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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变革
亲爱的读者们，
工业生产和数字世界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同步发展。几乎
所有价值链流程——从开发，到生产和制造，再到物流、销售
和客户服务——都将成为一个整体。在未来，价值链将能够实
现自我控制、组织和优化。而这并不局限于垂直价值链，而且
同样跨越公司边界。不断发展的数字化令这一愿景成为可能，
而现代化软件和具有经济效益的硬件则为其提供了更好的前提
条件。这不仅使流程更高效，而且更加智能。企业可以更快
速、更灵活地响应客户问询、缩短创新周期并提高产品质量。
许多公司将数字化和工业4.0视为开发新业务模式并拓展国际
化运营的推动因素。
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例如在
本期中，您将了解纸张制造4.0有哪些特点，实时同步在基于
互联网的联网中有何重要性，以及安全性在离岸设备中所扮演
的角色。此外，我们还对无传感器制动器状态监测的优势进行
报道。
本期的国家重点是中国。中国同样深信，数字化将创造新的商
业模式和产品，并对研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由德国汉诺威展
览公司和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举办的北京工业自
动化展（2019年5月8日至10日）和深圳国际工业
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IAMD，2019年6
月26日至28日），同属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行业晴雨表之列。届时将有来自众多国家
的参展商展示自动化、物流和驱动技术领
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此致，
副主编，总编辑
Nicole Steini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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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LDWIDE NEWS
博世力士乐正在大力投资未来

博世力士乐（Bosch
Rexroth）投资未来工厂

工厂：2019年3月18日，公
司为中国西部城市西安的
工厂扩建举行隆重的奠基
仪式。这家驱动和控制
技术供应商为这一工程
投资了约6,000万欧元。
此次扩建将使博世力士乐
在西安的开发和生产能力
翻番。未来几年共将雇用
300名新员工。公司将在最先

进的生产环境中为亚洲工厂自动化
市场制造连接解决方案。竣工后，西安
工厂将成为博世力士乐在工业4.0技术领域的模型工厂。

第二届新加坡国际工业博览
会：规模更大，吸引力更高
随着技术变革不断改变各个工业领域，各地的制
造商开始充分认识到数字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而
言不断提升的重要性。也许没有比东南亚更能清
晰体现这一趋势的了。为了突显这一关键趋势，
德国展览公司和新加坡SingEx
展览私人有限公司正在举
办第二届新加坡国际工
业博览会。此博览会
将于2019年10月22
日至24日在新加坡
博览中心举行。
新加坡国际工业博
览会包括展览环

www.boschrexroth.com/zh/web/cn

节、会议环节以及
各种教育和B2B配对

ETV 216i前移式叉车获得著名设计大奖

活动。展览环节分为五
个主要展览单元：增材制
造、工业自动化、数字工厂、内部物

永恒力（Jungheinrich）ETV 216i前

流和综合能源。今年，展会将再次关注工业4.0

移式叉车获得2019年iF设计奖。这

主题。其他关键主题包括人工智能、人机协作、

是世界上第一款将电池永久集成

平台商业模式和智能供应链管理。

至车辆设计中的前移式叉车。为

展会参观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航空航天、汽

此，永恒力充分利用了紧凑强

车、生物医药、化学品、消费品制造、电子、船

大的锂离子电池技术的优

舶和海上技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精密工程。对

势。ETV 216i相比传统前移式叉

于参观者来说，展会的一大亮点在于“工业4.0

车更加紧凑，可提供更高的灵活

网关”，这是一种沉浸式展示，参与者可以亲身

性和更好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使操作

体验如何最好地实施工业4.0技术和创意。

员能够更自由地移动，并拥有更好的全方
位视野。由此，客户能够实现更易操作且更加安全的仓库。

www.hannovermesse.de/en

www.jungheinrich.com

运动塑料持续增长
凭借其“运动塑料”核心技术，易格斯（igus）每年均探索全新工业领域：例如通
过3D打印制造可在线计算使用寿命的耐磨零件、智能“smart plastics”、长度达
1000米的能量链，或运行时间延长10倍且无需润滑的聚合物球轴承。全世界对高
性能运动塑料需求不断提升的这一事实，充分展示出易格斯企业策略的成功之
处。2018年，易格斯销售额增长了8.5％，达到7.48亿欧元。在总销售额中，欧洲
占53％，亚洲占31％，美洲和非洲占16％。公司员工人数增至4,150人。
www.igus.com
WORLD OF INDUSTRI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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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放缓但精心策划的增
长似乎是中国的全新主旨
随着经济转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不
再是中国判断成绩的最重要指标。中国意识
到其经济模式必须改变——因此增长放缓可
以接受。决策者们认识到，他们不能再依赖
低工资、低价值、污染严重的行业，而这种
转型过程早已在多年前开始。

中心。广东的四个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是深圳、广州、佛山和
东莞，均靠近香港边界。同样，中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历来对
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主要集中在上海，江
苏省境内的苏州、无锡、南京，以及浙江省境内的杭州和宁
波。以省为单位的统计结果显示，广东增长6.8％，略少低于
其7％的既定目标；江苏增长6.7％，低于其超过7％的目标。
而浙江则增长7.1％，勉强完成7％的目标。虽然这些地区内的
许多城市其实并未能完成目标，但考虑到现有的庞大基数，所
达到的数字仍十分惊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多地区未达

与过去二十年相比，2018年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是十分艰难
的一年，各地区都在努力实现增长目标。最值得注意的是，

NEWS AND MARKETS

广东和江苏省这两个中国制造业重镇均未能完成年度GDP增
长目标。浙江作为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工业省份，也只是刚刚
完成了增长目标。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6.6％，但仍然是自1990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因为国家受
到出口放缓和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

到目标，这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与预期相比表现不佳。完成
2018年统计数据报告后，大多数地区下调了其2019年目标。
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目标目前已降至6 - 6.5％。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这一过程也很好地体
现了中国经济衰退领域和有所发展的领域。在服务业、高端
技术和效率等的驱动下，这些经济体的成熟度与复杂性使得
其成为中国经济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转型过程中的最适区域经
济体。为应对增长放缓，中国各地区政府出台了多项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的政策，如能源成本补贴、土地费用补贴和行业

各主要制造业地区力求完成目标
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是中国首批对外资企业和外
国投资开放的地区之一。从那时起，那里就成为中国制造业的

专属鼓励措施。

成本、现金流与竞争
中国制造业陷入困境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

作者：Sushen Doshi，《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国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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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经济更易于受到2018

年中美贸易争端等经济风险的影响。除贸易战之外，制造业

轮增压器（VGT）、可变喷嘴涡轮增压（VNT）、符合中国

企业也在财政资金和现金流方面遭遇困境。2018年，所有银

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发动机排放控制装

行均收紧了其贷款业务，以响应中央政府规避金融风险计

置、智能扭矩管理（ITM）系统、低地板大型客车专用车轴、

划。银行贷款缩紧直接导致现金流断裂，许多制造商被迫暂

适用于大中型客车的变频空调系统等汽车零部件的制造。

停或减少生产活动。

汽车电子制造：发动机和底盘的电子控制系统和部件、汽车

与此同时，制造商面临着更高的成本以及来自亚洲新兴市

信息和导航系统、电子控制系统的传感器和执行器部件、电

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今天，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其他东南

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电子控制器、嵌入式电子集成系统、电子

亚国家使制造能力与产量的竞争日益激化。这些国家也收到

控制悬架系统、电子阀系统装置、制动防抱死系统（ABS）

许多来自中国的投资。鉴于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且为

、变速箱变速器控制单元（TCU）、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躲避贸易战，这些国家也成为中国投资的适宜对象。许多中

（TPMS）、车载自诊断系统（OBD）、发动机防盗锁止系

国企业正在逐渐接受在这些新兴国家开展业务，并将其视为

统。

降低成本和面对贸易战风险的战略。

发电设备：用于燃煤电站和水电站设备，以及光伏发电、地

在区域影响方面，广东和江苏地区一直首当其冲，最先遭

热发电、潮汐发电、垃圾发电、沼气发电和容量超过2.5兆瓦

受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第一

的风力发电设备中大型铸件和锻件的制造。高科技绿色电池

批围绕该问题设计新解决方法的地区。

的制造：镍氢（Ni-MH）电池、镍锌电池、银锌电池、锂离子
电池、太阳能电池等。

鼓励外国投资者向战略性产业领域投资

电子元件和设备：线宽28纳米及以下的大规模数字集成电
路、模拟或数字模拟且线宽为0.11微米及以下的集成电路；

2019年初，中国政府公布了高度优先及欢迎引进外国科技与

计算机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图像识别和处理系统的制造。3D

投资的行业和子行业的名单。为鼓励外国公司向这些领域投

CAD系统、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计算机辅助制造

资，中国政府计划提供特殊补贴，如税收优惠、简化审批程

（CAM）、计算机辅助工程（CAE）系统的制造。芯片组

序和土地价格优惠，以降低项目整体成本。该政策旨在于全

件、频率控制和选择组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设备、

国范围内吸引的外国投资，同时还促进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

光电器件、新机电组件、聚合物固态电容器、超级电容器的

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最南端的海南省的投资。

制造，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设备的研发和制
造，以及3D打印设备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 		

政府的工作重点集中在以下行业：
对技术转让的需求很大
运动和驱动：高端数控机床和备件的制造，以及齿轮传动装
置和数控机床轴承、高速铁路、风力涡轮发电机和飞机的制

结合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对从发达国家

造。精密传动离合器的制造。

引进高端技术有着巨大需求。这一点也可从其对许多技术驱

流体动力产业：高压柱塞泵和发动机、低速大扭矩发动机、

动型欧洲和北美公司积极的收购、接管和兼并行动中看出。

集成液压多单元阀、电液伺服元件、阀岛、小于0.35 W的气

一些外国公司担心中国对高端技术渴望所带来的后果。领先

动电磁阀和高频电控气阀、静液压驱动装置、非接触式气膜

的外国机械制造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同时出口中国急需的设

密封、干气密封技术的设计与制造。

备与专业知识。

机器视觉产业：具有百万像素或大于等于120°横向视场的数

想要打入中国市场，外国公司必须找到潜在的中国分销合作

码相机，以及其他光学镜头和光电模块、2K和4K数字投影机

伙伴。寻求专业的商业和研究服务、参加特定行业展览，以

的开发与制造，医学影像设备部件（包括高场强超导MRI设

及利用商业配对计划，将使外国机械制造商消除关系网的不

备、X射线计算机成像设备和数字彩色超声诊断设备）的制造

确定性，促进透明互动，保护知识产权，并实现可持续投

汽车制造：汽车发动机的制造和发动机研究机构的创建，以

资。

及双离合变速器（DCT）、无级变速器（CVT）、自动机械变

摄影：主要来自Fotolia

z

速器（AMT）、自动变速器执行器（电磁阀）、可变几何涡
WORLD OF INDUSTRI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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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工业智能及
自动化动力传动展
（IAMD）北京及深
圳分展见证中国的
产业转型
相距2000公里，北京和深圳的制造业正面
临着不同的问题和挑战。但是像IAMD北
京分展和IAMD深圳分展这样的国际贸易
展览会为该地区的制造业提供了问题的解
决方案。这些活动也加速了华北和华南制
造业的转型。

作者：Sushen Doshi，《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国际记者

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将了解中国的两个地区，它们的地理位

想要见证并参与该地区的整体产业转型，有两个国际贸易展

置及工业格局都差之千里；这就是深圳和北京。总的来说，

览会，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IAMD）北京分展

北京和华北地区的制造业与深圳存在很大差异。北京及其周

和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IAMD）深圳分展，绝

边地区，即天津和河北省，着重发展汽车、化工、制药、工

对不容错过。

NEWS AND MARKETS

业机械、重型电气设备、冶金（包括炼钢）及石化等重工
为主。与华北地区相比，深圳的产业更加先进，自动化程度

2019年IAMD北京分展：新时代制造业的新驱
动力

更高。中国北方京津冀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中国全国总

两个展览会中，IAMD北京分展率先于2019年5月8日至10日在

值13万亿美元的10％，其人口数超过1亿——占中国总人口的

北京展览中心举行。作为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工业自动化

8％。该地区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规划”下追求转型的同

活动系列的一部分，本次展览会被视为中国北方最专业、最

时，为工业基础升级和现代化带来了巨大机遇。仅北京的国

全面的工业自动化产品贸易平台之一。为期三天的活动预计

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4400亿美元，而被视为中国硅谷的深圳

接待来自国内外的200多家参展商。参展商展示各自的尖端技

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了3500亿美元左右。得益于其先

术和解决方案，力图优化传统制造业结构。

进的制造业，深圳近期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赶超香港。

20000平方米，预计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超18000人观展。为了

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优良的商业环境，有众多高科技公司驻

迎合工业4.0的趋势，IAMD北京分展将动力传输展览会集成

扎，在创新能力方面也领先其他中国所有城市，荣登榜首。

到自动化交易展览会，展示工业自动化、动力传输和流体动

业。而深圳的制造业则以IT、电子制造业和电信产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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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面积约

力传输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响应参展商和参观者的需

统。IAMD还展示电源产品，如信号转换器、接触器、电机

求，IAMD北京分展致力于展示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技术

保护装置、断路器、监控与保护设备、备用电源和供应系

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全面的高端网络平台，为参展商和

统、安全装置与系统；以及HMI设备，如显示屏和屏幕、控

参观者提供直接商机。

制面板和工业通信产品如现场总线、以太网系统和无线通信

IAMD北京分展的产品类别非常全面，可满足区域行业的

系统。随着自动化和动力传动的集成度不断加强，对相关软

所有需求。在动力和传动领域，展区内的公司展示流体动力

件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IAMD北京分展展示了一系列

传输系统中的液压、气动与密封等技术；机动传输系统产品

工业应用软件，如用于项目规划、工厂管理、集成管理以及

如齿轮、链条、皮带传输、轴承、联轴器、弹簧、扣件；驱

生产规划、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控制技术和编程、

动系统产品如电机、驱动组件和变频器；基础设施产品如控

云端计算应用软件和用于自动化与自动化工厂的网络安全软

制柜、外壳系统、电缆以及光纤系统。在控制技术领域，展

件。

会来访者可以看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数据采集与

除了展示参展商产品外，IAMD北京分展还举办一系列有关

监视控制系统（Scada）等控制系统，以及基于工业计算机

该地区工业结构热点问题的会议和讨论会。在过去的几年

的控制系统，包括用于工业计算机的所有硬件。鉴于其在所

中，所推出的应用公园（Application Park）受到了观展者和

有类型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展会为传感器技术产品设有单独

参展商的一致好评。2018年，应用公园的内容涵盖智能制

展区，展出各式各样的传感器和换能器，包括识别传感器、

造、智能汽车制造、智能包装和智能农业装置制造这四个热

工业图像处理传感器、测量传感器、安全传感器和传感器系

点问题。参展商在此举行有关相关产业中现实解决方案的演
WORLD OF INDUSTRI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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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就智能生产系统进行讨论，并帮助制造商找到从设备供

数字网络设备、新型零部件等高端制造业。

应商升级到全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方法。
与中国北方地区其他工业活动的规模相比，IAMD北京分展

2019年IAMD深圳分展：助力华南地区的智能制造

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在未来有望具备更大的影响力，与
更多的参展商和观展者合作，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更多商机。

作为华南地区的顶级工业自动化展——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

展出产品和技术的复杂程度逐年增加，所有到场来宾对这一

化动力传动展深圳分展（IAMD深圳分展）每一届均在往年基

点有目共睹。IAMD北京分展正缓慢而坚定地成为中国北方一

础上更进一步，持续获得巨大成功。由汉诺威米兰展览（上

个有影响力的国际贸易盛会。

海）有限公司举办的为期三天的活动于6月26日至28日在深圳
会展中心举行。 展会总面积超过33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

深圳的故事

13个国家的5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和公司，展示智能制造、工

NEWS AND MARKETS

业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机动传输、机器视觉以及工业4.0
在结束北京交易会的整45天后，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这一全

相关产品技术这六个领域的最新尖端解决方案。2018年，展

球展览系列又整装出发，抵达深圳。作为中国的硅谷，深圳

会接待了150多个买家团、各行业协会以及35000名观展者。

市在战略意义上是举办下一次“集成自动化、运力与驱动”

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的引入和发展，对于能

展览会的理想地。当一个人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便会对两地

够汇聚各项最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的共同平台的呼声越来越

工业结构的差异了然于心。与北方相比，深圳和华南拥有更

高。在此类活动中，所有相关利益相关方，包括机器和零部

先进的工厂。该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带之一，包

件制造商、技术专家、学者、客户、采购经理和决策者齐聚

含深圳、珠海、江门、佛山、东莞、广州等城市，产业链涵

一堂，就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找出解决方案，并为各自代

盖了IT、电子和电气设备制造业及其组件、生物技术、石油

表的机构组织制定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工业经济转型的步伐

化工、工业机械及其组件、汽车工业机械和汽车制造业本身

正在迅猛加速，而华南地区正是这股潮流的引领者。位于粤

等众多产业。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计超过1.2万亿美元。

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带，IAMD深圳分展可为该地区积极寻求

深圳的迅速崛起归功于两方面；第一是现有商品和技术的

发展的公司创造数之不尽的机会。

范围与规模。凭借其庞大的电子市场，交易商在这里销售用
于制造全球各类产品所需的几乎所有组件，包括电路
板、LED、微芯片和晶体振荡器。第二则是其对设计的态度。

深圳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的产品
类别

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吸引了大批的自由职业机械和电气工程
师。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设计都是开放性的，这

机器人类别的公司将展示其在工业机器人和部件、喷漆机器

促进了各方协作，而不是像传统做法中对原型模型进行严密

人、码垛机器人、装配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

保护。

各种集成机器人应用和解决方案、CNC系统等方面的最新产

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持，大力发展机器人、精密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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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成就。控制技术领域展示各式各样的核心自动化产品，
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带传输、轴承、联轴器、线性运动技术。对于企业而言，要
实现智能制造，强大的机器视觉系统无疑必不可少。机器视
觉领域的参展商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参展应用可适用于各类
终端用户行业如锂电池、消费类电子产品、半导体和电子制
造、太阳能、食品和饮料、制药、机器人、汽车、印刷和运
输等。在深圳展会大厅会展出智能相机、工业镜头、接口
卡、光源、图像处理系统、图像集成系统等机器视觉类产
品。而最激动人心的版块则是“工业物联网”，它引起了工
业界的极大兴趣。产品包括最新的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
线和以太网系统、大数据和云计算系统、网络安全和自动化
软件、工业PC、自动装配和处理系统、线性定位系统等。
（Scada）、传感器、执行器、伺服电机、变频器、连接
器、HMI设备、嵌入式工业电源系统、电气设备和电力传输系

摄影：主要来自Fotolia

统、电线和电缆附件、流程和能源自动化系统。机械和流体

www.iamdbeijing.com

动力传输系统，如液压、气动和密封技术；齿轮、链条、皮

www.iamdshenz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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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PSSuniversal
PLC可用于轻松
实现“传统
型”集中式和
分布式项目

超长管道？没问题，
即使离岸同样不在话下
电缆转盘在鹿特丹港的众多码头十分常
见。这些“大块头”重达数吨，确保管道
甚至电缆可以铺设在海床上。荷兰Blue
Offshore公司使用Pilz的安全自动化装置来
确保安全性，特别是对于负责准备和铺设
电缆的技术人员。

普通的集装箱船进行非组装运输，以便在现场快速组装。“
当然，所有组件都持有必要的批准和证书，包括劳合社
（Lloyds）。”Evert-Jan van Wijk强调说。

每个电缆敷设项目都各有不同
Blue

Offshore的首个电缆转盘于2012年投入使用。从那时

起，每个项目都各有特点：“当在海底铺设管道和电缆时，
每条都不一样，甚至是独一无二的。”van Wijk回忆道。这
“最大限度提高安全性。”Blue Offshore创立于2009年，在

是因为海床的地质特性和其他因素决定了甲板设备的大小、

其创办人Evert-Jan van Wijk看来，确保安全性是经验丰富的

强度和速度。海床的特性与地球其他表面一样多变。

航运和离岸专家的首要目标。

因此，系统组件必须能够实现多样化组装，以满足不同的
客户要求。甲板设备的尺寸、性能和速度同样因项目而异。

模块化，移动式

在码头，必要的部件安装在指定的船上，而且管道和/或电

AUTOMATION

缆装载完毕。一旦船只装备完毕，便会驶向大海，并停靠在
Blue Offshore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其中不仅包含电缆转盘模

铺设管道的地点。所有管道——可以是柔性管道、液压管道

块和用于甲板设备的各个系统组件，还包括能够进行设备操

或电缆——之后通过电缆转盘经由张紧器引导至平台、分配

作和维护的技术人员。“我们同样能够更换电缆转盘上的整

系统或风力涡轮机。电动液压马达不仅驱动电缆转盘，而且

个控制系统。”Blue Offshore的创始人对这项特殊服务加以强

在卷绕和随后展开时引导管道或电缆。

调。由于这一进程非常复杂，而且对安全性要求极高，因此
Blue Offshore选择与Pilz进行合作。

安全性一直为重中之重

模块化系统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内置式电缆转盘以及张紧
器、卷轴毂驱动器以及专门用于铺设柔性管道、液压管道和

在所有领域，Blue

电缆所需的部件。所有系统组件的设计十分巧妙，可以通过

Wijk很清楚：“毕竟所有工作人员都可能会犯错误。例如，

Offshore的重点在于保护操作人员。Van

可能会有人员在操作期间误入电缆转盘的危险区域。”
电缆转盘的定期维护和彻底检修已包含在标准配置中。第
作者: Ewout Sikking，Pilz荷兰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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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缆转盘于2012年投入使用，并于2017年接受全面检

01 Blue Offshore是海上电缆铺设领域的专家，其系统包括
甲板设备模块
02 在作用力如此巨大的作业中，操作人员的安全性是首要
任务，这一点显而易见

协作以团队合作为基础
从升级开始，鹿特丹的码头上便忙碌不停：亲身体会并理解
甲板系统的工作原理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在全面检修和维护

01

中所有考虑因素的起点。一项初步结果便是从根本上修改软
件，以便能够处理潜在的必要附加功能。
下一步则是集成合理的控制器。最终，控制器PSSuniversal
PLC获选，这是自动化系统PSS 4000的一部分。例如，智能
控制器确保在转盘启动前10秒发出声音警告信号，或者借
助“信号灯指示系统”的绿色或红色向工作人员展示，是否
可以进入电缆转盘。
Pilz的最初要求是在软件中更透明地显示甲板系统模块，其
中包括具有必要诊断功能的快速诊断解决方案，例如来自
E-Stop系统的快速反馈。由此可以更快地进行跟踪并纠正故

02

障。
经过一系列密集测试后，系统将开始正常运行。Van Wijk高
兴地说道：“与Pilz的合作非常成功，为我们的客户带来了真

修。由于空载重量为600吨，直径为23米，加上最大容量可达

正的附加价值。”

5 000吨，因此它能够称得上是一款真正的重量级产品。
维护涵盖标准任务，例如更换易损件，包括液压软管或新

照片： Pilz

涂层，还有一系列客户特定的改进：将张紧器的容量从5吨扩
展到15吨，保持液压并将控制系统升级至现有技术水平。

www.pilz.com

此外，为了操作人员的安全，只能从操作员的驾驶室控制
电缆转盘。如果出现问题，甲板系统将立即停止运行，控制
系统显示故障，以便快速有效地进行纠正。升级的目的在于
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性和最短的停机时间。

用于标准化搬运的自动化系统
Pilz的PSS 4000自动化系统使客户能够构建自动化解决方案，同
时涵盖自动化和安全相关任务，但用户仍然可以轻松操

系统彼此匹配

作。PSS 4000背后的核心理念在于融合安全性和自动化。PSS
4000使客户能够享受分散控制结构的优势，而不会出现当程序

百分之百的可靠性对于自动化装置至关重要，由此可以实现

分布在不同控制器上时通常会导致的复杂性的增加。操作获得

人员和机器安全高效的工作，以及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对于

简化，同时标准化水平也得以

Blue Offshore来说，自动化专家Pilz是理想的合作伙伴，这家

提升。

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正是以安全为核心竞争力。“Pilz遵循

在传统自动化系统中，单个集
中控制器监控厂区或机器并处

“自动化系统PSS 4000确保电缆转盘的安

理所有信号，而PSS 4000则允

全性”

许分配控制功能。流程或控制

与我们相同的安全理念。”van Wijk说，“Pilz是安全自动化
领域的技术领导者，而且不断在寻找最佳解决方案。这种思
维方式是其堪称榜样的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公司遍布全球
的子公司网络是另一项令人信服的因素，这代表着专业能力
和客户贴近度：“Pilz可以直接在现场以当地语言提供支持。
控制设备对于安全性十分敏感，因此能够在毫无语言障碍的

数据、故障安全数据和诊断信
息通过以太网进行交换和同
步。因此，对于控制功能，各
个程序部分的处理不会对彼此
造成影响。与集中式控制器不同，在集中式项目中，用户能够
使用分配在运行时中的用户程序。所有网络订户通过该集中式
项目接受配置、编程和诊断。这可以在整个项目中实现简单、
标准化的处理。.

情况下提供服务十分重要。”他进一步解释说。
WORLD OF INDUSTRIES 2019   

13

TSN如何彻底改变时间概念
时间敏感网络（TSN）已经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核心词
汇。它代表了一种通过帮助工业以太网实现可靠和时间可
预测性通信，由此将工业物联网（IIoT）变为现实的
关键技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便是创
建同步系统。

TSN最初由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开发，作为专业视

间信息作为以太网报文分组发送到网络内的每个节点或“时

听系统中音频视频桥接（AVB）的一系列开放技术标准。其

间感知系统”。

结果便是ISO/OSI（国际标准化/开放系统互连组织）的数据
链路——受IEEE 802.1标准监管的第2层技术。
通过提供确定性的实时信息传递，IEEE 802.1迅速扩展到其
他领域，特别是汽车和制造领域的控制网络。在这些领域中必
须确保在确定的时间间隔内接收时序要求严格的循环数据。

某些类型的时间消息用于传递与时间相关的信息，这些信
息可帮助在网络上同步时钟，或者测量通信介质上的延迟，
以降低其影响。此外，其他功能可实现构建时钟层次结构并
选择主控制器以及配置，监视和维护基于PTP的系统。
通过这种方式，节点中的所有实时时钟可以同步到1μs或
更小的精度，这也适用于要求最苛刻的运动控制应用，其周

设备同步是TSN的重点

期时间可能短至几μs。此外，如果发生错误，则可以检查操
作日志并按时间顺序明确地跟踪导致问题的事件。因此，操

为了在工业以太网网络中实现具有低有界延迟的确定性，时

作员能够更快速、更轻松地执行错误识别和恢复任务，从而

间同步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方面。实际上，此功能对于保持分

减少意外停机时间及相关成本。

布式系统的高精度十分必要，因为这允许网络设备在正确的

相反，传统以太网网络中没有全球时钟或对时间的共同理

时间点一致地执行所需的操作，而且不受操作进行位置的限

解。实际上，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内部时钟，即自己的时间

制。

概念。因此，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导致时间漂

此外，当所有组件共享同一个时间概念，即通用时钟时，

移，并使处理器失去同步。

可以执行准确的分析，以确定特定机器上事件发生的时间、
在相同网络中不同组件上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或发生

AUTOMATION

在不同设备上事件的相对排序。

独特的时钟系统
为了实现网络同步，TSN通过主从精确时间协议（PTP）建立
了一套独特的时钟系统，这符合获得IEEE 802.1AS批准的“
时间敏感应用的定时和同步”和IEEE 1588“用于联网测量和
控制系统的精确时钟同步协议标准”的规定。根据这些协
议，称为“主控制器”（Grandmaster）的网络时钟主机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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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C-Link合作伙伴协会（CLPA)
CLPA是一家成立于2000年的国际组织，致力于CC-Link系
列开放式自动化网络的技术开发和推广。CLPA的关键技术
为CC-Link IE，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用于自动
化的开放式千兆以太网。得益于其无与伦比的带宽，它是
工业4.0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目前，CLPA在全球拥有
3,400多家会员公司。CC-Link是亚洲领先的开放式工业自
动化网络技术，在欧洲和美洲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提升。

CC-Link IE TSN通过
改善通信功能和同
步精度，优化了世
界上第一座开放式
千兆工业以太网
CC-Link IE已经能够
提供的优势。

量。因此，它为非循环流量和实时控制流量提供了最佳的通
用通信通道，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4.0的普及，这两
种流量将继续增加。

01 CLPA欧洲区总经理John

Browett研究
TSN如何在网络中创建同步，以及如何使工
业自动化应用受益

得益于这项技术，制造商可以通过开放式工业以太网网络
中能够提升性能、连接性和智能化的日益普及的开放式系统
提高自身竞争力。
照片：CLPA

https://eu.cc-link.org
www.dmaeuropa.com

不仅仅是同步
所有时间感知网络设备之间的可靠时间同步为所有其他TSN
密钥功能提供了基础。特别是，IEEE 802.1AS提供了一种支
持IEEE 802.1Qbv“预定流量增强”标准的强大机制。这定义
了如何有效地调度数据流量队列，并确定时序要求严格的帧
的准时交付的优先级。
此过程依赖于时间感知整形器（TAS），它检查每个帧的
VLAN标记优先级字段，并将消息分配给合适的优先级队列。
之后，这些消息将在调度中获得定义。每个队列中的数据传
输在调度时间窗口期间执行，同时阻止其他队列传输。
通过这种方式，TAS可确保循环消息免受来自非循环流量
的干扰，从而避免任何延迟或无法传递可能中断应用程序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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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整个生产过程的时间关键消息的情况，甚至能够优化通信
周期时间，因为具有相似优先级的不同帧可以获得同时发
送。因此，TAS和固定流量调度替代采用冲突检测（CSMA /
CD）方法的传统载波侦听多路访问。过去以太网所使用的这
种方法会阻碍确定性。

成功的TSN实施
最近实施TSN的领先且具有开创性的开放式工业以太网技术之
一是CC-Link IE TSN。这是围绕ISO/OSI第3至7层构建的技术，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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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采用先前描述的IEEE 802.1AS和IEEE 802.1Qbv第2层标准。
CC-Link IE TSN通过改善通信功能和同步精度，优化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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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例如，这种创新解决方案可以实现低至31.25μs的周期
上第一座开放式千兆工业以太网CC-Link IE已经能够提供的优
时间，同时鉴于其千兆带宽，可以无故障地处理非循环流

www.astro-motoren.de

WORLD OF INDUSTRIES 2019   
ASTRO.indd 1

15

25.03.2019 13:05:23

纸张生产4.0

奥古斯特克勒造纸公司（Papierfabrik August Koehler）正在大
步向成为一家数字化企业的道路上迈进。因此，它采用西门
子提供的解决方案来落实一种巧妙的安全概念，并为其新的
包装线提供技术包，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

01 克勒打算用一台新
造纸机提供使用可再生
原料的替代包装系统

在西门子安全概念的支持下，奥古斯特克勒造纸厂股份公司（

扬克烘缸，以及一台用于进一步加工的离线涂布机。预计年

简称克勒）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旅，以全面保护其工厂和系

产量可达到10万吨左右。

统。克勒现在还投资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柔性包装”业务部
门，专为纸质的柔性环保包装提供解决方案。克勒决定再次与

综合解决方案

西门子联手，为其新企业提供能源供应、驱动控制技术与过程
控制技术。在现代解决方案的指导下，克勒工厂的四台造纸机

这台机器的电源由53面板的NXAir和24面板的Sivacon S8系统

和三台涂布机开启了高效并且面向未来的运行模式。

提供。中压系统配备800A和1250A的Sion断路器，配置

AUTOMATION

作为安全措施系列的一环，西门子首先对当前形势进行了

2500A（安培）母线槽系统，额定短时耐受电流为每秒25千

具体分析，为提高工厂的整体安全水平建立安全概念基础。

安。这台机器由Siprotec 5系列设备保护。造纸机、离线涂布

这让克勒对其数字化和安全状态成熟度拥有了清晰、公正和

机以及双鼓卷纸机涉及广泛的驱动技术：在所有的驱动器

全面的认识。随后，西门子的专家访问克勒的工厂，协助实

中，67台用于造纸机，总产量为8.8兆瓦，162台用于5.5兆瓦

现持续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包括公司网络的扩展和细分，

的涂层机，7台用于0.3兆瓦的分切复卷机，这些驱动器都由

以及包含自动化防火墙在内的造纸厂周边保护，并能实现对

Sinamics和Simotics的产品组合进行配置安装。带有Sivaas可

不同系统恶意软件的防护。

视化系统的Simatic PCS 7过程控制系统，总工程范围包括大
约5000个过程对象。

可持续包装

凭借设计巧妙的安全理念和最先进的电源、驱动和控制技
术，克勒正坚定理想，走向工业4.0，全力实现包装产品制造

克勒的新“柔性包装”业务部门还包含一个名为“Green +”
的项目，该项目的重点在于可持续性和废物预防。凭借其Flex

的可持续和节能。
摄影：fotolia/ 01 Papierfabrik August Koehler

Pack产品组合，克勒计划提供使用可再生原材料的包装系
统。该项目包括一台新造纸机，该机器配有用于生产包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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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iemens.com

照片: fotolia

MSR175物理参数记录仪
所有类型货物的运输监控问题都可以通过小型电子
MSR175数据记录仪解决，该数据记录仪在运输过程
中跟踪货物，并准确记录导致货品损坏的各种参数，
便于以后分析。仪器所有部件都安装在防水塑料外壳

具有新功率范围的变
频器

中，并可多次重复使用。这些紧凑型MSR175数据记
录仪的尺寸仅为拇指

随着拥有额外电压和功率范围设

大小，由瑞士MSR电子

备的推出，三菱电机

有限公司（MSR

（Mitsubishi Electric）的变频器

Electronics GmbH）制

产品种类变得更加丰富。所有新

造。为全面记录造成

设备都配备了板载以太网卡。FR-A800型号具有四种负载

货物损坏的因

特性、专为重型作业而设计，FR-F800型号则侧重于风扇

素，MSR175采用了性

和泵机应用。三菱电机现在还在800系列中提供功率高达

能极高、且配有先进

630kW的紧凑型设备。在较高电压下，这些单元能够以较

存储和评估式电子设

低的电流运行，所以横截面较小的电缆也可以投入使用。

备的传感器。所得参数为核实肇事者或进一步优化运

针对恶劣的工作条件，FR-A800-LC液冷系列则是良好的选

输包装提供了必要的事实依据。关于技术：MSR175

择。FR-A800 Plus系列为起重机和包装应用提供特殊设

数据记录仪中集成的两个3轴加速度传感器（±15 g

备。例如，应用于起重机的设备可以抑制负载振动并检测

和±100 g）可记录关键事件，如冲击和爆震，测量

电机是否有滑动。应用于卷对卷制程技术的设备具有电压

频率高达6.400次/秒。

监控器，可调节由于摩擦而导致的任何机械损失。

www.msr.ch/en

https://cn.mitsubishielectric.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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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尽在掌握
麦尔传动技术公司（mayr power
transmission）的新型智能控制模块ROBAbrake-checker能够在不使用传感器的情况下进
行制动器状态监测并保障其安全运行。该模
块具有即装即用特性，甚至可以轻松集成到
现有系统中。对于用户而言，这意味着更少
的组件、最大的可靠性和易于调试性，无需
额外操作。

几十年来，麦尔传动技术公司的制动器一直为世界各地的设
备运行提供保障。作为电磁制动器的技术专家和市场领导
者，此次凭借ROBA®-brake-checker，成为工业4.0时代唯一
一家可为其标准系列的无传感器电磁制动器提供智能监控解
决方案的公司。“用户可以轻松快速地将模块集成到机器和
系统中，而无需插入‘转换器’或‘控制’组件。”位于毛
埃尔斯特滕（Mauerstetten）的麦尔传动技术公司产品经理
Andreas Merz解释道，“通过这种方式，客户不会冒任何风
险，因为他们无需自己验证限值和数据。我们提供的
ROBA®-brake-checker可直接用于安装，因为其所有数值在出
厂前已完成设定调试。对于用户来说，可以说是即装即用的
解决方案。”

新型设计和制动器尺寸
ROBA-brake-checker智能控制模块交流电压设计已成功上市。
在其扩展配置中，模块可以直接连接控制制动器，并替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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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麦尔传动推出新型智能制

03 标准设计的制动器在集

动器监测模块 ROBA-brakechecker，能够在不使用传感器
的情况下进行制动器状态监测
并保障其安全运行。还可以被
轻松快速地集成到机器和系统
中，具有最大程度的可靠性

成了ROBA-brake-checker模块
后便能实现监控，不仅在成
本和交付时间方面，而且还
在例如防腐蚀方面都具有优
势。这些制动器
可以被轻松、
快速、安全
地涂漆

02 ROBA®-brake-checker
模块目前已可以采用交流电
压设计。是微动开关的经济
有效的替换品

流器。也就是说，开关状态监测和制动控制功能被组合在一
个设备中，用户无需增加组件。此外，0.7Nm以上制动扭矩的
小规格制动器都可以配备ROBA®-brake-checker进行监控。

护，也不再需要额外的布线和对开关和传感器的
任何密封。也避免了电缆断裂的风险。”相比
较，开关和传感器可能会受到环境中的冲击和振动的影响，
而ROBA-brake-checker的监控过程是在受保护的控制柜里进

无传感器式制动监控

行。因此，能够避免由于结冰导致的故障和由诸如灰尘污染
引起的错误信号。ROBA-brake-checker DC模块的电气开关，

智能控制模块

ROBA-brake-checker无需使用传感器即可工

作。它通过分析电压和电流来检测衔铁盘的运动，并且持续

也使得系统可用性获得提升，因为在其开关触点上不会形成
触点火花，而传统布线式则可能导致触点烧损。

监测制动器处于什么状态。除了开关状态、温度和磨损之
外，还能监测电压变化和冗余，即磁场力是否仍然能够吸引

即使在恶劣条件下也能确保可靠监控

衔铁盘。相比较微动开关和接近开关，新型模块能够在监控
期间展示更多的过程信息。在达到冗余时，ROBA-brake-

“标准设计的制动器在集成了ROBA®-brake-checker模块后便

checker尽早发出警告信号，以便制动器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

能实现监控，不仅在成本和交付时间方面，而且还在例如防

运行时间。在此期间，系统操作员或制造商可以根据具体的

腐蚀方面都具有优势。”Merz强调说，“这些制动器可以被轻

工作流程，有针对性地进行维护。

松、快速、安全地涂漆。特别适用于一些腐蚀风险非常高并
且需要采取符合DIN EN ISO 12944标准的保护措施（C5）的领

提高了系统可用性

域，例如风力发电或海上锚绞机/平台应用。总之，ROBA®brake-checker是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特别适用于小批量

ROBA-brake-checker无需机械接触，因而可以实现高可靠性和
无磨损特性，且不受运行周期影响。“由于模块无需使用传

生产，甚至对于现有设备进行改造也毫无困难。”
摄影：麦尔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感器即可工作，所以无需在制动器外部安装微动开关或接近
开关来监测开关状态，基本结构的安全制动器也可以安装使

www.mayr.com

用。”Merz先生补充道，“此外，如要实现所需级别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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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搭配

在资本支出方面，投资的初衷往往在于实现增值的同时尽量
压低成本。简而言之，公司只希望为其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付
费。如果完全定制解决方案不可行，标准产品如何满足要求
而不会规模过大和价格过高？答案便是基于客户应用对标准
方案进行量身改造的定制解决方案。

定制解决方案
赛威传动通过提出以下问题展开对量身定制的工业齿轮解决
方案的开发：如何提供绝不会规模过大的驱动器？此外，驱
动器如何才能带给客户所需的价值，而不是针对客户不需要
的解决方案收费？
该调查的结果便是，针对重型工业解决方案中使用的锥形
和锥形螺旋齿轮单元系列，对现有X系列标准产品系列进行彻
底更新和优化。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已安装了数千台X系列设
备，并在数百位客户的应用中获得了验证，赛威传动对产品
需求有着十分清晰的把握。随着全球工业，包括煤炭和其他
采矿业务向数字化和工业4.0（如今已成为煤炭材料处理等高
投资行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迈进，客户在产品本身之外同样
对随附软件技术的持续开发提出了高度要求。因此，除了硬
件优化之外，公司还从头开始重建工具和计算环境，以便可
以考量最新标准和跨边界依赖性的需求。X代产品应运而生。
硬件方面的改进总结如下：
1.锥形齿轮箱输入端获得改进
2.轴承预载设置获得优化
3.油位热力性能获得改善
4.输入和输出轴采用非接触式密封系统
5.全新风扇和风扇护罩概念
6.齿轮中采用新轮齿拓扑
对于驱动器有所掌握的煤炭行业从业人员能够知道，这些
优势不仅仅是对齿轮箱的一般性改造。 然而，仅靠单一

01 X.e代驱动

改进并不能够实现创新。虽然每项改进本身都可以增强对

单元的渲染图

特定客户需求的匹配性，但只有所有改进彼此融合，并根
据现代标准对性能进行重新计算，同时汇聚允许制造商为
客户提供合理价值的最新技术，才会带来真正的不同。正如

MOTION AND DRIVES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标准化工业齿轮箱如何才能完全符合您的应
用要求？数字和机械技术如何相互结合，以
实现此类解决方案？工程师如何选择最佳匹
配的齿轮箱？赛威传动（SEW-Eurodrive）最
新版本X系列工业齿轮箱正是以这些问题为基
准获得开发。

精挑细选
在评估煤炭行业齿轮传动需求时，对设计要求进行可视化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量身定制解决方案的设计参数。

其中包括在蜘

蛛图上绘制这些特征，为每个轴赋予代表参数重要性的数字，
例如从1（低）到3（高）的标度。这些参数可包括作业区域、
作业负载、峰值负载、温度条件和声学性能。大多数制造商的
标准齿轮装置已经能够在通用设计参数之间取得平衡。
但对于地下输送机，必须考虑以下参数：

作者：Mark Zeller硕士工程师，布鲁赫萨尔赛威传动工业齿轮单元产
品经理
Christian Rüttling硕士工程师，布鲁赫萨尔赛威传动工业齿轮单元
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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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作 业区域：单元周围的粉尘令设备访问和可维护性受限（3）

n 作 业负载：在稳定安全的运行条件下每天需连续运行超过

10小时（2）

n 峰 值负载：启动/停止并不频繁，堵塞情况较为罕见（1）
n 温 度条件：温和的环境温度、高输入功率和基于环境条件

的最大允许表面温度（3）
n 声 学条件：通常需要听力保护的高噪音环境。（1）

在煤炭工业输送机系统的示例中，最重要的设计参数包括
作业区域/可维护性、作业负载和热容量。其中的重点是在这
些领域实现优化，同时在其他领域保持当前的标准性能。
在作业区域和可维护性方面，密封件和轴承在地下和含尘
环境中的寿命需要获得延长，因为在具有潜在污染风险的环
境中进行维护并不简单。
在作业负载方面，设计应允许更高的电机功率，且齿轮和
轴承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需要更长。
为了增加热容量，可以采用多种选项，但某些选项的可用

02 针对输送机驱动的优化设置

性可能会受到限制，例如为油水冷却器提供冷水供应。
因此，通过将参数绘制到蜘蛛图，可以展示出如以下图表

除了提高齿轮单元性能和寿命外，此设计完善还可以降低齿

所示的收效：在该示例中，齿轮单元需要在五个部分中的三

轮箱使用寿命期间的总体拥有成本（TCO）。较低的油浴温

个中达到规定的要求。标准齿轮单元可能无法在目标区域内

度可提高效率，由此节省电能，并延长换油间隔。油位降低

实现目标性能，并且增加框架尺寸并不能确保改善某些或所

有助于节省资源，以及每次换油期间的重复投资。得益于非

有区域的性能。 定制齿轮单元可以在所有区域实现高性能，

接触式密封系统，对于密封系统的维护成为过去。如果对特

但并非所有区域都需要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可能需要

定轴承的寿命具有要求，则可以使用更小的单元尺寸，因为

为并无需求的解决方案支付更高的价格。理想的解决方案

可以在该区域内对优化进行计算和改进。

是，如果齿轮单元仅在所需之处获得改进，而在其他方面仍

此外，优化后的设计将为安装在潜在爆炸性环境（如ATEX

然采用标准方案，由此便可保持较低的整体价格。因此，客

区域）中的设备带来更高的安全性。这些环境要求齿轮单元

户需要一种获得热改进的齿轮单元，并且具有能够承受适度

的表面温度必须低于一定限值。特别是在地下区域以及含尘

负载的长寿命部件，但在其他方面保持标准技术方案。

的地上应用中，必须降低爆炸风险。齿轮单元在此类环境中

这便是创新所在：图表中的收效便是对客户在调整需求后

所需的热容量可以通过所述功能获得再次改进，而不需要扩

所发生变化的展示。交联计算工具可以调整要求，并将其转

大齿轮单元以获得更大的壳体表面，或者令客户为并无需求

化为齿轮单元在热力性能和长使用寿命方面的需求。通过这

的功能扩展支付费用。

些预设，该工具可以计算理想的功能组合，同时将功能依赖
性保留为限制条件。之后，将使用来自选择工具的信息启动

结论

工厂流程，以便数据价值链能够从功能首次应用开始不断获
得完善。这便是对“完美匹配”全新定义。

客户肯定会发现市面标准套件和针对单独需求量身定制的套
件之间的区别。X.e代齿轮单元可确保通过基于标准产品的、

优势

具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设计优化，完美匹配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同时令客户无需为完全定制的解决方案付出高额费用。

经过优化的标准齿轮单元具有获得改进的热性能和轴承寿
命，其优势在于能够进一步增强客户选择。

www.sew-eurodrive.cn

应用领域广泛
伺服连轴器可用于各种驱动系统的
连接
– 低廉的价格
– 广泛的产品系列
– 较短的供货周期

www.mayr.com
MAYR_MAN.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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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通过与西门子子公司弗兰德有限公司合
作，库卡以弗兰德行星减速电机为基础开发
出一款传统液压旋转驱动器的替代产品

MOTION AND DRIVES

以全新驱动概念替换旋转电机
西门子旗下公司弗兰德有限公司（Flender GmbH）和库卡（Kuka）公司携手
开发出一种用于为铸件去毛刺的新型驱动器。与先前的液压动力旋转电机相
比，新型机电替代产品可将循环时间缩短30％，改善动态响应，同时降低部
件磨损与维护成本和时间。

库卡是世界领先的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公司之一，一直致力于

最佳控制响应缩短循环时间

开发和打造解决方案，推动制造领域数字革命的扩展。在压机

库卡首次在滑动/倾斜工作台压机“SEP SKT”中以单侧作用

领域，库卡与西门子子公司弗兰德合作开发出一款基于行星齿

的机电主驱动器取代了液压旋转电机。“据我所知，凭借这

轮电机的新型驱动器，作为旋转电机的替代品。正如库卡工业

项创新解决方案，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家使用这种机电旋转解

铸造解决方案副总裁Steffen Günther所说：“弗兰德拥有超

决方案作为滑动/倾斜工作台压机标准配置的制造

过一百万种齿轮变型产品组合，以及在驱动技术领域数十年的

商。”Günther说。这为客户提供了一系列优势，尤其是旋

深厚专业知识。这是整套传动系统，从控制装置到三相异步电

转运动循环时间缩短了约30％。新技术的控制响应获得改

动机，再到倾斜工作台扭矩时刻彼此完美协调的原因之一。”

进，而且还有助于实现生产过程整体效率的更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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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技术吸收，这已获得负载下耐久性测试的验证。经过测
试，弗兰德组件没有任何磨损迹象。“行星齿轮电机非凡的
坚固性，以及驱动装置的改进设置和驱动能力意味着，我们
现在可以将旋转重量提高30％。”Günther高兴地说道。变
频器对高惯性扭矩进行减速，同时将此过程产生的能量反馈
回电网。

前瞻性技术

02 新型机电解决方案的优势包括循环时间缩短30％，动态
响应更佳，特别是元件磨损更低

新技术旨在使现有压机能够在一两天内或逐步实现快速改
装。Günther对这项新技术的前景充满信心：“改用新技术
不仅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本优势，而且同样具有可持续

数字集成简化维修

性。我们将在所有相关领域采用弗兰德SIP行星齿轮，以实现

将驱动器数字集成到控制系统中可确保控制器在任何既定时

与在滑动/倾斜工作台压机中相同的改进。”

间“知道”工作台的位置。对组件和记录的数字监控和审查
能够简化维修流程。弗兰德驱动器的坚固设计和耐磨性同样

摄影： Kuka

Industries GmbH

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底部工具重量为6吨，但工作台在围绕旋
转轴进行倾斜运动期间出现的扭矩和加速度可以轻松被新齿

www.flender.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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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双方优势汇集一身”
Transnorm有限公司去年年底加入霍尼韦尔。
《World of Industries》编辑团队与霍尼韦尔
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案部门Transnorm整合经
理Axel Reichert和Transnorm System董事总经
理Sidy G. Diop，讨论收购对这家位于哈尔苏
姆（Harsum）的输送设备模块和解决方案制
造商所带来的影响。

Diop：您的问题暗示了之前整合入一家瑞士集团的失败。这
么说不太准确。在那期间，我们成功地继续经营着公司业
务。我还记得在2004年，当我们作为管理层收购的一部分被
独立出来时，当时的管理层对我说，“我现在将一块珠玉交
于您。”我们是内部物流关键部件的制造商，并且永远都
是。那时，输送机技术在母公司的考虑中只起次要作用。在
这次的并购交易后，将会有所变化。
在Transnorm的战略调整中，特别关注了与总承包商或系统集

LOGISTICS

成商的合作。不过，通过Honeywell Intelligrated，公司内部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Transnorm成为了我们行业中合并浪潮

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系统集成商。这会对Transnorm与

的受害者。为什么说通过目前的收购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该客户群业务产生负面影响吗？

Reichert：多年来，霍尼韦尔一直致力于战略调整。这背后的

Diop：霍尼韦尔的投资也是基于强大的市场地位，在推动欧

原因是，我们希望在未来专注于具有长期两位数增长潜力的

洲业务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新任经营者所做的每项

分支上。Transnorm正是活跃在一个这样的分支中。这次收购

会对我们的市场地位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都会阻碍投资的

绝不是一次捕猎——更像是一场婚礼。我们对短期成功不感

战略目标。Transnorm和Honeywell Intelligrated过去在美国保

兴趣，而是对长期的合作关系更感兴趣。

持着长期的客户-供应商关系，这一点在未来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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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Axel Reichert（中），霍尼韦尔
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案部门Transnorm整合经理，以及
Sidy G. Diop（左），Transnorm System GmbH董事总经理，
采访人Winfried Bauer, 《World of Industries》编辑总监

Transnorm的优势，我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出于这个原
因，Transnorm还将保持其品牌独立性。这是成功延续与系统
集成商建立起的信任业务的唯一途径。因此，简而言
之，Honeywell Intelligrated和其他系统集成商一样都是我们的
客户。
随着皮带式转弯输送系统和SmartSort模块的发展，Transnorm
为用户提供了关键的创新。整合入霍尼韦尔安全和生产力解
决方案部对Transnorm的研发有何影响？
Diop：我们的模块在过去
几年中不断发展成为智能
单元，包括通过即插即用
与系统相结合的选项。这
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不仅具有机械方面的

我们对短期成功不感兴趣，而
是对长期的合作关系更感兴趣
Reichert：公司整合可以最终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当然，产品

Axel Reichert

系列和上市策略都可以完全整合到母公司的产品组合中。但
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被收购公司将面临失去其DNA的风
险。我们希望续写Transnorm的成功史。但是，只有坚持伴随
公司发展的产品、解决方案和市场关系，并且继续扩大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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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系统业务也主要以与产品相关的服务为特征。新的所
有权结构会在这方面带来哪些机会？
Reichert：霍尼韦尔设有专门负责售后事宜的公司分支机构。
我们希望提升售后服务方面在欧洲的影响力。Transnorm的市
场地位应该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例如，Transnorm可以将
我们的“生命周期服务和支持”概念作为协作的附加部分提
供给最终客户和系统集成商。

与过去一样，我们将继续与所
有系统集成商建立积极的业务
关系
Sidy G. Diop

除了位于哈尔苏姆（Harsum）总部的工厂外，Transnorm还在
泰国曼谷和得克萨斯州阿灵顿（Arlington）设有生产工厂。
霍尼韦尔如何将这些地点集成到其网络中呢？
Diop：现在，作为霍尼韦尔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够迅速优化
自己的供应链。努力的目标是缩短交货时间，同时扩大生
产——产品质量水平将保持不变。没有强大的企业集团支
持，就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原因很简单，就在几个月

独特卖点，而且有相关控制领域的优势。此外，我坚信，物

前，我们公司还没有相应的能力。

流技术领域各项需要深思熟虑的未来话题将成为霍尼韦尔在
投资决策准备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面，Transnorm能够从中受

Reichert：在生产方面，我们主张的是全球思考，本地生产。

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缩短交货时间，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当地

Reichert：作为我们“新产品导入”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希望

市场的需求。例如，将在欧洲开发的产品完全复制到北美或

每年都有新产品投入全业务部门的批量生产。我们认为，如

亚洲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生产地点都配备了资源，以使产品

果将霍尼韦尔的例如传感器技术与工业4.0领域的创新技术与

和解决方案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

专业知识和Transnorm的产品与解决方案相结合，将带来巨大
f+h

的机遇。一支由霍尼韦尔和Transnorm员工组成的团队已经在

照片

为预测性维护指定相应概念了。该联合项目极具短期潜力。

非常感谢二位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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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迁的时代

自动化市场——在所有
技术领域中蓬勃发展
我们继续之前的系
列，并针对国际市场
的趋势和发展采访德
国曼海姆倍加福
（Pepperl+Fuchs）公
司工厂自动化部门总
裁Reiner Müller，同
时回顾过去十年并展
望未来数年的发展

对于倍加福来说，国际市场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过去十年中，自动化市场在世界各地都有显著增长。倍加福在亚洲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和
印度的增长高于平均水平。这肯定要归功于我们早在1979年便在新加坡开展业务。这里同
样是公司如今的亚洲总部，建有一座强大的制造和物流中心。在中国和印度，我们于25年
前开始直接销售活动，并受益于这些庞大经济体中工业化和自动化的动态增长。为加强我
们的区域足迹，我们最近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增设了新的销售子公
司。倍加福近年来增长势头十分强劲的地区是东欧，主要集中在波兰、土耳其和俄罗斯。
作为工业传感器和通信接口供应商，我们服务于各种机器制造和设备制造业。
鉴于对机场、仓库和配送中心以及电子商务设施的巨额投资，我们的全球战略目标市场
之一便是具有持续动态增长趋势的内部物流行业。此外，我们与汽车行业的合作在过去几
年中同样大幅增长，我们不销售乘用车传感器，而是销售汽车制造业中的机械和机器人。
在产品结构方面，我们在所有技术领域中实现增长，其中高于平均水平的方面包括光电传
感器，例如2D激光雷达扫描仪、超声波传感器、视觉系统和AS接口系统组件等通信接
口。
您目前正在关注哪些趋势，未来十年，我们在国家/地区、市场、产品和解决方案方面会
有何发展？
虽然目前存在对自由全球贸易的部分阻碍因素，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理由相信，未来几年
中，自动化业务将进一步增长。首先，仍有许多国家将进一步发展，例如非洲大陆。在倍
加福，我们继续投资扩大自身的全球销售队伍，因此几年前在南非面向撒哈拉以南地区开
设了销售子公司，并在摩洛哥为北非设立了销售团队。哥伦比亚是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例
子，我们去年在那里开设了一家销售子公司。
其次，数字化和工业物联网的增长趋势还推动了自动化业务的发展。机器制造商和最终
用户已开始投资下一级自动化，这将促使对智能传感器、识别系统、通信接口和物联网解
决方案需求的不断增长。在倍加福，我们持续投资开发传感器4.0以及基于以太网和IOLink的通信接口，为客户提供更多自动化流程数字化方面的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倍加福
Start-Up Neoception，我们还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基于云端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和服务。
www.pepperl-fuc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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