程快速高效。 可视化界面能

空气给料回转式包装机Beumer fillpac R。 在灌装过程中，对料

够非常清晰地展示需要设置什么内容、怎样设置、在哪里设

袋进行称重。 为此，Beumer fillpac配备了一台可校准的电子称

置。 例如，操作员可以调出视频序列，演示如何更换膜卷和

重装置。 确保设备持续等量灌装料袋。 通过特殊软件保持灌

刀具。 其他设置，例如在伯曼高位码垛机Beumer paletpac上

装嘴和称重装置之间的平衡。 系统采用超声波封口，操作干

纠正料袋，设备上也提供图片和分步说明。

净，效果非常好。 此外，还可以避免物料聚集在阀门周围。

在包装线末端，工人用叉车将包装好的托盘先后从辊道取

系统采用模块化构造，能够很好地与现有的生产线集成在

出，送到发货口。 为发货取货做好准备。 这个项目最大的挑

一起。 使用伯曼套袋机和空袋架，让包装机更为高效。 伺服

战是：“设计规划必须将包装线集成到现有的三层厂房中”

电动机驱动架和吸入式抓取装置自动准确定位，高效节能。

，Sielemann说。 但伯曼集团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解决了这个难

抓取和套袋系统将料袋快速安全地射到灌装嘴上。 每小时可

题。 工程师们调整了解决方案，满足了建筑技术的要求。

以准确处理1,200个料袋。 扩展的话，可达1,800个料袋每小
时。 “用户可以轻松将伯曼套袋机调节到另一个料袋规格。

无需停机 可灵活按照产品进行调整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伯曼集团建材部门资深销售经
理Denis Sielemann解释说。

包装线自2016年年中投入使用。 瑞士的工厂没出现任何停机
情况，生产调节也非常灵活，这也正是Rofix期待的。 即使出

保证轻柔码垛

现失调的状况，负责人也非常有信心，伯曼集团也不会坐视
不管。 如有需要，伯曼服务人员可以迅速快捷地从集团德国

伯曼集团为工厂安装了分层码垛机Beumer paletpac，能够全
自动、可靠、迅速地码垛料袋。 这台设备可将料袋以6个一

总部远程提供专业支持。
图片出处：伯曼集团

层的编组形式准确地码到托盘上。 “设备配有双皮带转位装
置，可将料袋轻柔地转到指定位置，不变形”，Sielemann解

www.beumer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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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倍存储
容量，无
额外空间
要求

荷兰物流供应商Active Ants电子商务物流为
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60多家网上商店提供
仓储服务。为了充分利用可用的存储空
间，Active Ants委托自动化专家德马泰克开
发和集成了AutoStore系统。凭借紧凑的存储
和拣选系统，这家物流专业企业不仅可以优
化其存储空间使用，还可以实现自动化拣
选。AutoStore能够使存储容量加倍，而无需
扩展存储区域，还可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以及人体工程学。

确的容器并将其带到拣选站。在那里，员工会查找匹配的物
品并继续处理订单。

自动化——从仓储到运输
Active Ants的AutoStore系统包括两个订单拣选站，每个拣选
站有六个包装站。按灯拣货（pick-to-light）系统一方面将订
购商品所在的容器段显示给订单拣货员，另一方面同时显示
要放置物品的订单容器。
一旦装运完成，智能集装箱处理系统就会对此进行称重和拍
照。有些货物首先转移到仓库的另一部分。在那里，Active
Ants员工手动将大件或较重物品添加到运输包装中。Jeroen
Dekker说道：“AutoStore处理我们仓库中所有商品的90％左
右。”

LOGISTICS

完成的订单容器之后落在包装台上，并在那里接受自动扫
作为电子商务实施方面的专家，Active Ants不仅能够为客户

描。员工可以在显示屏上看到确切的包装说明。发货标签和

存储和包装产品，还可以处理其货物，范围主要涵盖DVD、T

订单将自动打印。在此之后，空容器返回拣选站并运送到装

恤、书籍或玩具等小件物品。由于Active Ants订单数量的不

运部门。“对于包装站的设计，我们与德马泰克的专家合作

断增加，存储空间愈加紧张。因此，该公司决定建立一座新

找到一种高效、符合人体工程学且经济的解决方

仓库，并配备自动小零件存储系统AutoStore。Active Ants委

案。”Dekker说。

托自动化专家德马泰克安装和集成该系统。“AutoStore非常

自2015年AutoStore投入使用以来，Active Ants的效率比之

适合存储和拣选小物品，这使其成为我们运营的理想选

前的手动系统高出四倍。Active

择。”Active Ants的执行合伙人Jeroen Dekker说。2015年春

Lahaye对后续增长潜力信心十足：“我们现在每小时处理240

季，公司安装了可容纳30,000个容器的系统。容器布置在预

个订单。随着热门产品的预先编制，我们可以实现进一步提

定的网格中，以便最佳使用该区域。“这将使我们的存储容

高，且只需略微调整系统。”得益于自动拣选，Active Ants

量增加高达75％。”Dekker说。AutoStore机器人自动选择正

也更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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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s的执行合伙人Jean

符合人体工程学且可扩展
新的小零件仓库不仅紧凑，而且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拣选
员不再需要抬起容器或进行长距离搬运。Jeroen

Dekker说

道：“德马泰克的3D渲染、包装和订单拣选站虚拟可视化，
使我们能够预先配置员工使用系统的方式。”堆叠容器的其
他优点还在于，可以保护产品免受灰尘和盗窃。
在Jeroen Dekker眼中，AutoStore拥有后续可扩展性，且非
常实用：“这套解决方案使我们能够对动态作业规格和SKU速
度做出反应。即使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现有系统也可以通
过新的集装箱格栅、订单拣选口和机器人进行扩展。“SKU（
库存单位）是单个物品的识别名称。在其帮助下，可以密切
监控库存，并通过本地货物优先次序安排加快拣货过程。

工厂容量增加一倍多

按灯拣货（pick-to-light）系统一方面将订购商品所在的容器
段显示给订单拣货员，另一方面同时显示要放置物品的订单
容器

去年，Active Ants已经委托德马泰克对Auto-Store系统进行

能够更好地应对季节性高峰期。自2018年3月以来，该系统已

扩展。最初的30,000个容器现已增至64,000个，而负责取货

成功投入使用。

和堆放的机器人也从16台增至32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

摄影：德马泰克

的存储容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使其成为比荷卢经济联盟国
家中最大的工厂。”Dekker说。扩建后的设施使Active Ants

www.dematic.com

使用寿命翻倍…实现智能监控
翻倍
倍 实
倍…实
实现

新一代 P4.1 长行程拖链系统
拖链的每个链节之间都采用了耐磨损且免润滑的 iglidur 孔销
进行连接，以减小摩擦。适用于行程长度达 800 m，速度高
达 5 m/s 的应用。选配智能监控模块可实现预测性维护。
www.igus.com.cn/P4-1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

易格斯（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021-5130 3100 邮箱：cnmaster@igus.net
“igus, iglidur,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
igus-Mandarin.indd 1

11.09.2018 18: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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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企
业带来数
字双胞胎
应用程序

视频

了解更多：SAP对数字双胞胎网络
的看法 ：

http://bit.ly/SAP_DigitalTwin

为了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并促进创新，数字双
胞胎必须获得发展，以相互联系、互动和沟
通，同时通过创建网络扩展整条价值链。本
文展示了数字双胞胎作为提升流程智能化、
协作化和自动化程度的开端具有哪些影响。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不断增加的连接数据流和更复杂的
生产，组织需要相互协作并确保所有领域的决策访问权限。
如果数字双胞胎可以相互通信，在彼此之间建立网络呢？
真实世界的产品及其数字双胞胎可以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桥
接物理和数字世界，为新的创新打开大门，并增加可实现的
可能性。根据互联产品和资产的实际使用数据，数字双胞胎
是新产品即服务商业模式的基础：利用机器学习，可以从不
断的实时使用和性能数据流中获得实时信息，从而持续自动

数字化转型带来了重要机遇，但对于制造商而言，这也是一个

化、学习和改进整个价值链和所有业务领域的流程。

挑战，因为机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并需要支持灵活的生产。
数字双胞胎可在从创新到运营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促进

数字双胞胎改善协作并提供深入信息

多领域协作。数字双胞胎并非用于工程、制造或运营等特定
目的的新概念；但这一技术至今较为孤立，并没有实现无缝

创建数字双胞胎网络可以简化与内部同事、外部供应链合作

协作的承诺——直到现在。

伙伴甚至客户的数据共享。其合作伙伴及客户可以协作改进

SAP认为，为了让数字双胞胎发挥预期的功效，需要在四个
不同的领域创造价值：对物理对象进行精确的数字展示并建

流程等。
与多个内部部门共享数字双胞胎数据则能够确保每个人保
持信息水平的一致性。研发、财务、营销和销售团队，这些
通常在“孤岛”上工作的团队可以合作确保新产品设计合

SAP为数字双胞胎网络提供支持，从创意

理、定价准确、获得充分推广，并具有商业可行性。供应链

到制造再到服务，再返回创新周期起始点

合作伙伴可从具有更高可见性的数字双胞胎网络中受益。如

Georg Kube，SAP工业机械与零部件行业

果资产出现故障，维护提供商就会知道，需要动员团队来修

业务单元全球副总裁

理设备。如果一个组织提前制造完成产品，物流提供商便知
道可以提取货物并尽早交付。最后，数字双胞胎网络有助于
从客户处获得宝贵的信息。通过监控客户与商品的互动方

立与其的高保真连接；只需一个版本的数字双胞胎便可支持

式，组织可以从未来的产品迭代中删除未充分利用的功能，

多个流程（研发、制造、服务）；允许多个利益相关者和合

或者开发能够突显流行功能的新产品。

LOGISTICS

作伙伴就数字双胞胎的一个版本进行协作；允许来自客户环
境中不同供应商的数字双胞胎资产之间建立语义关系。

通过数字双胞胎网络实现开放、协作的环境，为改造工
程、运营及其间的所有内容提供良机。反过来，这使企业能
够将多种产品、设备和资产的数字展示整合到单一技术和业

网络和产品设计的新时代

务环境中，并变得更加智能化。
摄影：SAP

数字双胞胎不仅仅是物理产品的虚拟外观。数字双胞胎分布在
整个产品和资产生命周期中，用于工程、制造、运营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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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效的自动识别系统对迅猛发展的电子
商务进行管理
锐多视觉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将参加于 2018年11月6日至9日在
上海举行的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Cemat Asia)。公司
重点展出的是用于数据采集和货物处理的智能解决方案。创新的硬件
如 Vicam 3S 线扫描
相机和 Volumec HD
体积测量系统将会
在 W1-D1-3 展台上
亮相。参观者还可
以了解更多有关最
新软件开发和各类
服务产品信息。
快速增长的网络零
售业正影响着该行
业的发展。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轻松下单。当天送货、物流实时跟
踪和按需送货在如今已不是新鲜事。这一切都是通过一条精简灵活的
物流链实现。Vitronic 的自动识别系统是来自相同来源的端到端解决方
案，可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数据透明度和数据分析。例如，对于邮政、
快递和包裹服务行业 (CEP) 的各种应用，Vitronic 提供了多种多样的
产品，可以自动捕获和分析从信件、包裹到托盘的发货数据。
大数据在物流行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简化复杂流程并使其更加透
明的唯一方法是完整捕获与流程相关的数据。识别和捕获发货信息的
自动化解决方案将是这一领域的关键；它们不仅提高了吞吐量，而且
还成为数字供应链里智能组件的一部分。Vitronic 的自动识别解决方案

艾必埃姆将拓展Sinochron
电机组合产品
艾必埃姆的节能型电机组合产品
Sinochron将增加80和100机座号，输出
功率可达13 KW。艾必埃姆的 Sinochron
电机具有高功率密度和节能的优点。它
运行高效，尤其是在部分负载区域：超
过三分之二的驱动使用于仓储物流和物
料搬运技术，都运用了这种模式。电机
提供的额定输出扭矩仅用于短时间启动
负载，然后驱动装置通常以额定负载的
20%至30%运行，这正是艾必埃姆
Sinochron电机与其它异步电动机相比的
优越之处。在部分负载区域，它们的效
率高了一倍。这可以通过连续运转的同
步电动机实现且几乎没有转子损耗. 事
实证明，Sinochron电机已被证明在日常
实践中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可用性和
经济效益。因此它的高效率，可以与IE4
超高效电机相媲美！驱动装置可在环境
温度–30 °C至 + 60 °C之间稳定运
行。
www.abm-antriebe.de

可捕获必要的数据，以实现整个供应链中的端到端数字化和互连，并
通过智能软件提供这些数据。
www.vitroni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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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动器监控和控制智能模块
迎接工业4.0的挑战
麦尔传动技术公司的新模块可以快速方便
地监控安全制动器，并促进机器和设备
的均匀减速。这些智能模块为预测性维
护和故障识别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而
提高了机器和系统的生产率。

驾驶汽车时，驾驶员使用脚部制动器有针对性地
减速车辆。当汽车高速行驶时，没有人会想到拉
动手刹或驻车制动器。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具有
动态制动程序的设备和机器应用，这些通常需要
受控均匀减速。然而，与汽车制动器不同，电磁安
全制动器仅具有2个与设计相关的操作条件，即存在制动扭
矩与制动扭矩被取消，因此每个制动过程由通过弹簧压力确
定的最大可用制动扭矩来实施。在包括诸如物料搬运卡车在
内的设备上，负载会出现变化，制动器在设计中会考虑最大
负载。然而，以完全制动扭矩操作并不总是切实可行的。其
结果便是，在部分负载的情况下，更猛烈的减速会导致运输
货物的损坏，甚至导致车轮的阻塞或打滑。
在诸如薄膜包装机的应用中，扭矩随着包裹半径的增大和减
小而变化，通过相应调节制动扭矩对张力进行限制对于材料的
保护而言通常十分重要，对于机器设计也是如此。出于这个原
因，制动专家麦尔传动技术公司现已开发出Roba - torqcontrol
模块，这是一种智能且极具成本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借此可实

此模块可以使用24或48 V直流电压运行，并控制额定线圈电
流为10或5A的制动器。通过2个数字输入，制动摩擦盘上产
生的接触力可以指定为标称弹簧力的30％、50％、75％或
100％。或者，也可以实现0-10 V（30-100％）的无级模拟指
定信号。

现可调制动反应，并使机器达到既定的静止状态。

MOTION AND DRIVES

轻柔且合适的制动过程

01 通过Roba - torqcontrol模块，公司开发出一种智能解决
方案，机器借此可以均匀减速并达到规定的静止状态

该电子制动扭矩控制的先决条件为，系统必须测量诸如负
载、速度或加速度等操作条件，并将这些测量值转换为Roba torqcontrol模块的特定信号。来自麦尔传动技术公司电子开发
团队的Frank Timmler解释说：“如果将此模块用于闭合控制回

02 除切换状态外，ROBA-brake-checker

模块还可
监控电磁吸力距离储备，并检测可能影响安全性的
电压、气隙和温度变化，无需传感器

路系统，则能够运行既定的速度递减，即根据要求轻轻地使
机器静止。使用该模块，我们可以在运行期间连续改变制动
摩擦盘上的接触力，从而调节制动扭矩。另外，对于需要恒
定制动扭矩且具有严格公差极限的应用，能够通过这种制
动扭矩控制技术，补偿对制动扭矩一致性的负面影响。
令我们的客户尤为满意的一点是，Roba - torqcontrol
模块可以非常容易地集成到上级控制和调节系统中，
并且控制和调节系统不会出现意外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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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测量电流和扭矩，通过
2个数字输入，制动摩擦盘
上产生的接触力可以指定为
标称弹簧力的30 ％、50 ％
、75 ％或100 ％

04 测量电流和扭矩，或者，也
可以实现0-10 V（30-100 ％）的
无级模拟指定信号

电子制动扭矩控制
为了控制制动器，Roba - torqcontrol模块单独控制电流和电

装置可以比迄今为止的情况描绘出明显更多流程，例如使用

压，从而调节内部物理值。除了摩擦半径、摩擦系数和主动

监控磁场通电的霍尔传感器。 在达到吸力储备时，两个模块

摩擦表面的数量之外，安全制动器的制动扭矩也由弹簧力和

都足够及早发出警告信号，以便仍然可以确定制动器的限定

磁力的总和计算。“仅当磁力等于零，且弹簧生效时，才可

操作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机器操作员可以根据工作流程进

实现闭合制动器的最大扭矩。”Frank Timmler解释说，“如

行特定维护。

果之后特别对弹簧力施加磁力，则可以直接控制有效弹簧力

Brake-checker模块现可用于交流电压设计。此外，该模块的

并因此控制制动扭矩。我们已经可以在应用制动器之前通过

未来版本还将代替整流器承担制动器的电源供应，从而将状

模块指定所需的制动扭矩。”

态监控和制动控制的开关结合在一个单元中。

永久制动器监控和预测性维护

无开关的状态监测

除了Roba - torqcontrol模块外，公司还开发出一种智能解决方

由于两个模块在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运行，即不需要将微动开关或

案，用于通过ROBA-brake-checker监控制动器。两个模块都基

接近传感器连接到制动器的外部以用于切换状态监测，由此能够消

于相同的功能原理。Brake-checker模块专门用于监控制动

除当今微动开关的所有潜在缺点，例如调节不正确，或使用寿命有

器，torqcontrol模块共享此监控功能，此外还可控制制动器。

限等。装置完全不需额外布线，也无需采取保护措施，开关和传感

用户可以根据应用案例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两个模块都

器的密封也是如此。因此，模块可确保最大设计自由度。这与带有

没有传感器，相反，这些使用制动器本身，即电磁制动器作

开关和传感器的解决方案非常不同，开关和传感器根据制动器上的

为传感器。通过这种方式，模块分析制动器中的物理转换过

安装位置会受到冲击和振动。模块从控制柜，即从受保护的环境

程，即从电能转换为磁能，然后转换为机械能。这些过程产

中，进行监控或控制。这些在没有机械接触的情况下运行，具有高

生反应，并可通过评估电流和电压来识别。通过电流和电压

可靠性，持续无磨损，不受循环频率影响。

分析，模块识别衔铁的运动，从而了解制动器的状态。除了

图像来源: Chr. Mayr GmbH + Co.KG

切换条件之外，模块还可以确定温度、磨损和吸力范围或吸
力储备，即磁体是否仍然能够吸引衔铁。利用新模块，监控

www.mayr.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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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武钢港整体散装搬
运作业的运行可靠性

MOTION AND DRIVES

能够每小时处理多达5，000吨铁矿石的武钢港船舶装载
机和卸船机是中国同类民用机器中最大型的

武汉钢铁集团（武钢）
是中国钢铁行业巨头之
一，已建立了一个新的
中转港，以便更好地处
理越来越多的到达东海
的进口矿石。整座港口
安装的多种散装搬运机
械中包含170多台减速
电机，均由德国制造商
诺德传动集团（Nord
Drivesystems）提供，
确保所有的运行操作安
全可靠。

在过去的几年里，舟山群岛已成为了热门旅游地，其贸易中心

至关重要。携手两家联合融资公司，武钢最终获得了舟山群岛南

的角色则被人遗忘。舟山主要岛屿位于上海以南和长江口约

部武钢岛新港口建设项目的股权。武钢港的所有设施均于2010年

150英里处。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其处于靠近这些中国繁华都

和2011年建造完成。德国全面驱动解决方案供应商——诺德传动

市和首屈一指的水道——长江的优越位置，便使舟山港成为该

集团提供了170多台重型减速电机。随着2012年年中检查、试运

地区各种商品的主要中转站，其中包括工业商品，如铁矿石，

行和全面运行得到批准，武钢港现已成为武钢的主要转运码头，

主要运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钢铁巨头——武汉钢铁集团（武

每年可运送高达3000万吨的矿石。该港口包含一个卸船泊位，吃

钢）。尽管武钢在中国经营着许多矿山，但是国内仍然无法满

水27m，可供载重量达30万吨的巨轮停泊。他还有三个装载泊

足其对高质量矿石的需求。因此，公司经营所需的大多数铁矿

位，吃水15m深，可容纳小型船只——其中一个适用于载重量达5

石还需从国外进口。在铁矿石的运输上，长江水运无疑是最高

万吨的船舶，另两个可供载重1万吨的船舶停靠。由于每小时能

效、最经济的选择，但是装载进口矿石的巨型海洋船只通常只

处理5000吨的铁矿石，武钢港口的这些装载机、卸载及及堆取料

能抵达东海，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建设一个沿海港口，以便卸

机是目前中国同类民用机器中最大型的。

载货物矿石，并将其装载到小型船舶上——即便是在长江的低
洼河段，大型货船也不得不在南京长江大桥处停止，而10000

满足期望值：100％可靠性

载重吨的船舶却能够从长江大桥下通过，直至武汉。
考虑到港口的位置和与内陆的有限可达性，武钢对所有重型机械

配有巨型机械设备的新港口

的核心要求便是极高的可靠性和低维护性。维修人员至少需要1
个小时才能从沿岸或舟山朱家尖机场乘船抵达武冈港，如遇上恶

过去十年中，市场对武钢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由于武汉对原材

劣天气，还可能导致延误，且无法采用直升机这一替代方案。不

料的需求日益增长，在沿海地区建造更多的卸载和装载基地变得

论在何种情况下，机械方面的严重问题很可能导致惊人的维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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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且设备功能失常也会对卸载和装载过程造成干扰。因此，

于连续制动监控的微动开关，或用作电机风扇滴水盖的双层檐

港口需要高度可靠的驱动解决方案来确保大型龙门起重机、输送

篷。这些特性使各齿轮电动机更加可靠。

机和类似设备持续运转。诺德传动集团受托为港口提供重型减速
电机。该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汉堡附近，在海运

卓越设计，确保无故障移动大型负荷

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诺德在为龙门起重机和其他港口设备提供
机械和电子驱动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全球经验。诺德如今在中国

对于港口设备中使用的驱动装置，坚固的设计也意味着齿轮电

拥有庞大的业务网络，包括多个生产和组装工厂以及区域办事

机要能够承受巨大的力度，因为其所移动的机器必须承载巨大

处，但这家德国公司其实几年前才进入中国。虽然进入中国市场

负荷。所有齿轮装置均由单个外壳模块——一项诺德开发成

的时间不能算长，但诺德驱动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以及由驱动技

果——制成。这种设计确保了对轴向和径向力的最佳承受力，

术专家提供的售前和售后服务，促使武钢选择为武钢港的散装搬

以及高效率、高输出扭矩、低噪音操作和在极长使用寿命期间

运机械配备由诺德中国分公司提供的减速电机。作为一家经验丰

的最小维护工作需求。诺德可以为港口机械指定和提供多种螺

富的顶级大型齿轮箱制造商，公司可确保整个减速电机的极长使

旋锥齿轮减速电机，均由公司自主生产。起重机和手推车解决

用寿命、最低维护要求和高负载容差。超过170个设备单元集成

方案包含多种齿轮比选项。制造商根据需要可提供带有空心或

至来自多个不同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的起重机和输送机系统中。

实心轴的二级或三级设计。用户可在配有脚架、法兰的型号和

所有各方合作良好，诺德团队随时可在整个项目中获得各厂商的

轴装型号中选择。所有机型均配备相同的紧凑外壳，便于集

支持。从武钢港揭幕之日起，所有机器几乎一直满负荷运作，且

成。尽管起重机和手推车中使用的电机通常全天候运行，但某

驱动装置同样持续可靠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些装载设施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静止不动。驱动装置的构建标
准确保即使在这种长期停机阶段之后也能够直接恢复正常操
作，而无需任何特殊维护要求。此外，如果需要，所有型号也

适用于苛刻条件的减速电机

可提供防爆（ATEX）版本。
三台超大型翻盖卸船机（2,500吨/小时）为30万载重吨的泊位提
供服务。这些机器共使用72台来自诺德的三级锥齿轮减速电机。

港口机械变频器

两台大型移动式装船机（5,000吨/小时）配备16台三级锥齿轮减
速电机和一台二级螺旋锥齿轮减速电机。这些驱动装置能够沿轨

除了减速电机外，诺德的SK 500E系列变频器功效超过95％，典型

道上的泊位移动大型系统，以根据需要对其定位，抵达各个操作

的过载能力高达200％，可持续5秒。设备兼容所有标准总线接

区域。另外72台三级锥齿轮减速机安装在三个斗轮堆垛机-回收机

口，易于操作和编程。基本型号带有集成制动斩波器，具有制动

（500吨/小时）中，用于港口的矿石堆场。武钢港的所有减速电

电机控制管理功能，非常适合在起重应用中使用。此外，公司还

机均配有重型外壳，适合户外使用和恶劣天气。设备密封良好，

提供高级定位功能及多种选项，包括符合EN 954-1和EN 13849-1的

可防止湿气进入，并配有耐腐蚀和防潮部件，能够提供高度保

经济高效的“安全停止”功能。

护，抵御海洋环境的典型挑战。特殊涂层可抵抗高盐度环境。这

摄影：武钢

些装置同样足够坚固，可以抵抗巨大的机械冲击。大多数装置都
配备了针对特定应用的可选部件，包括防尘和防腐蚀制动器、用

www.nord.com/cms/cn

02 诺德驱动装置
沿着泊位轨道移动
装船机

01 武钢安装了诺德重型减速电机
作为港口机械设备的驱动装置，其
地维护需求使武钢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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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驱动器和整个机器的能量水平
保护电力驱动器不受电压波动、断电或
峰值负载下降影响的所需条件很难更加
多样化。迈克尔科赫有限公司提供从安
全制动电阻到高性能，高功率和高容量
能源管理系统的各种产品，所有这些都
确保驱动器和外围设备平稳可靠地运行

能源管理通常等同于基
于软件的监控，但这并
不是整个事实。德国公司

01
科赫动态存储管理器
（DSM 4）

迈克尔科赫有限公司对此进行
了充分说明。公司专注于对驱动能
量和周边设备的直接控制。对于产生再生能量

的

系统，例如，在机床上的工具转换期间，可以集成具
有高防护等级的安全制动电阻器以消耗该能量。该设
计可以基于最大许可表面温度，从而允许制
动电阻器安装在控制柜外部，避免主动
通风的需要。制动电阻的典型应用案
例是紧急关闭正常连续运行的机

02 安全放电

器。使用这种机器，再生能量仅

MOTION AND DRIVES

装置（SDU），
设计用于DC链
路中的电容
器，能量高达
200千焦

在极少数情况下产生。它们产生
很少的再生能量，因此安装能
量回收系统在机器的整个使用
期间都不会获益。类似地，即使
对于仅偶尔制动一次的许多小型
驱动器，存储这种不频繁的再生
能量也是不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

最简单和最安全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制
动电阻器。
在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时，制动和循环时间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制动仅持续几分
之一秒，并且通过制动电阻器消耗的所得能量仅为几
焦耳。如果每隔几秒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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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制动电阻安装在机壳中，
非常适合在多尘环境中使用

运行所产生的能量甚至不会达到一千焦
耳。换句话说，如果每小时运行节省1千瓦
时，每秒必须产生1千焦耳的能量。有了这

在不稳定网络中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

一点，就清楚了，在选择制动电阻器或其
他能量管理方案时，什么是决定性的。

科赫公司的储能解决方案不仅旨在为电力

提高能源效率和生产力

驱动器提供能源。24

V应急电源供电

（NEV）为机器或工厂的24 V电路提供不
如果在短周期内产生了足够的可再生能源，那

间断电源。这些包括控制单元和/或进程

么在必要时储存这些能源并提供给驱动系统是

间通信，传感器和制动控制模块。与不稳

可以的。科赫公司提供动态储能（DES），它

定网络中的短期停电和相关数据丢失相关

直接连接到驱动变频器的直流链路。它是

的问题现在已不再存在。另一种在维护期

专为快速重复能量冲程而设计的，可以根

间派上用场的解决方案是安全放电装置

据具体应用显著提高机器的能源效率。在

（SDU）。这在合理的时间内将存储电压

许多情况下，节能量超过15％至30％。对

放电到安全水平，同时在20℃的环境温度

于动态储能适当的应用，遵循的经验法则
是，制动过程之间的间隔越短，节能潜力越高。在削片机
和高速分拣机的例子中，间隔可以是几分之一秒，这意味着科
赫公司的能量存储解决方案的集成可以立即达成预期的效率提高
对于每秒钟都承受着剧烈加速和制动的驱动电子设备来
说，动态储能还显著地减轻了变频器的负担，从而提高了使
用寿命，并帮助避免了意外停机。同时，如果机械师允许，
机器也可以以更快的速度运行。在这里，使用机器人的供电
和放电应用可以实现超过10％的生产率提高。
对于有更高功率和能量要求应用的客户，科赫公司的KTS系

下保持55℃的最大表面温度。
该公司最近推出了模块化和灵活的能源管理系
统(KTS)，在性能和能源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能源管理解决方案的好处可以用更多的机器来探索。它非常
容易通过基于网络的工具进行设计，集成了安全措施和必要
的外围设备组装在定制的、随时连接的控制柜中。
一种具有所需形式的许多优点的安全系统。在安全制动电
阻方面，科赫公司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强劲的合作伙伴，拥有
各种安全制动电阻，可支持高达几兆焦耳的能量，这是许多
人梦寐以求的。

统非常适合。KTS系列提供各种即用型能源管理系统，峰值
输出功率超过100千瓦，能量高达1.8毫焦耳。它们基于电力
电子设备、超级电容器模块以及必要和可选设备的组
合。DSM 4.0配备齐全，可以控制电力电子设备，而超级电容
器模块可以存储电能。这里，依赖于应用参数的模拟计算是
决定性的，因为它们确定了要使用的必要组件。例如，如
果必须在15秒内存储20千瓦，然后以一分钟的间隔将其提
供给驱动器，那么用户可以选择KTS系统中
尺寸为高2000 x 宽 600 x长 600 毫米的
控制柜。
KTS系统直接连接到驱动器或驱动系统
的直流链路。因此，当需要时，它们周期
性地提供不间断的能量或缓冲再生能量，这两
种能量根据应用也可能是必要的。在这种情
况下，KTS系统是理想的解决方案。它们配
备了所有必要的安全系统，完全接线并可随
时连接。系统配置为即用型，集成非常简
单，通常只需要连接电源和通信电缆。.

图像来源: 迈克尔科赫有限公司

www.brakeenergy.com
www.brakeresistor.com

使用费斯托配置器快速轻松地选择正
确的流程阀
Rheintacho提供用于移动电驱动
的4速传感器系列
在考虑电驱动器内的速度检测时，最终用户需要
查看哪些参数？高IP等级、零Hz功能，还是不同
连接器和耐高温——Rheintacho的FQ、FP、FM和
FK速度传感器系列可轻松回答上述问题。所有传
感器型号均配备经过验证
的差分霍尔技术，即使在
严苛的电气和磁环境条件
下也能安全可靠地检测转
速。双通道设计不仅可以
检测转速，还可以检测旋
转方向。特别是在价格竞
争激烈的电驱动市场中，
用户可以选择满足其在信
号、拥有特定应用所需保护等级、电缆接口，以
及集成在传感器主体中的连接器等方面需求的
Rheintacho传感器。由于外壳采用优质塑料制成，
因此传感器可在高达+ 140°C的广泛温度范围内

从各种选项中选择理想的流程阀是一项繁琐的工作。费斯托
流程阀配置器使选择过程变得尤为简单。只需选择部分参
数，配置器就会立即建议适当的组合，确保工程和采购流程
快速、可靠和简便。此工具
对所有相关因素予以考量：
从最初的产品搜索、配置、
尺寸和文档到可即时安装的
阀门单元的订购和交付——
包括客户特定的要求。这些
组件经过量身定制，可随时
安装，彼此完美匹配，例如
蝶阀、角行程执行器、先导
阀、传感器盒、定位器、适
配器套件和手柄。无论您是需要实现手动驱动组合的简易
性、配备先导阀和传感器盒的装置，还是带有定位器的设备
单元，只需在输入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参数，配置器就会提出
正确的解决方案。通过这项配置程序，费斯托不断推动数字
化发展，并支持其客户进入工业4.0时代。
www.festo.com.cn

使用。十多年来，这家位于弗莱堡（Freiburg）的
专业企业为多种应用提供电驱动系统速度传感
器，如物料搬运、室内车辆、电动风扇驱动等。
www.rheintacho.com

Maxon无刷扁平电机实现高扭矩

艾默生以5.27亿欧元收购
Aventics
艾默生是一家美国跨国公司，生产从电
动机到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多种产品，如
今通过收购Aventics扩大了其在流体控

作为高精度驱动系统制造商，Maxon电
机公司开发出一款新型无刷EC 90扁平
电机，不仅设计紧凑，而且可提供极高扭
矩。EC 90扁平电机直径为90 mm，拥有160 W或
260 W两种版本。260 W版本电机可提供高达1 Nm的极高 连续扭矩，
使其成为同类驱动装置中最为强大的电机。其多种特性使得EC 90的260
W版本成为直接驱动，即无齿轮装置的理想选择。可能的应用包括车轮
驱动、物流系统和泵机等。通过结合“英里”编码器，这款无刷直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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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非常适合于定位任务。这家总部位于瑞士的公司还提供新型EC 90扁平
型号和较小型EC 45扁平电机的电缆版本。默认配置下，电缆连接到电机
并配备连接器。
www.maxonmotor.com.cn

制和气动领域的业务范围。德国公司
Aventics一直是气动领域的全球领导
者，特别是在机器和工厂自动化应用领
域。Aventics在研发、创新和适应工业
4.0技术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艾默生
对Aventics的收购显著扩大了公司在流
体自动化市场的覆盖面以及艾默生在欧
洲的业务范围。Aventics是对艾默生专
业能力的有力补充，公司流体控制和气
动设备产品组合规模首屈一指。其设备
的感知和监控功能可提高系统正常运行
时间和性能，并增强安全性且优化能源
使用。
www.aventics.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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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b＆Meyer推出新型控制系统CNC 95.00
位于吕讷堡（Lüneburg）的

化，可实现快速简便的设置。为了符合工业4.0的要求，控

Sieb＆Meyer公司成功推出新

制系统使用基于MQTT的通信协议。此外，通过微服务也可

一代控制系统CNC 95.00。该

提供如OPC UA、SECS/GEM或Restful API等其他协议。新系

公司所提供的硬件和软件系

统在可用性、性能和连接性方面设立了全新标杆，稳固了

统包括CNC控制器以及用于

公司在用于机械钻孔和PCB布线的CNC控制系统领域——如

HS制造主轴的伺服放大器和

用户界面、CNC运动控制器、变频器、伺服放大器和匹配

变频器。所有组件均彼此完

的IO终端——的市场领导地位。

美匹配，由此能够实现生产率和准确性方面的性能提升。
经过完全重新设计的用户界面降低了故障风险，并获得优

www.sieb-meyer.com

来自Norelem的高效低维护锥齿轮和蜗轮
ifm智能阀门传感器
Norelem公司的新型蜗轮驱动装置如今包括一种中心距离为20 mm
的尺寸，和七种比例范围从13:1到65:1的尺寸。对于锥齿轮，客

传感器专业制造商ifm推出全新智能阀门传

户可选择七种不同尺寸，轴

感器：无论是开启、关闭或是中间位置，

长度从32到60 mm。得益于

智能传感器均能精确地侦测到阀门的任何

独特的铝制封装外壳，新型

位置。几乎所有生产过程都需要阀门来控

锥齿轮维护成本极低。外壳

制不同介质的流入和流出。久而久之，密

能够可靠防止润滑剂泄漏和

封区域可能会发生磨损或甚至出现材料沉

污垢侵入，有效延长使用寿

积的情况。智能阀门传感器在此处便可发

命。此系列蜗轮驱动装置具

挥作用——即便是阀门末端的微小位置，

有普遍适用性。左侧蜗轮由

它都可以侦测得到，并通过整合在内的IO-

独特的黄铜制成，蜗杆由表面硬化钢制成。这种材料组合确保了

Link接口提供状态值。新型ifm智能阀门传

轻型运行动力传输和高效率。最大轴向和径向载荷介于200和500

感器可连续、可靠地检测任何阀门。

N之间，输出扭矩可达15 Nm，驱动速度可达1000 rpm。锥齿轮经
过表面硬化并装有滚珠轴承安装轴，因此能够通过简便的螺栓紧

www.ifm.com/cn/zh

背景: fotolia

固件安装在任何位置。

© KUKA
KA
A Roboter GmbH

www.norelem.com/cn/en/Home.html

www.mayr.com
MAYR_MAN.indd 1

制动技术 4.0
可满足您的最高需求
ROBA®-servostop —
用于机器人关节
的结构紧凑及高性能密度的制动器

您可信赖的伙伴
27.08.2018 17: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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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的普遍适用型线性功能模块
用于处理、进给和出料任务以及通用自动化的新型FMB和
FMS功能模块是对博世力士乐久经考验的线性模块产品组
合的补充。借助皮带传动或力士乐滚珠丝杠组件，这些可满
足高达80％的应用的动态及精度要求。模块可立即安装，
尺寸匹配具有标准额定载荷的常见市场尺寸，并以用于高
精度应用的其他力士乐线性模块尺寸为基础。搭载皮带驱动器盖的功能模块冲程
最大可达3800 mm，搭载滚珠丝杠驱动器的版本冲程最大可达1500 mm。由于不
受模块尺寸限制，用户能够以毫米为精度选择冲程。FMB和FMS既可以作为纯机械
组件使用，也可以与电机和驱动控制单元一起作为完整轴使用。变频器和伺服驱
动器可借助多以太网接口集成到所有通用自动化结构中。功能模块目前提供两种
尺寸：80和110。
www.boschrexroth.com.cn/zh/cn

液压行业迎接工业4.0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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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工业部门一样，工业4.0同样已经渗透液压行业。

器可承受各种极端环境条件。其外壳设计极

即使像液压油箱一样普通的部件现在也配备了传感器。

为坚固，可在最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运行，适

液压专家Argo-Hytos开发出配备传感器的液压油箱，展

用于例如海运船只、离岸设施、矿井、起重

示了油状态监测传感器如何轻松集成到产品中。设备使

机、风力发电机和其他高挑战性的应用场

用了三个经过验证的旋入式和浸入式传感器：一个液位

合。这些传感器采用耐冲击的316L型不锈

（OPComFerroS）和一个油状态传
感器（Lubcos H2O+）。该系统拥

其他特性还包括：能够承受高机械轴负载（
轴向达250N，径向达350N）的轴承，以及

有传感器数据融合功能，这意味

可承受高震动和冲击的能力。另外还配备一

着多个传感器可智能交互，而不

个特殊的轴锁定机构，可保护编码器的内部

仅仅是将数据从传感器转发到

组件，避免受到由于轴的极端推力载荷而引

控制器级别。其中的重点在于

起损坏。重载编码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

合并来自不同传感器的数据，
以提高检测性能或更好地分类数
据。由于在油箱中使用了三个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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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或铝制外壳，防护等级IP67，额外坚固。

在-40°至80°C之间。增量式机型的分辨率
（每转脉冲数）可达2500 PPR，而绝对式
则可提供16位的分辨率（.005°）。增量式

器来监测极为多样化的特性，例如温度、磨损（铁磁颗

编码器配备推挽式(HTL)或RS422 (TTL)通讯

粒的检测）和油湿度，用户可通过全方位传感器感应全

接口，绝对式机型则可以搭配CANopen或是

面观察和评估油状况。

SSI接口

www.argo-hytos.com/cn.html

www.pos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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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温度传感器、一个磨损传感器

舍弗勒的预测性维护4.0
舍弗勒的DuraSense会根据直线轴的负载和要求，为每根轴
精确提供必要的再润滑程度。借助DuraSense，可以可靠地
防止润滑不足和过度润滑，从而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并降
低故障率。这套全新系统甚至能够保护密集相连的多套系
统，避免造成昂贵费用的停机时间。灵敏的测量系统能够
侦测到表面材料疲乏，提高再润滑的频率，借此延长直线
轴的顺畅运行时间，也因此能够长时间确保产品质量稳
定。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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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实际运行数据和系统状态
来规划保养维护工作。
www.schaeffler.cn

MTS推出新系列智能传感器
MTS Sensors是于纳斯达
克上市的MTS系统公司的
一个部门，现已发布第五
代Temposonics R系列传
感器。该公司为其新款传
感器添加了新功能和工
具，使其适用于工业4.0
应用。新传感器兼容
TempoLink智能助手，可发送有关应用条件的详细信息，如传感器状
态、内部温度、总运行时间，位置磁铁行进距离等。此系列目前包
括两种类型：杆式和型材式，并具有Profinet和EtherNet/IP输出。R
系列更加紧凑、坚固可靠，支持-40°至+ 85°C的工作温度范围。
除此之外，其抗冲击性已提升至150克，抗振性提高至30克，加之
更大的电压范围，传感器现在更容易集成至更严苛应用和恶劣的环
境中，并且仍可提供高达0.5μm的数据测量精度。得益于经过验证
的电气机械连接与设计，新一代产品完全向后兼容。
www.mtssensor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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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数控机床刀塔
的读取时间

一家中国数控机床制造商与图尔克公司一
起，已经为刀具管理实现了一个符合工业4.0
标准的射频识别解决方案。由于扩展了读/写
范围，刀塔的读取时间从130秒减少到10秒，
从而大大提高了终端客户的生产效率。

术，这些管理系统很容易变得杂乱无章。此外，恶劣的环境
或不当的操作可能导致混乱和数据丢失。如果在刀具使用过
程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这将对生产效率产生重大影响，甚
至可能导致质量问题，例如产品被拒收或退回。随着加工技
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涉及到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的大量使
用，加工配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前的工具管理方法已经
不能满足对生产和加工的要求。

更加灵活的生产要求增加了对刀具管理自动化解决方案的需
求。今天切割工具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因此，
使用序列号和手动数据维护的传统视觉识别方法管理所涉及
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方法容易出错，刀具使用周期只
能通过大量的工作来管理，并且工具数据通常是杂乱无章
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加工和制造公司正在寻求改进现有的
刀具管理方法。通过有效的刀具管理，他们打算大幅提高工

AUTOMATION

具性能和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加工质量。

过去的方案需要改进
传统的刀具管理系统主要使用光学识别技术，例如激光雕
刻，以便记录刀具数据。该方法将刀具相关数据用激光雕
刻到刀具表面。虽然这种方法允许更长期的数据记录和更
有效的刀具管理，但是存在明显的缺点。可以雕刻在切割
工具表面上的数据是有限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激光雕刻
可能会损坏切割工具的结构，影响其产品使用寿命。此
外，大多数雕刻设备的采购成本较高。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人们对刀具管理系统的要求不断增加
刀具管理系统需要处理不同的操作，如不同类型的供应，庞
大数量而且频繁的检出和检入操作。如果没有可靠的识别技

是识别解决方案的另一种可能。尽管它们还不是特别有效
率，这种类型的第一个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这类传统系统
使用圆柱体上的读写头，它来回移动圆柱体，从刀具上的
射频识别标签读取数据。标签嵌入到刀架中。要识别或更
换刀具，带刀的转塔刀架必须先移动到最低位置。带有读/

作者: Richard Lin, 图尔克中国射频识别高级产品经理兼团队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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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头的圆柱体必须将整个路径移动到转塔并再次返回。这

01 射频识别读/写头安装在刀塔的背面，通过面板扩展范围，
可以可靠地检测刀架内的标签
01

02 嵌入式射频识别
标签刀架

会将单个切割刀具的总读取时间增加到6.5秒。在一台数控

系统时说：“如果所需的协议是Profinet、Ethernet / IP或

机床上识别所有20个转塔刀架的切割刀具需要两分多钟。

Modbus

因此，数控机床的生产效率将显著降低。频繁的机械操作

个。”“射频识别模块的简单设计简化了程序开发，无需功

也会导致设备磨损。如果读/写头由于圆柱体故障或其他原

能块。可以通过输入/输出点直接控制读/写操作。44毫米检

因而不能迅速缩回，则可能导致读/写头与切削工具碰撞，

测范围符合现场安装要求，可防止读/写头因碰撞而受损。刀

这将损害加工精度。

架内标签的防护等级为IP68，因此非常适合刀具管理系统的

TCP，那么只需要一个多协议网关来支持这三

安装要求。

刀具识别的优化
射频识别刀具管理系统成为首选系统
图尔克的BL ident射频识别解决方案精确解决了这个问题：具
有扩展检测范围的读/写头可以直接安装在刀塔的后板上。来

HF系列射频识别技术的实施充分利用了其在刀具识别和管理

自刀架上的射频识别标签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非金属背板读

方面的优势：快速识别，可靠的抗干扰能力和提供高存储容

取 来自刀架上的射频识别标签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非金属背

量的标签。将射频识别读/写头添加到自动换刀系统，可以快

板读取，而不需要使头部向前和向后移动的圆柱体。只需简

速读取刀架上射频识别标签的数据，实现刀具识别自动化，

单地旋转刀塔就可以识别数控机床上的所有切割刀具。所有

自动安装和全生命周期跟踪等功能。

与切割工具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大约十秒钟内读取。图尔克

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刀具利用率，同时降低了生

的读/写头的防护等级为IP69K，射频识别标签的防护等级为

产成本和产品拒收率。随着射频识别技术不断完善并在全 随

IP68。这使得该系统能够抵抗潮湿和水，也适用于潮湿环

着射频识别技术不断完善并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流行，

境。这些标签具有可自由使用的128字节内存。这样就可以存

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射频识别刀具管理系统将日益成为加工和

储大量的数据，从而将刀具转化为移动数据库。

制造公司的首选系统。

图尔克的模块化设计使得射频识别系统的选择变得简单方
便。您需要为不同的协议做的就是更改网关。中国系统集成

www.turck.com.cn

商，青岛Mesnac的项目经理高祥辉谈到关于图尔克的BL 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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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三角测量：点到点
光学测量技术在提高制造和检测过程的自动
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多数现代激光三
角测量技术能够实现以高精度快速可靠地测
量制造元件及其测量点。测量数据通常实时
可用，并可用于自动校正和生产过程控制。

上的测量点和CCD阵列上的投影之间的三点关系来确定，测
量分辨率可以达到微米以下。除模拟接口外，还可以使用数
字接口直接连接现有环境。具有数字接口的传感器通过外部
PC配置。
基于激光的光学位移传感器使用非常小的光斑从距离目标
的较远处进行测量，以实现在极小部件上的测量。较大的测
量距离还能够实现对诸如热金属等难于测量的目标表面进行
测量。非接触原理可实现无磨损测量，因为传感器不会与目
标发生任何物理接触。此外，激光三角测量原理非常适用于
要求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快速测量。

经过优化的工艺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
量，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凭借其多样化的精密、
高速光学位移和距离测量传感器，德国米铱（MicroEpsilon）多年来一直在非接触式测量技术市场中处于领先地
位。三角测量原理指的是在各种材料表面上采用不同技术测
量距离：使用激光点测量位移、距离和位置，以及使用激光
线测量轮廓或间隙。无论这些技术有多么不同，其特点都在
于高精度、高速度和可靠性的结合。

需要在最小设计范围内进行快速、高精度测量的一个例子
便是自动拾取和放置机器。在这一领域，激光点传感器在微
小元件的质量控制方面展示出无比优势，因为这些必须确保
正确的面朝上，并处于适当的位置和高度。其他挑战还包括
检测元件的更小IC引脚，以检查其是否定位在相对于电路板
的正确距离。这些引脚稍后可以连接到电路板。为了保证正
确的焊接，IC引脚和电路板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所谓的“
共面性”显示所有引脚是否处于同一平面，因此被认为是必
须使用高精度测量技术进行检查的关键要素。传感器的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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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扫描引脚，从而部件在三角测量位移传感器上获得引导。

激光点传感器
激光三角测量原理基于简单的几何关系。激光二极管将激光
束传输到测量对象上，而镜头则将反射光线聚焦到CCD/CMOS
阵列上。与测量对象的距离可以通过激光二极管、目标物体

在计算距离值之后，传感器确定是否应该处置或移除部件。
对测量技术的要求十分高，因为不仅零件非常小，而且十分
重要的一点是，从光亮表面到哑光表面的变化十分快速。引
脚由闪亮的金属组成，而电路板则具有哑光表面。因此，传
感器中的接收器元件频繁交替暴露于强反射和弱反射之间，
这便是经过优化的optoNCDT 1420激光传感器所需执行的任
务。自动目标补偿（ATC）功能可快速控制不同的反射，因

作者：Erich Winkler，德国米铱测量技术有限公司传感器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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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得到平滑的高频曲线距离信号。

在C型框架中，传感器固定安装在上臂和下臂上，用于差分厚度测量。框架作为
一个单元移动至测量位置

01

02

01 1320/1420激光点传
感器测量微小细节，并
获得2016年红点大奖工
业设计奖
02 scanCONTROL
29xx-10/BL可实现微小
物体的精确激光线三角
测量
凭借optoNCDT 1320/1420激光传感器，德国米铱在功能和设

制。这也适用于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徽标：先在铝制

计方面树立了激光三角测量的新标杆，并于最近获得2016年

外壳中铣削凹槽，之后将徽标元件粘合在一起。后者必须与

红点大奖工业设计奖。这些激光传感器以其多种特性的独特

外壳齐平。触觉（即触感）是一项关键因素，因为顾客会立

组合脱颖而出。通过精密设计的光学系统，激光光斑可以达

即感觉到徽标的突出或凹陷。使用激光线扫描仪，可对凹陷

到极小的直径，由此能够测量非常微小的细节。其设计紧

予以测量，以确定平面度和深度。胶合部件同样接受测量，

凑，无需外部控制器，可安装在有限的空间内，甚至所集成

以确保完美贴合。

的评估电子设备也可以节省空间并简化布线。此外，网络界
面具有预设定不同反射表面的功能，从而降低了传感器设置

锐利的线条和蓝色激光线的非穿透性

的复杂度，例如电路板的应用除了电子产品生产外，激光传
感器还应用于包装行业、木材加工、物流、医疗工程、激光

激光轮廓扫描仪使用红色激光线进行操作，并于最近开始

雕刻设备和质量保证领域。

使用蓝色激光线。从早期开始，这些光学标准传感器便使
用红色激光作为接收元件，因为这具有最高的灵敏度。在

激光线三角测量

许多应用中，使用红色激光线的激光轮廓扫描仪可提供精
确的结果。然而，当检测到红热发光、透明或有机物体

除了单维定量检查之外，工业生产中还需要多维质量控制。

时，红色激光具有局限性。德国米铱彻底改变了这项技

激光轮廓扫描仪越来越多地用于轮廓测量应用。其工作原理

术，并在几年前推出世界首创：激光点传感器形式的蓝色

以2D轮廓检测的激光三角测量技术为基础。它们可以对不同

激光技术。与红色激光不同，蓝色激光不会穿透测量对

对象的表面轮廓进行检测、测量和评价。通过使用特殊透

象，并可投射出清晰的线条。由此能够可靠且以高精度测

镜，激光束被放大，以形成静态激光线而不是点，并被投射

量红热发光和有机物体。

到目标表面上。光学系统将该激光线的漫反射光投射到高灵

scanCONTROL

29xx-10/BL在轮廓分辨率方面树立了新标

敏度的传感器矩阵上。除了距离信息（z轴）之外，控制器还

准。新型号配备德国米铱的创新蓝色激光技术，可提供仅10

使用摄像机图像来计算沿激光线的位置（x轴）。然后，这些

mm的有效测量范围，轮廓分辨率为1280点。这可实现仅为

测量值在相对于传感器固定的二维坐标系中输出。在移动物

7.8 μm的点距离，使得激光轮廓扫描仪能够提供两倍于先前

体或横向移动传感器的情况下，也可测得3D测量值。激光扫

激光扫描仪的分辨率，测量范围达25 mm。这些独特优势使

描仪配备了高灵敏度的集成接收矩阵，可以测量几乎所有工

激光扫描仪能够以最高精度检测甚至是最小的零件，因此需

业材料，而且基本不受表面反射影响。

要可靠的质量控制，包括对各个生产步骤的监控。紧凑型扫

对智能手机外壳中粘合剂串珠进行检查是一项典型应用。
其中的特别挑战在于智能手机内部非常精细的轮廓，以及极

描仪、集成控制器和不同接口的结合使得该激光轮廓扫描仪
非常适合在线应用和动态生产控制。

薄、且部分半透明的粘合剂串珠。在此必须实现绝对的可靠
性，以及对串珠完整性、所使用粘合剂高度和宽度的100％控

www.micro-epsil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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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行业的安全性
工业物联网、中国制造2025、信息物理系统
（CPS）——许多新生词汇正在改变着我们的
工作方式。对机械工程师以及控制器或其他
设备的制造商来说，物联网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将与威步信息系统公司（Wibu-Systems）
的首席执行官Oliver Winzenried共同探讨未来
的机遇、面临的风险以及解决方案。
作者： Nicole Steinicke, World of Industries, 编辑器

育和种植植物。适用于物联网的应用程序已经数不胜数，并
仍在日趋增长。未来的物联网系统有赖于公共网络，但公共
网络的环境并不安全。黑客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漏洞和可乘之
机，实行他们的犯罪计划。网络攻击者伺机篡改数据，造成
无法估量的损失。物联网有许多缺乏保护的薄弱环节，这意
味着每个部分都需要有适当的安全措施。这就需要一条十分
安全可靠的通信通道，便于工厂中各部门之间相互通信。

成功战略：威步信息系统的加密保护、许可授
权和安全概念
威步信息系统公司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于1989年由工程师
Oliver Winzenried和Marcellus Buchheit共同创立，是全球软件
授权生命周期管理市场中的创新技术领导者。威步信息系统

在汽车制造厂，无人驾驶的运输车将半成品从一条生产线运

公司的CodeMeter软件集完整的保护加密、许可授权和安全于

输到另一条生产线。在那里，机器人从工具包中挑选出他们

一体，可满足所有相关标准和要求。CodeMeter是一款核心产

需要的工具，完成手上的装配工作。机器人可代替人类前往

品，既可作为加密狗产品（CmDongle）和设备绑定授权产品

过于危险的地点进行灭火，它们能够完成护理工作，并能培

（CmActLicense），也可作为云授权产品（CmCloudLicense）
使用。CodeMeter的组件集成于受保护的软件中，并通过后台
系统进入流程中。主编Nicole Steinicke在中国北京国际工业
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上（IAMD）与Oliver Winzenried会面并
探讨了物联网的前景、加密保护、授权和安全问题。

,
您谈到通过威步系统解决方案完成“4D集成”。这个概念的
背后蕴含着什么？
4D集成诠释了全面兼容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多功能性。
授权容器：配或不配额外闪存存储功能的CmDongles硬件加密
锁规格多样，可用于工业认证的CmAsic芯片加
密、CmActLicense软许可、以及CmCloud，还可支持Intel
SGX或ARM Trustzone等TPM和TEE。它的第二大亮点是支持
配备有CmMikro、嵌入式系统、PLC、PC和云服务的微型控制
器。第三大亮点是其广泛的操作系统和平台支持，包括
VxWorks、QNX、RTOS、Linux、Android等，以及X86、PPC
和ARM处理器。最后，通过CodeMeter中央授权连接到企业资
源计划（SAP系统）、客户关系管理（SalesForce系统）和电
子商务（Digital River系统）的解决方案也是该产品的一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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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了解有关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点击链接
https://youtu.be/jLHd8zrDcxU，观看其他视频。
摄影: Wibu-Systems

www.wibu.com.cn

Oliver Winzenried，德国卡尔斯鲁厄威步信息系统公
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42   WORLD OF INDUSTRIES 2018

高品质香料的生产控制

01

药草和香料等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非常复杂。所以市场领军
者已经在现代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并根据高度标准对其
生产流程进行了调整，具体包括引进现代数据采集与监视控
制系统、全新工厂控制器以及转换器和电机启动器。

02 01 通过

西班牙的Juan Jos é Albarracín（JJA）是生产和销售辣椒粉
和胡椒粉等高品质香料的市场领军者。公司成立于1854年，

Simatic WinCC
Professional实
现生产可视化
管理

是该行业成立最早的企业之一。为了保证未来发展过程中的
产品质量并简化工厂生产，JJA引进了西门子产品组合的全
方位解决方案。这不仅有助于生产商提高研磨设备的性能，
还能提高设备利用率、简化驱动器的控制。通过应用西门子

02 Simatic
S7-1500的实际
应用

的解决方案，公司可以通过简单调整，适应未来发展的新要
求。

生产优化

Sinamics G120C内置单元和Sirius 3RW软启动器来控制香料
研磨驱动器。整个工厂的操作和可视化管理通过Simatic触摸

在引入新的解决方案之前，产品生产仍然大量依靠手工劳

屏工业板显示器实现。西门子解决方案迅速并成功地融入到

作。这意味着只能有限地、或者无法使用产品数据来优化生

现有的基础设施中，在实现工厂生产简化的同时保证了产品

产流程。此外，检修和故障定位过程也十分复杂。使用西门

的高质量。

子组件，如现代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全新工厂控制器
以及转换器和电机启动器（均基于其TIA全集成自动化门户）
，生产操作接受了全方位现代化改造，由此帮助JJA的生产
与最新技术水平保持一致。

生产详细流程的高度可视化
产品数据可以集成至现有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从而提高数据
的可追溯性和记录完整性。此外，所选配置还可以实现日后生

香料研磨机驱动器的完美控制

产的无障碍扩展。生产详细流程的高度可视化让企业流程变得
尤为直观，而故障的简单定位则可以显著提高设备利用率。

Simatic

S7-1500担当中央控制器。公司使用运行时软件

摄影：西门子

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来操作和观察生产过程。Simatic
IPC547E硬件则实现了简单、直观的过程可视化。JJA还通过

www.sie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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