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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尊敬的读者：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以来，全球工业发展经历
了三个世纪的洗礼。工业革命拓展了人类体力，
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
体工场手工生产，而信息革命则增强了人类脑
力，带给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随着新一代信
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智能
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
和“互联网+”的概念，致力于追求工业化和信
息化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的跨越。而在未来的工业蓝图中，自动化无疑
是重中之重。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工
业、贸易、会展在全国名列前茅，每年吸引着数
百亿外资的涌入，是一座汇聚无数科技创新和见
证产业变革的国际化大都市。而每年在此举办的
工业自动化展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工

Belt Curve

VertiSwitch®

业自动化展。
作为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旗下的专业主题
展，2016工业自动化展立足上海、辐射全球，不
仅囊括了系统控制、传感器连接器、机箱机柜电
LineSplitter

机及配件、机器人等多个版块，更是面向工厂自

Strip Merge

动化全面解决方案、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工业
IT与制造业信息化、微系统技术的国际性盛会！
届时，海内外展商、买家和观众将齐聚一堂，以
全新的面貌和顶尖的技术诠释工业自动化的盛世
辉煌。我们期待与您相会！
RollerMerge

Spiral Chute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国良

Bendy Boom

www.transn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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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ank Rottmann-Simon（Rieck国际物流公司执行董事），Shiye Zhou（Rieck
集团大中华区执行董事）和Oliver-Karsten Thorm ä hlen（Rieck国际物流公司
执行董事）（从左至右）

1

西门子为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提供行李
处理系统

2

Rieck物流集团在
中国的新结构

目前，总部位于德国的物流服务供应商

3

Raben集团在罗
马尼亚开设了第
一家工厂

WORLD OF INDUSTRIES

Rieck物流集团是中国合资企业的大股
西门子邮政速运及机场物流股份有限公

东的代表。“我们终止了此项合作，是

德国Raben集团在6月成立了 Raben物

司（SPPAL）拿下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为了以后在中国市场拥有更多的回旋余

流罗马尼亚有限公司，并在罗马尼

行李处理系统的订单。该解决方案结合

地，” Rieck国际物流公司(RSACI)的

亚开设了两个工厂。因此，该集团

托盘技术，皮带输送机及智能应用软件

CEO Oliver-Karsten Thorm ä hlen说道。“

目前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和西部的阿

用于控制设备。使用西门子行李处理系

在我们 100％ 的独资企业中，我们可

拉德开设有分公司。随着投资的深

统的新 2 号航站楼有助于按计划增加容

以将企业组织朝 Rieck集团的战略目标

入，物流供应商希望扩大其在东欧

量，提高乘客舒适性。2014 年广州国际

看齐，使得决策更快，效率更高。我们

市场的份额。

机场接待流量近 5500 万人次，使得它

希望通过这个结构来开发中国国内多式

位列在世界上 20 个最大的机场之一。

联运。”

www.siemens.com/logistics

www.rieck-logistik.de/cn

6   World of Industries 7/2016

www.raben-group.com

更加持久。更大功率。
一次充电可作业长达16小时。
两班作业
一次充电
高 能 效 保 证

请访问以了解更多信息：
jungheinrich.com/2sh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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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W 凭借创新举措荣获
Bomag 奖项肯定

2016 年 6 月，总部设在考夫博伊伦（Kaufbeuren）的
Sensor-Technik Wiedemann (STW) 公司以其创新举措荣
获压实技术领域国际公司 Bomag（宝马格）的奖项肯
定。颁奖地点在德国布罗登巴赫（Brodenbach）附近的

1

Soğutma lojistik firması Preferred Freezer Services
firması Eisenmann’ı AB’nin Washington eyaletinde Richland şehrindeki en büyük ve t bir elektrikli
asılı konveyör tesisinin yapımı için görevlendirdi.
Sipariş0 m uzunlukta olarak depo, seçme yeri
(picking), kamyon ayrıca yük treni arasında mal
girişi bağlae güvenli bir şekilde çalışması
önemlidir. Bu sebeplerdenazla yeni
www.eisenmann.com

埃伦堡（Ehrenburg）。20 多年来，STW 一直为 Bomag

Danfoss grubu üstleniyor

以标准产品和客户特定系统的形式供应控制元件、I/O
模块、传感器、操作和显示元件。特别是 STW 始终努

2

Tahrik üreticisi Vacon şimdi Danfoss
gruTahrik üreticisi Vacon şimdi Danfoss grubunun
bir üyesidir. Eylül ayında Danfoss, Finlandiyalı
şirketin tüm kları Danfoss’un elinde ve tüm önemli
makamların onana teklifini açıkladı. Kasım ayının
sonundan bu yana % 90’ın üzerinde gerekli
çoğunluk hisse senetleri ve oy hakları Danfoss’un
slül ayında Danfoss, Finlandiyalı şirketin

力在产品的开发和适配方面独辟蹊径，这一点尤为令人
印象深刻。STW 以 “Economizer”（节能器）的协作
开发获得此奖项。作为压实条件的显示装
置，“Economizer”可使用专门开发的算法连接和评估
传感器数据。
www.sensor-technik.de/en

2

Hyster ABD’den siparişi
aldıeniy

www.vlt-drives.danfoss.com

Pilz 在新加坡开新的子公司

更多空间.
Vitronic ve TNT dünya
ortaklıklarını açıklıyor

3

Vitronic Dr.-Ing. Stein Bildverarbeitungssysteme

自动化公司 Pilz（皮尔磁）不断扩大其业务规模，以支
持其在东南亚的现有客户。Pilz 与政治和经济界来宾一
起庆祝其全新新加坡子公司 Pilz South East Asia 的隆重
开业。亚洲地区的客户可以从新加坡获得这家专业销售
和服务机构的全面支持。除了产品和系统的销售外，最
新的子公司还为该地区的客户提供完整的服务和支持产
品组合。通过在新加坡这座城市国家的基地，Pilz 团队
将创建必要的架构，使公司能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进一步增强销售和服务能力。

www.pilz.com/zh-INT

3

Aucotec 在韩国开设新的子
公司

GmbH, Wden/Almanya ve dünyanın en büyük
我们是金属锯切和仓储的技
ekspres hizmeti şirketlerinden rdik”, diyor
术先锋。作为称职而富有经
Maarten Ree Perfect (resimde sağda), TNT’de
Transaction Executive. Gerhard Bär (resimde
验的合作伙伴我们能创造值
solda), Vitronic COO’su ilave olarak şunu söyledi:
得骄傲的附加价值。
“Sistem sağlayıcı olarak sistemlerimizin fonksiyonlarını özel b

板 材 www.vitronic.com
仓库实现最大空间利
用。KASTO公司的仓储系统适
Nejat Dağdemir Ticaret
yeni genel müdürü
用于所有规格板材，并能与每个
现有仓库完美匹配。板材仓库系
Endüstriyel lastiklerin yeniden kaplanması,
Marangoni Retreading Systems firması, Nejat
统可按实际仓库大小定制，也可
Dağdemir’i (resim) Türk dauk Ticaret’in yeni genel
设计成一个由围墙板及屋顶封闭
müdürü olarak atamıştır.
Marangoni’nin Türk dağıtım şirketi geçtiğimiz yirmi
起来的独立仓库。
sene içinde Osman Ba

4

Makine mühendisi olan Dağdekadar varan
görevleri üstlenmiş ve ardından Marang

总部在德国的软件公司 Aucotec 创办了 Aucotec Korea
Ltd 公司，再次扩大公司规模。该公司在过去六年中成

www.marangoni.com

www.kasto.com

Eisenmann ABD’den sipa

功提升营业额近 80%，一直以来都非常倚重全球业
务。Aucotec 在刚进入韩国时同经验丰富的 CAE 销售合

5

Soğutma lojistik firması Preferred Freezer
Services firması Eisenmann’ı AB’nin Washington
eyaletinde Richland şehrindeki en büyük ve tam
otomatik Kuzey Amerikaklaşık 750 m uzunlukta
锯切、仓储、更多
olajandasında bu sene için dört adet soğuküyük
ve tam otomatik Kuzey Amerikaklaşık 750 m uzu

作伙伴开展合作，随着业务的发展最后在首尔设立了子
公司。
www.aucotec.cn

MWCS, Shanghai | 01.11 - 05.11.16 | 展厅 3H, 展台 D012

www.eisenm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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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MA 如何为在华的德国公司
提供支持
在中国，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
代表了超过3100家欧洲工程机械制造商在中
国的利益。在其会员公司中，已有超过五分
之一活跃在中国市场。

切关注中国的总体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准入条件。联
合会还经常编写反映行业需求的文章以及关于市场潜力和整
体发展的市场分析报告。另一方面是支持各家VDMA会员公司
的利益，例如支持其开业庆典或奠基活动。
此外，VDMA为各家会员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以及专业的服
务产品组合，其中包括技术标准、市场准入信息、牵线搭
桥、关注和参与贸易展览会等等。联合会为特定机械行业和

2004年，在欧洲拥有影响力的VDMA会员公司决定在中国设

所有利益相关会员公司搭建的网络和平台对海外的VDMA会员

立两个代表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不同于汽车制造

公司有着重要的意义。每年，代表处都会在中国就机械工程

业，欧洲机械工程制造商在中国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但是

议题组织约五十次的定期活动和圆桌会议。

WORLD OF INDUSTRIES

当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代表处由14位专职的工程师、市场
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组成的团队旨在满足以下领域的需求：
农业机械、建材机械、工程机械、流体传动技术、外贸、食

目前最重要的议题

品和包装机械、机床、冶金、矿山机械、规范及标准、塑料

事实上，中国是欧洲和德国的机械工程制造商第二重要的客

和橡胶机械、输变电工程、机器人与自动化、纺织机械和木

户市场。从2011年至2015年，德国对中国的机械出口份额占

工机械。

到中国总进口额的 20％ 以上。2016年1月至6月，德国设备
制造商向中国交付了价值69.1亿欧元的设备。

联合会的职责

另一方面，中国在欧洲的境外投资旨在服务欧洲市场以及
提升竞争力。这显然会导致一些威胁，但它也可能呈现积极

VDMA在中国有三大支柱活动：代表机械行业的利益、提供专

的势头，因为它会让中国和欧洲的投资环境和市场准入规定

业服务，以及组织会员专属的活动。联合会代表在华会员公

之间的差异显得更为明显，并且在理想的情况下，会在不远

司在部委和政府机关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利益。为此，他们密

的将来帮助大家寻求到更公平和均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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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最近在2015年的经济发展态势，VDMA 会员公司
正在应对增长放缓的客户市场。中国客户在为其项目和投资
获取融资方面出现问题。
中国仍然是对机械制造商很有吸引力的市场。特别是中国
西部省份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依仍然提供着销售机会。主要

中国仍然是对机
械制造商很有吸
引力的市场

行业的持续扩张也同样呈现机遇，比如食品和饮料行业。中
国的东部省份还有其他机会，目前在这个区域提供自动化和
传感器产品的VDMA会员公司可以销售他们的解决方案。商机
明显大于挑战。但进入这个市场的公司应该深入了解当地层

Claudia Barkowsky，
首席代表 VDMA
北京代表处

面的地区差异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向中端市场转向的趋势。对于想要进入更高级别市场的中国

转向更高的产品质量

制造商来说，他们需要投资生产价值链。

中国正沿着“从大到强”的道路进行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这

来进入第三世界市场。中国政府明确强调“走出去”战略，

一点已在“中国制造 2025”的方针中被设定为明确的目标。

以及在未来十年让更多的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商业平台。

生产企业将注重提高产品的质量。在机械工程领域，市场上

照片：VDMA

中国政府所选的中国制造商目前也积极寻找全球合作伙伴

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中小型制造商。但其中大部分为低端市场
（也称为“够用就好”的市场）生产机器和设备。而近来有

www.vdma.org

易格斯拖链…使移动供电更便捷…

机器人端部…
节省时间&提高可靠性…
triflex TRCF提供机器人可靠性最大化：
用于大型软管和电缆的三款室内系统。方便螺丝刀开启，易于收缩长度。 现在加强了25%推拉力。 提供直径65，80，100尺寸及管线包模块。 同样
提供完整的系统，包括质保36个月的高柔性电缆。 视频请登录igus.eu/triflexTRCF
®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

适用于您所在的行业，从单件到工程总承包——易格斯拖链

易格斯（上海）有限公司电话：021-51303100 master@igus.com.cn

“igus, triflex,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是联邦德国注册的商标，在其它国家也适用

igus-Mandarin.indd 1

05.10.2016 13: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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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的上海全球化历程
作者: 《World of Industries》
杂志印度通讯员 Sushen Doshi

Sushen Doshi

于不合理的重税和诸多限制，它们将无法生存。这座城市偏离了

简要了解上海发展成为中国工业、金融和文
化中心的历程、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
上海如何通过当前的改革来确保短期的经济
稳定和长期的发展。

发展和全球化的轨道。相比亚洲的其他城市（如东京、新加坡、
首尔和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的惊人增长，上海在接下
来的三十年里远远地落在后面。
在经过数十年的经济衰退和破产后，1990 年，中国最高领
导人邓小平迈出了举世瞩目的一步，让上海成为中国经济改
革的焦点，并在该区域设立经济特区，向世界开放这座城市

上海的经济全球化始于

19

世纪中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上世纪 80 年代被视为“广东时代”，以深圳为代表，但 90

中国产品的需求在 19 世纪剧增，上海迎来了实现全球化的

年代开始了全新的“上海时代”。

大好机会。这座城市依托长江流域广袤富饶的腹地，迅速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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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岸。从那时起，中国改革的中心从广东明确转回上海。

后，这座城市被拖入了世界市场。由于外界对茶叶、丝绸等

上海提出了非常大胆的举措，重新启动或从根本上创造

起为生机勃勃的国际贸易中心。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跻

了对中国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身为世界上 15 个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到 20 世纪 40 年代

1992

末，上海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50％ 以上。

建。这些机构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为上海带来了巨大的机

在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刺激下，上海的工业蓬勃发展，

遇，获得了必要的资金和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来改进和升

大量现代化的工厂在这里拔地而起。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设

级其经济能力，从而能在世界市场上一争长短。为了加速

备，这些新企业将上海转变成为中国的现代工业中心。20 世

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政府决定做出改变，减少繁文缛节

纪 30 年代初，中国约一半的制造企业位于上海，雇佣了中

和官僚作风，以便政府官员能为投资者提供切实的帮助，

国大部分的产业工人，并制造出中国工业产品总量中的半

帮助他们获取创办新公司所需的批文。这一来进一步加快

数。除制造业外，现代银行、保险机构、股市、商品市场等

了上海对外贸易的扩张速度。在 2007 年前超过 15 年时

其他商业金融机构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到 20 世纪40

间里，上海的国际贸易总值每年攀升的幅度超过 20%。到

年代，上海无疑牢牢占据中国金融中心、现代工业中心、国

2008 年，上海的进出口总值达 3,220 亿美元。到 2010

际贸易中心，以及文化中心的地位。

年，上海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货运港口。2014 年，上海的

但上海在 1949 年后前路受阻，由于复杂地缘政治，上海不得不
去全球化。大多数外国公司在 1949 年结束前搬迁到香港，否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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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业，黄金、金属和其他商品交易市场也陆续重

港口处理了超过 3500 万个集装箱，共 7.55 亿吨货物，
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港口。

新闻和市场

尽管中国 经 济 整 体 上 在过 去 3 0 年 取 得 了 巨 大 进 步 ，但上海

创新或设计中心。“工业 4.0”是需要结合自动化和数字化的

无疑在中国的

下一代制造理念，上海积极采纳该理念，计划建造 100 座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取得了最耀眼的成

绩。1990 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首次超过

车、电子、机械、化工等行业的模范工厂。

1,000 美 元 。 五 年 后 的 1 9 9 5 年 ， 人 均 GD P 翻 了 一 番，达
到 2,000 美元。这个数字后来又连连翻番，并在 2010 年

上海迎来新的改革机遇

超过 11,000 美元。经过 20 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上海的
GDP 在 2 0 1 5 年 超 过 3 , 5 0 0 亿 美 元 。 尽 管 只 占 中 国人口的

这是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目前不仅无法保持两位数的

1％ 和土地空间的 0.06％，上海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八

年增长，而且也从出口导向型经济朝内需带动型发展。中国

分之一。

政策的结构性转变和成本的持续上扬促使许多外资制造商将
业务转移到亚洲的其他地区。这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力图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进行新的改革，并为外国直接投资

(FDI)

提供新的激励机

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必须找到方法应

提供了一整套独特的优惠政策，并采纳“负面清单”方法。

对增长乏力和贸易疲软的局面。在 2015 年底，中国公布的

通过该清单，外国投资者可在任意行业享受与中国国内企业

GDP 增长率为 6.9％，是中国在过去 25 年里增长最慢的一

同等的待遇。这一来大幅减少了对这些领域（包括一般制造

年。2015 年夏天，上海股市崩盘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投资

业和金融业）外企的限制。现在外商独资的企业可获得批

者的疑虑和担忧。截至 2015 年底，市场有所回暖，但 2016

准，即使是在石油勘探、采矿和零部件制造等行业。此外，

年初市场中波折再起。为了促进增长，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

外国投资者将受益于对股本比例限制的放宽，此前许多行业

稳定其短期增长，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宽松的信贷和

的合资企业必须由中方合伙人控股。新的一套改革将为中国

大力推动出口。但随着债务的日益增加和产能的严重过剩，

创造全新的商机，并开放新途径供外资进入此前受限的行

政府在传统上用来恢复增长的这些工具从长远来看见效甚

业。 z

制，从而维持经济的增长。为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FTZ)

微。
2016 年第一和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略快于预期，进
一步提升了经济发展进入平稳，但速度较慢时期的希望。根
据国家统计局 (NBS) 公布的数据，中国在这两个季度的 GDP
SEAL TECHNOLOGY

同比增速为 6.7％。尽管这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增长最慢的季

PREMIUM-QUALITY SINCE 1867

度增速，但这个数字仍在政府 2016 年保持 6.5% 到 7％ 增
长的目标范围内。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平稳发展，主要的指标
都在合理的区间运行，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按计划推
进。工业产值在六月份同比扩大 6.2％，超过五月份 6% 的增
速。中国六月份工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高科技和装备制

COG 打 造 企 业 品 牌 ：

世界领先的O圈库存量。

造业的强劲表现。工业产值的乐观数据是一系列的经济指标
之一，表明有更多经济趋稳的迹象。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
也在改善中，能源密集型和低端行业的产出停滞不前，或甚
至出现下滑，而高科技装备制造业的工业产值涨幅超过 10％
，远高于整体的增长速度。

上海的产业升级目前到了丰收时节
根据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地方政府进行产
业升级和转型的努力为这座城市的制造业带来活力，实现盈
利能力和销售额全国领先。上海的制造企业享受超过 8.1％
的利润率，并今年的前四个月实现 100% 的产销率。该市已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拥有更先进的产业，如新能源和机器
人。上海的新能源和机器人产业今年取得两位数的增长。上
海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已超过中国所有其他城市。机器人技

45,000 种 不 同 规 格 的精 密 O圈 候 命待 发。

术的创新应用是推动上海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该
市提出要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和核能等行业建立 10 个国家

2 0 1 6年 1 1月 1 - 4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浦东
E 4馆 D 4 - 1展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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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在高科技领域展示力量
Sushen Doshi

购金额上也已达到新高。截至 2016 年 5 月，中国投资者已累

中国企业今年不断刷新在德国的投资纪录，
引发各方担忧德国是否有可能失去对最具创
新和技术先进企业的掌控。

计出价超过 90 亿美元收购德国企业，远超 2014 年 26 亿美元
的支出纪录。2016 年迄今，中国总共在欧洲进行了 120 笔收
购，其中 24 笔在德国，紧随其后是法国和英国，各 15 笔。
德国企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因为其高技术标准、对研发
的优先考虑，以及高素质员工的良好声誉。但是中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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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对特定的德国企业感兴趣。德国是非常具体的工业领
中国的目标是到 204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百年华诞

域的首要目标。中国投资者沿袭的战略是让自己在世界市场

之际，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研发强国。在今年五月的一次会

上起到主导地位，因此将目标锁定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工业领

议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声称本届政府的目标是让中国成

域的主要企业。例如，早在 2012 年，中国企业收购了混凝

为世界上主要的科技强国。中国政府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土输送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

力的企业”的方针上起到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方针还反映

(Schwing)，将中国定位成为此类泵的全球市场领导者；或是

在当前的五年计划和“中国制造 2025”的举措中。

斥资数十亿美元收购克劳斯玛菲集团 (KraussMaffei Group)，

(Putzmeister)

和施维英

该集团是顶尖的塑料和橡胶加工设备制造商。中国企业寻求

并购盛宴

获得德国的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另一个示例是收购 EEW 公司，
该公司的总部设在德国萨尔兰地区，主要从事将废物转化为

随着中国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放缓，中国投资者现在已将目光转

能源。最近金额达到 50 亿美元的收购是库卡 (Kuka) 公司，

向欧洲，寻找理想的收购目标。尤其德国成了主要的收购

这家德国制造企业在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方面处于全球前

地，2015 年中国完成了大约 25 笔对德国企业的并购。仅

列。

2016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已选定、收购或正在收购的德国企业

既然想成为所有工业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为什么中国不发

超过 24 家，收购速度相当于每周约一家。按这个进度，很快

展自己国内的企业，然后再争抢市场份额呢？这个策略的问

就会超过 2014 年在德国累计 28 笔的收购纪录。这些交易在收

题在于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出色的技术能力才能与德国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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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并不是说中国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和能力来研发技术领先

中国企业在欧洲完成的并购数量

的产品，而是世界对中国企业的印象一直停留在“生产低端
产品的能手”，而德国企业则与“高档次和高品质”的印象
相关联。如果要打破这种印象并为自己营造出一种新的形

30

2016
2015

25

象，需要中国企业在所有工业领域投入大量的时间、付出不
懈的努力和进行持续的改进。但中国有其他方式实现这个目
标。通过部分或全部收购德国企业，可以让这些中型德国企

20
15

业成为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跳板。这些收购还为中国提供了
宝贵资源，比如除专利之外的各种技术，以及像产品、机器

10

和制造工厂等技术资产中的知识。此外，备受追捧的还有“

5

员工所拥有的整体知识”。
在过去十年中，德国从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中获得的利益

0

德国

法国

英国

瑞士

超过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2005 年至 2014 年间，德国对中
国的出口增长了三倍，达到约 750 亿欧元。德国企业，尤其
是汽车行业，因中国需求的激增的抵消了欧洲本土市场的疲
软。但在 2015 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在近二十年间首次出
现下滑。现在德国和中国之间经济纽带的黄金十年已经结

1. 德 国：24 笔（2016 年至今），25 笔（2015 年全年）
2. 法 国：15 笔（2016 年），12 笔（2015 年）
3. 英 国：15 笔（2016 年），26 笔（2015 年）
4. 瑞 士：11 笔（2016 年），10 笔（2015 年）

束，柏林开始逐渐担忧中国为在华的德国企业设立的贸易壁
垒，以及北京采取的强硬外交政策。

中国的收购往往伴随着德国对生产设施搬迁、知识产权和专
利转移，以及工作岗位丢失的担忧。尽管德国非常担心生产

欧洲的顾虑

地点的搬迁和工作岗位的丢失，但却未亮起警报，因为在过
去几年里尽管出现大量收购，我们还没看到任何生产地点的

中国通过直接购买顶级科技公司来攀登技术价值链的决心日益引

搬迁。拆掉工厂，搬到中国后再重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发许多欧洲国家的关切。中国在欧洲大肆收购的背后是中国因为

了。事实上，中国的投资甚至可以为德国企业开启更大的机

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导致了国内经济

遇，例如能够扩大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

增长乏力。现在中国的工资优势已化为乌有，政府意识到创造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购的时机，它们出现的时间恰恰

个市场世界领导者的重要性。这种大肆花费引发的关注不仅在支

是欧洲工业抱怨在中国难以开展业务，经营环境变得对外资

出的金额上，也在于被选中的目标企业上，其中一些企业被视为

企业越来越恶劣，以及市场不断扭曲，偏向中国国内的竞争

德国“工业 4.0”（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的国家举措）的根本所在 。

者的时期。由于投资者的信心开始恶化，从长远来看对经济

为了阻止中国企业对库卡公司的投标，德国经济部长西格

非常有害。

玛尔·加布里尔甚至呼吁欧洲的工业集团组成联盟并提供备
选方案。对于德国来说，库卡公司及其先进技术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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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战略至关重要，因为该公司已经营着高度自动化的工

中国的反应

厂，他们将其称为“未来工厂”。对库卡公司的收购也出现

中国有很多金融和技术分析师无法理解为何欧洲的政治家如

在中国政府“中国制造 2025”计划的背景下，该计划旨在通

此担心这些收购。他们的观点是，被收购的公司不涉及任何

过包括“工业 4.0”在内的自动化举措，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生

敏感技术的研发。例如，库卡公司仅为高级制造领域提供机

产来增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这似乎对德国这样的领先工

器人解决方案和自动化系统。只要没有计划将库卡公司从德

业国家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国证券交易所摘牌，欧洲人没有理由如此紧张。

对库卡公司的收购也表明，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对于保障欧

中国市场的潜力巨大。今后，国际公司可能无法保持它们

洲的高科技行业和研发的未来确实手段有限，但对于具有重

原先对中国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在涉及到机器人技术时，

要战略意义的领域来说，需要经过国
家和欧盟层面的审查才会放行。例如

中国将要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至
少在中低端科技领域是如此。中国不

键技术的名义阻止一些商业交易。由

中国对德国企业的超大额
收购

来自金融、国防和司法等不同部门的

1. 库 卡公司 — 自动化和机器人

各自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z

成员组成的强大委员会中止了中国企

2. E EW 垃圾能源公司 — 能源行业

业集团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

3. 韩 华 Q CELLS — 科技

(Micron Technologies) 的交易，该交

4. 克 劳斯玛菲集团 — 机械

易的金额达到约 230 亿美元。

5. 普 茨迈斯特 — 泵

在美国，政府会以涉及国家利益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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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仅仅是世界工厂，现在它还是一个
足够大的市场，可以让中国品牌成为

图像来源: teaser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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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 全球系列展
xxx

加入全球第一的动力传动及控制技术展览会平台

印度
土耳其
德国
中国
加拿大
意大利
美国

孟买
2016年12月1-3日
伊斯坦布尔
2017年3月16-19日
汉诺威
2017年4月24-28日
深圳
2017年6月28-30日
上海
2017年10月31日-11月3日
多伦多
2017年9月25-28日
米兰
2017年10月4-6日
芝加哥
2017年11月6-9日
芝加哥
2018年9月10-15日

RUBRIK

www.hannovermesse.de/worldwide

MDA Technologies 3/2016

运动，
驱动和自动化

NAL
I N T E R N AT I O
EDITION

4

October 2016

Automation

nt

incl. Suppleme

COMPRESSED AIR

NEWS

Motion, Drive and

intenance
Drives enable ma structures
se
access to high-ri

POWERED BY

rtunities in
PTC ASIA: Oppo
ing sector
China’s engineer
ring-n
www.en.enginee

1 1

_EN_E-PAPER_00

MDT_AG_2016_04

ews.net

from a
Holistic solutions
single source

innovative
Micro-motors for
ions
telescopic solut
in cooperation

with

Fluidtechnik
Antriebstechnik

29.09.2016 16:21:46

www.en.engineering-news.net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 (PTC Asia)：
与中国工程技术行业接洽的良机
Sushen Doshi

在谈到第四次产业革命或“中国制造 2025”时，机械动力传

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速明显放缓，当前的需求
不旺，但从长远来看，仍然是对机械动力传
动和流体技术公司极具吸引力的市场。

动是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应用工业 4.0 的概念来监控
和优化组件的性能，让它成为对实现智能和高效生产流程做
出重要贡献的部门。此外，得益于其智能组件，机械动力传
动直接处于工业 4.0 数据挖掘的底层，这使得它甚至更为相
关。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作为机械动力传动和流体技术领域
在亚洲领先的展会，将大力突出这些主题，着重交流思想、

中国经济正经历转型，这个国家希望发展成为科学技术的

知识和寻找解决方案。对于此领域的产品、设备和系统的制

全球领导者。在过去的 2-3 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需求

造商和供应商来说，由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上海新国际博

已经从 10-12％ 下降到只有 7％ 的地步。从长远来看，中

览中心举办的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是展示其符合中国需求的

国两位数的增长势头还会回归。但就短期而言，国家领导

产品的良机。在这里可以遇见来自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地区

人和决策者正在使用手中各个产业政策方法来快速实现该

的行业专家并与之交流，这对参展商极为有益，他们可以创

国工业基础设施和工业面貌的现代化。如果中国的经济要

建新的网络、建立联系并收集与中国市场需求相关的信息。

再续辉煌，中国必须注重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工厂的效率
和产品的质量，从而为优质且高效节能产品创造长周期的

德国机械动力传动行业

持续需求。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机械动力传动行业必
须迎接主要关于效率、能源和资源节约的不同挑战，包括

创新和技术发展一直是德国机械动力传动行业在全球竞争中

根据客户需求增加定制服务，以及更进一步的“工业 4.0”

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德国动力传动工程和流体

主题。

技术因为一些关键的卖点得到高度重视，如产品卓越的质

PTC ASIA

作者: 《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印度通讯员 Sushen D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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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用寿命、可靠性和灵活性。德国的动力传动工程和流

行业的专业人士。这场国际盛会的展区占地 96000 平方米，

体动力行业的全球出口额达 190 亿欧元。其中有超过 20 亿

届时将进驻超过 1500 家参展公司，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7 万

欧元出口到中国，这让中国成为德国技术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名专业参观者。

之一。德国对中国的驱动和流体市场的整体感情很积极，大

在超过 20 多年时间里，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见证了中国的

多数公司希望其业务可以继续发展。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明显

发展进程，看着它如何从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的制

放缓，当前的需求不旺，但从长远来看，仍然是对德国机械

造强国。实际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通过提供宝贵的信息

工程公司极具吸引力的市场。

和服务、不断推动亚洲市场动力传动和控制技术行业的国际

毫无疑问，德国机械动力传动行业在技术方面全球领先。

交流，为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商业和工业中心做出了重要贡

但在促进增长和提高在国际市场的市场份额方面，获得德国

献。在中国和亚洲发展的下一个 20 年中，亚洲国际动力传

机械制造业联合会 (VDMA) 强有力支持的德国企业正通过各

动展的目标是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为该行业的发展打

种项目持续参与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际市场。因此参与

造一个大型产业平台。

在中国、印度、巴西和美国举行的展会是各种活动中的重中

照片：Fotolia

之重。正如在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上，我们看到许多德国企
业积极的身影，他们会展示自己的一流技术和尖端的创新产

www.ptc-asia.com

品。
对于参观者来说，德国展区将成为直接交谈和交换意见的
场所。鉴于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作为亚洲领先交易会的地
位，这个行业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及其最终用户所在的行业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的产品类别
n

都将出席展会。参展商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参观

液 压和气动设备：液压泵、马达、齿轮泵和齿轮马

者。无疑这里会有寻找新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来提升其

达、液压变速驱动装置、液压和气动缸及执行器、控

工厂生产力的总经理、工程师以及管理人员。这里提供了获

制阀和压力开关、管道、软管和接头、液压和油润滑
系统过滤器、压缩空气处理设备和气动传动装置驱动

得国际新客户、开发新网络和了解中国市场不断演变的趋势

等。

的大好机会。
n

机 械传动零部件和设备：机械动力传动行业具有种类
繁多的产品类别，如各种应用的齿轮、高速和重载齿

11 月第一周：在上海隆重举办

轮箱、行星齿轮箱与齿轮机床；链传动产品，如短节
距和双工距滚子链，重型传动滚子链、齿形链、板链

11 月第一周无疑是中国，特别是上海机械工程和工业自动化

等；皮带传动产品，包括同步带、三角带、平皮带、

行业很重要的一周。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的举办时间为

11

多楔带、变速带驱动器等；联轴器，包括刚性、柔性

月 1 日至 4 日，届时将与其他展会同时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联轴器、万向节和轴、凸轮机制、各式离合器和制动

心举行。此外，国际贸易的盛会 — 上海工业自动化展 (IAS)

系统。标准螺栓和螺母、高强度和高精度的紧固件、
各类用于标准和特殊应用的弹簧。

将于11 月 1 日至 5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在相
同时间、相同城市举办这些盛会能带来巨大的市场。它提供

n

轴 承：深沟滚珠轴承、圆筒形滚柱和双列球形滚柱轴

了更大的机会来创造新的业务网络和更广阔的平台来与各个

承、双列自调整滚珠轴承、滚针轴承、角面接触滚珠

工业领域的专业人士接洽。

轴承、推力球和滚珠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轴承组件
（如环、钢球、防尘罩、密封件和隔离罩）、轴承相

除了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还会举办

关部件（如轴线、套管和轮毂等）。

其他展会，如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ComVac Asia)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CeMAT Asia)、亚洲

n

达（高达 750 瓦）、变频器和电气传动控制系统、电

国际冷链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Cold Chain Asia)、中国国际重
型机械装备展览会 (Heavy Machinery Asia) 和 2016 年上海国
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 (Industrial Supply Asia 2016)。这
些同时进行的展览会吸引了来自流体传动、压缩空气和真

电 力传输：工业马达、伺服马达、特殊设计的小型马
动马达配件和组件。

n

专 用设备和仪器：热压机、齿轮加工设备、CNC、机
床、工具和模具、弹簧专用制造设备、链条、链条测
试和测量仪器、齿轮和紧固件。

空、内部物流和供应链、重型机械、工业分包和轻质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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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亚洲国际动力传动
展上不容错过的创新举措 CHOICE

无需工具即可轻松调
节的快速夹紧环

可供选择的定制夹头

用于大号空心轴的新
缩紧盘

除了标准夹头外，mbo Osswald 还
夹紧环用于轴上组件的轴向附

提供定制动力传动元件。如果依照

Ringspann 扩大了产品线，为最高

件。Mädler 刚推出快速夹紧圈，

ISO 8140 / DIN 71752 的标准范围

620 毫米的大直径空心轴的外部夹具

用户可使用偏心杆对其进行快速调

内不包含正确的型号，可以按小、

添加了缩紧盘，并为超小直径的轴

节。通过调节螺钉可以调节轴公差

中或大的批量生产定制零部件系

内部夹具添加了精密的锥形夹紧元

和确定夹紧力。通过阳极氧化铝制

列。该公司为此目的开发了特殊的

件。例如 RLK 608 和 RLK 603 缩紧

主体以及不锈钢轴销和螺栓，可确

盘可用于风电和采矿行业、Montan

保快速夹紧环的耐腐蚀和通用性，

传送机技术和发电厂建设等行业
等。它们可以传输最高 4,225,000
Nm 或 1,460,000 Nm 的扭矩。这两
个系列让转矩和轴向力的同时传输
成为可能，并将空心轴或毂置于轴
的中间。在另一方面，Trantorque
Mini 和 Trantorque OE 型号的轴毂接
头是具有高同心度的锥形夹紧元

生产理念。该公司还可使用全自动
设备，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生产
定制版本。对它们可以进行单独开
发和生产，适用的方管尺寸为 8 到

PTC ASIA

96 毫米，直径在 4 到 65 毫米或
例如可用于医学技术。由玻璃纤维

根据要求提供更大直径。夹头用于

增强聚酰胺制成的塑料夹紧环可以

在两个可移动组件之间建立连接。

件。除了扭矩和轴向力，它们还可

分离，因而无需拆卸相邻组件即可

特别要注意的是连接元件，完整的

以传输弯矩。Trantorque Mini 系列适

使用。高壁厚和压力装配式螺母保

机械动力传动就取决于它们。如果

用直径仅为 3 到 16 毫米的小且薄的

证了极高的拧紧力矩。塑料夹紧环

针对其他组件进行优化适配，它们

轴，而 Trantorque OE 系列则适用于

特别突显了其低水平的质量惯性。

可以增加结构的效率和使用寿命。

直径为 17 到 35 毫米的轴。

www.maedler.co.uk

www.mbo-osswald.com

www.ringspan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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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TPU 密封
件满足广泛的需求

高性能阀门带来了全新机遇
Eaton 出品的高性能移动控制阀 CMA Advanced 拥

随着 COG Variopur 的引

有独立的电源和排放控制系统，开启了让机器功能

入，密封件制造商 C. Otto

与众不同的几乎无限的可能。启用 CAN 总线的电

Gehrckens 向高端市场推出

动液压阀使用新的控制算法来改进可控性，例如对

新的产品系列。该系列包含

波动负载进行准确高效的控制。它可以实现速度和

的三种高性能材料（COG

压力控制之间的连续切换。得益于监控压力、温度、位置和流速的传感器，它还可以

Virpur 195、COG Virpur

实现实时诊断。该阀门具有 90 或 200 升/分钟的公称流速。

295 和 COG Variopur 395）
采用热塑性聚氨酯 (TPU/

www.eaton.com.cn

AU) 制成。相比标准材料
NBR 90 Shore A，这些材料
的抗磨损和挤压的性能至少
高出五倍。此外，这三种
TPU 材料在高气密性和对
各种气体极佳的耐受性方面

更好的保护您的机器

非常引人注目。即使暴露于
臭氧和氧气环境，它们也不
会变脆。

EAS®-comp
pact®

www.cog.de

用在机器上的安全气囊

：
动
莅临
欢迎 动力传 会
际
国 术展览
洲
3
亚 制技
台A
与控 E1 展
展厅

计算软件：快速
3D 建模

2016 年 3 月发布的最新版
KISSsoft 软件从根本上简化
了 KISSsys 中的建模：例
如，当前在添加元素时，会
通过默认值预填充部件的几
何结构。与此同时，软件还
会对轴进行智能定位，以适
应所涉及的传动装置类型，
如圆柱齿轮副、伞齿轮或者
行星齿轮减速器。现在，用
户可以立即在 3D 视图中查看
建模进度。另一项新功能是
可选择在模型中添加组件（如

EAS®-安全离合器
•
•
•
•

安全有效的保护因过载而导
导致的昂贵损失
可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率
过载时可在几毫秒内分离输入端和输出端
可自动复位

请注意! 您的机器需要安全气囊
请使用 EAS®-安全离合器

行星齿轮减速器），并且如有
需要，还可以添加轴。
www.kisssoft.com

D-87665 Mauerstetten, www.mayr.com
info@mayr.com, Tel.: +49 (0) 8341/8040

您可信赖的伙伴

特种机器制造的线性系统解决
方案
特种机床制造是机床业各种性能等级的一个
重要支柱：无论是钣金加工压床的级联，数
控加工生产线的刀具装配，还是太阳能电池
模块的处理，如果在高端机床的外围没有特
种机床制造的灵活解决方案，它的高生产率
是无法被充分利用的。

广泛的产品组合确保有效的单一供货来源
具有滚动轴承和线性技术的完整产品组合的供应商，可作为
单独供应商，确保突出的采购效率 - 这也适用于特种机床制
造。即一站式服务。对于特种机床制造客户来说，需要来自
众多电机和控制器制造商的线性模块驱动器的电气组
件。Schaeffler 公司在其线性系统产品组合中补充了市场主流
制造商的电机、控制器和传感器，非常完美地解决了这种分
歧。Henning Dombek，是 INA 线性技术系统解决方案部门的
主管，他解释说：“我们的标准驱动技术设备（见 AL1 目

越来越短的机床开发周期以及不断提高的生产企业的灵活

录）已经提供众多的产品。但是我们还专门研究客户的电机

性，对特种机床制造商产生直接影响。他们必须缩短解决方

和控制器供应商，因为这对采购、备件库存和维护流程等更

案的上市时间以适应这种形势。缩短从客户询盘到提供报价

为有利。为了能够提供更多选择，我们基本上可以提供所有

之间的时间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能够快速创建可靠的方案

电气驱动技术制造商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减轻客户采购负

并提供报价单，就能占据明显的优势。这样特种机床制造企

担，并一手打造功能良好和完整的定制机轴。”

业不仅要实现高效的内部工作流程，还要实现与驱动技术供

线性模块产品的范围包括从具有低横截面的精确紧凑型模

应商之间合作的高效的外部工作流程。毕竟这些供应商都参

块，到具有两个平行型材导轨的重型串联模块或新型伸缩模

与了任务分析、解决方案规划、设计和工程等主要项目阶

块。借助广泛的标准线性模块和线性工作台的产品组合，可

段。在项目执行阶段，对线性系统有着特别高的要求。他们

以非常轻松地实现符合各种任务需求的速度、载荷能力和刚

的供应商必须在很短的交货期限内提供具有极高灵活性的独

度（表1 和 2）。

立配置的线性系统 - 往往配置不同制造商的电气驱动设备。
为了确保项目流程效果，Schaeffler 集团的 INA 线性系统为

精确设计可节省开发时间和成本

特种机床制造企业提供了硬件、软件和销售解决方案，以缩
短上市时间

对于特种机床制造业中的小批量生产，试验台测试并不具有
经济性。因此，线性系统的设计是非常符合现实需要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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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线性轴的关键不仅在大型模块中。从订单价询到
交付预组装系统的整个工作流程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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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

带型材导轨的线性模块
驱动元件

线性模块

串联模块

固定模块

紧凑模块

齿形皮带

√

√

√

滚珠丝杠

√

√

√

√

操作
定位
加工

作为悬臂横轴，
刚性轴，
测量任务，
加工

对齐
张紧
固定
定心

定位
操作
加工

伸缩模块

齿条

√

使用/功能

操作
交付
从工作间放行

带型材导轨的 INA 线性模块的多种型号

前市面上有一些免费的计算工具，但是它们并不总能满足精

算并提供精确的结果。用户，无论是客户还是 Schaeffler 工

度要求。其简化的计算方法往往导致线性元件尺寸过大，并

程师，都可以使用一般的互联网浏览器来输入、导航和输

抬升了硬件成本。因此，对于特种机床制造中线性系统相关

出。所有人都访问相同的计算内核。这样，客户可以利用最

项目来说，实现对支承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的更高水平的可靠

新技术水平的计算工具。Bearinx-online Easy 线性系统的计算

预测，同时还不增加时间成本，尤为重要。

算法考虑到：

Schaeffler 通过计算和配置工具 Bearinx-online Easy 线性系

n

封闭型线性系统计算所有轴的整合，以及所有加速的工作

统满足了这些条件。该软件可以计算出线性导轨至各个滚动

台和机身

接触点的实际应力，而且操作上非常简单直观。这主要通过

n 滚 动体的非线性弹性特征

客户端-服务器方案实现：智能和复杂的计算内核被存储在一

n 循 环单元上支架和导轨的弹性

个强大的 Schaeffler 服务器中，该服务器可以执行复杂的计

n

线性滚珠轴承的载荷相关压力角位移

直线神奇盒子
设计自由…免润
润滑…低成
成本
igus dry-tech …免润滑轴承，使用方便。
®

®

免润滑技术和最大的直线工具套件
drylin W：直线轴承运行更安静便捷，防尘防污。 配
置安装更快更简便。 从单个轴承到线性制动器和三轴
起重机。 低成本，24小时内发货
®

www.lineartoolkit.eu/zh-hant/

今天就订购您的免费样品吧！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

易格斯（上海）有限公司电话：021-51303100 master@igus.com.cn

IGUS-Mandarin.indd 1

“igus, dry-tech, drylin,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是联邦德国注册的商标，在其它国家也适用

05.10.2016 13: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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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工作台
驱动元件

封闭的轴导轨

开放的轴导轨

无驱动

√

√

梯形丝杠

√

√

滚珠丝杠

√

√

型材导轨

√

INA 线性工作台的多种型号

n

在考虑倾斜位置和滚动体外轮廓情况下的实际接触压力

n 在 设置工作点时，计算线性系统的弹性变形

借助 Bearinx-online Easy 线性系统，可以很容易地将预定义
的线性模块与伺服电机和行星齿轮组合成驱动单轴或多轴系
统，并成为一个系统。这样用户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显示的优

在 Bearinx Easy 线性系统中输入载荷循环及其中的图示

先数列选择适合各个线性模块的电机齿轮组合。这就确保了
导轨、齿带或滚珠丝杠的载荷能力与电机齿轮组合相互匹
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指定循环中要使用更小的电
机，才需使用 Controleng 公司的 Servosoft 软件。制造商通
用的软件工具可以为 INA 线性技术系统和客户提供巨大的优
势，因为在 Servosoft 数据库中包括所有主要供应商的电机
和齿轮。Servosoft 还被广泛用作行业标准。因此，INA 线性
模块可以轻松匹配其他制造商的电气元件。
在 Bearinx-online 注册时，只需输入通信地址、电子邮件地
址和自定义的登录信息，然后即可立即在浏览器中开始计
算。操作简单，不需要多少专门知识。用户可通过电子邮件
接收 PDF 格式的计算结果，包含所有输入数据的计算文件以
及询价链接和自动发送的零件清单。使用零件清单，设计人

Schaeffler 技术合作伙伴工业系统的系统解决方案
由认证合作伙伴，即所谓的 Schaeffler 技术合作伙伴工业系
统（简称为 STP系统）组成的网络，专注于按照 Schaeffler
系统解决方案的现有标准快速灵活地组合单件和小批量解决
方案。与洪堡的 Schaeffler INA 线性系统工程师一样，他们
承接技术咨询、设计、工程、生产、组装和运行调试等服
务。他们还可利用所需的产能为客户的特殊部件开发完整的
系统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的好处：他们可在更短的交货期
内，通过本地供应商获得高品质系列标准的即插即用线性系
统，并配备最新的计算工具。相关合作伙伴见下列网站的“
销售”栏目：www.schaeffler.de。

员可以将来自在线产品选型和咨询系统 medias 的线性模块的
CAD 数据直接整合到其设计中。

即使在在线工具的时代也不可或缺
最新的 Schaeffler 驱动线性单元 AL1 目录将近 900 页，包

关于 Schaeffler AG 舍弗勒集团

括 INA 线性技术系统解决方案的整个标准产品系列：线性

舍夫勒集团是一家领先的集成汽车和工业供应

配件。在唯一的传送带上汇集了机电单轴和多轴系统设计

商。总部设在德国黑措根奥拉赫
（Herzogenaurach）。 2015年总收入约130亿欧元。
舍夫勒拥有超过84000名员工，是世界上最大的家族
企业之一。该技术集团在50多个国家拥有约170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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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点，拥有一个全球网络化的制造工厂、研究和开
发中心和销售子公司。舍夫勒集团为未来的“流动
性”，在发动机，变速器和底盘的应用，以及滚动轴
承和平面轴承这一类精密部件和系统工业应用的解决

模块、线性工作台、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和行星齿轮和
的所有必要组件。我们特别建议，将目录与 Schaeffler 计算
工具 Bearinx-online Easy 线性和线性系统结合使用。这样，
就可以在 Bearinx 中选择平行组件，并查看其技术特征详细
情况。借助清晰的图形标签，可以立即找到相应的组件。目
录中所列的所有产品都彼此最佳匹配，这样就可以用最简单
的方式将这些组件组合成最合适应用的线性系统。
图像来源: Schaeffler AG

方案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www.schaeff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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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块化原理的“现成”线性轴解决方案
得益于其免维护、免润滑、即装即用的特性，直线导轨在机械制造领域日益受到青睐。运
动塑料专家 igus（易格斯）公司为其 drylin ZLW 轴开发了组装套件，方便客户独立组装
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此模块化系统中，轴的宽度、轨距和长度可获得轻松快速地调整。由
于同步齿形带轴体积较小，系统甚至适用于极小的安装空间。通过全新 drylin ZLW 模块
化系统，可以按所需尺寸和材料对横梁、导轨和滑架进行设计。得益于新安装尺寸
ZLW-20，系统可提升高达 75 公斤的负载，并且最大行程长度高达 3000 毫米。通过较宽
的传动带，还可实现超过 5 米/秒的高速运行。采用钢缆加固的聚氨酯齿形带能够以所需
的皮带张力安装于支架中央。鉴于其开放式设计，直线轴易清洗，对污垢不敏感。深沟球
轴承保证了稳固的支撑和更高的能源效率。
www.igus.com.cn

配备自动同步激光功
能的便携式频闪仪
便携式 LED 频闪仪 RT Strobe
super qbLeD 拥有 118 盏大功
率 LED 灯，以及自动同步激
光功能，该功能是 Rheintacho
公司已申请专利的技术亮点。
通过基于激光且覆盖面广泛的
发射/接收系统，频闪仪的闪
烁频率可自动同步。从频闪仪
发出的激光束经由反光带反
射，返回到频闪仪前侧的接收

单元。因此，频闪仪的控制装
置可计算对象的转动率，输入
频闪仪的闪烁频率，并再次输
出为精确测量的值。对于不能
将反光带直接连接到观测对象
的应用，系统还增加了观测功
能（自动保存）。该功能与相
机上的对焦锁定类似，可以记
录以类似或相同速度旋转的系
统的一个位置速度，然后将此
频率用于对实际待测系统位置
的进一步观测。波动的旋转速
度不再成为问题。
www.rheintacho.com

2 3

世界最大铜矿之一的润滑解决方案

若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方法进行审视，先进的润滑管理系统和润滑产品
为优化旋转设备的性能和改进矿山运营方的成本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正式名称为秘鲁共和国）地处南美洲西部。该国的人口

之一的 Las Bambas 矿山为例。MMG 公司作为一家由中国五

超过 3000 万，是一个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国家。动物的栖息

矿集团公司控股，总部在澳大利亚的公司，斥资超过 50 亿

地从太平洋沿岸的干旱平原、安第斯山脉的顶峰，一直延伸

美元于 2014 年买下 Las Bambas 项目。这个矿山在 2016 年

到热带亚马逊雨林。得益于其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矿产资

的铜产量预计将超过 200,000 吨，到 2017 年将接近 400,000

源，这个南美国家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了经济繁荣，

吨。Las Bambas 矿山位于秘鲁南部海拔 4000 米处，在其 20

成为该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目前该国是世界最大的

年的开采历史中，除铜之外还生产了大量的白银、黄金和

基本金属和贵金属的生产国之一。它是世界第三大的铜和锌

钼。

生产国，也是黄金和白银的主要生产商。近年来，随着矿产
商品需求的增加，促使秘鲁的矿业勘探和生产活动出现快速

生产力：每个矿山运营方工作的重中之重

的大规模发展。该国经济主要在采矿业的推动下稳步增长，
采矿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 12％。高生产率将大量

不仅在秘鲁，世界范围的采矿业均面临许多行业挑战，包括

境外投资吸引到秘鲁的采矿业。据估计，在接下来几年将会

商品价格波动、利润变薄，股东和国家政府的期望不断上

有 500 亿美元流入该国。

升。这些因素推动采矿公司不仅要注重提升产量，而且还要

到 2016 年，新的开采和扩建项目预计会将铜产量提升到两
倍以上，达到 280 万吨。让我们以世界最大铜生产商

关注保持和提升生产力水平。
近年来，采矿业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放缓，解决此问题是几
乎每家矿企高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采矿设备是生产力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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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KF

下滑的一些原因之一。尽管矿山运营方理解生产设备的价
值，但他们没有正确的信息来支持其生产力策略，这是最

总部设在瑞典哥德堡的 SKF 公司是轴承、密封

大的问题所在。例如，有效负载效率低下通常是性能评估中

件、机电一体化、润滑系统，以及各种服务（包括技术

易被忽视的变量，但它可以成为评估设备性能最有帮助的因

支持、维护和可靠性服务、工程咨询和培训）的全球供应
商。SKF 的业务遍及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约有
17000 个经销网点。公司 2015 年的销售额为
75,997,000,000 瑞典克朗，员工人数为 46635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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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采矿设备实际上代表了企业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机遇。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示例是设备维护的重要性。实现可接受的
设备使用率和行业领先的 90% 以上使用率之间的差距就在
于是否实施一流的维护程序。对矿山运营方来说，有一系列

机械零件

的服务可在他们需要改进设备维护和性能时为他们提供正确
信息。
在这里，若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方法进行审视，可以发现
润滑产品和服务在提升生产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瑞典公司
SKF 及其专业技术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瑞典到秘鲁
瑞典的科技巨头 SKF 近日获得秘鲁 Las Bambas 矿山的合
同，向该矿山的选矿厂的所有电动马达提供润滑管理服务。
与 Las Bambas 为期两年的协议包括工程设计、规划和调度，
执行和管理与电动马达的润滑相关的所有活动。此外，SKF
将为矿山提供润滑系统组件和工具。该润滑解决方案专为
Las Bambas 设计，将有助于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成本效益。

密封SKF探索者球面滚子轴承，轴承座和SKF迷宫密封的坚固
结构

SKF 秘鲁公司服务和销售经理 Carlos Lahura 表示：“在可靠
性计划中，Las Bambas 需要为其电动马达使用世界一流的润
滑系统。矿企的工作人员联系 SKF 为其旋转电机开发一系列

密封件，轴的长度在 500 毫米到 700 毫米之间。该公司提供

集成润滑解决方案，并对 SKF 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留下深刻印

的轴承和外壳将集成用于环境监测的传感器位置，以便能在

象。因此，SKF 也参与到提供润滑管理服务的工作中。”

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所需的防污染保护改进措施。

除了在铜选矿厂部署 SKF 的专业技术，矿山运营方还为矿山

照片： SKF

AB

的陆路传送带部署了终极的“SKF 三道屏障解决方案”，包
括密封的 SKF Explorer 球面滚柱轴承、外壳和 SKF Taconite

www.sk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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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
无论是胶管、传动皮带，还是空气弹簧，康
迪泰克公司（ContiTech）始终能为原始设备
制造商和零配件市场提供一站式定制化解决
方案。康迪泰克亚洲工业销售总经理 Jürgen
Zwoll 说道：“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客户找到适
合其应用的最佳康迪泰克产品。”

受电弓中的空气致动器不仅
保证了将动力从架空线路传
输至轨道车辆时均匀的接触
压力，而且还符合国际防火
高标准

这家国际技术公司提供从灵活的输送胶管，到高性能传动带
和空气致动器的解决方案，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专门的适
配。以下产品示例是康迪泰克在众多行业所提供技术类型的
典范，即“康迪泰克制造”。

用于内部物流的定制软管解决方案
从胶管组件到复杂的线路系统，康迪泰克为内部物流行业提
供获得匹配的胶管解决方案，包括应用于高温环境的 Conti
Excelsus 输送胶管。得益于这项设计，这款胶管最高耐受温
度达 250℃，不仅能为涡轮增压器供应冷却水和润滑油，

关于 ContiTech
大陆集团（Continental）致力于为人员交通和货
物运输开发智能科技。作为可靠的国际性汽车零部件
供应商、轮胎制造商及工业领域合作伙伴，大陆集团
提供可持续、安全、舒适且定制的解决方案。大陆集
团在底盘与安全、车身电子、动力总成、轮胎及康迪
泰克五大事业部的共同努力下，2015 年的初步销售
额约为 392 亿欧元。康迪泰克事业部是技术橡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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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也是塑料技术专家。康迪泰克

还可用于涡轮增压器的控制系统。该产品极其柔韧，能够
用于特别狭小、复杂的安装环境。另外该产品适合运输空
气，例如用于排气系统，并可用作回油管线。该产品采用耐
受高温和化学品的塑料织物编织而成，使胶管极其柔韧。
由于采用一致的轻量化结构，这款耐高温输送胶管的重量
比采用不锈钢编织的 PTFE 管显著降低，后者在业内一直使
用至今。康迪泰克的开发人员 Klaus Brühne 解释道：“因
此，我们的产品有助于减少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Conti Excelsus 是模块化系统的一部分。因而用户可根据应

为机械和设备工程、采矿和汽车行业等主要行业开发

用领域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产品，它也可以作为模塑胶管进行

和生产功能部件、组件和系统。2014 年康迪泰克录

生产，或是按米提供。此外，产品提供抗扭结的版本。

得销售额约为 54 亿欧元，并且在全球 44 个国家和
地区拥有约 43000 名员工。

对于内部物流行业的另一个亮点在于，产品已成功用于叉
车：由 PA 管（聚丙烯管）制成的油管柔软、尺寸稳定，并
且经过加固。它们经批准可用于 80 巴的运行压力下，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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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

适用于低压液压管路和许多其他应用。康迪泰克的这些油管
与之前的 PA 管相比更加柔韧，而且为预制而成。其结构也
意味着它们可以抑制振动。

食品胶管符合高标准

03 Synchroforce
Carbon 内含碳抗拉构
件，是康迪泰克系列产
品中最牢固的橡胶同步
带

提高食品饮料运输过程的安全和清洁水平是中国食品行业始
终关注的问题。作为橡胶和塑料专家，康迪泰克以其工业胶
管为此提供解决方案。卫生、光滑且无孔的胶管表面保证食
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气味和味道不发生变化。康迪泰克推出了
一款专为牛奶收集卡车开发的 Collector 蓝色食品胶管，可确
保安全可靠地运输食品。这款产品耐臭氧、耐风化、耐磨损
并易于清洁。这款工业胶管也可结合耦合系统和防护橡胶圈
作为完整的胶管接头予以提供。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论您是需要液压胶管、油管，还是

04 得益于高性能

食品运输管，康迪泰克有全面的材料和流程专业知识，可采
用现代化的数控折弯机和测量设备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EPDM 胶料，FO
Pioneer 具有很长的
使用寿命

专为重型装备行业开发的传动解决方案
在传动解决方案领域，康迪泰克正在开发能满足工业应用领
域最高要求，并且展示其在整个设备和机械工程行业实力的
产品。Conti Synchroforce Carbon 是康迪泰克最新开发的重载
同步带，该产品的亮点在于能够承受高加速度和冲击负荷。
这款皮带采用内含碳抗拉构件的耐高温胶料制成，使其能够
在超高扭矩水平下保持极低拉伸率和极高稳定性。由于具备

准规定的导电性以及一定的耐油性。该产品可用于整个机械
工程行业，甚至能够以低成本代替现有传动方式。
此外，康迪泰克还推出最近开发的传动计算软件

Conti

Professional，这款软件现已在 www.conti-professional.com
上线。

以上特性，Conti Synchroforce Carbon 成为康迪泰克系列产品
中最牢固的橡胶同步带。这款创新传动带的导电性符合 ISO
9563

标准规定，耐温性能出色，耐温范围在

-30°C

至

+130°C 之间。

受电弓中的空气致动器符合严格防火要求
作为运输工具，轨道车辆在全球各地的发展方兴未艾。以中

随着 FO Pioneer，康迪泰克同样开发出一款具有巨大承载
力的三角带。得益于这款皮带的高性能 EPDM 胶料，离合传
动方式甚至能够用于 -40°C 至 +120°C 的极端温度环境
下。FO Pioneer 耐受灰尘和热带气候，同时具有 ISO 1813 标

国为例，到 2020 年，全国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 3 万公里。
由于覆盖距离较远，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令高铁线路上能够运
营安装有单臂受电弓的列车。此类供电机组将电力从架空线
路输送至轨道车辆，向电动机、电子控制器和车载系统供
电。作为气动传动组件，康迪泰克的空气致动器提供导线与
架空线路之间接触所需的准确压力。根据架空线路系统的要
求，可通过施加表压，在空气致动器中连续调整接触压力。
这可实现最佳协调系统，其传动性能持久且维护要求很低。
康迪泰克现已设置安全新标准，最近使用防火材料来生产
这些空气致动器，由此符合国际铁路运输的严格要求。康迪
泰克空气弹簧系统的工业应用销售经理 Carsten Klages 表

01 通用油路

示：“作为第一家空气致动器制造商，我们的新材料符合当

展示同一时间
的形状稳定性
和灵活性

前欧洲的防火标准 EN 45545，可为铁路车辆运营商提供最高
的运营安全等级。”
基于这些产品，康迪泰克为纺织、食品、农业、可再生能源、
通风系统以及内部物流等诸多领域提供定制的整体解决方案。

02 根据需要，输送胶管
不仅可以耐高温，还可以
极其柔韧且抗扭结

照片：康迪泰克

www.contitech.de/index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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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风电行业标准

Argo-Hytos Exapor Max 2 滤芯为风
力发电系统的制造商和运营商带来
竞争优势。这些组件经专门设计可
满足风电行业的严苛要求。

作为液压行业创新解决方案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之

芯，在特定的压力损失下，流速至多可提高65%。在配置液

一，ARGO-HYTOS通过引入EXAPOR®MAX 2滤芯，开辟了液

压系统时，根据不同的应用，可以选用更小规格的过滤器，

压过滤领域的新篇章。

从而节省重量、资源和成本。

随着移动和工业液压领域的机器厂商越来越需要更高效
的机器运行性、更长时间的维修间隔、更低的备件成本及运

改进了的污物截留能力

行成本，ARGO-HYTOS满足了客户的要求，这些要求既是开
发EXAPOR®MAX 2滤芯的鞭策力，也是EXAPOR®MAX 2滤

由于现有系统的压力损失减少，旁通阀开启的频率更低，开

芯的追求目标。

启时间更短，以保护滤芯。因为通过旁通阀进入纯油部分的
颗粒减少，所有由未过滤油引起的故障危险显著降低。经过
性能优化的新3层过滤材料结构包括多种毛细玻璃和聚酯纤

大幅减少压力损失

维。EXAPOR®MAX 2滤芯的预滤和超精细过滤材料中的这种
为了提升过滤器的性能密度，除了要提升纳污能力之外，还

新型材料组合，能够明显帮助提升纳污性能，例如，在过滤

要减少压力损失。 ARGO-HYTOS通过进行流体

精度5 µm(c)时，纳污性能至多可提高60%。EXAPOR®MAX

模拟，成功了解了歧管通道可能遇到的各种

2滤芯非同寻常的低压差和高纳污能力，确保了长维修间隔和

工况。ARGO-HYTOS已经能够识别出造成歧管

出色的冷启动特性。

材料内压力损失的关键影响因素。最终由此打
造出了一种可生产出新型的液压织物的特殊网

满足最高的要求

PTC ASIA

面技术。该技术可使歧管通道保持最佳开度，
从而使歧管内的压力损失降低多达50%。此
外，其还可以将从模拟中的发现在实际应用中
进行实施，并在多次实验中对其进行验证。

在某些具体应用中，如在液压桨距调节系统内的应
用，滤芯要承受体积流量和压力波动引起的强大
弯曲疲劳应力。

在恒定压力下，滤芯的压力损失最多降低
40%。这意味着，采用EXAPOR®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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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滤

01 Exapor

Max 2 滤芯

02 Argo-Hytos

原版印章

机械零件

折起的宽度（毫米）

标准滤芯

Exapor Max 2 滤芯

折起的高度（毫米）

03 滤芯歧管压力关系模拟图（截面图）,

歧
管的四周显示为黑色，支撑织物显示为白色

引入复制保护
塑料护套适形装配到过滤器波纹管上，不仅在技术层面有所
改善，还增加了彰显产品质量的直观视觉效果。塑料护套为
定制设计，可单独印制。所有的EXAPOR®MAX 2滤芯都具有
流速波动会引起滤芯受到的压差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上述弯

此特性，清晰地增加了滤芯的识别度价值。通过这种方式，

曲疲劳应力。ARGO-HYTOS开发的专利织物由不锈钢和塑料

在外观上就可以清晰地区正品与山寨产品。

纤维组成的混合物组成；这种组合充分发挥了金属和塑料织

因此，所有重视质量和价值的机器厂商都可以轻松地验证

物的所有优势，同时有效避免了纯金属或聚酯织物的劣势。

滤芯的真伪。这种措施只是我们诸多版权保护措施之一， 旨

纵向排布的不锈钢线充分消除了静电，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静

在保护我们的产品并为客户提供优势富。

电对滤芯的损坏及对油纯度的负面影响。横向排布的聚酯纤
维与金属线垂直，可确保最佳的弯曲疲劳强度，避免出现弯
曲疲劳。
更优的防流体疲劳性能及压差稳定性，同时安全地消除了
静电，显著提升滤芯的使用寿命。

技术的优点
使用EXAPOR®MAX 2滤芯技术所能享受到的优势：
n 提 升了运行可靠性。机器骤然故障或风电场停机停产的风

险显著降低。维护时间间隔可以延长，从而显著节省成本
和时间投入。

关于 Argo-Hytos
Argo-Hytos 已建立生产和经销公司的国际网络。该
公司可在客户的地点提供以客户为导向的增值服务和
专业知识。作为一家员工超过 1300 名的中等规模家
族企业，Argo-Hytos 在移动和工业液压设备的流体与
运动控制以及过滤技术方面拥有超过 65 年的经验。
尤其在移动液压设备行业，Argo-Hytos 已发展成为创
新领导者之一。Argo-Hytos 集团凭借在德国、捷克、
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公司，以其拥有的众多经销和组装

n 由 于显著提升了纳污能力，滤芯的更换周期得以延长。

对于仍按固定时间间隔开展维护的风电场，则能在保持
原有的产品使用寿命的同时，提高运营可靠性。
n 更 高的油液清洁度，延长了各种部件以及液压/润滑油的磨

损寿命。
n 大 幅度降低了压力损失，同时提升了纳污能力，实现了更

高的性能密度，让您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选用更小的过滤
器。
照片: Argo-Hytos

公司，活跃于世界各地。
www.argo-hytos.com/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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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矢量驱动系统应用于高层建筑维
护系统
伦敦兰特荷大厦（ 122 Leadenhall Street）等
高层地标性建筑需要配备自有的、客户定制
的维护系统。材料和窗户清洁人员通过安装
在大厦顶部的升降机来运输。功率强大和安
全的电机是这种可靠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

（Nord Drivesystems）提供的多台螺旋伞齿轮减速电机和
SK 500E系列变频器，可以将缆车精确定位到整个大厦的上
方和周围。

全球项目发展需要全球供应商
从项目初始，Integral Cradles 公司就与建筑师、建筑公司一
起，使用“建筑信息模型”(BIM) 的“虚拟建设”方法，共

随着高层建筑设计日益成为建筑创新的一方面，建筑维护

同制定建筑维护设备方案。这使得各方在建设过程中同时能

解决方案供应商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必须与高层建筑的

够以可视化方式查看建筑维护设备的进展，从而考虑设计的

点滴发展保持同步并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在最近一个项目

细微更改可能对建筑立面维护系统造成的影响。Integral

中，Integral Cradles Ltd公司为52层的地标性建筑伦敦兰特

Cradles公司与为该项目生产和提供主要部件的西班牙供应商

荷设计并安装了两套建筑维护设备（BMUs）。它也为称

合作伙伴Góndolas in Design, S.L.(GinD)公司共同协商并制定

为“奶酪刨”（The Cheesegrater），其225米的摩天大楼

了伦敦兰特荷大廈建筑维护设备的设计方案。作为诺德集团

拥有一个独特的外观 – 外立面锥形角度为10度。客户定

的长期合作客户，位于马德里的 GinD 公司曾为全球多座著

制的建筑维护设备由桥式吊车、缆车和永久安装在房顶的

名建筑提供过同样使用诺德电机的建筑维护设备。质量、服

支撑装置组成。重要的是，它具有一个伸缩臂，可以延伸

务和全球支持是 Integral Cradles 和 GinD 公司设计流程的关

到20米以外的地方，从而可以到达建筑外墙的各个部分。

键要求。因此，能够对关键规格进行研究、由诺德工程师在

该机器可以提起总重量高达1000千克的玻璃板， 它还可以

德国对每个驱动轴的尺寸进行优化、由诺德齿轮有限公司其

用于帮助拆除塔吊，提起的部件可高达2000千克。该设备

英国子公司和在全世界主要生产国运营的 36 个分支机构提

的设计主要考虑了安全性和可靠性，包括由诺德集团

供当地销售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

PTC ASIA

伦敦兰特
荷大厦

MDA Technologies 3/2016

驱动技术

01 诺德SK 9072.1减速电机驱动伦敦兰特荷
大厦建筑维护系统的伸缩臂
02 诺德集团 SK 500E 系列变频器包括各种
复杂的定位功能和板载 PLC 所有驱动组件均为内部生产
板载升降设备功能

件内，从而消除了可能影响外壳强度或造成漏油的裂缝或螺
栓安装座。使用较大的轴颈和齿轮直径可以获得更大的力矩

每套建筑维护设备由四个变频器驱动轴组成：行程轴，用于

容量，使其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齿轮装置，具有更长的寿

在房顶一半长度上方的轨道系统上运行平衡式吊车；旋转

命和更好的可靠性。

轴，用于旋转吊车；伸缩轴，用于延伸吊臂；以及绞盘电机
馈电电缆，用于将吊篮提升到建筑立面上方。定位吊臂角度
的变幅轴由液压启动器提供动力。该应用需要平滑的加速和
减速。这些功能由诺
德 SK 500E 系列柜式变频器控制。诺德 CON 软件可以对

前景光明
自从试运行以来，诺德集团已在现场（225 米高，俯瞰伦敦
全景）开展了变频器产品及其维护方面的培训。展望未

变频器进行快速安全的参数化操作。除了用于保持软启动和

来，该解决方案供应商及电机生产商预计会获得更多同类

软停车的加速和减速带外，与各种应用相关的参数综合列表

业务。被称为“奶酪刨”的伦敦兰特荷大廈只是

包括各种运行速度、制动控制和安全相关条件。利用可选的

Cradles 和 GinD 公司与诺德合作的长长清单中的一个令人

诺德 ParameterBox，用户可在现场轻松调整某些参数或将整

印象深刻的案例。建筑师们已做好在伦敦莱姆大街（Lime

套参数复制到另一个变频器。由于具有精确向量控制和高过

Street）52 号建设“Scalpel”大厦的准备，大厦拟于 2017

载能力特性，驱动电子设备可以使用高力矩在此应用中安全

年竣工，带有由 Integral Cradles 公司设计的两套综合建筑

运行齿轮减速电机。由于每个 SK 500E 变频器均包含有

养护设备。

I/O，客户的可编程控制器（PLC）可控制所有轴的同步情
况。变频器安装在建筑养护设备附近的防水控制柜内。SK
500 系列变频器可提供各种配置水平。基于标准集成 PLC 功

Integral

照片: Getriebebau Nord GmbH & Co. KG

www.nord.com/cms/cn

能、POSICON 定位控制、安全停车 (STO)、 编码器反馈、
现场总线通信及其他更多功能，变频器可以处理各种复杂的
控制。

所有驱动组件均为内部生产
驱动建筑维护设备各种轴的齿轮减速电机均在诺德公司内部
生产和组装。高能效 IE3 电机的额定功率可达 5.5 kW，某些
电机配备了带有手动制动释放机构的特别安全制动装置。所

关于 Nord Drivesystems
一个超过50年的驱动技术的开发者和制造商，诺德传
动系统有超过3200名员工。该集团的总营业额在2015
年是5亿4000万欧元。在全球36个国家的子公司和广
泛的分销和服务网络确保了最短的交货时间，同时提
供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诺德提供的齿轮类型扭矩范
围从10 nm到250 kNm。该公司还提供输出功率0.12千

有垂直安装电机的风扇整流罩顶部均带有雨篷，以防止碎片

瓦到1000千瓦的电机，并制造高达160千瓦的变频

和雨水进入电机后端，电机后端是制动装置和风扇的所在位

器。诺德的变频器系列包括用于控制柜内安装的传统

置。所有电机驱动轴均可受益于诺德 Unicase 高能效螺旋伞

机型，以及为用于分散自动化环境中的完全集成驱动

齿轮装置，其牢固的一体成型铸铁机器外壳在最大负荷条件

单元而设计的机型。

下也不会发生变形。由于所有轴承和密封座均包含在单个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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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创新伸缩解决方案的微型电机
为驱动 Zippermast，驱动电机在有限的空间
和尺寸方面有严重的制约，既不能影响输出
转矩，又需要在不可预知的恶劣情况下提供
可靠性能。

George Woodruff 及其从金属卷尺获得灵感的 Zippermast 设
计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这个产品由于其曲率可处于拉紧状
态，因此可以不扭结地延伸。Woodruff

使用了三个钢制卷

尺，并根据拉链原理，在伸展时让相互连结。通过这种方
式，柔性卷尺成了一个稳定的桅杆。这三个卷尺采用经过弹
性回火的不锈钢制成，可以绕着线圈盘卷起来，并以 120 度
角彼此连结。处于这个三角中间的引导轴在所提供的斜槽中

引车刚好停在与人等高的墙壁前方。然后，一根桅杆从车内
向上伸出，其顶部安装了一台小型相机。过了一会儿，它获
取了墙后事件的无阻碍视图。“ProgenoX”是一家总部设在
巴伐利亚州的公司，主要为无人探测活动提供车
辆。ProgenoX 最新产品的特色是极其紧凑的“Zippermast”，
它包含了根据拉链原理设计的三个互锁钢制卷尺。驱动系统
专业公司 Faulhaber 出品的电机提供了具有可靠的收缩和伸展
性能的独特设计。
ProgenoX 的经理 Frank Woodcock 解释说：“第一次看到
Zippermast 的人都对于它所能伸展的长度大为吃惊。”这主
要因为是桅杆所处的外壳非常小：最小的型号 ZM4 只有 15
厘米高，标准型号 ZM8 的高度为 25 厘米。桅杆可以伸展的
长度可通过型号名知悉，它与以英尺计的高度相对应。例
如，ZM8 可以轻松承载七公斤的重量，其桅杆可延伸约 2.5
米。ZM40 桅杆的高度超过 12 米。

灵感源自普通卷尺！
每一次创新都需要灵感，Zippermast 的创新伸缩技术的开发
者 George Woodruff 在普通金属卷尺中找到灵感。
当美国武装部队在市场上为他们的无人探测活动寻找创新
解决方案时，他们想要一个紧凑且强大的系统。开发者

关于 Faulhaber
Faulhaber 是一个家族经营的独立集团公司，总部设在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舍奈希，毗邻斯图加
特。Faulhaber 成立于 1947 年，目前提供了种类最齐
全的小型和微型驱动系统。Faulhaber 基于此技术的多
样性，针对最小空间内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设计了独一
无二的驱动器解决方案。它们主要的应用领域包括生

PTC ASIA

产自动化和机器人、航空航天、光学系统，以及医学
和实验室技术。除德国外，Faulhaber 在瑞士、美国、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均设有研发和生产基地。这家驱动
器专业公司共有超过 1700 名员工，销售伙伴和子公
司遍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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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卷尺。通过引导轴的旋转可以让卷尺向上伸展。其锯齿
状外边缘彼此互锁。“Zippermast”可以伸展到中间的任何位
置。不需要其他锁定机构来固定这个位置：卷尺和负载的重
量落在引导轴的螺纹上，只能通过旋转来移动，就像螺钉上
的螺母一样。
Frank Woodcock 回忆道：“当我第一次看到 Zippermast
时，立刻被它的设计原理所吸引。”他于 2012 年在美国购
买了该技术并带回德国。他与“ProgenoX”的团队一起修改
了伸缩桅杆，并准备好投入批量生产。客户主要是蓝光组
织，如消防、应急服务、灾害控制、民防和警察。它们部署
桅杆的目的大多出于监测和监督 — 因此用于最初设计的区
域。但 Zippermast 也证明自己能够胜任其他任务，例如检查
管道和机井。因此，核电厂会使用它来检查通风系统中是否
有裂纹和异物。

01 为

BOS、国土安全和安全相关行
业的市场提供创新、智能的桅杆系统

驱动技术

结构紧凑、操作稳定且坚固耐用
得益于盘绕的卷尺，Zippermast 可以置身于非常
小的外壳中。这种设计的另一个优点
是：Zippermasts 的直径在全长的任何位置保持不

02 紧凑、便携的设计更适用于秘密用途

变 — 这与包含相互嵌套组件的伸缩式桅杆不同。
因此，在桅杆的内部仍然有足够的空间让线缆通
过引导轴到达顶部，并获得不受外部影响的保
护。此外，它的设计原理让 Zippermast 极其稳
定。对钢卷尺进行热处理还能进一步提升坚固
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线圈上对盘绕的卷尺
进行加热，然后再次冷却。钢的晶体结构会根据
位置自我调节，然后寻求接纳新的结构。因此通
过卷起卷尺产生的张力，可进一步稳

03 直流微型电机，直径：32 毫米，长度：72 毫米，
输出扭矩：120 mNm

定桅杆。得益于其稳定
性，Zippermast 还可以进行
水平延伸和添加负载。

磨损。通过加热过程加固引导轴，并且给电子设备制模。此
外，最初使用的轴电机也已被替换。Frank

适用于公海和太空
ProgenoX

做了大量的工作让

Woodcock

强

调：“在选择最佳的驱动器时，我们得到了 Faulhaber 出色的
技术支持。”由于 Zippermast 通常在最严苛的条件下使用，
因此必须有一个非常坚固耐用的电机。此外，对于体积小但

Zippermast 适合日常使用。钢制卷尺

要需要超高性能的情况来说，电机非常重要。在 Faulhaber 监

涂有特殊的表面涂层，可以最大程度减少

督此项目的 Andreas Eiler 回忆：“驱动引导轴的电机必须处
在在三个钢卷尺中的两个之间，最大的直径只有 32 毫米。”
然而，直流电微型电机 (DC-micromotor) 必须提供高输出扭
矩，才能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快速延伸桅杆。因此，他们共同
决定使用 Faulhaber 的直流电微型电机。该电机以其强大的稀
土磁铁提供了 120 mNm 的额定转矩。Zippermast 还需要一个
非常强大的驱动器。此时，选择就落在 Faulhaber 行星式减速
箱上。Andreas Eiler 强调：“它们采用钢组件单独制造。”
通过它，电机也可以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可靠地运行，并且
它拥有由高阻塑料制成的极坚固外壳。因此，直流电微型电
机满足保护等级 IP68 的要求，既能防尘防水，又能抵御化学
品、紫外光和红外辐射。Faulhaber 直流微型电机还能驱动防
海水的 Zippermast 改装型号，例如可以集成到海上的浮标
里。Woodcock 甚至认为也可以将其应用到太空环境；他已经
申请参与两个相关的项目。“例如，Zippermast 可以作为吊
杆用于中小型的卫星天线或光学器件。此外，我们正与
Odgargo 公司合作开展项目，该公司向 Nasa 和 CSA 这样的
航天机构供应机器人机车。我们刚在其中一台可用于执行火
星任务的“Argo”机器人上安装了 Zippermast。我认为我们
有很大机会参与到其中一个太空项目。”
照片：Faulhaber GmbH & Co.KG

www.faulhaber.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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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和力量：HydraForce 和 Famic 为
更快的液压回路设计整合了软件
为了加快设计创新液压回路的过
程，HydraForce 和 Famic Technologies 公司
合作整合了两个液压设计软件产品，即
i-Design 和 Automation Studio。

HydraForce 公司的 i-Design 是一款易用的液压回路设计软

并生成装配的物料清单。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拖放”技术构
建回路，指定液压阀、油口、安装孔和集成阀块上其他制造
商组件的位置。然后，用户可以使用该软件来优化回路，获
得减少阀块尺寸的选择。接下来，i-Design 可以生成报告和
物料清单，以便与HydraForce授权的经销商询价。起制定价格。

更快的工程设计

件。Famic 公司的 Automation Studio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液压

设计师借助 i-Design 软件能够通过图形符号或功能，以及型

仿真软件。二者结合使用时，液压系统工程师可以通过两种

号或说明来选择液压阀。这个库里有 500 多个阀，包括最新

软件产品创建回路，然后对其性能进行功能测试，最后构建

的多功能、高压力、负荷感应插装阀以及电子阀驱动器。软

实体样件。在生产之前使用软件进行设计和性能仿真可以提

件中现在包括液压输入口、风扇驱动、流量和方向控制系统

升多个层次的效率 — 集成阀块本身、制造过程以及在机器

等常见组合。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的新图形用户界面也

上。

有助于加快设计过程。

HydraForce 业务开发部执行副总裁 Tony Casale 说道：“多

第 5 版 i-Design 通过内置 PRO 附加组件在技术上实现巨大

年来，我们与 Famic 合作提升 i-Design 工具的能力，改进其

的飞跃，该功能可以实现集成阀块设计自动化，并且可以在

液压原理图与强大的 Automation Studio 仿真工具之间的兼容

液压集成阀块内单击和拖动交叉钻孔的绘图。这个功能特性

性。得益于我们与 Famic 的伙伴关系，我们在切割任何金属

提升了设计的速度和可制造性。

前，我们可以在 Automation Studio 中虚拟测试任何i-Design
的液压设计回路并精细调节设计。”

替代人类接触，i-Design 提供的技术考虑到由我们的专

创造更大的协同作用
Famic Technologies 公司总裁 Charbel Nasr 表示：“第 5 版
i-Design 整合了数年来密集研发工作的成果，开发出高性能
的算法来支持集成阀块设计工程师的工作。该软件可
以帮助工程师将更多时间投入到集成阀块项目最重要
的部分：快速制定最适合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得益
于以行业为导向的直观界面，项目生命周期中的每一
步都得到了优化，从而大幅减少了花在项目上的总体
时间。我们很高兴与

HydraForce

系，并且会致力于支持

i-Design

建立长期伙伴关
和

Automation

Studio 的用户获得更大的协同作用。”
第 5 版 i-Design 包含许多新功能，用户通过它们

PTC ASIA

可以开发定制的集成阀块回路、指定阀组件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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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营销经理 David Price 说道：“尽管没有什么可以完全

测量与控制

关于 Famic Technologies
业小组分享的设计要素，这个小组由世界各地超过 25 名阀

成立于 1986 年的 Famic Technologies 公司主要为软

块设计工程师组成。我们的集成阀块设计方法一直没有全能

件工程和工业自动化领域提供高端产品和服务。

解决方案的概念。最好的集成阀块设计可以，也应该是一个

公司的软件解决方案 Automation Studio 远近闻名，但其

合作的过程。在这个版本中，我们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领先

开发的初衷是用于流体技术领域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现如

地位。他补充道：“但是，没有任何技术能够替代由应用工

今已广泛应用于整个行业的系统开发和优化、维护、服务

程师拜访客户后提供的优化方案。”集成到的 i-Design 5 的

和培训。

技术也将用于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液压回路设计能力。它为我
们提供了自动进行阀块设计的灵活性，可以提升生产效率，
并且让我们轻松为客户呈现替代方案，让他们为自己的机器

非常专注于让 i-Design 成为进行液压回路设计的最快方式。

选择最佳方案，从而全面促进我们阀块设计的迭代接近法。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已经预装了一些我们称为 INTEGR8 回路

它还通过输出加工和尺寸报告以及物料清单，消除了许多与

的最常见阀门组合。设计工程师现在可以选择从头开始，或

订购产品相关的大量文档编制负担。”

者选择节省时间的 INTEGR8 回路，然后为应用的特定需求进
行定制。”新 INTEGR8 回路包括两种流量范围（0-15 gpm

无缝设计
i-Design 基于个人电脑 (PC) 而不是 Web，因此可以充分利用
个人电脑固有的处理能力来配置最适合客户需求的设置。技
术服务经理 Rick Clendening 表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

或 0-50 gpm）的定量和变量泵的入口和风扇驱动装置。可选
择入口回路。i-Design 5 中也包含了方向控制和流量控制的
回路。
Clendening 补充道：“i-Design 5 和 Automation Studios 的
整合让液压设计流程变得更加无缝。我们可以在 i-Design 中
优化阀块的尺寸，让阀块变得尽量小型和高效，然后将
i-Design 文件置入 Automation Studio 来仿真和优化客户机器
的回路。”

关于 HydraForce

i-Design 提供英语和中文来支持全球的应用。若用英语创

HydraForce 由几名合伙人在 1985 年于芝加哥北

建设计，会自动翻译成中文，反之亦然。要整合 Automation

部创立，这些合伙人当时预见到了移动设备行业对优

Studio，用户可以下载液压阀库的兼容包，创建和修改原型

质液压插装阀和集成阀块的需求。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目

液压原理图，然后在 Automation Studio 中对系统性能规模进

前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有几个生产点，拥有由 120 家库存

行建模和功能测试，最后创建集成阀块样件。

分销商组成的全球网络，他们可以为公司的客户提供所需
的本地支持。
www.hydraforce.com

i-Design 5 加快了液压阀的选择过程，并且可以实现歧管设计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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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新闻
190 kNm 驱动转矩的工
业驱动器

采用液压力的气动安全制
动器

经受恶劣环境考验的不锈
钢链条

Nord Drivesystems 通过 190 kNm 驱动转

得益于高保持力，Mayr 驱动技术已通

Iwis 出品的防锈 CF 不锈钢链条具有超

矩的全新尺寸成功扩大了其工业驱动器

过气动通风版本扩大了其反复测试的范

强的耐腐蚀性能。它们可以在具有严格

的产品系列。完整的系列涵盖了 25 kNm

围，为用户提供了新机会。此产品专为

的清洗规则和极端温度的恶劣环境中使

到 250 kNm 的驱动转矩，包含九个尺

用。由于更高的压力，链条的凸耳具有

寸。全新的规格为 14 的设备确保了现

更大的细切削部分，因此提升了使用寿

在的设计可以更精确地适配。它们与制

命和弹性伸缩。辊采用无缝设计，因此

造商生产的所有驱动器一样配备了一体

具有高速下的抗震性能。无缝套管在定

式外壳。这确保了它们获得比联合驱动

已安装液压系统的机器设计，因此确保
了用户可以继续恢复到液压通风安全制
动器。但是，气动通风 Roba-Guidestop
器更长的使用寿命，并保证了高效的动

安全制动器现在可以用于以下情况：需

力传动和对负荷峰值和影响的高耐受

要先安装液压系统，以便能用大夹持力

位期间提升了精度和速度，尤其在动态

性。可自由选择输入和输出的方向。所

操作制动器的情况，或需要数个制动器

循环运行过程中。它们可在 -80 到 +

有六面均可用于装配。

来达到相应力量的情况。

150℃ 之间的温度中使用。

www.nord.com

www.mayr.com/zh

www.iwis.de/zh/home

全新电容式控制器实现高速和精确测量
全新 capaNCDT 6222 控制器能够实现更快的位移、距离和位
置测量。该控制器旨在实现高达 20kHz 的高速测量，因此被
认为是目前 Micro-Epsilon（德国米铱）系列产品中最快的电容
式控制器。这款控制器适用于对高动态过程，例如轴径摆、振
荡和振动的监测。模块化控制器可扩展到最多四个测量通道。
集成的以太网接口支持通过 Web 界面进行安装、配置和测
量。多种安装选项令全新控制器灵活无比：标准产品被设计成
一个台式单元；通过简单的适配器可将该单元安装到顶帽式导
轨或墙上。Micro-Epsilon 出品的所有电容位移传感器无需任何

PTC ASIA

校准即可连接。为了提高测量结果的精度，用户可存储自定义
配置。鉴于电容式 capaNCDT 传感器能够提供极为稳定的纳米
精度级结果，这些设备非常适用于高精度工业应用。
www.mirco-epsil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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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自动化发展的脉搏
Sushen Doshi

2025”，为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区域的客户献上一场信息盛

随着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向高科技自动化的方
向转变，在上海举行的贸易展览会可以帮助
参观者触动到中国自动化发展的脉搏 。

宴。

亚太地区最大的工业贸易盛事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动化行业盛事，上海工业自动化展

全球工业自动化的市场在过去十年里一直保持增长态
势。2012 年，工业自动化行业创收超过 1500 亿美元，从
2012 年到 2015 年仅仅 3 年时间，该行业的收入规模已经超
过了 2000 亿美元。大多数分析人士预测，未来 5 年内的年
增长率会保持在 7-7.5 %。拥有先进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国家，
例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工业
自动化行业领先的开发者、供应者以及最大的消费者。
中国在过去 25 年间的增长模式是基于传统的工业化方式:
低工资和大量生产，但是这种模式现在已经达到了瓶颈。由
于工人的平均工资持续增长，中国内陆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供
应持续下降，再加上终端用户对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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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朝自动化方向发展。中国政府自然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目前大力强调工业自动化，甚至将“中
国制造 2025”列入当前中国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该战略将
工业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高级信息技术定义为国家优先发
展的行业。
最近几年，中国将自身定位为自动化产品的最大市场之
一。但是从中国制造行业的规模来看，中国工厂的自动化水
平仍然很低。原因之一是制造行业近年来才开始通过采用先
进的工业自动化系统和设备来提高其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效
率水平。这就为开发和供应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企业提供了巨
大的市场规模。作为国际化的贸易展览，上海工业自动化展
便是一个参与到中国自动化竞赛之中的绝佳起点。该展览由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和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承

时刻把握中国工业自动化发展的脉搏。该项国际化的盛事预
计可以吸引全世界超过 125,000 名参观者和工业领域的专
家。上海工业自动化展为自动化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主要聚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工业信息技术以及制造业的
数字化。在该展览中，有超过 500 家龙头企业将展示他们的
产品和智能科技，展览面积达到 5 万平方米。除中国国内的
参展商以外，该展览还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参展商，包括美
国、德国、日本、台湾、印度、荷兰和法国。主要代表着机
械制造、汽车、电子、能源、食品和饮料、制药、包装和机
床等行业的参观者将光临本届国际盛会，为他们的工业需求
寻找新的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此次贸易展览涵盖了丰富多样的生产和流程自动化领域的
产品和技术，例如线性定位系统、自动组装和搬运系统、PLC
及 Scada 等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数据采集和识别系统、嵌
入式系统和工业计算机、工业图像处理系统-传感器和致动
器、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系统、测量和测试系统、激光技术
和空气压缩技术。该展览所涵盖的电气系统产品和技术也非
常广泛，国内外的企业将纷纷展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产品，
包括：变压器、蓄电池和不间断供电系统、电气开关装置和
电气控制系统设备、电气和机械驱动系统、电动机、变频驱
动、电气和电子测试和测量设备、电缆和电缆附件、电子和
光电子元件。在自动化软件和信息技术领域，参观者可以了
解到直接应用于生产设施中的软件系统、工业应用中的基础
软件系统和开发工具，以及所要求的信息技术硬件。

办，将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
幕，并一直持续到 11 月 5 日。展览的目标是，通过介绍工
业自动化领域最新的趋势、技术和产品，以及向来到上海的
国际企业团体推广中国战略性的制造业政策“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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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orld of Industries》杂志印度通讯员 Sushen Doshi

新闻和市场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机器人技术领域巨大的市场。从每年

乎会翻一番。就工业自动化行业增长前景而言，以下简述不

安装的机器人数量来看，甚至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德国相匹

同行业有着怎样的增长潜力。

敌。但是从每 10 万名工人可支配的机器人数量来看，或专业

采矿、冶金和建筑材料等行业具有相对较低到中等的增

术语称为“机器人密度”，中国仍然远远落后。由于中国及

长潜力；年增长率低于 4-5 %。近年来，中国在钢铁和采

其制造业想要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其地位，工业机器人技术的

矿行业投入重资，结果造成供大于求。这种局势甚至导致

需求将会持续增长。来自中国和其他国际公司的工业机器人

全球范围内金属商品价格的急剧调整。尽管全球对金属材

一直都是上海展览的一个亮点。今年也是如此，更多的参展

料的需求居高不下，但其价格仍然走低；因此影响了该行

商带来了他们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尖端的机器人，因此机器人

业的收入，反过来就会影响企业在自动化系统和设备方面

技术领域吸引了众多关注。中国机器人技术领域的专家及其

的投资能力。

来自全世界的同行将共同探讨目前的市场格局、未来的产品

流程自动化、化工、医药、石化和电能等行业具有巨大的

开发，并阐释他们在各个应用行业取得的技术成就。这项盛

市场规模，蕴藏着较高的增长潜力；大约为 10% 或者更高。

事为各界专家和展会的参观者提供了知识转移和互动的便捷

近年来，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内需一直持快速增长势头。因

平台。

此，良好的收益、国内外市场上稳定的需求以及上升的劳动
力成本促使这些行业愿意在自动化领域加大投资。

增加德国的参展力度

就工厂自动化而言，风能行业和制药行业被视为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潜在年增长率超过 15 %。虽然增长率较高，

长久以来，工业贸易展览已经成为德国工业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行业的市场规模还相对较小。

其他国家也一直在追赶这种潮流，但是对于德国来说，积极

纵观所有行业，增长潜力最显著的行业非电子、汽车和重

参与国际性贸易展览，是其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型机械莫属。它们拥有工业自动化产品和系统最大的市场规

因此，当德国企业有机会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参展时，

模；随着所有电子产品和汽车行业需求的持续增长，无论短

他们显然会把握机遇，向来自全球的参观者展示其最先进的

期，还是长远规划，这些行业对自动化的关注度都将超越其

技术和创新产品。在本次上海工业自动化展上，从所有产品

他任何行业。

类别的参展商数量上来看，德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参

无论亚洲的工程专家，还是代表企业的管理团队，均将上

观者可以借此良机了解德国在工程领域的专业技能，获得深

海工业自动化展列入必选项目，因为该展览为参观者和参展

刻见解和相关的技术知识。

商寻找新的产品、供应商、经销商和客户提供了一个卓越的
平台。上海已经成为促进全球工业团体互动和知识分享、推

工业行业推动中国的自动化增长

动新的商业合作、创造强大网络的最佳之选。
照片: fotolia

专家预计中国的工业自动化行业到 2020 年达到大约 15 % 的
平均年增长率。换而言之，中国的市场规模在未来 5 年内几

www.industrial-automation-show.com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一览无余!
控制柜保护模块
拥有12.5mm宽度紧凑外壳的IMX12-CCM保护模块采用导轨式安装，可以监控机柜或防护箱的防护等级以及内部的环境参数
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实现对柜门的未正确关闭、内部温度或湿度过高报错
持续的环境监测，易于安装和改造，受益于其本质安全型两线制供电，即使在危险区设备也可正常使用

www.turck.com/ccm

肉类食品安全监管与追溯RFID
解决方案

作者: Richard Lin，市场 & 产
品管理，图尔克（天津）传
感器有限公司，中国天津

Richard Lin

用于肉类加工行业的读写头及载码体组件必
须满足特定的要求。这一领域中，低频 (LF)
和超高频 (UHF) RFID 方案很快就达到了其性
能极限。我们在此向您介绍一种 RFID 系统，
它含有坚固耐用、抗金属的载码体组件，防
护等级达到 IP69K；凭借这一系统，我们能
够完全透明地设计肉类加工的整个流程——
从待宰杀的动物到包装好的产品。

消费者的生活必需品,吃上“放心肉”是群众多年的期盼,是社
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瘦肉精”猪肉、注水肉、病死
猪肉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引起了国家及老百姓的高度关
注。政府希望通过建立肉类食品监管与追溯系统，来实现对

透明化，确保猪肉制品从源头到餐桌的全程安全，实现全程

生猪的养殖、屠宰、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的过程监控和

质量监控和追溯。

源头追溯，从而实现食品安全预警机制。

生猪的养殖和流通环节包括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以及超市

目前，该系统是对猪肉从生猪饲养、监管、屠宰到销售等

零售。在这其中，生猪屠宰作为中间环节，在追溯管理过程

各个环节建立，并结合食品安全理念而构建的管理信息系

中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由于屠宰企业生产现场存在环

统。它将生猪从养殖场到生鲜超市的整个供应链上的数据和

境复杂、工序多、流程长、数据采集不便等问题，一直是肉

信息，汇总到市级监管平台，使监管部门和公众可以在这个

制品追溯管理链中的最薄弱环节。

平台上对全过程进行追溯和跟踪，从而确保整个流通过程的

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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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片猪肉在屠宰场内生产各环节的追踪，需对每一头片
猪进行信息采集。每头进入屠宰场的生猪都会带有一个电子
耳标，有关数据也随同打包传给屠宰场。但是该耳标位于猪
耳朵上，在生产过程中不方便进行数据采集。
考虑到片猪肉在屠宰生产线上移动时是挂在挂钩上，通常
情况，每头猪从被挂上挂钩直到出厂发货，挂钩均不会被置
换。所以，将载码体安装在挂钩上，将读写头安装于生产线
边，即可实现在生产线上及时采集片猪肉信息。
于是，在屠宰的最初环节，将生猪耳标内的数据与屠宰场
挂钩上载码体内的信息关联。在进入屠宰流水线后，如果发

01 使用RFID技术
可以在运行的传输
链上可靠地执行读
写操作来识别猪肉
挂钩

现是次品或者肉质有问题，相关信息就会被记录到挂钩上的
载码体内，这些片猪肉也会被分轨进入特殊存储区等待处
理，好的猪肉则继续进入下一个环节。在生产线的各关键工
序安装固定读写头，通过读取挂钩上载码体内的信息，实时
监控生产线各工序的生产情况。在出入库环节，也通过RFID
技术将猪肉信息识别后，送入到数据库记录。面对客户这些
需求，选择一款理想的RFID系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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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和测量技术

之前的解决方案亟需改进
客户之前使用的低频和超高频RFID解决方案都存在一些问
题。由于与现场电机等设备的工作频率相似，低频RFID产品
会受到很大的干扰。而且低频产品的感应距离较近，客户之
前使用的RFID读写头与载码体之间的距离最大只有30毫米。
无法满足安装位置的要求。
所以，客户将载码体安装在挂钩内侧。这种安装方式导致
读写头没有足够的安装空间和合适的安装位置，从而经常遭
到挂钩的撞击而损坏。超高频RFID产品同样不适合屠宰生产
线，因为超高频读写头的感应距离远且能同时识别多个载码
体。针对屠宰生产线最高速度600头/小时，超高频RFID技术
会出现误读的情况。即读写头在某一时间会识别到几个载码

02 模块化RFID
系统 BL ident，
可在一个识别系
统解决方案中将
高频技术与感应
距离更远的超高
频技术相结合

体，于是它无法判断哪个挂钩当时正在通过该工位。

BLident解决方案
针对这些问题，图尔克为客户推荐高频RFID解决方案。高频
RFID产品不受现场设备频率干扰。外形小巧的金属载码体直
接嵌入挂钩外侧不易脱落，加长感应距离的读写头从线边读
取载码体内数据不会干扰生产线，同时也能有效地保护读写
头免遭撞击。
具有IP69K防护等级的读写头和IP68防护等级的载码体防潮
防水，适合现场潮湿环境。146字节的存储空间可以存储大量
数据信息，使挂钩成为一个移动的数据库。另外，图尔克的
高频RFID产品支持10米/秒的动态读写，每个字节只需要0.5
毫秒，这些特性也使得屠宰生产线的生产节拍不会受到影
响。

每个周期读/写8个字节，也完全满足现场应用需要。而且使
用起来也非常灵活，每个网关最多连接8个读写头，除此之
外，还可以连接其他的数字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如
果现场需要添加新的点，只需要增加模块和底板。这样既可
以节约网关的成本，又可以减少现场的布线。另外，44毫米
的感应距离完全满足现场安装需要，不会再撞坏读写头。读
写头可以动态读取载码体内的信息，不会影响生产线的运行
速度。
通过使用图尔克的高频RFID解决方案，克服了之前所有的

客户评价
该项目负责人北京志恒达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在谈到
BLident RFID产品时说：“图尔克简单型RFID模块简化了程序

问题，提高了数据采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很好地连通了整
个追溯链，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保证了肉制品的安
全。

开发，无需功能块，可以通过I/O位直接控制读写头进行读写
操作。

总结
目前，国家正在采用物联网建设“放心肉”工程，希望对

关于 Turck
汉斯·图尔克有限两合公司是工业自动化领域全
球领先的制造商。该公司的业务遍布全球，共有约
4000 名员工就职于 28 个国家。其产品范围极其广
泛，提供近 15,000 种传感器、现场总线、接口模块
和接插件产品，为工厂和过程自动化领域多种多样的
应用场合提供解决方案。除了为机械制造商或终端用
户提供单一产品，例如传感器、远程输入/输出模块、
快接电缆等，该公司还为工厂和过程自动化任务提供

市场上的猪肉做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而其中片猪
屠宰的信息追溯尤为重要。通过使用图尔克高频RFID技
术，在屠宰加工环节，原本一些无法知道的数据被成功采
集，而人为的误操作也得到了控制，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养殖
和流通环节的信息关联和对接，提升了肉制品的追踪和溯源
水平，大大提高了肉制品的安全。结合自动化设备，实现猪
肉的追溯，真正实现了两化融合。我们相信随着科技进步，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不会再是一件难事。
照片：lead photo fotolia，01-03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综合性解决方案。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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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高品质全方位测量技术
Martin Raab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万华化学集团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之
一。Endress+Hauser多年来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
的支持作用。他们为该公司安装了超过
5000台极为可靠的测量仪器。

作者: 瑞士赖纳赫
Endress+Hauser集
团，公共与内部沟通
主管 Martin Raab

关于 Endress+Hauser
Endress+Hauser是过程自动化行业最大的家族企业之
一，总部设在瑞士赖纳赫。该公司为广泛的工业领域，
在流量、液位、压力、分析、温度测量和记录等方面提
供全面的过程解决方案。Endress+Hauser在全球范围内
的员工超过12000人，年收入高达2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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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工厂：位于中国东部烟台市的万
华化学集团生产中心安装了来自
Endress+Hauser的5000多台测量仪器

传感器和测量技术

万华化工集团成功的背后是什么？
2003年加入Endress+Hauser担
任销售技术员后，我的手机从
未关机过。虽然我现在是销售
对于Sun Jinxiao来说，质量无疑

工程师了，情况也没有改变。

是关键。负责万华化学集团仪器

万华化工集团的员工常常面临
艰巨的挑战。即使他们在半夜

和控制设备的Sun经理的已经使

打电话，我也要竭尽所能，花

用 Endress+Hauser的过程测量技

时间帮助他们。我将客户的问

术超过20年时间，他表示：“这

题和挑战当作自己的。你必须

既与产品的品质相关，也与合作

说到做得到。这是建立信任和

伙伴的品质相关。”该公司几乎
完全依赖这些带有蓝色标签的仪

与客户发展良好关系的唯一途
Endress+Hauser 中国 Zhang Xingguo

径！

器执行众多任务。
1995年，热式质量流量计开始
进入这家位于烟台的异氰酸酯工厂，该工厂目前仍在当年的

该销售工程师将自己视为客户的合作伙伴。“我们不仅要销

地址。万华化学集团在使用竞争对手的设备时麻烦不断，那

售产品。还要解决客户的问题。”通过这种方

些设备由于腐蚀反复出现问题。Endress+Hauser仪器很快证明

式，Endress+Hauser在万华化学集团配备了可装满60辆油罐车

了自身的价值。Sun Jinxiao认为这些产品品质上乘、精确可

的卡车装载站，所依赖的就是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自动化解

靠，并且Endress+Hauser的联系人体现出客户至上的理念。“

决方案。Sun Jinxiao证实说：“该系统在运行时全无故障，

我们两家公司拥有相似的文化,因此简化了合作的流程。”

并且非常易用。”

万华化学集团有着光辉的历史。在几年前，它还是一家单
一产品的制造商，后来公司快速发展壮大，不仅业务拓展到

既是合作伙伴，更是朋友

海外，而且推出了多样化的产品。万华化学集团在新烟台工
业园的综合化工生产中心主要生产异氰酸酯，技术十分先

万华化学集团拥有远大的目标和宏大的计划。Zhang Xingguo

进，可与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生产基地相媲美。

很高兴能与之一路同行。这名销售工程师强调
说：“Endress+Hauser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万华化学集团。我
也认为客户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严苛的应用要求

有一次在万华化学集团亟需一个pH电极时，Zhang Xingguo联
Zhang

Xingguo报告称：“这个生产中心安装了来自

系了一个代表和另一个客户获得更换件解决了燃眉之急。Sun

Endress+Hauser的5000多台测量仪器。”这名销售工程师负责

Jinxiao很重视这种类型的承诺，并赞扬Endress+Hauser员工掌

重要客户，在他还是维修技术员时就对这个工厂非常熟悉。他

握主动，能够咬住目标不断调整。他补充说：“他们可以在此

估计，三分之二流量计、十分之九的测量水平仪以及所有的储

非常独立地工作，因为他们不仅训练有素，而且熟悉我们的安

罐计量装置均来自Endress+Hauser。“我们的产品通常都是仪

全规定。我们始终与相同的联系人接触。这让我们能够建立良

器中的上上之选，尤其适用于要求严苛的测量应用环境”。

好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例行公事！”

出于这个原因，在没有连接到流程就必须获取液位和限制

照片：fotolia, Endress+Hauser

值的情况下，万华化学集团就会使用Gammapilot放射性测量
仪。该导波雷达Levelflex传感器在许多其他的测量点执行重要
服务，可对液位进行可靠的监测。Proline

www.cn.endress.com/zh

Promass系列的

Coriolis流量计也提供了关键的流程洞察力。Zhang Xingguo解
释说：“我们可以克服高压、粘稠介质、不同管径，甚至安
装困难的情况。”
Sun Jinxiao表示：“我们自行开展了研发工作。这意味着我
们对合作伙伴的要求也不断增长。”初次应用仪器之前，通常
会先让其在测试设备和试点工厂经受考验。在开始的时候，有
人对最低流速下Coriolis流量计技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Zhang
Xingguo说道：“我们在此任务中使用了单管Proline Promass

技术领导者
万华化工集团是世界领先的MDI和TDI异氰酸酯、聚氨酯中
间产品（一种多用途塑料）的生产商之一。公司的总部设
在烟台，另外还运营着一个高度集成的化工生产中心。万
华化工集团在4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产品，在欧洲、中东、
美洲和亚洲设有子公司和工厂。公司拥有8900名员工，其
中有近三分之一在海外。www.whchem.com/en

83A并交付了精确的测量，从而证实了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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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系统安全通信-动态、自组织网络的基础
Anja Moldehn

同的条件，例如成本、可用性、和资源消耗进行改进。智能

制造型企业正面临优化规划和实施复杂制造
程序的挑战。生产过程不被中断，不产生不
良品。与高灵活性相互结合保证出厂产品的
竞争力。智能和安全通信结构是应对这些挑
战的必要条件。

机电系统通过公共或专用网络设施跨地点和企业进行数据交
换。这种基于以太网和互联网的通信保证了产品的高可用
性。同时，它是灵活的、自动优化的制造程序的基础。这就
是数据传输必须可靠地防止电气干扰和非授权访问的原因。

基于物料流和更换工具时间的有效运作
菲尼克斯电气在其组件、系统和解决方案与实行工业4.0举措行动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领域目标的深度融合上具有丰富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进行目前最
前瞻性的工业4.0政府举措指明了解决方案，用以满足制造型

大程度的利用。另外，公司自身影响深远的机械工程专业技术和

企业对灵活性、个性化和效率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制造型企

积累多年的自动化专家的专有知识也被纳入工业4.0相应的设备和

业通过运用数字化，网络化的系统解决方案保持长期竞争

系统。除其他方面之外，已经由此衍生了位于巴德皮尔蒙特

力。菲尼克斯电气同样注意到了工业4.0的优势（其中一些是

（Bad Pyrmont）的新生产线，为无干扰的信号传输生产六毫米宽

理论上的），并将之应用到未来导向的生产的实际要求中。

的隔离放大器。

公司已制定了总共六个领域的行动，专注于高灵活性、高性

这家工厂的制造程序已在产品、工人和机器之间如何相互

能、高质量和高经济性，其中一致的是数字化、安全通信、

沟通方面得到改善。其有效的操作方法包括流程链中的一个

随着改变了的框架条件进行的自主调整、简便安装和操作，

连续的物料流和所有98个产品变型的短时生产工具更换。比

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

如，客户在订购隔离放大器时，可使用一个网络配置器来选
择输入或输出的信号类型。这样就产生了超过1000种不同模

防止电气干扰和未经授权访问

块版本。若用大规模的生产成本以5至480的小批量生产如此
琳琅满目的产品，人员和机器的工作必须快速、经济。

首先提到的两项领域的行动构成该举措的基础。只有当所有
相关信息都能以数字形式，并且价值链上所有参与者都实现
了网络化时，工业4.0的举措才能得到系统的实施。在任何特
定的时间，数字资料都被用来最大化附加值。人、物件和系

作者: Dipl.-Ing.Anja Moldehn，德国巴德皮尔蒙特（Bad

统的连接形成了动态的、自组织的增值网络。然后，针对不

Pyrmont）菲尼克斯电气电子有限公司工业4.0市场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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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系统基础上的灵活加工
从光的印刷线路板到一个完整的、包装好的产品需要大量的
工作。使用焊剂和安装完表面贴装器件后，检查每组四个表
面贴装器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布置正确。每个印刷线路板可
安装多达154个小部件，如电阻、电容和二极管等。焊接后，
用冲压机裁剪该印刷线路板，然后将其置于工件架上并输送
入工业4.0系统循环中。约20个工件架同时在生产线流通，保
证工人的最高生产量和系统功效的经济性。
工件架首先通过一个短的循环传输。激光打标和磨槽之
后，壳体便生产完成了。接下来，将线路板插入并与壳体连
接。之后是长周期传输。在所谓焊接门处将壳体焊接在印刷

01 无论是设定固件还是开展电气测试，换工具设定或测试
头只需要几个步骤

线路板上。现在该模块就完全可用了。在各个固件的下游程

02 带智能防火墙的
路由器远程维护设备

序设计中，由一个气缸将工件架举至测试头。随后是高压和
最后的电气测试。

产品和设备控制系统之间的通信
当订单载入至生产线时，首先生成工作计划。一旦产品出现
在工件架上，一个射频识别标签便创建链接到更高级别系统
提供的信息，包括针对制品即将展开的测试的指示，以及什
么固件必须执行、是否必须执行。工作站机器操作员与每个
模块进行三次操作。每次操作的任务各不相同。一是读取射
频识别芯片并将成品图像面积与屏幕上显示的规格进行比
较。另一个是插入印刷线路板并包装已完成的模块。单个产
品的处理状态通过射频识别标签传达到更高级的系统。这就
是为什么屏幕只能显示出操作员需要执行的当前任务信息或
选项。该制品和设备控制系统之间的通信使得操作人员可以
应对大范围变体导致的复杂性。他们由此得到协助，能够快
速、无差错地完成工作。

全面数字化是另一个关键的要求
如菲尼克斯的例子所示，系统已实现灵活操作。所以，如果
人和机器也优化互动，即使是小批量也可经济地生产。但
是，实现工厂的完全网络化，并提高相关的生产力需要什么
呢？为了获得未来的工业制造的所有优势，当务之急是实际
制品与基于数字数据的流程的通信。为此，所涉及的产品必
须与制造过程中经过的单个工作站一样彻底数字化。辅助

关于 Phoenix Contact
该家族企业总部设在德国布隆贝格（Blomberg）

系统的支持使得人类参与者可以经济地操作生产系统。另
外，数据的交换和通信内容的设计须适合生产系统。如果

，2015年的营业额是19.1亿欧元。该企业在10个国家

操作员想保证其生产地持续成功，就必须组织足够开放的标

设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全球50家销售分公司网络，以

准和规范，以涵盖不断变化的条件和商业模式。

及30家地方代理，全球员工超过14500名。它是电气

照片: Phoenix Contact

工程和自动化领域的顶级企业和创新者。
www.phoenixcontact.com/online/por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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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全球智能制造革命的支柱
Nicole Steinicke, Oliver Winzenried

许多公司都受到产品或品牌的盗版行为、黑客和网络攻击的影响。这
种影响会带来工作岗位、收益和机遇的减少，导致难以估量的损失。
因此安全措施非常重要。

人类的商业史记录的是越来越复杂的掠夺行为：第二次工业革

范的知识保护、软件许可证管理，以及安全措施的逐步发展。

命给世界带来了电力和专业化劳动时，盗版表现为对产品的伪

Wibu-Systems公司是DRM反盗版行业的姣姣者之一。该公司

造。在IT和电子工业加入角逐后，不只是产品的外观，其内在

是保护软件、数据和媒体相关知识产权，打击产品知识盗

的品质和功能也可以被复制。现在，网络物理系统成为工业

版，以及对网络物理系统、物联网、M2M（机对机）和联网

4.0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盗版形势变得更复杂的新阶

控制系统进行许可证管理和完整性保护的专家。但我们到底

段，其中数字身份和商业模式成为首选的目标。令人啼笑皆非

有没有可能防范软件和产品盗版呢？我们可以使用哪些产品

的是，正是因为软件盗版的兴起，促使了全球范围内专业和规

来实现针对间谍活动和网络犯罪的有效防范呢？

以下是Nicole Steinicke对的采访。
Wibu-System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Oliver Winzenried的采访。
WIBU-Systems公司是全球软件许可证生命周期管理行业的技

享，让他们享受量身订制的产品。软件许可促成了这种精细的

术领先者之一。你们的主要专长是什么，如何将它转化为你

定制流程。智能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可以通过推广按需增加功

们的产品？

能的业务模式来充分利用这些获利机会，如借助软件升级提供
经常性收入流、缩短上市时间，以及覆盖新的目标群体。你可

“在保护、许可和安全方面达到尽善尽美是我们公司的愿

以将此产业转型与消费者智能手机的趋势进行比较：像手机先

景。首先，我们提供解决方案来打击伪造和逆向工程。这需

拥有的是一组基本功能，然后通过应用商店升级各种功能。

要与安全密钥存储相关的强大数字资产加密能力。其次，我
们为机器的通用配置和设备的功能提供灵活的许可。这包括

什么是工业4.0和工业物联网(IIoT)的新要求？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将许可证权利直接集成到业务流程中，即ERP系统或电子商
务平台。我们第三个关注点是针对篡改、网络攻击，甚至是

工业物联网设备将成为构成工业4.0的机器和工厂的基本组

无意识操作的安全措施。

件。最根本的共同点是互通性。因此有必要为每台连接的设
备分配一个防篡改的身份，这将涉及硬件安全组件的大量使

开发商和制造商如何从你们的产品中受益？

用。此外，数据在生产过程中也变得日益相关。例如，在添
加剂制造过程中，产品完全由其生产数据定义。保护这些数

工业4.0颠覆了传统模式，通过将价值从硬件转移到软件，提

据的知识产权及其完整性是制造企业的业务关键。

升了从生产力到效率的整体性能。其优势是与客户共
你觉得整个行业是否应对安全措施有相同的关注，还是

关于Wibu-Systems公司
这家私营公司由Oliver Winzenried和Marcellus
Buchheit在1989年创立，目前是全球软件许可市场中
创新安全技术的领军企业。对于通过电脑端、嵌入
式、移动端和基于云的模式销售其应用程序的软件发
行商和工业制造商，WIBU-Systems公司屡获殊荣的综

应对有些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我们目前还处在工业物联网的初期阶段，需要更多努力
来传播这一模式。当新技术开始得到更大规模的部
署，带来更多功能和便利，所有人都会加入到这个行
列中来。但在此刻，还有对安全问题的顾虑。通常情

合解决方案为其数字资产和知识的保护、许可和安全
保障提供独一无二且拥有国际专利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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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icole Steinicke, 总编 World of Industries,
Wibu-System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Oliver Winzenried

工业通讯

况下是在发生事故时才实施安全措

体的方案来刺激工业部门。像DARPA（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

施。而通过智能制造，我们看到在早

项目局）这样的部门拥有强大的军事背景，但他们仍致力于

期阶段就落实了安全框架，从而通过设

研发非军事的应用。欧盟委员会对于他们的“地平线2020”

计或在默认情况下就已经实施了安全措
施。通过设计实施安全措施意味着为设
备配备可配置的安全选项，而在默认情况
下实施的安全措施意味着用户收到的设备
已经配置了某种安全措施，不管用户自己
设置是什么或有什么偏好。

举措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将目光聚焦德国，我们直接参与了
由国家机构资助的几个项目。但是，如果你将这个方面的投
资额与经济规模相比较，韩国显然是在全速前进。
根据一般经验，各国政府应支持研发项目、建立法律框架来
支持工业4.0，并推进标准化，将其作为促进国际合作和自由
贸易的手段。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帮助发展当地工业才能让
本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展望工业4.0，你觉得有什么障碍会导致其无法成功
实施？

你们想在哪些方面积极投入研发？

首先，我认为，柔性生产的概念需要覆盖所有制造业的利益相

我想提两个项目：一个是德国研发部 (BMBF)资助的“IUNO”，

关者。第二个障碍是生产机器相当长的使用寿命，通常情况下

它是德国工业4.0举措中关于IT安全的国家参考标准项目。这

它们能使用二十年或以上。因此，任何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以

个项目汇聚了21个不同的单位（包括14家公司、7个研究所）

及相关的安全增强功能需要在旧有设施和新设施里都能适用。

，主要着力研究由博世(Bosch)、大众（VW）、通快(Trumpf)
和豪迈(Homag)这几家公司定义的4个用例。Wibu-Systems公

你觉得各国政府应起到什么作用？公共部门是否可以支持私

司主要从事安全的远程访问和开发技术数据市场。前者使用

营部门？

了我们具备不同形状因数的先进工业级安全元件，如U盘或
SD卡；后者将基于我们的多供应商数字权利管理解决方案
我的理解是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大国的政府

CodeMeter。我们目前致力的第二个研发项目是“安全插头和

已经在它们的数字议程中纳入联网的

工作”(Secure Plug & Work)，它类似于USB设备即插即用的

制造业。以中国为例，他们推出

概念，通过它可以借助自动配置更轻松地更换机器中的零部

的“中国制造2025”举措获得
中国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的大
力支持。这是一个十年计划，

件，并为流程增加一个安全层。我们的CodeMeter技术借助
OPC UA通信提供安全密钥存储和证书部署，同时也应用于
OPC UA通信。

旨在实现中国全面的产业升
级，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

在这些项目上似乎有很多竞争公司 — 项目是如何进行的？

为技术革新者和产品创造者。

是否每个人在此刻都同心协力？

在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也类似，
我还认为在美国，政府有具

在着手制定标准时，你别无选择，只能与所有的全球巨头协
作，其中包括竞争对手。中小型，甚至大型企业

专访

都需要依靠一定程度的互操作性，标准可确保在
汇聚大量机器的情况下，实现无差错的安全通信。
在共同的基础上（即标准）上开展协作时，竞争
公司有其优势。在实施这些标准以及开发让他们
与众不同的因素时，他们可以单独展示自己独一

专访：Oliver Winzenried在北京工业自动化
展上接受Nicole Steinicke采访

https://youtu.be/6g8tn6k3kNg

无二的长处和优势。这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为什么Wibu-Systems公司参与这些行业举措？

尽管我们参与了很多的行业举措，但我们只专注于与我们的核
心技术价值观相关联的，即保护、许可和安全。工业自动化或
医疗技术的市场非常多样化，每个市场都有其自身的要求和客
户的需求，因此机会非常多，这让我们能了解真实的市场需
求、丰富我们的解决方案，以及达到我们用户的预期。
www.wibu.com.cn/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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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成束、安全引导
Rainer Rössel

拖链可被称为机器的脐带。它为机器零件供应能量、数据和

运动工业机器零件中所用的电缆必须承受拉
力和扭力以及外部影响，如磨损或焊接火
花。虽然拖链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但对电
缆仍有很高的要求。在众多实现这一目标的
设计因素中，其中之一就是将芯线编织成
束，因为这样可以使电缆适合持续运动并兼
容拖链。

介质，并紧紧地随零件运动。运动角度既有单行程，也有六
轴机器人应用。电缆的材料和设计必须完美匹配，确保电缆
可数百万次承受负载，而且不会出现故障或“扭曲”。

通过长期测试确保可靠的使用寿命预测
现实经验证明，高柔性的电缆在拖链运动应用中往往也会很
快达到负载极限。可以预测它们的使用寿命吗？常规的标准
测试，如VDE、IEC或UL，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可靠的
预测只能通过在拖链中的长期测试获得。适用的标准只是通

关于 Igus
该公司是拖链系统和工程塑料轴承的国际制造

过其他方法模拟磨损，并不是直接在拖链中进行，也未参
考电缆材料，所以最终结果无法用于拖链应用
中。为可靠预测产品的使用寿命，运

商。公司采用家族式经营，总部设在科隆，在 36 个

动塑料和电缆专家igus打造出面向

国家或地区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全球员工超过

拖链中运动电缆的最大测试实

2,700 名。2014 年，易格斯在运动塑料、运动应用
的塑料部件上的营业额达到 4.69 亿欧元。易格斯拥
有业内最大的测试实验室和工厂，可通过为客户度身
定制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快速周转时间。关于
Igus 该公司是拖链系统和工程塑料轴承的国际制造
商。公司采用家族式经营，总部设在科隆，在 36 个
国家或地区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全球员工超过

01 编制线束的横截
面：与钢索设计类
似，所有芯线都承受
相同的压力

2,700 名。2014 年，易格斯在运动塑料、运动应用
的塑料部件上的营业额达到 4.69 亿欧元。易格斯拥
有业内最大的测试实验室和工厂，可通过为客户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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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快速周转时间。

作者: Rainer Rössel,
Head of Business Unit
chainflex Leitungen, igus
GmbH, Cologne, Germany

部件和软件

02 在占地2750
平米的测试实验
室中，我们以超
过20亿次测试循
环证明产品的使
用寿命。

验室，占地达2,750平米。我们在这里的58个测试装置上测试

对于更极端的运动，还要使用有更复杂结构的电缆。所谓

产品持续运转的性能。由于可靠性取决于对实际工作条件的

的机器人电缆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中，并需要在弯曲和扭转

精确模拟，测试装置有多种行程距离和加速度或气候条件。

的情况下完成极端运动。特别的阻尼元件可以让芯线在电缆

为测试大型拖链系统，如起重机中所用的产品，我们还有户

内有一定自由运动的空间。电缆缠绕得越紧，扭转电缆就越

外测试点，其行程距离达240米。部件在这里以4米/秒的速

难。特别屏蔽和外部材料还可确保电缆在扭转情况下有最佳

度和8千克/米的额外负载接受测试，总输出长度达25,000

的耐用性。

千米。

计算电缆的使用寿命
展示低温柔性
拖链中所用电缆的使用寿命取决于多种因素，在设计和材料
同样的，我们还在-40°至+60° C的温度循环中测试产

选择中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因此chainflex高柔性电缆产

品。这些改变的测试是在特别改造的集装箱中进行的。

品系列当前有1244种不同的电缆。用户可以自己计算电缆在

不同于将测试电缆缠绕在轴上并一次性降温至测试温度的

指定应用中的使用寿命，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在数据库中汇入

标准冷卷测试，我们是在实际运动条件下以相应的测试温
度检验电缆和拖链。它们必须承受上百万次行程和实际使用

超过20亿次测试循环的成果，这就是igus网站中面向所有用
户的使用寿命计算在线工具的根基。

中会出现的弯曲应力。只有护套上没有裂缝才可以视作通过
测试并证明必要的低温柔性。
测试并非总是在极端温度下进行。客户往往询问电缆能否

照片：01-03 igus

www.igus.com

在-5°C可靠运转。所以，在四年多里，igus一直在提供耐油
的PVC混合物，它具有高耐磨和宽温度范围的特点。这是市
场上的新产品，因为用于拖链中电缆的普通PVC混合物无法
满足这些要求。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温度相对温和，无需使
用更昂贵的护套材料，如PUR或TPR。

避免拉伸和挤压
igus过去25年持续开展测试，并将测试成果用于开发自己品

03在冷室中可模
拟-40°至+60°C的温度

种不断扩大的电缆。除众多新材料外，我们还推出了成束设
计，这类似中钢索中所用的概念。我们通过复杂的流程将
三、四或五条线缠绕成一束，再将多个线束缠绕在一起。对
于大型缠绕结构，线是围绕着去应力元件缠绕的。这样电缆
就可以用于持续运动并与拖链完美兼容，因为每个芯线在内
径和外径上的运动量是相同的，避免内芯被挤压或外芯被拉
伸，这是与层绞式电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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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立体摄像机帮助机器人处
理料箱取件难题
在自动化批量生产中，很多应用只有依靠 3D
数据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难度颇高的
装配流程及更为棘手的料箱取件作业也同样
离不开 3D 数据。能够精准探测到未分类部件
的准确位置，对于机器人实现可靠的料箱取
件来说至关重要。3D 立体摄像机便是此类问
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可快速、精准地捕捉图
像，且成本较低。

3D 摄像机循环时间短、实用性高并且成本低
IDS 公司生产的 Ensenso 3D 立体摄像机在循环时间、实用性
和成本方面，都可以达到机器人可视应用的要求。该工业摄
像机带有一个 USB 接口，是市场上首款同类产品，它不仅将
两个 WVGA 分辨率的全局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和强大的软
件整合到一个非常紧凑的外壳内，而且带有一个红外图形投
影器。投影器将随机点状图形投射到待捕捉的物体上，以增
强或突出不可见或模糊不清的表面结构。这一点起到决定性
作用，因为立体匹配需要识别图像中的“兴趣点”。然后，
两个图像传感器根据立体视觉原理捕捉物体图像。最终，系
统根据三角测量原理，利用几何关系，针对每一像素构建或

在机器人支持的生产中，料箱取件一直以来都是最难执行的

计算出对 3D 坐标。这就意味着，即使外观为相对单色调的

任务之一。要想从网眼托盘或堆叠的料箱中取出未分类的部

部件被放置到料箱中，无需额外的技术工作，就可以产生无

件，机器人必须能够准确探测到物体的形状、大小、位置和

缝并且详细完整的 3D 外观图像。而所有这一切仅仅发生在

排列。所有这些信息对于生成无冲突的机器人路径非常重

几毫秒之内。

要。
当你开始收集 3D 数据时，就会发现困难重重，因为除了要

机器人单元的循环时间小于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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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确性、完整性之外，还必须确保极短暂的循环时间和流
程的稳定性。目前可供使用的解决方案为数不多，且均存在

对于 bsAutomatisierung 公司而言，将 Ensenso 应用在料箱取

一定的缺陷：要么速度太慢，要么无法达到量产所要求的流

件机器人单元中，便可从如此卓越的速度中获益匪浅。该公

程稳定性水平，要么成本太高。

司总部位于斯图加特以南约

60

公里的罗森菲尔德小城

关于 IDS
IDS 图像开发系统公司是一家生产高性能 CMOS 摄像
机（带 USB 3.0 接口）和高速千兆以太网摄像机的跨
国企业。该公司总部位于德国上苏尔姆 (Obersulm)，
并在美国和日本设有子公司，在欧洲和亚洲设有办事
处。在 2015 年，IDS 公司加强了其国际业务，在亚
洲的销售额与上年度相比增长了 17%。公司员工数量
超过 200 人。

机器视觉

(Rosenfeld)，专门致力于开发和制造设备生产和零件搬运领

其他物品看做动态障碍物。软件利用这些信息，并借助来自

域快速准确的装卸系统。其料箱取件单元可以从料箱自动取

生产单元、机器人及其机械手的 CAD 数据生成一条无冲突的

出任意排列的单个部件，并将它们传送到下游的生产流程。

机器人路径。之后该路径又会被传输至机器人控制系统，并

该单元可以实现的循环时间小于 10 秒，这是传统解决方案

加以实施。尝试料箱取件时，可能会由于误差、识别错误或

无法做到的，例如光切法。根据应用和客户要求，该单元可

零件滑出位置等失败。但是通过机械手臂上安装的多个传感

以配置经典多轴工业机器人或线性门式机器人。它们具有模

器以及机械手臂与法兰之间的冲突监控，机器人可以检测到

块化结构，可以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尺寸的料箱，并且被

上述情形。之后机器人会自动选择路线从料箱中退出，再尝

设计为用于一个料箱或多达四个料箱同时使用。

试于其它位置提取零件。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

每个料箱由两台固定安装的 Ensenso 摄像机监控。与将摄
像机直接安装在机器人手臂上相比，这种方式具有两个重要

总结

优势。第一，该系统的循环时间更短。在机器人从一个料箱
中取出部件的同时，另一个料箱中便可启动物件检测流程。

目前为止，由于 3D 计算机视觉的复杂性和高昂的成本，其潜

即使只需从一个料箱中取出部件，在机器人将上一个取出的

力几乎还没有被发掘。尽管如此，来自 bsAutomatisierung 的料

部件放到其它位置的过程中，系统已经开始执行寻找下一部

箱取件单元为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 Ensenso 3D 立体摄像机在

件的程序。

保证可靠性和低成本的基础上实施该流程。摄像机可以通过
USB 2.0 端口轻松接入，其工艺设计也让该产品拥有极具吸引
力的价格。并且，从速度角度来说，Ensenso 远远高于其它解

摄像机的校准简单易行

决方案。除了带有 USB 接口的 Ensenso 的型号之外，该公司很
另一个优势在于，来自不同 Ensenso 摄像机的图像很容易相

快将会推出新款产品，该产品带有千兆网连接，并配有 2 个

互校准，因为摄像机软件经过特殊设计，可以处理多摄像机

e2v 公司的 1.3 兆像素 CMOS 图像传感器。

程序。当同时使用两个或者多个摄像机时，可以同时从多个

照片：IDS 图像开发系统公司

角度获取一个场景，因此可以降低光影、扩大视野范围。当
多个摄像机工作时，N10 软件能够以类似方式传送一个包含

https://cn.ids-imaging.com

所有摄像机数据的 3D 点云。通过调整安装摄像机的数量，
可以对结果的精确度进行调整，以达到图像上的任何要求。
此外，凭借 Ensenso 软件，不仅可以同时使用多个立体摄像
机，而且可以将这些摄像机与传统的工业摄像机结合使用，
例如获取颜色信息或条形码。
最后，Ensenso 软件可以控制两个 CMOS 图像传感器和图
形投影器，并且负责 3D 数据的获取和预处理。因此，帧频
和图像质量都会得到优化，也会明显减少电脑上进行分析处
理时所需的资源。摄像机的工作距离设计为

260

mm

The easy way
of Machine Vision

至

1,400 mm，可以用于可变的图像范围。3.6 至 16 mm 的可用
焦距可以覆盖范围较广的距离和尺寸。不同于其它 3D 图像
处理流程，该摄像机能够以多达 30 帧/秒的帧频拍摄静态和
动态的物体。
lighting

将 3D 数据直接传送出去
除了上述卓越成效之外，Ensenso 还为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系统
集成商提供了另一重要优势。它随时可以投入使用，将 3D
数据传输出去。这就意味着，收到 Ensenso 之后可以立即安
装。唯一需要的剩余工作就是对机器人进行校准，以便能够
配合摄像机使用。这一点利用安装在机器人机械手上的校准
板便可轻松完成。软件通过校准板计算摄像机的安装位置，
机器人的坐标系统中即刻便可显示出 3D 数据。

camera
system

lenses
A perfectly matched system
of machine vision components.
A technology that is innovative, uncomplicated and intuitive. A service philosophy with integrated
specialist expertise that leaves no question unanswered.
Take the easy way of machine vision. With Vision & Control.

拍摄的图像使用 Halcon 11 进行分析。所需的界面包含在
Ensenso 的综合软件包中，同时还包括一个用于 C、C++ 和
C# 的应用程序界面。分析之后，系统将所找到部件的目标坐

www.vision-control.com

标以及料箱中的其他物品转发至软件模块，此时将料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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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工业领域的 RJ45 接插线
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Escha 推出两个新的
RJ45 接插线产品线：一款是带 PVC 线缆并用于
CAT5e 的应用场合，另一款是带 FRNC 线缆用于
CAT6A 的应用
场合，它是用 4
对独立的
AWG26 的线缆
组成并有 6 种
颜色可选（灰
色、黑色、黄
色、红色、蓝
色、绿色）。根据要求，Escha 可为您提供我们
可提供个体长度从 0.3 米到 50 米。新产品线的
特点在于：RJ45 连接器经过工业检验且包覆成
型，可与全屏蔽以太网线缆相结合。该接插线可
用于防护等级达 IP 20 的应用，主要用于接线板
和开关柜。
www.escha.net

实现面板规划、安装和操作的额外
效率
凭借 Klippon Connect 系列产品，Weidmüller 公司展示
了针对高效规划、安装和操作的连通性。接线板和过程
配套服务旨在为面板构建过程的所有阶段提供附加值。
共有两个系列的接
线板可用：应用系
列和通用系列。这
同样适用于连接技
术，不论采用的是
螺纹连接，还是弹
簧连接。螺纹连接
采用夹具或螺栓连
接设计，而弹簧连
接则配备推入式或
耐张线夹技术。基于 Web 的 Weidmüller 配置程序
(WMC) 是一个软件解决方案，通过它可以让选择、规划
和定购终端导轨组件的过程变得更快，从而在整体上提
升工程程序的效率。
www.weidmueller.com/cn/home

智能塑料助力工业 4.0 实现无
故障移动
igus（易格斯）公司的网络化智能塑料扩大预测
性维护的可能性，提升客户的设备利用率。智
能 Drylin 直线导轨以及智能能源链和智能电缆

多传感器、基于棱镜的行扫描相机可感
应短波红外光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能不断地监测
自身，提供故

Jai 公司的 Wave 系列相

障预警。这个

机为多传感器、基于棱镜

名为 isense

的行扫描相机，可感应短

的系列包括不

波红外光 (SWIR)。新型

同的传感器和

WA-1000D-CL 相机是一款

监控模块。通过与 igus 通信模块 (ICOM) 联

双传感器行扫描相机，具

网，可以直接整合到客户的基础设施。Isense

有 2 x 1024 像素和一个 Camera Link 标准接口。该相机基于

能够监控电子链、电缆或直线导轨的使用寿

铟/镓/砷化镓（铟镓砷）传感器技术，这些特殊的传感器可响

命。通过使用系统参数以及测试实验室中数以

应超过 900 纳米的波长，普通硅传感器 (CCD/CMOS) 在这个

千计的测试数据进行持续的距离测量和计算，

波长无法检测到可见光子。该 WA-1000D-CL 能同时获取和精

也可以可靠地预测实际运行中是否能顺利运

确对准 SWIR 光范围中两个不同光谱带的图像，即使物体处于

行。

高速移动中。传感器一会记录 900 到 1400 纳米之间的 SWIR
光，而传感器二会同时记录从 1400 到 1700 纳米的光谱带中

www.igus.com.cn

的 SWIR 光。
www.jai.com/cn

照片: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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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灯提供日光色温的无眩光亮度
Stego 的新型 LED 025 Ecoline 灯以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方式照亮了机柜和面板。维修人员和技
术人员可以从其日光色温且无眩光的亮度（6000-7000 K，120°波束角时 400 Lm）中受益。
真彩色照明确保了完美的视觉，从而保证了安全的工作。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60000 小
时）以及功耗低（最大 5 瓦），使 LED 技术成为机柜和数据机架照明的经济标准。由于集成
了电源，Ecoline 灯可直接与 100 - 240 伏交流电相连。安装
紧凑型的 LED 灯非常简单，可选用螺丝、夹子或磁性装置固
定。最多 10 台的 Ecoline 灯的菊花式链接将帮助照亮更广阔
的应用环境。该灯可选配开关、移动传感器或外部传感器的接
头。
www.stego.de/en

网络化太阳能世界的智能解决方案
由于亚洲、北美和南美的光伏市场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用于
输入功率的逆变器设施被部署到恶劣的环境中。为了响应这一
市场趋势，Rittal（威图）公司展示了在材料、涂层和结构方
面符合非常广泛要求的机柜解决方案。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
TS 8 室外机柜。其框架部分采用不锈钢制成，而门、侧面元
件和顶板则采用铝材。机柜的壁和门为双壁结构，从而确保机
柜内最适宜的气候条件。雨篷和抗紫外线的耐气候防护涂料能
减轻太阳辐射的影响，有助于阻止在机柜内形成凝结。
www.rittal.com

上海工业自
动化展览会
5.1 展厅
展位：A157

工业4.0从传感器或现场设备开始。这些植入
数字网络和物联网中的生产流程提供了基本数
据。凭借其创新传感器和接口技术，德国倍加
福公司已经使生产过程和生产单位形成了交互
智能。
访问德国倍加福公司的网站，您会备受鼓舞。
www.pepperl-fuchs.com/sensorik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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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AT Asia — 亚洲首屈
一指的内部物流展
CeMAT Asia（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于11月1日开幕。该展览是
亚洲领先的内部物流展览会，也是智能供应链和智能物流流程中新产品和新解决
方案首屈一指的展览。今年，该展览会将吸引世界各地的480家参展商，展区面
积约50,000平方米。在主题方面，CeMAT Asia 2016专注于内部物流自动化的逐
渐转变，这个趋势受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技能短缺情况的日益加剧推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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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速增长的沿海地区尤其明显。

Sonja Schirmer, Doris Buchenau, Anette Fröder,
Mario Wüst

通过“中国制造2025”举措，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正迅速实现工业和基础

总编

设施的现代化。展会对自动化和数字化的关注会推动中国对尖端产品和技术的需

Winfried Bauer

求，尤其在机器人技术和完整解决方案等领域，从而为物料搬运和物流公司带来

出版社

新的出口机遇。中国工业的这种转型也在中国创造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并开启了

Vereinigte Fachverlage GmbH
Lise-Meitner-Str. 2
55129 Mainz, Germany

与中国公司深入合作的大门。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对于能接受的投资已经变得更加挑剔，并且如果在中国没有
开设公司，已经越来越难向中国进行出口。CeMAT Asia不仅是销售和技术转让的

企业登记注册号
HRB 2270，美因茨地方法院:
税务登记号：DE149063659

理想场所，也是想要在中国开展出口业务的公司找到潜在经销商和合资伙伴的良
总经理

机。

Dr. Olaf Theisen

通过CeMAT Asia，我们在亚洲为国际内部物流行业提供领先的贸易平台。多年

出版总监

来，我们不断发展CeMAT Asia，与三个平行的展会一起打造亚洲领先的工业盛

印度通讯员

Dr. Michael Werner, 邮箱: m.werner@vfmz.de

会。三个平行的盛会分别是：面向动力传输和控制以及流体技术的PTC Asia（亚

Sushen Haresh Doshi

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面向压缩空气和真空技术的ComVac

Beatrice Thomas-Meyer

广告销售总监

Asia（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以及面向分包和轻量化设计的Industrial

广告销售经理

Supply Asia（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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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尚和生活方式行业的卓越表现

自动导向车，带高容量

在时尚和生活方式行业，Knapp 公司特别注视与其在德国的

Egemin公司的E'gv Compact型自动导向车的设计使得它与其

子公司 Dürkopp F ö rdertechnik 开展合作。通过结合了穿梭

他同类紧凑型装置相比，搬运的重量高出了五倍。这款地面

系统和全新的智能分类拣选方案的系统解决方案（如

运输工具坚固、紧凑的设计方便了标准应用下的运输，例

Dürkopp 公司的 Taschensorter），电子商务和多渠道能够进

如，生产线终端运输，传送

行订单和订单内

带间的货物运输，用作拖车

物品的完整排

或用作准时出货生产的运

序。每个分拣机

输。基础版本是一辆能拉动

模块可实现每小

重达4.5吨的汽车的牵引车。

时最高 7500 个

可选的是E’gv Compact型，也带起重叉和配重，版型更窄些

组件的吞吐量。

或更宽些，作为搬运车辆也带单/双滚筒输送机可用。
www.egemin.com

www.knapp.com

Click to read
previous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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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2025：
具有巨大未来潜力的瓦楞纸板

关于 VDW
VDM — Verband der WellpappenIndustrie（德国瓦楞纸板制造商协
会）的简称，旗下拥有 30 家会员公
司，涵盖德国境内约 100 间工厂。在
2015 年，VDW 会员共售出 75 亿立
方米的瓦楞纸板，相比 2014 年有 2
亿立方米或 2.7％ 的提升。在德国的
街道、铁路和河流上运输的货物有三
分之二装在瓦楞纸板中。德国瓦楞纸
板行业约有 16000 名从业者，他们每
天都致力于提高工业和零售供应链的
效率和可持续性。

由法兰克福 Zukunftsinstitut 公司代表瓦楞纸
板行业 E.V. 联合会完成的研究“供应链
2025”表明，有五个主要的趋势将显著影响
未来的供应链。“新生态”不只是消费者的
要求，也有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实施以获得战
略杠杆。通过“连接

用将变得更加重要，就如方便搬运和为用户提供附加值所起
到的作用那样。
在未来，运输高价值货物的包装会日益起到积极保障的作用，
例如通过传感器和通信得以落实，以便将任何振动和损坏通知用
户。信息的提供也将是动态的。例如，包装将记录产品在供应链
中的路线。包装也将变得对消费者更重要，因为包装的展示在线
下和线上零售领域变得意义重大。
想让瓦楞纸板变成灵活多变的促进因素的需求也呈上升趋

CEMAT ASIA

势。法兰克福 Zukunftsinstitut 公司经理 Christian Rauch 解
性”实现生产和物流的互连。此外，全球化的发展势必拉近

释道：“电子商务领域更高的个性化需求意味着货物运输的

与客户的距离，因此可以更快、更灵活地响应不断变化的需

更高多样性。”若将整个供应链纳入考虑，对包装的需求能

求。“移动性”与此互连，尽管流量不断增加，总体目标仍

够以明智的方式平衡供应链中不同用户的需求。

是为各个城市高效、快速地提供商品和服务。必须考虑的另

在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趋势下，可回收的包装将逐渐成

一个因素是“个性化”，这个因素可确保实施为个人需求量

为一种资源。Rauch 表示：“在未来，包装标准将日益确保

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根据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已具有优良

包装能整合到封闭的产品物流中，以便能以最小的折旧率回

环保特性的包装材料和灵活的结构和构造选择带来了最大的

收或高效再利用。”

未来潜能。
因此今后可对运输包装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包括五个功

照片: Fotolia
加工: VFV, Sonja Schirmer

能：保护运输的产品将仍然很重要，而携带信息的特性与包
装上的信息一样，变得更重要。包装作为供应链推动者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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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靠的穿梭车系统Cuby
胜斐迩穿梭车系统Cuby用于自动存取载重不超过35公斤的料箱和纸箱，系统兼
具高存储密度和高投资回报率的特点，巧妙利用支撑梁作为穿梭车负载操作装置
的导轨体现了这些特性。升降系统可扩展且有双层功能，可实现高性能和紧凑布
局。Cuby能与胜斐迩穿梭车系列的其他系统完美结合，包括双层穿梭车Navette，
托板堆垛机STS以及多层穿梭系统Lift&Run。
您想了解更多关于Cuby系统的高效应用？很简单，请和我们联系，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情前往
CeMAT Asia
与我们会面
W1馆，
A1展位

www.ssi-schaefer.com/cuby-shanghai

我们采访米亚斯物流设备（昆山）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忠先生

自米亚斯昆山2009年成立以来，您是怎样把亚洲业务发展起

在亚洲有哪些主要的市场？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来的？

CEMAT ASIA

答：亚洲地区的主要市场还是在中国大陆，它占米亚斯昆山
答：今年是米亚斯昆山工厂成立的第七年，时间过得非常

每年的80%以上的出货量，其次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

快。过去在中国大陆地区，系统集成商因为找不到伸缩叉设

区，这些地区占米亚斯昆山出货量的10%左右，其他地区如

备供应商，所以伸缩叉设备都是由自己来设计生产，每个系

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也开始和我们接触，

统集成商的生产量都不高，且产品的品种繁杂，产品的质量

拟议从昆山工厂采购伸缩叉和堆垛机设备。除了传统的汽车

等得不到保障。德国米亚斯集团是一家独立的伸缩叉和堆垛

装备和自动仓库物流市场外，伸缩叉现在的应用也在逐步扩

机设备全球供应商，在中国昆山设立工厂以来，一直致力于

展，如：洁净环境下的货物移载、冷冻环境下物流搬

伸缩叉的本地化生产，力争使德国米亚斯高质量的产品在中

运、AGV、冶金高温环境货物取放等，这些都是伸缩叉的新

国工厂得以延续，并通过本土化的技术服务使中国客户在售

应用。

前规划交流的时效性（语言和时差）和出货时间的及时性得
以保障，这样中国大陆及亚洲客户纷纷将伸缩叉的采购窗口
转移到了米亚斯昆山工厂。另外，通过平面媒体广告和每年
一次的CeMAT ASIA上海展览等途径，米亚斯也是不遗余力
地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树立米亚斯的品牌，使米亚斯伸缩叉已
经成为行业知晓度最高、产品认知度最高的客户首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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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亚斯集团
经营总部处于德国慕尼黑，米亚斯集团是有三百位职
工的国际设备制造商，制造仓储和运输技术，提供物
料搬运设备和堆垛机设备。

最新动态

展望未来 – 您觉得 在日渐提高的仓储物流自动化程度的大

在昆山工厂可以生产哪些机器？

环境下，中国市场的未来走势是怎样的？
答：米亚斯昆山工厂是德国米亚斯最新建立的一个工厂，它主
要是面对于中国大陆和亚洲市场。目前昆山工厂可以生产米亚

答：中国市场在未来的5到10年都会有强劲的需求，这是不

斯全系列的伸缩叉和堆垛机，是米亚斯全球第一个既可以生产

容置疑的，预计每年都会有10-15%的增长率。客户的需求开

伸缩叉又可以生产堆垛机的工厂，还可以应客户的要求，生产

始呈多元化发展，无论是物流设备的硬件还是软件都开始了

一些如RGV等设备。米亚斯是一家生产非标专用设备的厂商，

客户的多元化需求。所以我们除了要满足传统客户的需求

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客户需要的各类物流设备。

外，还要为不同客户制造非常客制化的设备产品。近几年，
系统集成商也开始呈多元化发展，市场上也涌现出许多规模
比较小的系统集成商，它们更专注于在某个领域里客户的特

这次参加CeMAT亚洲物流展，米亚斯带来了哪些创新？

殊需求，这样它们会成为这个领域中更专业化的系统集成
答：米亚斯在这届的CeMAT ASIA上带来了新系列的Viper X

商，由于它们规模小，需要我们设备供应商提供更完善的技

系列的产品，此次主要展示的是Viper X1 和Viper X2这两款

术服务和支持。

产品，它们是在过去Viper II和Viper III的基础上做了重新的
设计和功能开发，使它们的零件共用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

这些问题由 f+h Intralogistics 的主编发行人 Winfried Bauer

升，同时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交货时间。每年米亚斯

提出。 照片: Mias Group

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产品和技术，来不断地满足亚洲地区客户
的特殊需求和偏好。

www.mias-group.com/zh/

我们很难在字典里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 斯泰尔在追求卓越品质的这条
路上要走多远.每一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困
难重重, 但是斯泰尔的工程师们依旧迎难而上.在全球, 斯泰尔有 9 家分支
机构,超过 140 家合作伙伴, 我们携手紧密合作. 这就是工程的艺术,这就是
斯泰尔起重设备.

Transnorm和Sovex - 共同致
力于打造高效物流系统

中国目前仍然是内部物流最重要的用户市场
之一。因此德国Transnorm System GmbH及其
位于英格兰的子公司Sovex有充足的理由进一
步加强其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在亚洲国际物
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上，Transnorm和
Sovex公司展示了一系列的产品、模块和解决
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仅用于载重卡车的装
料/卸料流程，而且还能帮助复杂的自动化配
送中心，使企业内部的运输、高敏感货物的
分拣和配送流程更加高效。

由于中国经济今年仍然保持着高增长态势，因此成为了世界上

块和行业解决方案，都能够确保内部物流系统完成更复杂和更
自动化程度的物流任务。
在上海举办的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上，Transnorm集团下的Transnorm和Sovex两家公司将向大家
展示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满足中国以及全亚洲工商领域中各
种行业对高效物流的需求。为了能为客户提供实时服务，进

“自2014年至今，我
们正在不断地扩大在中
国的经营活动，增加
我们的市场份额”
牛总监说

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物流行业得益于此，由于中国的高出口

CEMAT ASIA

率以及政府对强化本国经济的要求，物流行业在新建配送与包
裹分拣中心方面的投入也日益增加。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最终用

一步扩大在亚洲的业务，Transnorm集团在上海设置了办事处

户和供应商对高质量物流的需求：及时和准确配送。特别是现

并任命Nathan Niu 作为新的中国区销售总监。“随着我们在

在中国网上交易的蓬勃发展，产生了极其大量的包裹。

中国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拓展，我们将会更加贴近我们的客

内部物流能够为配送中心创造更高效的流程，对满足供应链的

户，用我们的技术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愿望。此外，由于交

需求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使用SOVEX公司的伸缩式输送机

货时间的缩短、备件的快速供应以及全面的服务和维修，客

进行载重卡车的装料和卸料，还是Transnorm公司的输送技术模

户也将从中大大受益，”Niu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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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orm和Sovex同舟共济。
随着配送与包裹分拣中心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对以客户为导向
的解决方案的需求也在攀升，而解决方案在性能和质量方面必须
符合最高标准的要求。因此Transnorm集团的技术解决方案要能完
全适应日益数字化的工业 4.0 的要求。
TransnormM在集成商和最终用户中以其能够完全满足要求
的模块产品和以分配和输送为重点的解决方案而著称。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Transnorm知名的转弯式皮带输送机以及
SmartSort分流器以及倾斜式转弯皮带输送机 (图 01)。解决方
案的制定始终坚持与客户共同携手开发设计的宗旨。
通过Sovex的伸缩式输送机，我们以理想的方式将产品组合
进一步扩大到了上料和下料领域。例如：在人体工程学和灵
活性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Bendy Boom伸缩式输送机。该产品

01 Transnorm集团的输送和配送技术构件是包裹分拣中心分
拣输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通过与知名的包裹分拣客户共同合作开发并且以理想的方式
展示了Sovex和Transnorm两家企业的企业文化的共通共融。

的方式，使得自动化程度逐步增加并且与当前的流行趋势理

此外，企业共同拥有的客户现在也能够在伸缩式输送机领域

想匹配，最终为互联的国际供应链添砖加瓦。Transnorm公司

从Transnorm集团全球销售和服务网络中获益。“这将对我们

的创新原动力来自不断增长的对网上交易的要求，配送和包

在中国的业务活动产生积极影响”，Niu深信。

裹分配中心对无差错分拣和快速发货的要求以及系统高效运
行的要求。

世界范围的高性能标准的内部物流

Transnorm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极高的使用寿命和性能以
及在输送高敏感性货物、容器、纸箱时的可靠性。模块和子

通过为内部物流系统量身定制的产品，Transnorm在质量、可
靠性以及维护友好性方面再次满足了极高的要求。通过这样

系统集成过程十分简单，因此确保了系统能够很快上马。
通过Transnorm集团旗下子公司Sovex的伸缩式输送机，得
以理想的方式将产品组合进一步扩大到了上料和下料领

关于 Transnorm
Transnorm 是一家国际领先的制造商，专门生产用
于货运的高性能模块，集装箱和纸箱传送系统，以及

域。Sovex的伸缩式输送机主要用于包裹分配和配送中心，
能够达到15米的长度，可用于运输过程的装料和卸料。相
对于纯手工作业，伸缩式输送机能够提高30%的工作效率。
将移动伸缩式输送机是对固定伸缩式输送机产品组合的补

包裹和机场行李流动系统。此外，利用这些产品为各种

充，通过与移动式滚筒输送机相结合，能够迅速组装成一条

终端用户提供的物料输送系统方案被广泛应用于多种行

可快速安装的临时性输送线。(图 02)

业。根据 Transnorm 的信息，它们是曲线式输送带领域
的世界领先制造商，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除了德国哈尔苏姆的总部，公司还在美国和马来西亚设
有生产基地，并在全世界都设有办事处，最近成立的就

图片：Transnorm

www.transnorm.com

是上海办事处。如此广泛的网络结构使得如配给中心、
机场或包裹和邮件分发点这些全球活跃的系统制造商得
到可靠的支持。
Transnorm在全球拥有约550名员工，目前产生的销售总额
约1.1亿欧。Sovex自2015年起并入Transnorm公司。

02在配送中心，移动滚筒和伸缩式输
送机的组合使用带来很高的应用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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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aflex（艾富来）中国：
面向未来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作为一家快速门制造商，Efaflex（艾富来）一
直秉承客户至上的理念，因此为了更好地满
足中国客户的需求及中国市场的要求Efaflex成
立了安富门（上海）工业门有限公司。年
初，王晟雪女士担任总经理，她有着十几年
在德国工作和学习的经历，擅长高端品牌营
销以及销售网络的规划和组建。她很欣赏德
国企业的可靠性、创新能力以及工程水平。

通过其专业的贸易伙伴，Efaflex（艾富来）已在中国市场发
展了15年。从 2016年1月起，中国子公司开始对经销商伙伴
提供本土支持，从而为现有和潜在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比
如销售咨询、安装和售后服务。总经理王女士说道：“我们
注意到，满意并且具有代表性的终端客户的数量正在急剧增
长。通过Efaflex（艾富来）中国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公司的战
略活动。”（见图）

中国：快速门具有最好的前景
关于中国的快速门市场，现在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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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可以确切说出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但根据业内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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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对快速工业门的需求量非常大。虽然目前快速门的优点
在中国还没被广泛认识到，但王经理对此持有很乐观的态
度，她说:“这种状况会在今后几年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中国
特别是物流和食品行业对快速门的需求将大幅增长。”

挑战：客户期望与品牌保护
“与全世界的客户一样，中国的客户也期待好的性价比、短交货
期和快速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服务”，王经理这样描述中国现
状。“此外，在中国市场，对于高质优质产品，比如我们创新的
工业门，品牌保护仍然是一个重要话题。”

关键因素：政治和法律
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受到政府的调控，所以新的法律法规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出于这个原因，
每个企业都需要准确了解相关法律和标准”，王经理表示
道，“在中国，对门制造商来说重要的是要了解

GMP和

王经理：“通过Efaflex（艾富来）中国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公
司的战略活动。”

ATEX认证的相关标准。政府希望食品安全与医药质量不断提
高，这自然为我们开启了新的视角。”

的一个拳头产品冷冻门TK 100已经在中国市场合法注册并以
立足。对此，我们准确掌握法律法规、社会发展和行业趋

增长动力：质量与面向客户

势。此外，为了Efaflex（艾富来）能够长久地稳固潜在目标
群体和建立持久的稳定市场，我们将更多地参与行业活动。

“凭借个性化咨询、定制及满足特定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和
时间和降低成本，我们做了长期规划”，王经理这样解释道

投资组合：为迎接未来中国的挑战，提供解决
方案

Efaflex（艾富来）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我们的品牌和我们

王经理认为只要能够时刻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Efaflex（艾

对质量的严格把控，我们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缩短物流

富来）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将会很乐观，她说道：“巴黎的气
候保护协议通过后，环境保护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另外工

关于 Efaflex
来自德国布鲁克堡的 Efaflex GmbH & Co.KG（艾
富来）公司是快速工业门和安全系统领域领先的创新
者之一。该公司为工业领域生产高度隔离的外部建筑
门，为制药、化工、食品等行业生产内门、门系统，
并且为特殊应用和停车系统生产快速门。公司在五大
洲约有 1000 名员工，2015 年的营业收入为 1.11 亿
欧元。2014 年，Efaflex GmbH & Co. KG 举办了成立

业4.0也正在大力推行。凭借高能效产品、客户个性咨询服
务和全面的定制解决方案，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满足眼
下以及未来的市场要求。出于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国客
户将认识到工业快速门的优势并做好了投资符合未来要求和
需求的产品，这从长远来讲，对所有人都有利。
Efaflex（艾富来）及其中国子公司和王经理为这一良好发
展趋势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图片：Efaflex（艾富来）

40 周年的庆典。
www.efaf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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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电机技术——更低能耗，更强动力

永恒力推出了新一代窄巷道叉
车——新型EKX 514-516电动拣
选车/三向堆垛车，其亮点在于采
用了全新的电机技术以及
具有专利的减震系统。

永恒力全新的电机技术代表了EKX 514-516系列的核心技术，

行，不会使能量浪费在转子上，令能量损失减少一半。现场

可以将1600公斤的货物提升至17.5米的高度。对于永磁同步

试验表明，在相似的操作条件下，例如速率、转速和距离相

电机的市场首秀，永恒力就已将同步磁阻电机的高性能和节

似时，与装有异步磁阻电机的同款堆垛车相比，配有同步磁

能性与三相异步电机的成本和维护优势结合在了一起。

阻电机的三向堆垛车可节能高达44.8%。
与之前的型号相比，通过减少一半的能量损失，能效从90%

同步磁阻电机提供更高的效率

猛增到了95%。此外，转子不会发热，所以也不需要风扇。
另外，新技术还保留了交流技术相关的所有优势，包括良好

同步磁阻电机的主要优势在于同步驱动比异步驱动具有更高

的可控性、封闭的系统设计、安静的运行模式、低磨损以及

的效率。国际效率（IE）评级标准表明电机的效率等级范围

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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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IE1（标准效率）至IE4（超级效率）之间。在IE3等级的

同步永磁电机还拥有更多优点，比如较高的扭矩、紧凑的

EKX 514-516系列中，同步驱动不需维护，可以提供尽可能高

设计和较低的惯性矩。最重要的是，不使用永磁体，可令此

的电机效率，使他们在产品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凭借这个

项技术更加物美价廉。

同步磁阻电机，永恒力设立起了一个能耗更低、作业时间更
长、马力更大的新标杆。

通过实现工业叉车最低能耗值，永恒力现在已满足了欧盟
2009/125 / EC生态设计指令的各项要求。该指令设立了“能

到目前为止，异步电机仍然装有感应激发式的铜制转子。

源产品生态设计要求框架”，日后将纳入各国法律之中。尽

然而，这种结构会导致转子消耗掉部分能量。永恒力为全新

管针对叉车行业的框架实施措施还没有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界

的同步磁阻电机开发研制了一种全部由穿孔金属板制成的转

定，但现在的标准已经在预见范围之中。与之前的技术发展

子。这一创新意味着电机能够在没有线圈或磁铁的情况下运

水平相比，很明显可以看出，相关要求很可能进行收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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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电机技术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另一方面，仓库运营商
的管委会成员Oliver Lücke博士表示：“客户对能效和可持

永恒力集团（Jungheinrich）
简介

续产品的需求正呈现上升趋势。利用我们自己的叉车产品，

永恒力集团是世界顶尖的工业车辆、仓储技术以及物

我们能够帮助客户更快地达到他们内部的二氧化碳减排目

流技术的供应商之一。恒力集团位于德国汉堡，作为

标”。

内部物流领域制造服务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为客

已越来越关注能效以及成本节约情况。永恒力公司负责工程

户提供一整套产品支持，包括叉车、货架系统、服务

减振有助于实现安全、安静的提升操作

和咨询。永恒力股票可以在德国的各个证劵交易所交
易。

另外，永恒力还与新叉车系列一起首次展示了专利性的减震
系统。当叉车在不平坦的地面上运行时，在可选的Floor Pro
加强模块中，减震器能够明显减少门架和驾驶室的侧向震

提供了额外的自由度，从而分离了一部分质量。即使行驶在

动。即使在不适合窄巷道叉车运行的路面上，Floor Pro不仅

专为前移式叉车设计的路面上时，窄巷道叉车也能在10米的

能够使行驶更安静，速度提高30%，还能提高叉车的安全

高度上进行安全有效地作业。

性、驾驶舒适性以及作业量。此外，该系统在降低维护成本
的情况下，对所载货物和叉车本身也能起到保护作用。“其

一次充电、两班受益

基本设计原理与建设抗震高层建筑所采用的附加质量共存惯
性的方法相似。在本设计中，与高层建筑的主要区别在于本

除了全新的电机技术和有效的减振功能，堆垛车还拥有先进

设计会利用叉车的自身质量，而不是附加的额外质量”，永

的控制技术和高效的能源管理功能。由于EKX 514-516系列使

恒力窄巷道叉车产品经理李晓雯
解释道。本设计结合弹簧减
震系统，在驾驶室与货
物载体之间

用高强度钢实现了轻量化设计，永恒力已设法将重量大幅降
低了150公斤。在这种情况下，永恒力保证三向堆垛车充电一
次便能在两个班次内完成最具挑战性的各项操作——充分印
证了叉车的高效性。同时，这还意味着更换蓄电池、充电
站、与蓄电池更换相关的昂贵设备和人力成本已经成为了过
去。
更重要的是，EKX 514-516系列具有多个流程集成模块，包
括提升叉车灵活性、让叉车速度更好地适应仓库拓扑结构的
RFID叉车定位跟踪模块。叉车还提供冗余高度和距离测量功
能以及物流通信接口，例如叉车可以与仓库的管理系统和车
载控制系统进行通信。仓库运营者也可以通过可选的永恒力
仓库导航系统半自动地驾驶堆垛车到达目标，可获得高达
25%的性能提升。
加上额外2 x 100mm的前伸距离后，可选的Sideshift Plus侧
移加强也属于一个新的功能，该模块在窄通道中提供更大的
安全距离。以感应导向模式运行时，该模块还能提升运行速
度，同时还能简化货物的搬运。通过结合智能辅助系统与创
新同步磁阻电机，永恒力在提升能效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为叉车的生产能力设立了新的基准。永恒力物流系统业
务副总裁朱佳先生称：“即使人们对新技术的期待已经很高
了，但实际上该技术还是超过人们的期待。同步技术的巨大
潜力必将会用到其他叉车上，帮助我们提升在节能领域中的
领先地位”。
照片：永恒力

www.jungheinri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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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物流”需要增值供应链的持续数字化
成熟的旧供应链早已发展成由消费者控制的
需求链。大数据、预测分析或智能物流 (4.0)
等技术不断发展，为切实地实现各种半新商
业模式的具体解决方案创造了条件。

在所有层次实现实时的数据透明
通过最先进的控制中心掌控现代物流中心。基于仓储管理系统
的众多信息，Witron 设计开发了一套主控软件，该软件通过大
量内部和外部的系统接口为操作员自动提供行动和操作建议。
通过该软件，可在所有配送渠道实现数据透明，达到智能采购
和库存优化的效果，并且对所有内部和外部仓库地点，一直到
供应商场所存储的物品实现全球库存管理。该软件还可对所有

横向和纵向数据透明度是在需求链中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

仓储流程进行整体预测，——从下单、配货到发货，对每个环

这对于快速响应需求的变更或适时预测潜在的发展起到决定

节的人力需求和班次情况都有相应的优化措施。

性作用。集成数据透明度的先决条件和整个物流增值供应链
的数字化早已确立。
作为总承包商，Witron 对于项目的设计、IT、控制、机械

在未来，Witron 将为客户提供甚至更详细的预测和决策流
程的依据。影响：仓储管理系统 (WMS) 将不仅集中在纯内部
物流，而且也着力于客户的整个业务流程，例如，路线调度

构成、维护和系统运行负全责。凭借近 45 年的市场经验和

的智能和动态整合。此外，WMS 能获得购买/销售系统的深

2000 多个实现的项目，该公司洞悉许多行业领域的横向供应

层信息，并确定当前或历史仓储数据的评估值。它还具有营

链。由于 Witron 在开发和整合仓储管理及控制软件上的深厚

销活动和处理退货的相关信息的访问权限，用于评估对物流

渊源，公司还对纵向供应链有广泛的了解：从 ERP 系统，到

的所有可能影响。

WMS、WCS、PLC、机械、驱动器，一直到传感器和执行
器。

产品、机器和系统之间的直接和集成通信

所积累的信息将构建一个“透明的物流中心”，其拥有海
如果高度动态的 Witron 配送中心以符合逻辑且拥有 IT 支持

据库。但是，对所有可用数据的快速和正确解读也会产生其

的方式与所有产品、领域和元素（从下单到发货）相连接，

他影响：为通向自主控制的系统铺平了道路。影响：在各个

通过它可实现实时优化的订单处理，大部分时间无需工作人

层次和所有领域实现物流流程一致的高度优化。

员干涉。

CEMAT ASIA

量的相关数据，Witron 的客户都将受益于这个庞大的知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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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流动

其结果是一个“流动的”物流流程：如果主数据、出发时

将产品输送到托盘 AS/RS 上时，输送带系统会自动调整输送

间、门店布局、机器或框架条件出现改变，订单处理或优先

各个产品的速度，例如，由此确保瓶子不会倾斜。仓储管理

次序将以灵活自动的方式实时发生改变。这个构想的核心是

系统通常知道某个箱子在仓库中的实际位置。另外还可以通

整个系统中涉及的所有单位和/或相关方（如机器、SKU、门

过各个箱子的产品图像直观地核实。为了方便门店的配货，

店、运输）直接彼此关联和相互通信，并且动态更改能以分

包装设备会以正确的顺序从 AS/RS 送到 COM 机。如有必

散的方式实时流入流程。 下面以 PET 塑料瓶的处理为例，显

要，在收到订单托盘或物流台车上的指定位置前，可根据各

示了“独立控制和集成通信”的物流流程： 在自动仓储前，

家门店的布局自动重新调整。

系统不仅会检查进货托盘的完整性和质量，而且此时物流系

由于对其他产品来说，瓶颈不是稳定的仓储位置，OPM

统已经知道这是便携的产品，还是大体积的产品，是可以全

系统通过主数据和堆叠算法知道，首先需要在瓶子上放置

自动拣选物品，还是必须人工拣选的物品。根据现有的客户

纸滑板（图）。然后，将会准确地拣选其他产品。之所以

订单，系统已经知道接收区域的产品目前是处于快速移动中

无差错，是因为通过传感器技术监控整个系统，以及将各

还是缓慢移动中，会相应地完成高架仓库中的仓储。如果

个产品的物理位置和质量与理论的堆垛设计进行永久性对

ABC 曲线发生变化，新的优化将即时生效。随后，将按照需

比。

要将物品提供到 OPM。

流程控制下的产品处理会在发货区继续。自动发货缓冲器
通过重力输送机以正确的装载顺序及时为车辆司机提供订单

永久控制

托盘和订单物流台车：通过装货区的计算，根据装载体积和
拖车允许的负载能力进行最优调整。车辆司机送回的搬运

对于 Witron 的解决方案，即使单独的 SKU 也能直接与物流

箱、托盘和物流台车等“空置容器”将自动返回到物料流，

系统和相应的机械元件进行通信。在卸垛和分离处理的过程

根据需要进行清洗，然后在实现最佳数量的内部物流循环中

中，产品会根据需要“处理”的参数“发出信号”。例如，

等待返回。

卸垛机知道接触压力的最大强度，以及力学系统知道产品是
否需要放置或未放置到托盘上等。

物流中心的核心元素现在是并且将继续是订单配货流程。
这正是数据一致性提供高度优化潜能的地方。配货流程首先

这里您能看到我
们最快的堆垛起
重机在工作

我们称之为“动态仓储”
DAMBACH Lagersysteme GmbH & Co. KG, Hardrain 1, 76476 比施魏埃 德国
电话 +49 (0) 72 22 9660-0, www.dambach-lagersysteme.de
info@dambach-lagersystem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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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U 与机器的沟通：通过纸滑板提供额
外的托盘稳定性

进行前述模拟，根据工作量和订单结构确定必要配货能力。

Witool。因此，Witron 的数字端到端策略没有在发货区结束。该

数据模型还包括发货、路线调度和拼车管理。在考虑了所有

软件还包括集成的维护处理功能。此外，在服务和维护领域，已

影响因素的预测分析后，配货流程会以流程控制的方式得到

有迈向自主学习系统的明显趋势。即建立广泛的数据池、通过现

整体优化和处理。

有数据优化流程、基于可用数据和流程确定趋势，以及根据这些

这意味着：人力需求、班次计划和机器运行时间将由系统

趋势为维护团队创建确切的行动建议。Witool 实现了所有服务和

定义，并且从高架仓库对各个子系统的补给将得到控制。同

维护任务的整体透明度：组织基于高效的运行数据注册的前瞻性

时将会考虑订单的优先顺序和订单的开始时间。在配货工作

和预防性维护，对整个维护团队进行资源管理，完成专业故障排

站提供数量合适的运货车辆。另外还会执行工作负载均

除、备件管理、健康和安全建议等。因此，Witool 代表高成本效

衡——可用于把高峰订单分配给可用的拣选资源。所有前瞻

益、成本控制、效益和节省时间，同时还具备实施简单和方便用

性分析都是动态的：如果影响因素和框架条件发生变化，系

户操作的特点。通过灵活的云托管模式和开放式接口，可在各个

统将基于新的定义立即独立优化流程。

维护区域顺利实施。对于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移动应用优

无论是涉及便携物品、按件分拣、按箱分拣、大体积产品
或温控产品，自动或半自动配货会以动态、方便门店和基本

化了最重要的对话框。自有服务器和现场的数据库基础架构或特
殊的专业技术知识不再必不可少。
由 Witron 执行维护任务的基础是基于风险的维护 (RBM) 和以可

无差错的方式完成。
这一点可通过非常高效的堆垛算法来确保万无一失：根据

靠性为中心的维护 (RCM) 策略。用户自行决定是主动还是被动更

物品的主数据和客户需求为每个订单生成最佳堆垛设计。基

换零部件来恢复支持：哪里的成本上升较高 — 由于零部件消耗（

本上，“智能”堆垛算法会不断收到与具有成本效益的配货

主动），还是由于停机时间（被动）。此外，通过与智能分析功

相关的所有数据和因素总和 — 这不仅是 SKU 和门店规范，

能相关联的完整网络和可用的运营数据、生产规划、机器数据和

而且是涉及运输的标准。例如，如果它涉及“长途”运输，

资源规划支持自动创建维护计划，定义最优备件要求，并且员工

拖车必须行驶很长的距离，着重点在于装得非常密集的托盘/

可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直接接收他们的维护工单和系统支持。

物流台车，以节省运输成本。如果是“较短”的旅途，则更

照片：Witron

侧重于“方便门店”配货。这里还涉及：如果参数发生变
化，系统将根据新要求自动优化。

www.witron.de

模拟流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整合。Witron 的不同业务模
式的捆绑和整合通过不同子系统的高效订单整合和使用所有
协同作用整合到一个客户订单来生成。因此，Witron 设计的
解决方案可通过来自一个中央物流中心的相同物流模块实现

CEMAT ASIA

门店业务的处理、多渠道业务，以及在线业务。

关于 Witron
Witron Logistik + Informatik GmbH 是 1971 年由
工程师 Walter Winkler 成立的德国公司，公司的主营
业务是为贸易和工业领域规划、实施和运行自动化物
流处理系统。该公司提供从信息的单一来源和控制技

Witools 优化服务和维护

术，到机械施工和生产的解决方案。公司总部设在德
国帕尔克斯泰因，年营业额为 2.65 亿欧元（截至

运营商需要投资保护。这意味着特定行业领域的系统必须能以一

2013 年），员工约 2000 名。这家德国公司在荷兰、

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的频率运行 25 至 30 年。为了确保满足

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均设有分公司。

这些高要求，Wi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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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实用服务管理软件

欢迎加入内部物流、运输物流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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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模块化系统提供客制化企业内
部物流解决方案
企业内部物流行业正在全速进入自动化时
代。不仅如此，工业 4.0 的出现将所有相关
人员、系统、设备和产品都融合到一个动态
网络中。这就使客户可以更好地组织和管理
他们的物流价值链。伯曼集团推出一套模块
化的标准化理念，针对客户的不同任务为其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由于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流程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企业内
部物流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尤其是自动化技术不断向前推
进，”伯曼集团自动化负责人弗朗茨-约瑟夫·克莱格瑞威
(Franz-Joseph Kleigrewe) 表示。通过这种方式，人工流程可
以得以优化，并且促进人机之间的协同效应。“自动化技术
是技术开发和进步的关键，”克莱格瑞威相信。
自动化系统的开发流程中涉及到三个同等重要的因素：以
客户为导向、创新和标准化。如果把以客户为导向作为重
点，结果通常是客制化的解决方案，很难再将其用于其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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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流动

可以产生竞争优势，但也会伴随增加成本和推迟期限的风
险。不过有一点相当明确：没有创新的项目，就没有进步。
在意识到潜在风险的同时，我们必须定期开展这些创新项
目，进而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标准化解决方案的流程则大不
相同。由于已经经过试验和测试，客户拿到的是一套物美价
廉和功能可靠的系统，并且在短时间内可以上线。

标准化和客制化兼具
这其中可能蕴藏着艰巨的挑战。客户的要求可能非常特别。
每个行业都各不相同：从非金属矿物加工到化学和采矿行
业，从企业环境绩效服务 (CEP) 到机场，我们需要提供截然
不同的解决方案。此外，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工厂的标准
也各不相同。伯曼集团因此利用模块化系统打造出了客制化
的设备和系统：融合机械、电气和软件的机电一体化模块可
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调整。

01 凭借模块式单元，回转式包装机

fillpac 具有高度综合性

关于 Beumer
伯曼集团是全球范围内企业内部物流行业领先的制造
商，其业务范围包括输送、装卸、码垛、包装、分拣
可配送。并购了克瑞斯普兰公司 (Crisplant a/s) 和印
度 Enexco Teknologies 有限公司后，伯曼集团在全球
拥有约 4 千名员工，年营业额达到 7 亿欧元。伯曼
集团旗下公司、经销商遍布世界各地，为全球不同行
业的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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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专为建筑材料行业所设计的装袋系统。用户可以将其
灵活地整合到现有的包装线上。该公司可以根据项目要求提

03 包装线可以
装备来自 stretch
hood 模块系列的
包装机

供不同的设计。“我们提供的这种装袋系统还可以配备专用
的电子称重系统，同样源自我们的模块化系统，”克莱格瑞
威解释道。该系统可以确保装袋称重的准确性。依照不同的
应用场合，伯曼提供回转式或直线式装袋系统，并且配备卸
袋线、上袋装置，以及用于装载材料和运输散料的不同数量
的装料口或装料器。作为系统供应商，该公司提供两种专门
针对建筑行业的码垛解决方案：paletpac 和 robotpac 系列，
可确保高效码垛包装完毕的料袋。凭借模块化系统，这两个
产品系列还可与其他功能相互组合，比如料袋和空托盘运输
系统。根据产品的特点，paletpac 可以配备直杆式、夹钳式
或双皮带式转位装置，可迅速且温和地将料袋旋转至所要求
的位置。高容量包装系统 Beumer stretch hood 提供高效的解
决方案，能够迅速且安全地包装码好的垛件。在此，伯曼同
样提供不同的设计，并且同时结合多种综合性特性。

分拣和配送 — 客制化
从邮件或包裹服务供应商、到机场，再到食品行业，不同应
用场合对分拣和配送技术的要求大相径庭。特别是邮件和包

客户需要的是一套流程，
不是一个系统

裹服务供应商，其配送中心的物料输送技术变得日益复杂。
因此，分拣和配送系统也必须能够处理日益复杂的任务、适
应各地不同的条件。在此，高效的流程至关重要，只有这样

弗朗茨-约瑟夫·克莱格瑞威，
伯曼集团自动化的负责人

才能确保迅速地将包裹递交到客户手上。伯曼集团提供不同
的解决方案，包括交叉带分拣机、翻盘式分拣机和 E 托盘分
拣机。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这些系统还可以配备其他模块
及模块单元中的特定功能，例如扫描仪、喂料装置、不同的

“企业不再仅仅希望运行一台设备，他们想要一个流程：一

传感器和卸载系统、天平及数据仓库系统。

个相互协调的系统组合，”克莱格瑞威发表了他对市场需求
的见解。因此，装料、包装和码垛的解决方案也应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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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伯曼集团提供的伯曼 BEUMER fillpac（生产线包装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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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双皮带式转位装置：带式输送机的不同的速度可以确保
能够温和地旋转料袋

www.efaﬂex.com

最高品质的门
高速、安全和值得信赖是
EFAFLEX高速安全门无可比拟
的品质。它拥有世界领先的专
利技术并在全球一直占据技术
引领者的地位。

04 融合机械、电气和软件的机电一体化模块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调整

EFAFLEX高速安全门为物流提
供高效和安全的解决方案。

程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便是在供应链中

来自模块单元的软件

构建一个智能网络。“要想在工业 4.0
伯曼集团开发出了模块式 BG 软件套件，

中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开发出强大、互

让用户能够以最佳方式持续控制物料流。

联的传感器和执行器。但是，这样一个

客户可以根据自身的要求定制软件套件。

网络必将导致物流价值链中产生数量庞

其它公司的产品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整合其

大的数据和元数据，”克莱格瑞威解释

中。用户随时可以对该模块化解决方案进

道。另一个因素就是全球化：数据管理

行扩展，并进一步优化其物料流。流程数

现在分散于不同的地点、国家甚至大洲

据及流程报告将显示在 BG Fusion 用户界

之间。在工厂自动化中，横向和纵向界

面上，该用户界面与所有程序兼容。用户

面可能很快成为成本动因。“云计算为

无需在应用程序间进行切换就可以获取所

数据储存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技术基

有数据。BG 软件套件也可以在移动设备

础，”这位自动化专家说。这种服务可

上使用，例如平板电脑。

以替代或扩展现有的结构。与传统的服
(BG

务器解决方案相比，云计算能够让你处

WCS) 模块，您便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将

利用伯曼集团的仓储控制系统

理明显更大的数据量。另外，实时数据

BG 软件套件连接到仓储管理系统或客

可以和历史数据进行同步。目前，专家

户的 ERP 系统。伯曼集团通过这种方

们正在开发云服务的统一界面。

式确保用户的不同控制层级之间能够进

该软件界面标准 OPC（统一架构）有

行通讯。作为一站式供应商，伯曼集团

助于在公司所有的系统之间获取数

能够在不同的独立系统之间建立智能连

据。“它能够满足工业 4.0 中数据通讯

接，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的流程和库存控

最重要的要求，”克莱格瑞威说。该标

制系统中。客户通过一家供应商便可满

准让装置、控制器和程序之间的通讯成

足全部需求。

为可能，无需考虑单独的驱动程
序。OPC（统一架构）可以直接整合到

工业 4.0 — 高期望

装置、传感器和控制器中。即使不同标
准之间相互不兼容、来自不同的地区，

“网络和自动化领域的增长带着我们一

也能进行数据传输。

步步靠近 4.0，”克莱格瑞威认为。工

将来会是怎样？克莱格瑞威有一个明确

业 4.0 旨在融合大量的人员、信息技术

的概念：“配送中心的所有流程将会全自

系统、自动化组件和设备，以创建内部

动运行，从下单到交货，全天候，一周 7

高度互联的系统结构。客户可以显著提

天。这将完全改变客户需求，并且我们正

高其对物流价值链的组织和控制水平。

在经历这种改变。”

系统、设备和产品的控制必须在横向和

照片：伯曼

纵向上都整合到动态的通讯网络中。这
将在整个物流价值链中形成一种数字工

www.beumergroup.com
安富门（上海）工业门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
399号 · 龙之梦雅仕大厦8楼820室 · china@efaﬂex.com

自动识别技术愈加智能

德国Vitronic视觉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的销售
经理Torben Posert（图
中左侧）与f+h
Intralogistics杂志出版
人Reiner Wesselowski
进行交谈

f+h Intralogistics杂志与来自德国Vitronic视觉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物流自动化销售经理
Torben Posert对有关数字供应链中的自动识别
技术进行交谈。

刚才您提到的日益增加的大数据、内容和系统间的互联是工
业4.0，准确地说是物流4.0的首要任务。在这个背景下，您
能说说自动识别系统的潜力在哪吗？
自动识别解决方案在数字化整合中发挥关键作用：自动化和
基于图像的阅读系统不仅涵盖所有的包裹或者托盘客户以及

供应链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要求日益增加，同时要求更高的透
相关项目数据，而且相关的软件也互相联网。这些是实现高
明度。自动识别技术对软件和硬件有哪些技术要求？
效物流的根基。而新型的客户定制服务的实现，比如说当日
物流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特别是对国际物流公司。软
达、物流追踪以及按需投递也以此为基础。
件架构必须能反映这一点，系统能够将所有站点连在一起。
我们的自动识别解决方案不仅能够确保高效、无缝的数据采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集，而且可以将所有的压缩图像信息存储在一个全球化的归

照片: f+h Intralogistics

档系统中。客户可以进行有针对性地评估，最终建立起更高

www.vitronic.cn.com

的透明度。自动识别系统的组件将更加智能，并且能够在更
高的传输速度下通过集成解码来实现最优的数据读入。

关于Vitronic

CEMAT ASIA

当前的这项开发工作对您的公司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一方面来说，软件开发设计必须能在全局不同位置间彼此
通信，同时数据和内容在此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系统和
专用硬件的不断发展将会给客户带来更多的透明度。该系统
将会日益智能化，内部的互联将会愈加紧密。例如，我们的

Vitronic公司是工业机器视觉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
该集团公司由所有者自行管理，为快速发展的工业自
动化、物流自动化和交通技术等行业开发创新产品和
定制解决方案。
自1984年创立以来，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四
个大洲约有800名员工。Vitronic通过在北美、欧洲、
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子公司，以及全球销售和服务合作
伙伴网络向国际客户提供支持。

新相机Vicam 3S便对此予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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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智能SAP连接实时获得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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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Vorwerk & Sohn集团的成员，Vorwerk
Autotec公司专为汽车行业研发和生产优质的
底盘轴承。生产中使用的物料及其加工是我
们的主要关注点，但是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实
时了解生产状况。

在世界范围内，许多知名汽车制造商都依靠Vorwerk & Sohn
提供的优质产品。作为悬挂技术、系统组件和材料领域业内
领先的革新者，该公司为客户提供了超前的解决方案。汽车
制造商的需求为公司设定了基准。
车体过渡和直通元件、通风管或液体管道都是Vorwerk
Autotec公司的产品。这些组件在德国、中国和波兰生
产。Vorwerk Autotec公司的生产过程尚未得到完全优化。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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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为只能获得生产过程中一部分实时数据，无法全面了解当前
的生产状况以及过程数据。活动和物料库存记录的处理已经
延迟。
通过连接MES平台（即与德国Serkem GmbH公司进行合作），将135
台机器的生产数据实时收集到SAP ERP，让这一切得到改变。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更有效地利用这两个系统的能力。除

关于Serkem
Serkem公司作为国际服务提供商和认证的SAP合作伙
伴，可通过SAP设备的运营和软件支持来服务客户。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为客户、供应商和内部业务流程
提供咨询和实施，以及为复杂的系统环境提供支
持。Serkem的智能化、定制SAP解决方案可以在物

了增加洞察力，另外还应实施有针对性的分析以及生产过程

流、财务和控制、人力资源和基地支持等领域实施。

的进一步自动化。

公司位于德国湖畔埃京。自1997年成立以来，Serkem
是中型公司和大型企业优质、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这个项目中SAP和MES具有不同任务
每天约有1000个用于生产供应和清理的货箱通过叉车在仓库和

新解决方案的最重要特点是通过MES系统记录机器层级的运

工厂之间往返。制造过程中还有约40000次物料移动的会计处

行数据。生产的产品数量和单个产品的生产时间都会得到记

理，主要为单件流程。需要有计划对这些物料移动、生产处理，

录、确认并实时传送到SAP以供进一步分析。

以及生产执行进行优化和加速。
Serkem解决方案已循序渐进地推出。首先，会在德国伍珀
塔尔的生产地点实现PDC接口。然后，在波兰布罗德尼察和中
国苏州的工厂开展优化，并适应当地的地区规范。
大多数任务出现在中央SAP ERP系统上，该系统会存储和评
估所有信息。需求计划和物料移动的记录会直接在SAP中得
到处理。主数据、组件、订单数据、过程数据和包装要求也
会直接在SAP中保存。这些数据会提供给MES平台。
工厂控制确保了自动化的生产和详细规划。所有操作数据都
将得到记录并报告给SAP系统。依靠SAP的包装要求，MES还

在SAP中基于各台机器的实值记录活动，包括设置时间、加
工时间和个人时间等数据。每个组件的使用和每个成品部件
也都会由MES记录到SAP。
一方面，这些实时生产数据建立了对生产状况的洞察力和
概述。另一方面，通过获取的数据可以在SAP中进行效率、
用户行为、服务、非使用时间等的实际分析和计算。
在生产结束时，生产的物料会由员工进行分层包装，例如
将部件放到盒子中，再将盒子放到货盘上。在搬运单位(HU)
上的这种包装受MES系统控制，来自SAP系统的包装要求也会
得到考虑。

会控制产品的包装，并最终创建相应的SAP搬运单元 (HU)。
在Vorwerk Autotec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的供应由使用

苏州工厂的规范 — 借助RF进行调度

的货箱控制（看板管理）。在生产一开始并没有供应所有组
件，而是使用双货箱系统。如果货箱是空的，将会自动请求

通常在调度流程的开始阶段，用于交付的所有相关物料都会

下一个货箱。MES会通知SAP系统必须将新货箱传送给机器的

发送到包装站。凭借Serkem解决方案，负责调度的员工现在

时间和地点。

可以定义需要封装新物料的时间。如果在交付时另有要求，

另一个亮点是与MES系统相结合进行批次管理。批次信息通

还可以选择重新封装物料。他选取了部分库存，并下单将剩

过到达过程进行定义，可由MES系统通过SAP中的货箱读取。

余物料返回到初始存储位置。员工也可以在扫描仪上完成交

在任何时候，MES都可以从SAP检索机器上任何货箱的批次、

付。供应中的所有流程现在都可以在扫描仪上通过RF交易来

数量和物料类型数据。

完成，无需在电脑上进行任何输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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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扫描对话框进行质量管理，可以直接在便携式设

“我们的新MES系统为
Vorwerk Autotec公司带来光
明的未来。提升对生产过程、
供应链和物流的洞察力是进一
步提升生产力的先决条件。通
过这个项目，Vorwerk
Autotec公司朝“工业
4.0”迈出了一大步。”

备上执行所有必需流程。质量管理部门(QM)的员工能够通过
扫描仪锁定物料，立即将其运送到待验库。在待验库里，员
工可以通过执行扫描仪对话来解锁存储的物料，将其送回仓
库。或者通过扫描仪来生成退回件返回给供应商。在受SAP
WM系统管理的待验库帮助下，随时都可以轻松定位锁定的物
料在仓库中的准确位置。
当登记新到的货物时，系统会确定哪台机器可以处理收到
的物料。此信息用于创建自动传输，即通过叉车将该物料运
送到特定机器。PDC现在能够记录机器层级的物料。

Vorwerk公司项目经理
Dennis Dünnweg

图表：Serkem

www.serkem.de

CEMAT ASIA

3

84   World of Industries 7/2016

缩短点“A”与优
化之间的距离

使用我们的全渠道解
决方案提高效率。
如果想要让您的所有零售和电子商务
客户都满意，则需要快速的履行能力
并且保持货架货物充足。Intelligrated
全渠 道解决方案可提供软件、技术、
集成 和支持，从而提供优化的履行能
力并 实现更高的客户满意度。
要了解实现全渠道优化的最快途径，
请访问 www.intelligrated.com

CEMAT ASIA
RUBRIK

提升交付网购订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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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

中国是世界的电子商务之都，其销售额让其他国家难望项背。每年
仅 11 月 11 日“光棍节”这一天，该国最大互联网零售商阿里巴巴
上的消费累计超过 930 亿美元。这几乎是美国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
期一在线销售额之和的两倍。了解更多。

SKU360 的总设计师兼首席运营官周跃说道：“过去三到五年

单配货极具挑战性，该配送中心配备了自动化搬运系统，包

里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非常迅速。远远领先于任何其他国

括：
托盘自动化立体仓库 (Pallet AS/RS)，占据配送中心的前两

家。对于小型公司来说，他们每天可以有几千个订单。“光

n

棍节”这天是中国最大的促销日，销售额是平时的 200 倍以

层，配备 6440 个货位用于缓冲库存的密集存储。

上。实际情况就是如此。”SKU360 作为一家针对电子商务的

n

超大型第三方配送中心 (DC)，将客户群定位在每天拥有 5000

144300 个搬运箱，可以进行快速高效地存储、订单处理、拣

此外还有箱式自动化立体仓库 (Miniload AS/RS)，它配备了

个以上订单的电子零售商，由此希望在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

货和补货操作；

中分一杯羹。

n 旋转货架系统

而这种规模的电子零售商在中国比比皆是。通过阿里巴巴这样
的公司提供交易平台、支付服务、营销方案，以及 SKU360 这样

(Carousels) — 共 24 个模组，合计 37700 个

周转箱货位，通过每小时 1000 次拣选频率，可以高速地进
行单个物品的拣选；以及

的后端公司，开展在线业务实在轻而易举。周跃继续说道：“市

nA

场如此巨大，你不需要主导整个行业，只需要其中的一块份

想选择，如药品和化妆品。

字型分拣机 — 自动拣货机，是拣取高价值小件物品的理

额。”

n 生产效率、拣选速度和拣选能力是选择系统时的关键考虑因

素，因此箱式自动化立体仓库、旋转货架系统、A 字型分拣

超大型第三方电子配送中心

机无疑极具优势。
另外该中心还拥有配备了 R3000 模块化货架系统的手动拣

这个配送中心由杜隆集团 (DuLong Group) 所有，位于上海市
郊的松江区。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占中国电子商务销售

货区，用于周转较慢的货物。
拣选好货物后，将由传送带送往第二层的工作站，在那里

额的近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很好的物流区。中国幅员辽

整合到搬运箱中，然后再由传送带转运到第一层进行打包和

阔。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地点来覆盖上海。这里距市区 50 公

派送。

里。”
从这里出发，可以为方圆 1000 公里内的区域在 24 小时内
送达订单。
这个中心占地 9 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配送中
心，可以处理超过 50 万个库存量单位 (SKU)。仓库配备了最
先进的物料搬运系统，可为网上购物进行快速发货。

SSI

Schaefer

的专属仓库控制系统可指导配送中心和

SKU360 的仓库管理系统中关于库存控制和订单配送的实时活
动，在该系统的支持下，配送中心符合 SKU360 对 T 的要
求。它拥有第三方配送中心所需的灵活性和电子商务配送中
心的速度和效率。
照片: SSI Schaefer

周跃说道：“我们希望有一个高科技的仓库。我们寻找高
端产品来提供高端的设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我们想

www.ssi-schaefer.com

要撼动整个市场。”
该公司的要求包括：可以充分利用可用空间的紧凑性，每
日订单处理量高达 12 万单，每小时 1100 个订单的处理速
度，两小时的订单处理周期，以及接近零的错误率。

关于 SSI Schaefer 集团
SSI Schaefer 集团是世界领先的模块化仓储和物流解
决方案提供商。该集团在德国诺因基兴的集团总部、

高科技配送中心

国内和国外的生产地点，以及 60 多家海外子公司共
拥有超过 8500 名员工。SSI Schaefer 在全球六大洲

完成市场调研后，杜隆集团指定 SSI Schaefer（胜斐迩）公

为客户独特的挑战开发和实施针对具体行业的创新解

司为系统集成商，由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货物的存

决方案。因此，它在塑造内部物流的未来中发挥了关

储、拣选、包装和运输。该配送中心分期开发，竣工后是亚

键作用。

洲最先进的电子商务设施。由于在电子商务行业的仓库为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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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防爆LNG钢丝绳的特殊钢丝绳卷筒
由于对LNG设备葫芦的要求根据泵机制造商、
设备建造商、EPC总包商、地理位置的不同各
有差异，因此经过个性化匹配的量产产品用
户可以从中获益。例如，STAHL Cranesystems
为中国的LNG储罐设计了带特殊钢丝绳卷筒的
葫芦，专门用于维护工作。

深圳LNG项目是STAHL CraneSystems在中国与设备制造商TGE
合作的第三个LNG接收站项目。前两个项目分别在宁波和天
津，这两家德国企业在欧洲和亚洲已经成功合作了很多项
目。这座新的LNG接收站位于深圳，有4个液化天然气储罐，
容量均为160,000 m3 ，于2015年末投入使用。
每个LNG储罐上都安装了一台起重机，协助将液化气泵放置
到储罐的底部或是在维护或维修时候将泵转移到储罐外部。
由于挥发性气体有潜在的爆炸危险，所有电气部件的设计均
必须具有防爆性，起重机亦如此。此外，在LNG领域，根据
运营商和单独国家的不同，在满足ATEX或是IECex的前提
下，可能还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图01）。

标准而又特殊
中国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对LNG钢丝绳葫芦的钢丝绳直径和
卷筒直径比例（D/d比例）具有特殊要求，通常的葫芦无法满
足。因此STAHL CraneSystems采用了直径更大的卷筒，并在
近几年成功应用在宁波LNG和天津LNG接收站内（图02）。
与LNG泵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的钢丝绳直径为13 mm。SH 6钢丝绳
的卷筒直径标配为356 mm。STAHL CraneSystems于出厂前在此卷
筒外焊接了一个载重量更大的AS7系列的钢丝绳卷筒，直径为
456 mm，由此无需复杂的更改，便将D/d比例从27提升至35。同

CEMA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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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系统防爆接线箱在全球获得生产。

起重机和升降机

时，通过应用标准卷筒与标准规格，基于SH系列的模块化系统
能够轻松满足客户对增加第二卷筒制动器的要求。
根据量产系列所开发的特殊解决方案，例如这些LNG钢丝绳葫
芦，所拥有的优势显而易见：部件均源自我们的量产生产，其
技术构造已久经验证，且可在未来十年中确保备件可用性。尤
其是在发电站和近海项目中，使用寿命难以预估，在许多情况
下，系统的实际使用寿命远远超过计划年数（图03）。只有当
所有用于维护或维修的部件易于获取，且备件能够获得快速供
货时，起重机的耐久性、可靠性和安全性才能获得保障。
图片：Stahl Cranesystems

www.stahlcranes.com

关于Stahl Cranesystems
Stahl Cranesystems GmbH，总部位于德国
Künzelsau，在 起重机制造领域拥有超过120年的经
验。该制造商提供起 重机技术和起重机部件全系列
的产品，包括环链葫芦，钢 丝绳葫芦，卷扬机和轻
小型起重机系统，还有驱动和控制 解决方案。在防
爆起重机技术领域，Stahl CraneSystems 是世界领导
者，确切地说，它早在1926年就发明了第一个 防爆

02 这些防爆LNG钢丝绳搭配特殊钢丝绳卷筒，可满足特殊
要求。

起重机部件，时至今日，都一直在为该行业的工业标
准制定作贡献。这家制造企业在Künzelsau工厂进行
生 产，但在全球还有9家分公司，共计700名员工。

03 LNG葫芦在下一次获得应用之前一
般会接受多年的风雨洗练。

产品新闻
旋转辊夹系列经彻底重新设计

科尼桥式起重机设计用于近海测试中心

Kaup 对其 T458 型号系列的旋转辊夹进行了完全的重新设

在汉诺威/德国支撑结构测试中心,科学家

计，未来将以型号 T458B 上市。在重新设计的过程中，公司

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模拟，并借助于模型

对几处细节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修改。例如，Kaup 的工程师

检查风力发电机的支撑结构。对于测试中

通过重新定位夹紧臂的枢转点来优

心内部的传输过程,科尼已经设计了 4 种

化夹紧臂的运动。因此，T458B
的臂轮廓比之前的型号更纤

适应操作过程的起重机系统。在环境模拟
中使用了两个新的双梁桥式起重机，用于传输风力发电厂组件

细，夹紧力甚至可以更平均地

和实验设置所必需的支撑高架库和支撑结构。起重机每次起重

分配到操控的辊上。

能力为 25 吨，跨度为 15.35 米，提升高度为 25 米。

www.kaup.de

在研究中心的操作车间同样使用科尼技术。随着已安装的梁
桥式起重机（承载能力：五吨，跨度：7.7 米，提升高

JDN 全球服务为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提供支持
服务行业中工厂运营商

度：4.27 米）工作人员搭建钢辅助结构，在其上共同安装测
试使用的测量技术和支撑结构。
www.konecranes.de

的要求在近年来不断增
加。在此背景下，J.D.

SAM 大展身手

Neuhaus 的服务部门开

通过新设备型号“堆叠搬运机”(SAM)

发了丰富的服务门类。

，Fraunhofer 物料流和物流研究所研发

因此，服务团队会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与起重机操作员

了一个能够以全自动模式从塔式堆叠卸
载单个容器的设备。SAM 不仅能在现有的存储系统中工作，

年度事故预防检验或在服务中心提供支持。

而且自身甚至还能构建完全不使用架子的存储环境。

www.jdngroup.com

www.iml.fraunhofer.de

马拉松标准的高速门
Butzbach公司出品的高速门 Spacelite HTU-S有效兼顾了速度

I-Rent帮助经销商和终端用户构建透明
定价的基础

和耐用性。即使每年开合超过10万次，产品依然可靠、安全

Trelleborg（特瑞堡)公司推出的网络服务 I-Rent可以帮助叉车经

并且不会出现故障。Spacelite HTU-S 还符合与风阻力相关的

销商在租赁合同中精确定义轮胎的全部成本。具体方法是在租

CEMAT ASIA

紧密合作：在项目管理阶段提供支持和服务，在安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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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并被归类到风级5

赁合同的存续期内提供精确的每月轮

，从而甚至在风力达到12的大

胎费用，这意味着叉车经销商可以为

风条件下依然能被正常使用。

其用户提供单一来源的配件和维修。

www.butzbach.com

www.trelleborg.com/wheels

COMPRESSED AIR NEWS

2016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冉冉升起的压缩机工业的平台
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将于2016年11
月1-4日在上海举办。压缩空气工业领域的专
家王盛先生跟我们讲述，压缩机工业在中国
的发展，以及他对今年展览会的期许。

建立合作关系以来，我们由衷感谢汉诺威米兰展览中国公司
为我们提供的平台和支持；通过紧密合作，我们的目标是邀
请更多的展商加入进来，在我们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
会上展示他们的产品，同时，吸引到更多的观众来参观和交
流，把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办成一个受工业领域买
家欢迎的年度盛会。目前，已有80 %的工业企业，90 %的中
国知名工业品牌报名展览会，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吸引力和

从今年年初至今，您认为压缩机工业的整体发展态势如何？

特色。直至七月底，今年展览会的运作都很顺利，所有展位
均已售罄。对于将来的发展，我们更倾向于发展多样化和互

从2016年初到七月下旬，国内压缩机工业销售额在第一季

动栏目，同时希望能举办研讨会和技术论坛，从而使得上海

度，甚至第二季度的前两个月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然而，

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不仅仅在规模上领先，而且能在行

在五月底，市场走冷，因为之前期的销售业绩主要是客户在

业中建立技术风向标。就展览会的服务方面，我们希望为参

使用2015年的剩余采购预算。按照预测，整体压缩机市场的

展商在运输服务和价格、现场管理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

情况，在2016年不容乐观，预估年度销量在170000套，其中

以提高参展商对我们的认同感。

大型企业占总销量的20%，中型企业30 %，小型企业40%和
微型企业10%，而其中外资企业销售量大概50000套，占比

展台的销售情况如何呢？都有什么亮点和活动呢？

28 %。与2015年相比，总的销售量估计下滑5 %。
展台销售顺利完成，由于我们增加了些很棒的升级的内容，
在中国压缩机网与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合作的

展台销量稳步提升。160家企业参展，展示区域面积超过

十年中，压缩气体技术展区从一个展区升级成为上海压缩机

10000平米。届时，展会现场将看到包括神钢（日本神户制

及设备展览会。您能跟大家讲述一下发展历程吗？您对今年

钢所）、鲍斯、汉钟、宝华、釜玛、优耐特斯、康普斯、东

的展会有何期许呢？

亚、艾稿等在内的百余家知名企业参展。展品涉及空气压缩
机、润滑油和相关辅助设备、压缩机零部件、压缩空气后处
理设备等整个压缩机工业链产品。还会有一些技术交流和活
动。
为什么那些国际公司要来参加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呢？
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对于国际企业的吸引力在于以
下几方面：
1。便于与同行进行现场交流：许多国内企业和用户需要相互
沟通和交流。
2。国际参展商展出了众多新的产品，满足了中国日益增长的
市场需求。很多资源丰富的代理商和高购买力的买家都参加了
近期的展览。另外，国内买家能在现场咨询国际企业，以及国
际参展商不断扩大的中国销售额，都很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参
与我们的展览会。3。压缩机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在质量方
面，用户更喜欢国际参展商，这将有助于国际展商推广他们的
产品，扩大产品的知名度。4。国内企业及国内其他因素与国

王盛，《压缩机》杂志执行总编，压缩机网总经理，Shi
Huaxin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压缩机网创世人，毕业于西
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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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展商合作以及推广产品的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www.comvac-asia.com

ComVac Events Worldwide
Leading Trade Fair Network for Compressed Air
and Vacuum Technology.
USA
China
Germany

Chicago

12 - 17 Sep 2016

Shanghai

1 - 4 Nov 2016

Hannover

24 - 28 Apr 2017

www.hannovermesse.de/worldwide

COMPRESSED AIR NEWS

作者: 德国克鲁勃润滑剂
公司中欧压缩机市场经理
Robert Corna

清洁压缩空气助力企业发展
Robert Corna

高效、无故障的生产需要使用寿命长、温度特性良好，以及

在压缩空气的生产中有两个关键因素起到主
要作用：清洁压缩空气的大量供应和以合理
的成本生产压缩空气。新开发的合成压缩机
油已通过实践证明自身的价值。机油的使用
寿命长、运行效率高，以及在压缩空气中极
低的油含量等优势相结合，大幅降低了运营
成本。

在压缩空气中的残渣含量极低的机油。但是不同压缩机油的
性能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精心配制的合成产品与矿物油基产品相比具有相当大的优
势，尤其在最优抗氧化保护、良好的附着力和低残渣形成方
面十分突出。由于相比传统压缩机油大幅提升了性能，克鲁
勃润滑剂公司(Klüber Lubrication)新开发的Klüber Summit
SH系列和NSF H1-registered Klüber Summit FG系列合成机油
脱颖而出。

合成压缩机油的益处
缩空气是继电力、天然气和水能之后，在效用方面排第四的
能源。全世界大部分的生产线都用到它。大多数的压缩空气

特种抗氧化压缩机油可降低维护成本，提高压缩机的可用性，

由喷油螺杆式压缩机提供，压缩机油在以高能效的方式生产

减少机油、机油滤清器和机油分离器的总成本，以及降低清理

清洁的压缩空气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它们占压缩机运行成

成本。此外，通过将高润滑基油与最佳添加剂包相结合，合适

本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合适的机油却有助于节省相当一本

的压缩机油能提升相同输入功率压缩机的性能。在压缩过程

分成本。机油具有三个主要功能：首先，它可以确保压缩机

中，该产品能避免机油的分解、氧化和残渣的形成。

内的转子和转子轴承得到润滑；其次，它能驱散压缩过程中

由于高压、连续摄入新鲜空气、高温、较大剪力、颗粒侵入

积聚的热量；第三，它在转子和压缩机壳体之间的密封层边

和大气湿度这几个因素对机油的影响，压缩机在运行过程中基

缘形成密封薄膜。

本上会“破坏”机油。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机油的老化，其
主要表现为氧化。在90℃和100℃之间或更高温度下，加上持
续摄入氧气，由氧化产生的有机酸会快速分解机油。这些酸的

节省成本和宝贵的资源
实例表明，转用由克鲁勃润滑剂公司生产的全合成压缩机
油非常简单易行。可以大幅延长机油的使用寿命，提升压
缩机的性能，进而节省成本和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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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由中和值表示。这个值越低，就意味着氧化程度越
低。Klüber Summit产品通过精选优质添加剂来确保低中和值。
空气湿度产生的冷凝是导致高维护成本的另一个因素。不
合适的机油或低质的添加剂会导致冷凝物的乳化，让在正常
的分离器中分离油和水变得不可能，从而需要更昂贵的冷凝

COMPRESSED AIR NEWS
分离器，增加了成本。特别在食品加工和制药行业，压缩空
气中的油含量必须尽可能地低，并且压缩机油必须获得NSF
H1注册。

用事实来说话
一家业内领先的香肠制造商在使用其NSF H1压缩机油时遇到
麻烦。由于机油的使用寿命不能达到1000小时，造成维修成
本高企和频繁停机。经过精确的分析，克鲁勃润滑剂公司推
荐先使用Klüber Summit Varnasolv对压缩机进行不停机清
洗，然后转用Klüber Summit FG机油。清洗后，压缩机在运
行时的温度比以前最多要低15开氏度。此外，冷却器不再需
要每年进行拆卸和清洗。运行时间增加到4000小时以上，维
护成本大幅下降，而机油价格和之前的相当。
Klüber Summit FG机油专为食品加工和制药行业的压缩机
研发，在这两个行业的生产过程中，压缩空气会接触到最终

01 Klüber Summit FG机油专为食品加工和制药行业的压缩机

产品。通过NSF H1注册和ISO 21469认证，这些机油帮助制造

研发，在这些行业的生产过程中，压缩空气会接触到最终产品

厂满足严苛的卫生要求。Klüber Summit FG机油表现出非常
好的抗氧化性能，这意味着能最大程度减少压缩机中的氧化
残渣或漆的出现。更换机油的间隔可以得到延长，例如在喷
油螺杆式压缩机中实现长达5000小时的运转。除了降低维护
和运营成本外，它也带来了更高的运行可靠性。
另一个示例是碎料板的制造商。机器在2000小时的运转后
需更换压缩机油。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建议转 Klüber Summit
SH系列机油。在8000小时的运转后，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实验
室对使用过的机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油中的添加剂开始降
解，但是可以再使用2000小时而不用换油。因此，该机油的
使用寿命是先前所用压缩机油的五倍。合计换油、处置、机
油滤清器、机油分离器和维护的总成本，优质产品无疑最具

02 碎料板制造商所使用压缩机机油的使用寿命会翻两番

成本效益。上述示例的总成本计算展示了显著的成本节约。
相同能耗可以生产更多压缩空气。
Klüber Summit SH机油专用于润滑重载空气压缩机，预计
换油间隔长达10000个运转小时（正常工作条件下）。它们对
空气压缩机中使用的大多数弹性密封件保持酸碱平衡。特种
抑制剂保持压缩机的内部清洁，避免清洁成本和计划外的压
缩机停机。

方便压缩机清洗
矿物油基的压缩机油可导致在整个油路中清漆和碳积聚，在
喷油螺杆式压缩机和旋转叶片式压缩机中尤是如此。在液压

03 空气是继电力、天然气和水能之后在效用方面排第四的
能源

系统中，矿物油可引起热表面阀门的胶合，造成高能耗、油
道和过滤器堵塞、高维护成本和停工期。
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出品的Klüber Summit Varnasolv基于酯

Klüber Summit TAN套件轻松确定是否有必要换油，以及何
时换油，该套件会在油中使用分解酸，让使用过的油以颜色

类油和清洗添加剂，是一种高效的清洁浓缩剂。在下次换油

指示氧化的程度。另外，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对使用过的油进

前60个小时，用10%的浓度稀释后注入机油中，然后正常运

行全面分析来确定设备中是否存在任何污染和磨损。

行压缩机。清洗浓缩剂在压缩机运转的过程中会溶解表面上

照片：01 克鲁勃润滑剂公司供图，02 和 03 Fotolia 供图

的残留物，确保它们在机油中溶解并在换油时排出。这种方
法比用正常压缩机油冲洗压缩机更为有效。操作员可以使用

www.klueb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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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压缩空气和气体的模块化在线
流量计
E + E 电子公司的紧凑型的EE741在线流量计能准确测量压缩
发射器可用于三种不同管径（DN15、DN20和DN25）。要做

压缩空气中的残余油含量降到
0.001毫克/立方米

到这样，发射器简单地和适当的仪表安装块结合在一起。安

一个恒定的无油，几乎检测不到，最大残留油分含

装方便、低维护的使得EE741成为理想的高性价的压缩气体

量0.001毫克每立方米的压缩空气供应，这就是压缩

消耗和工业气体如如 氮、氧、氦、二氧化碳和氩的测量工

空气技术专家贝科（Beko）的Bekokat 催化剂体系能

具。该流量计可以准确地监测标准体积流量、质量流量、标

够提供的。它的功能原理突破了传统的压缩空气处

空气和工艺气体的消耗量。由于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同一个

准流量、温度以及空气或气

理的技术和经济上的障碍，特别是当它涉及到非常

体的消耗量。

高的应用要求时。一个带着额外的Bekokat，并有着

EE741采用成熟的E + E薄膜传

常规油润滑效果的无油压缩空气压缩机，与无油螺

感器，它的工作原理基于热
式风速计原则。因其长期稳
定性和较短的响应时间而卓
越。多点工厂调整压力为7巴
（102 psi），这是压缩空气
供应的共同压力，使其即使
在较低的测量范围能有最好的精度。这样，EE741可以很好
的用于泄漏检测。
EE741流量计可以很容易地安装在任何测量和监控链上。它
具有一个可扩展的模拟输出（4-20毫安/ 0-20毫安），两开关
输出和脉冲输出。一个Modbus RTU通讯协议或M-BUS总线协
议（仪表总线协议）接口使得设备即使面对工业4.0也不会过

杆压缩机相比，更有效，更具成本效应，拥有更低

时。

的投资成本，并且可持续进行高质量的空气压
缩。Bekokat也适合现有的压缩机站的翻新，不需要

www.epluse.com/cn

昂贵的新的无油压缩机的投资改造。
该催化剂含有运行温度加热到大约150摄氏度的颗

background: fotolia

粒。在催化剂中，油分子被分解，直到只有一个碳
原子保持。在最后的催化阶段结束时，油分子已被
氧化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无油的压缩空气可用
于特定的应用；剩余的水排出。
www.beko-technolog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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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压缩空气和气体的流量传感器
在最近过去一段时间里，希尔斯仪表（CS Instruments）
已经收到了大量来自亚洲各地的客户的在压缩空气供应
和工业气体工作介质供应领域的有关“节能”主题的咨
询。“为了让我们产品为亚洲市场做好准备--其实在全
世界已经非常成功了--我们在完善压缩空气和气体的新

一体化压缩空气纯度分析仪

流量传感器时，将重点放在了所有国际参数，比

公司自2005年成立以来，亚洲市场在CS-iTEC的营销和销

如：SCFM（标准立方英尺每分

售活动起了主导作用，ComVac在压缩空气设备领域作为

钟）、°F、psi等等”，总经

头号贸易，CS-iTEC将推出其新的一体化便携式压缩空气

理/老板Wolfgang Blessing这样说

纯度分析仪S 600

道（图片）。

。它采用简单、友

新的流量传感器VA 550 / 570遵

好和紧凑的方法分

从量热法测量原理。因此，额

析露点温度、颗

外的温度和压力补偿是没有必

粒、油蒸气和细

要的。由于其强大的设计，铝

菌。S 600满足了

合金压铸外壳，尖端由不锈钢

食品和饮料，制药

14571做成，新的VA 550 / 570

和半导体行业对便

传感器适用于要求苛刻的工业

携式纯度测试日益

应用。ATEX版本可应用于炸药领域的应用。对于流量测

增长的需求。

量，如天然气，有一个DVGW认证的版本。
www.cs-itec.com
www.cs-instruments.cn

工业4.0：压缩空气技术的未来
Boge 投资组合拥有airstatus，Boge投资组合包含了一个成熟的、面向未来的远
程诊断工具，接近于非常理想化的工厂，所有过程都是网络化的。有了免费
的Bogo应用后，这种状态指向的远程监控工具可以方便地使用智能手机或平
板电脑运行。
airstatus远程诊断工具在处理多达32个部件的状态上表现依然优异。在直接转
换数据和查看过程数据方面（比如压缩机状态、维护消息功能，温度和压
力），airstatus是一个现代的、强大的仪器。在他们的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中，用户可以立即识别、分析回
应来自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位置的故障，这大大加速了故障排除。他们也可以使用Boge airstatus进行状态监测和积极
预防，以及行程安排和协调维护工作。有了airstatus应用，无论iOS手机还是Android设备，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很容
易地实现。
通过modbus扫描，定位相关的压缩机和组件即可打开监控系统。该系统数据直接通过GSM / GPRS或通过局域网连
接实时传输。然后用户可以通过Boge airstatus门户网站或Boge airstatus应用程序查看数据。当值超过或低于为进一
步提高安全性而定义的限制时，用户将收到电子邮件或短信提醒。
http://cn.bo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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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池的新效率标准
各种废水处理技术的使用使得各种应用都能找到正确的解决
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涡轮风机、旋转活塞鼓风机和旋转叶
压缩机。为了最大化提高能源使用率，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结
合这些高性能技术。当然，它们的性能必须能彼此完美协
调-Performance³。Aerzen的Aerzen Turbo涡轮增压风机、Delta

新型节能螺杆空气压缩机

Blower正排量风机和Delta Hybrid旋转叶片式压缩机三个系列提

高级压缩机制造商Gardner Denver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节能160千

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该项目对于空气一代客制化进程包

瓦到250千瓦的石油注入螺杆空气压缩机，以提高其现有的

括：对于基本承载要求的一代： AT Turbo5代系列中的可调

GD系列机械。新的压缩机160、200、250和290有固定的速度

整Aerzen涡轮增压风机（可提供的流动量：从300到16.200立

（ESM）和可变速度（VS）两个模式。每一个都能够提供可

方米/每小时，压强范围从400到1000毫巴，中间控制范

靠和高效的压缩空气，压力范围从5巴到13巴，适用于各种

围：40到100%）。对于最大或最轻承载要求的一代： 可调

各样的工业应用。在

整的Aerzen正排量风机系列Delta Blower （可提供的流动

谈到产品的推出时，

量：30到15.000立方米/每小时，压强范围从负500毫巴到正

工业压缩机产品经理

1000毫巴，控制范围：25到100%）和可调整的Aerzen旋转叶

Marcus Hamilton

片式压缩机系列Delta Hybrid（可提供的流动量：110到9000立

说：“Gardner Denver压

方米/每小时，压强范围：负900到正1500毫巴，控制范

缩机新系列在设计上

围：25到100%）。通过这种三点式程序的方法，Aerzen为节

通过降低能耗（有时

能程序空气站的实行提供了理想的前提条件以及“一条龙式

能耗能占一个压缩机

（from one source）”的解决方案。Aerzen的专家们承诺整体

总的运行成本的80%）

理念改进的最优化，以及最大化的操作安全性、可靠性和有

来降低所有的成本，确保更快的维修并因此减少停工期。其

效性。

结果是，在具有相同功率大小的电机时，可以提供高达113
%的压缩空气，并具有更好的能源效率。”

www.aerzener.com

vs160 - vs290模型变频调速技术通过调节电机的速度与现场
压缩空气需求相一致进一步提升了能源效率。这还采用了一
个新的，高效率的设计，变频调速，与传统的控制相比可以
降低高达35%的能源成本。使用压缩机的径向风扇的吸入
侧，而不是依赖于独立的冷却风扇，这意味着组件连续冷却
运行，这是一个独特的冷却概念，可以促进更好的能源效率
和最佳的使用寿命及可靠度。
www.gardnerden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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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th Chain

齿形链传动
德国制造

海纳 艾伯茨（Rainer Albes) Renold齿形链总经理，时至
今日还沉迷于“格罗瑙制造”
（“Made in Gronau”)产品
的通用性能以及增加顾客价值的齿形链上。

现代化机械生产需要高经济效率和高可靠性的驱动。齿
形链无与伦比的优异传动性能可以充分满足这些需求。
当涉及到精确、快速和无声驱动时，Renold齿形链就成为
您的最佳之选 - 即使是在要求苛刻的汽车工业也是如
此。其优势是：使用寿命长、装配简单、高速、运行非常
安静和高扭矩。

Renold GmbH (雷诺德公司)
Zur Dessel 14
31028 Gronau (Leine), Germany
电话：+49 5182 5870
toothchain@renold.com
www.renoldtoothch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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