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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亮点
你绝对不容错过的创新

in cooperation with

Li-ion power gives
you the decisive
advantage
required to win.
Lithium-ion technology from Jungheinrich.
Li-ion batteries score over traditional lead-acid batteries
with their lasting performance and will put you well ahead
in terms of warehouse efficiency and handling capacity.
Jungheinrich is unique in offering a 5-year guarantee on
its li-ion batteries. Li-ion power from Jungheinrich enables
you to outrun the competition.

Find out more:
www.jungheinrich.com/li-ion

* At a maximum of 10,000 operating hours in 5 years.

欢迎辞

智能制造的大工
业平台
值此2017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2017亚
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和2017工业自动化展
开幕之际，我谨代表展会主办单位，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
商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智能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要实现“中国制造
2025”，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智能制造
是主攻方向。紧随国家规划的脚步，今年三大展会聚焦智
能制造，荟萃智慧应用，为全球展商提供一个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的大工业平台。
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国际性专业盛会，2017亚
洲国际动力传动展提出最新口号“Driven to be SMART驱
动未来”，聚焦智能元件，并将首度把全球制造业技术发
展风向标——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预见性维护展区搬至现
场，独家献映；同期论坛也将围绕工业4.0、预见性维

Belt Curve

VertiSwitch®

护、汽车制造、工程机械、船舶海工等热点话题展开，共
同带来最前沿的技术革新与最深入的政策解析。
亚太地区最受瞩目的年度物流盛会——2017亚洲物流展
聚焦“智慧物流”，引领行业风向，将带来包括智能叉车
装备、新兴物流机器人、系统集成等在内的高新产品与技
术。展会同期最重磅的高端活动——CeMAT ASIA 2017

LineSplitter

Strip Merge

创新沙龙亦将围绕“智慧物流”展开深入探讨，倾力打造
一场物流界的焦点盛事。
2017工业自动化展是针对工业自动化全面解决方案、生
产及过程自动化、电气系统、工业IT与制造业信息化、微
系统技术的国际盛会。今年展会将
聚集行业先锋企业，倾情演绎“
智能奠基，绿色创新”的理

RollerMerge

Spiral Chute

念，持续打造智能自动盛会。
金秋十月、十一月，我们期待
与您相见上海，共同开拓智能
制造的广阔商机！ ！

Bendy Boom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
（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刘国良

www.transn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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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技术研究院加入以太网
Powerlink 标准化协会

奥地利技术研究院（AIT）是以太网 Powerlink 标准化协会
（EPSG）的最新成员。通过在高性能视觉领域的国际研究项目中
成功实施了实时协议，AIT 将加强与 Powerlink 的合作，并为技
术的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www..ethernet-powerlink.org

2

Endress+Hauser Flowtec 股份公
司成立 40 周年

高品质流量计市场的发展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来自瑞士赖纳赫
（Reinach）的 Endress+Hauser Flowtec 公司在过去 40 年中已在
这一领域打响名气。董事总经理 Bernd-Josef Schäfer 博士
说：“今年完工的新工厂是这一增长的最佳象征，也代笔了对瑞
士巴塞尔（Basel）地区生产和运营分部的支持。简短事实：5000
万瑞士法郎，扩增 2.5 万平方米办公和生产空间，以及个性化和
更为高效的生产线。
www.endress.com

3

2

缆普在捷克共和国设立全新装配
中心，进一步扩大国际业务

电缆和连接技术专家缆普集团（Lapp Group）在捷克共和国奥特罗
科维采（Otrokovice）设立全新厂区，进一步扩大其预组装电缆的
国际生产能力。作为其国际扩张的一部分，公司完全自主生产电
缆系统组件，而其他供应商则选择将此予以外包。这一策略令缆
普能够灵活应对全新需求，并在必要时引入特殊组件或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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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appkabel.com

4

舍弗勒任命Maxim Shakhov为“
俄罗斯地区首席执行官”

现年50岁的Maxim Shakhov于2017年6月被任命为“俄罗斯分部首
席执行官”，未来将在莫斯科办公。履职后，他将直接向舍弗勒
（Schaeffler）中欧、东欧、中东及非洲地区的首席执行官Rainer
Lindner博士汇报工作。Shakhov持有工程师头衔并获得MBA学
位，在俄罗斯及德国拥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其履历完全符合舍弗
勒未来在俄罗斯拓展市场的所有要求。
www.schaff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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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锯床，仓储系统， 及更多。
KASTO不仅为金属圆棒或板料提供
更高效的锯床和仓储系统，也为我
们客户提供更强劲的功能，担当更
多的责任，提出更多的创新方案，
确保更大的可靠性，从而塑造更具
前景的未来。
KASTO面向世界，直接从德国，美
国，英国，法国，瑞士和新加坡开
展业务。

4

更多关于KASTO见网页
www.kasto.com

锯割。储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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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业未来十年实现全面增长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概览世界上最大制造业
经济体——中国——的物流业，并评估中国
的竞争格局、行业最新动态以及物流市场的
主要挑战。

长，中国政府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来修建健全的基础设施
体系，包括道路、城市交通系统和铁路网络等方面。然而，
中国的物流能力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一系列未解
决的挑战。不过话虽如此，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物流公
司不断在中国市场扩大，政府也正在推动物流能力和效率的
提高。因此，可以预见物流业将在未来几年保持稳健增长。

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购买力

在工业领域需求上升和国内消费市场扩张的推动下，中国

平价方面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约14亿的人口也令其成为全球

物流业从2010年到2016年一直在稳步增长。物流业的总增值

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近几十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工业化，

反映了市场规模。增值越大，市场越大。从2010到2016年，

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商和出口商。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物流总价值从175万亿元增加到了超过225万亿元。由

伴随着物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

于中国是制造业经济体，工业产品的物流价值占总值的85%
以上，其次是进口产品和农产品，分别占5%和2%。随着中国
物流业市场持续增长，物流业相关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据中

作者：Sushen Doshi，《工业世界》驻印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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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运输业务占整个物流成本

的50%左右，包括仓储和其他服务成本在内的库存管理服务

单、平均库存、仓库利用率、运营成本和利润以及该行业的

占整个物流成本的30-35%。2012年物流总成本与国内生产总

投资和就业等。除运营利润和就业外，所有其他指标均超过

值的比例为18%，与2008年的18.1%几乎相当。这个比例几乎

50点，展现了一个强劲、稳健、不断扩张的物流业。就业和

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自2012年以来，政府和业内精英采

运营利润的下降，意味着对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投资大幅增

取重要措施，已将这一数字降至16%以下。据国家发展和改

加。

革委员会（NDRC）的数据显示，通过将物流成本与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降低1个百分点，中国为其工业企业节省了超过

分散在价值链上

9000亿元的成本，合美元约1350亿左右。
中国物流繁荣指数（LPI）是2013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的物流市场呈碎片化。基本上，物流价值链可以分为三

（CFLP）发布的一项绩效指标，汇编了全国物流企业每月物

种第三方物流公司：货运代理、仓储代理和快递公司。从企

流活动和库存水平的调查回应数据。到2017年为止，中国的

业数量上来看，公路运输企业占市场份额最大。据中国物流

物流活动记录全部处扩张范围——读数在50以上即表示与上

与采购联合会出版的《中国物流发展报告》显示，全国约有

个月相比继续扩张，而低于50的读数则表示收缩。为了衡量

80万家公路运输公司。而排名前20的公路运输公司所占市场

中国物流业的表现，LPI综合考虑多个参数，如业务量、新订

份额不到2%。事实上，大多数运输公司都是中小型企业，它
WORLD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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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业务往往只涵盖单一或邻近的城市。为了获得更多的商

人在网上购买的大部分商品为有形商品，价值约4万亿元，

机，它们凭借价格与对手竞争，而不是通过其他增值服务。

其余部分为数字商品。随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二线城

相比之下，国内外的大型物流服务商（LSP）则提供了城市运

市的发展，网络销售继续保持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三、四

输以及全方位的物流服务和解决方案。国外的LSP拥有先进的

线城市。一、二线城市的电子商务普及率接近90%，而在

物流技术、资金、专业知识以及全面的国际合作网。在提供

三、四线城市，电子商务普及率仅为60%左右。三、四线城

国际物流和快递服务时，它们有着显著的优势。此外，它们

市的网络购物者人口基数超过2亿，具有不容小觑的市场潜

也有能力满足各种特殊物流需求，包括汽车和冷链物流。与

力。

国内的LSP相比，国外的LSP在提供增值物流服务方面的表现

挑战：与大城市不同，中国的许多低等级城镇遍布各地，

更好，更符合中国客户的国际需求。尽管如此，来自海外的

相隔甚远，人口众多。所以对于电子商务公司来说，将分销

竞争对手却无法在中国物流市场的所有领域都占据优势，特

网络扩展到低等级的城市花费十分高昂。如果没有规模经济

别是在高度管制的铁路货运和医药物流方面，以及新兴的电

和足够的订单量，公司通常会避免在这些偏远地区的复杂物

子商务板块。由于中国国有物流企业也在全国建立了全面的

流基础设施方面大量投资。交易量低、距离太远的问题对库

网络，并且与政府紧密合作，因此它们在高度管制的物流环

存管理和产品生产在横向或纵向跨越全国各地区时构成了一

节中就具备优势。相比之下，国内私营企业可以为价格敏感

项巨大的挑战。为了履行全国各地的订单，许多公司通常采

型客户提供他们可以接受的廉价高效的送货服务。这些企业

用混合方式，在大城市使用自己的物流设施和团队进行服

在国内的电商物流市场占有绝对优势。

务，偏远地区则将物流服务外包给LSP和快递公司。2013年5
月，“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与一些物流合作伙伴共同

中国内部生产物流需求不断增长

启动了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CSN）项目，旨在为供应商、
在线运营商和LSP之间的无缝信息传递提供支持。CSN目前的

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急剧

发展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提供全国范围24小时配送服务。

上涨，促使许多工业企业将工厂迁移到内陆的低等级城市。
许多企业，如富士康、伟创力、戴尔、惠普、辉瑞等已经建

中国的仓储问题

立了新的工厂或搬迁了设施。工厂的这种分散和迁移现在正
在重塑工业供应链，其中许多搬迁后的企业将其物流活动外

中国大多数由地区性LSP拥有的仓库都没有达到标准。此外，

包给低等级城市的当地LSP，从而形成地区性操作，并与当地

糟糕的仓库布局设计和材料处理设备不足也影响了仓储业务

监管机构合作。然而，服务质量和物流能力可能无法总是达

的效率。仓储和库存管理不善导致平均库存周期过长。据国

到标准；很多时候，当地的LSP不符合预期的要求。由于低等

家发改委2011年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工商企业持有库存

级城市的LSP表现参差不齐，许多搬迁后的企业需要重新评估

超过一个月。此外，很多仓储运营商未引入仓库管理系统，

其库存政策，并为生产和配送安排更多的缓冲时间。来自国

继而不能及时与其合作伙伴同步库存数据。没有透明的信息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的数据显示，超过85%的工业

流，仓储运营商无法快速响应客户的要求。

企业仅外包了运输和配送等这类传统物流功能。就需要更先
进的技术和方法的物流功能而言，如高级仓储、库存管理和

严格的法规阻碍物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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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系统设计等，外包率低于15%。这些数字反映出，工业
企业不愿将高增值的物流服务外包给LSP。话虽如此，一些能

许可申请是导致物流公司增长受阻的原因之一。想要建立全

够满足较复杂的生产物流需求的地区性LSP已经成为该地区更

国性业务，物流公司必须申请各种营业执照。然而，营业执

强大、表现更好的竞争对手。许多这类物流公司都是大型制

照由各个省级政府颁发，每个省的申请手续又各不相同。由

造集团的子公司。例如，安徽省的安得物流和河南省的众品

于同时与多方打交道太过复杂，一些物流公司在试图开展跨

物流分别曾是家电集团和农业食品加工集团的后勤部门。后

区域业务时失去了动力。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对物流业务还

来它们变成了独立的物流公司，既为其母公司的客户服务，

施加了各种特殊要求。例如，出于对城市交通管制和环境问

也处理外部订单。

题的考虑，他们对城市内的货车运输服务采取严格的规定。
而且，授予企业的城市货运许可证数量的配额是固定的。没

电子商务领域的规模和挑战

有获得适当许可证的物流运营商可以支付较高的费用，雇用
持有许可证的货车公司来运送货物，或者进行无证运输，但

规模：近几年来，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增长了25%以上，这是
中国整个零售业增长速度的两倍。电子商务现在占全国零售
总额的15%左右。2016年，其创造的收益超过5万亿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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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担被罚款的风险。
照片 Fotolia

为 INNERSPACE 开
发的穿梭车解决方案

通过我们公司的AS/RS解决
方案创建高效的启动平台。
Intelligrated公司的AS/RS解决方案可快速获取
纸箱、周转箱和托盘，从而实现批量配送、
履行和生产操作。Intelligrated公司的穿梭车
系统非常适合产品周转和订单周期时间较短
的操作，能够处理广泛的产品类型及最大的
纸箱尺寸。
获取更多关于Intelligrated公司AS/RS的产品
信息，请参阅 www.intelligrated.com

欢迎莅临 CeMat ASIA，Intelligrated 展位#C4-1
WORLD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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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成就了中国
今天的制造业

作者：Sushen Doshi，工

WORLD OF INDUSTRIES

业世界国际记者

为了着重理解中国成为工业和制造业的主要
驱动力的缘由，投资者们需要清楚了解中国
庞大经济体的形成、中国的提升和部门层面
的结构，这些认识将为我们指明中国未来的
方向。

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占据了国内生
产总值的46%，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同时制造业和工业仍
然不容小觑，占国内总产值的45％。同时，自从中国向世界
开放以来，农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减少。

中国工业的崛起简史
中国70年代中期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大胆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呈现惊人的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

改革。1978年12月，邓小平宣布在农业、国防、工业和科技

经济体。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

四个核心领域正式启动现代化建设。 这些经济改革增强了市

20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九；40年后，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

场机制的作用，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对国外工业和投

总值高达11万亿美元，跃升至全球第二。自1978年实行经济

资开放，并且建立了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除了一些

改革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属于第二产业的制

大型垄断企业外，大多数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或者清算破产，

造业和建筑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大。但近年来，中

从而扩大了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同一时期，中国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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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运行的i
世界 冠 军：
电机内置有我们
的球轴承

FAG Generation C
深沟球 轴承

FAG C 代深沟球轴承— —适用于最佳应用的最佳部件。我们的 FAG C 代深沟球轴承专为应对您的
最苛刻要求而设计。因为现在其节能效果更上一层楼，运行更安静，产生的摩擦更少，使用寿命比

以往更长，所以完美适用于电机、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摩托车。您无需支付高价即可获得一流的
质量。凭借我们全新的制造流程，如今可以在全世界为您提供最高的产量，实现最出色的性价比。
敬请访问 www.FAG-GenerationC.com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少了贸易壁垒；开始放松管制并引入新税种；改革和救助银

中国的出口

行体系。另外，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大大扩展
了中国的贸易前景。
2002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上任后，致力于减少沿

2016年，中国的出口收入已超过2万亿美元。电子机械和设备
是最大的出口行业，收入超过5500亿美元。 包括电子和计算

海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因为中国的飞速发展只使一

机在内的机械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6％以上（3400亿美元）。

部分民众受益。 政府增加补贴、取消农业税、放缓国有资产

家具和纺织业2016年的出口收入额分别达900亿美元和1500

私有化，并增加社会福利。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前所

亿美元。光学和医疗器械行业带来约680亿美元的收入，塑料

未有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旺盛的出口和私人消费、制造业

和汽车工业的收入分别为65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从大洲的

飙升以及大量的外来投资。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

角度来看，中国出口货值的49%出口到了其他亚洲国家，20

使中国政府改变政策。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公布了5000亿

％左右出口到了北美，19％到了欧洲。尽管中国对非洲和南

美元的刺激方案，以避免中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得

美洲的出口增长迅速，但仅占出口总额的10％。由于中国制

益于此类刺激计划，中国能够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应对

造业能力增强、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其他成本竞争优势，2002-

危机，当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9％，通货膨胀率保

2008年期间，中国实际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惊

持在低水平。然而，危机期间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实行的政策

人的25％以上。

加剧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 为了协调这些不平衡现象，以
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

中国的进口

施，来打造一个更均衡的经济模式，而不是曾经那样一味追
求经济增长。

为了满足工厂的需求、支持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进

近年来，“中国梦”也经历了一些挫折。经济依然稳健，

口主要是中间产品和包括石油、铁矿石和铜在内的多种大宗

但经济增长有所放缓。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今年未能突破7

商品。截止至2014年，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加剧推动了全球

％的增长目标，为二十年来首次低于目标。随着国家的增长

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带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商品出口国的

模式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需求为中心的模式转变，制造业和基

发展。但是，自2014年底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以来，全球

础设施的投资也在放缓。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需求减少。
亚洲国家为中国主要的进口国，占进口总额的30％左右。

中国的贸易结构和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在欧洲和美国的进口额分别为12％和8％。来自非洲、澳
大利亚、中东和南美洲的进口增长强劲，总共占50％左右。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每年都实现盈

与出口相似，实际货物和服务进口在2002到2008年间的年均

余。在这两个账户都为顺差情况下，2014年，中国的外汇

增长率达到了24%。然而在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

储备激增到近4万亿美元。资本账户从国外直接投资增加中

响，进口萎缩低迷，但随后回升幅度较快，2012-2013年度上

大为收益，2013年的资本流入量为1180亿美元，从而使中

涨约7％。随着中国建筑业的热潮逐渐消退，对自然资源的需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外来投资输入国。在贸易方面，中国自

求也有所下降。这拉低了基本金属、能源产品以及其他资源

1993年以拥有不间断的贸易顺差。在仅仅三十年间，贸易

的全球价格。2015年，中国经济调整适应新的增长动力，进

总收入从100美元增长到4万亿美元。 多年来，中国参与了

口大幅下降了14％。

多项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为其产品开辟了新的市场。中国

WORLD OF INDUSTRIES

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于2010年生效，从

中国的竞争力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来讲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
国还与澳大利亚、智利、哥斯达黎加、韩国、秘鲁和新加坡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国

等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

家的小时工资，并且接近欧元区低收入国家的水平，比如希

会、日本、挪威和斯里兰卡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正在谈判中。

腊。 与十年前相比，这可谓是一大剧变，十年前中国的工资

2017年1月，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是

标准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上

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升。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在失去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一

在这之后，中国试图重组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

些首席分析师称，中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力实际上比其工资

亚和东盟国家之间计划的自由贸易区，即“区域全面经济伙

提升得更快，从而有助于中国保持竞争力。 展望未来，中国

伴关系”（RCEP）。RCEP并不像TPP那样全面深入，它只

人口老龄化和工作年龄人口下降意味着工资有可能继续上

涉及削减关税。另一方面，TPP则包括了跨境投资、知识产

升。这将导致中国制造业的结构进一步转变，从低附加值加

权保护、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的新规定。无论RCEP的形式

工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工艺。

如何，它将开放亚洲的贸易，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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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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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您的全球影响力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全球活动
■ 加拿大 ▪ 卡尔加里 ▪ 蒙特利尔 ▪ 多伦多
■ 中国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德国 ▪ 汉诺威 ▪ 斯图加特
■ 土耳其 ▪ 伊斯坦布尔
■ 美国 ▪ 芝加哥 ▪ 拉斯维加斯
www.hannovermesse.de/worldwide

上海：中国自动化行业之都
持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将最终导致中国生产
力滞后，阻碍经济进步。有人担心，中国可
能会因此受到其他新兴市场的威胁，丧失一
定的竞争力。而鉴于自动化的发展和成熟的
工业供应链这两大因素，人们仍应对中国市
场保持乐观的态度。

管中国正努力扩大国内自动化硬件和软件产业的规模，但大
部分自动化设备仍进口于国外领先企业。例如，德国和日本
的公司以领先的优势占据了自动化产品市场绝大部分的市场
份额。尽管近几年的百分比增幅喜人，但与中国规模庞大的
制造业基地和雇佣工人的数量相比，中国配备工厂流程自动
化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公司数量仍有待提高。对工业自动化
领域的企业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机遇。到 2020 年该领域年
平均增长速度有望达到 15％ 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规
模在未来几年内几乎会翻一番。

在过去的 35 年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制造大国。产

中国建筑业对矿产和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中国工

品涵盖面广，小到鞋子大到重型机械。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

厂产能过剩及工程量减少，钢铁、采矿和建筑材料等工业自

大额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补助和庞大集中的廉价劳动力。然而

动化部门的年增长率仅约为 4% 至 5％。近年来，中国对化

随着当下中国薪资水平的不断攀升、全球对中国产品需求量的

工、制药、石油化工和电力能源等的内需大大增加。在季度

减少以及劳动力老龄化，中国持续数十年的制造业热潮可能会

收益佳、国内外需求改善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背景下，

走向尾声。国家统计局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

自动化生产流程更适合于上述领域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就工

量不增反降，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上涨 8％，劳动力适龄人口减

厂自动化而言，可再生能源行业和制药行业被视为经济增长

少了 450 多万人。商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导致许多外国公司为

的主要推动力，潜在年增长率超过 15 %。纵观所有行业，在

降低风险而减少对中国的投资。美国商会在北京发表的一项商

市场规模与所应用自动化系统的种类方面，增长潜力最显著

业调查报告中显示，许多制造企业正计划将生产设备转移到中

的行业非电子、汽车和重型机械莫属。它们拥有工业自动化

国以外的印度、越南、墨西哥，甚至美国等国家。

产品和系统最大的市场规模；随着所有电子产品和汽车行业

为遏制中国的工业衰退，中国领导层强调工业自动化的重
要性。大规模使用工业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有助于中国

需求的持续增长，无论短期，还是长远规划，这些行业对自
动化的关注度都将超越其他任何行业。

工厂提高效率并降低总成本。 在过去的五年中，先进的自动
化技术和高科技机械的使用在中国已平稳起步，预计未来五

上海：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理想之地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年发展趋势将势如破竹。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
市场。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2017 年到 2020 年，

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自动化行业盛事，上海工业自动化

中国工厂内机器人的数量预计将以每年平均 25％ 的速度增

展是把握中国工业自动化发展脉搏的绝佳地点。 此项活动将

长。提高工业自动化水平的好处之多不言而喻，其中包括使

于 11 月 7 日至 11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每年，这项

中国制造业的重心由低端产品晋升至高价值领域，如电子技

国际化盛事吸引了全世界超过 10 万名参观者和工业领域的专

术和其他形式的技术。

家。2017 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令人惊叹的 16 万人次。鉴于

自动化的进程不仅为中国制造商带来收益，而且可能会刺

其战略位置和上海的市场规模，工业自动化展已成为在中国开

激硬件和软件的自动化发展以及市场对熟练员工的需求。尽

展业务的国内外企业的最理想选择。该展会为工厂自动化、生

作者：Sushen Doshi，
工业世界国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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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市场

产和流程自动化，以及制造、机械与电气系统数字化与工业

工业机器人的领导市场

IT 领域呈现全面的解决方案。2017年，工业自动化展将深入
探讨“创新、智慧、绿色”主题。在该展览中，有超过 600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巨大市场。从每年

家龙头企业将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智能科技，展览面积达到

安装的机器人数量来看，甚至可以与德国、日本以及韩国相

55,000 平方米。除中国国内的参展商以外，该展览还吸引了

匹敌。尽管所安装机器人的数量呈两位数增长，但中国在机

来自全世界的参展商，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台湾地区、印

器人密度方面仍然远远落后。由于中国及其制造业想要在全

度、荷兰和法国。主要代表着机械制造、汽车、电子、能源、

球范围内提高其地位，工业机器人技术的需求将以每年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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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速度增长。来自中国和其他国际公司的工业机器人一直都

际盛会，为各自的工业需求寻找创新产品与全方位解决方案。

是上海展览的一个亮点。今年也是如此，机器人技术领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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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吸引了众多关注，而且有更多参展商展示各自最先进的技

产品和技术，例如线性定位系统、自动组装和搬运系

术和最尖端机器人。机器人领域的全球专家讨论目前的市场

统、PLC 及 Scada 等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数据采集和识别

情况、未来的产品开发趋势，并解释其在各应用行业的技术

系统、嵌入式系统和工业计算机、工业图像处理系统-传感器

成就。 这项盛事为各界专家和展会的参观者提供了知识转移

和致动器、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系统、测量和测试系统、激

和互动的便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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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中国的工程与管理专家均会将上海工业自动化展列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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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参与的活动，因为该展览为参观者和参展商寻找新的解决

产品，包括：变压器、蓄电池和不间断供电系统、电气开关

方案、产品、供应商和客户提供了一次良机。上海已经成为

装置和电气控制系统设备、电气和机械驱动系统、电动机、

促进全球工业团体互动和知识分享、推动新的商业合作、创

变频驱动、电气和电子测试和测量设备、电缆和电缆附件、

造强大网络的最佳之选。

电子和光电子元件。 在自动化软件和信息技术领域，参观者

摄影：Lead fotolia, Nicole Steini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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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ndustrial-automation-show.com

减少装配时间
E4.1L: 使移动供能更便捷 ...
快速装配、省时设计

装配时间节省80%*
和其他拖链相比，E4.1L 拖链系统可以更快速地完成装配。 新型的分隔
系统和去应力元件，让拖链装配更快速，并且可以消除应力、进行多层
次的电缆填充。igus.com.cn/E4.1L
*经igus 装配工厂测试
®

电话：021-5130 3100 邮箱：master@igus.com.cn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

"igus","e-chainsystem","plastics for longer life"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国际一些国家中受法律保护的商标。
Igus-2-chinesisch.indd 1

Visit us: SPS IPC Drives, Nürnberg – Hall 4 Booth 310 | Marintec China, Shanghai

26.09.2017 13: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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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精确定位
鸟瞰城市，熙熙攘攘的集装箱港口总能令人
联想到欧美儿童书籍《威利在哪里》
（Where’s Waldo）中的场景：无论刮风下
雨，不分白昼黑夜，集装箱总是不断地被转
移、堆放、装载、卸载、装运和运送。定位
编码系统与庞大的集装箱相比，体积微不足
道。但它对于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上海：通往世界贸易的大门

2015年，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上海港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

比如门式起重机可以自动运行。 “关键的先决条件，在于起

超过3600万个，这相当于每秒的吞吐量大于一个集装箱！所

重机能实时识别出确切位置。”倍加福工业视觉产品经理

有流程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才能保证这样快速的节奏。一

Armin Hornberger解释道，“做到精确度最大化非常重要。集

旦有装载超过20,000个集装箱的远洋货轮到达港口，卸货起

装箱应尽可能紧密堆放，否则较大的测量公差叠加起来会使

重机就必须进入码头轨道指定的位置上。它们是真正的巨

总长度出现显著的偏差。我们的新版WCS定位编码系统针对

人：为了能够从装卸区最尽头的角落装卸出最后一个集装

户外使用获得优化，可提供精确到毫米以下的理想传感器，

箱，起重机的起重臂必须越过50米高的大型船舶。货轮刚停

用于龙门起重机的位置检测。”

在这如巨门般的RTG工作区域中，每个RTG可以容纳竖列6个
集装箱的高度、并排14行的宽度。这是为了能快速处理并节
省空间。特别是大型船只停靠时，港口的空间和时间尤为紧
迫。在大型现代化港口，集装箱的流程控制已经大大优化。
想要进一步提高效率，就必须实现更高的工业自动化程
度——倍加福就此推出了精确定位解决方案。

精准确定关键位置

泊，集装箱装卸桥便开始运作。一个又一个集装箱被夹装、

全新WCS包括一个防污编码轨道，由适用于户外使用的不

称重、移到滑坡并暂存安放在固定地点。通常不到一分钟，

锈钢制成，以及带有强大红外线LED的U形通光传感器。编码

拖板车就能抵达并装载集装箱，再由移动门式起重机将其运

轨道安装在门式起重机的路径上，WCS读头安装在起重机

送到装卸区。这些“门式起重机”虽然小于集装箱装卸桥，

上。传感器的红外线穿过编码轨道的凹槽，读头收集结果代

但尺寸依然不可小视，足以使一个40尺集装箱看起来只有一

码图像，并转换成精度在±0.4mm以内的绝对位置。即使在高

个鞋盒那么大。而“轮胎门式起重机”（RTG）则在轨道上

速运行的状态下，WCS系统仍能在测量距离达314米的范围内

前后穿梭。

提供可靠的位置信息。

传感器和测量技术

针对户外使用获得优化的定位编码系统可
提供精确到毫米范围内的理想传感器，用
于龙门起重机的位置检测

从极地到热带

至-40°C的温度下正常运作。“这使得该设备可适用于全球
从北极到最热地区的各个港口，以及其他恶劣环境，如电镀

检测是一种非接触过程，红外光谱范围排除所有环境光刺

厂、化学工厂或垃圾焚烧厂。”Hornberger解释说。

激，不受温度波动的影响。这一版本的WCS最大的创新在于
读头的双层保护外壳。“我们设计了适合户外使用的系统，

适用于多种应用

制作了一款由高度稳定的特殊塑料材质打造的附加外壳，可
应对如机械影响、冲击、严重冰雹这些强机械效

灵活的连接方式使得该系统在狭窄的条件下也可进行安装。

应。”Hornberger说。该传感器的防护等级为IP69，具有耐

紧凑型系统使总宽度变窄，从而节省了宝贵的空间。同

热、防水和防尘的性能。它允许蒸汽喷射清洁，并能够抵抗

时，WCS的户外版本能够与其他所有WCS组件兼容，并可以

侵蚀性物质，如盐水、酸和碱的腐蚀，几乎完全不受恶劣天

连接到对应的控制版面，通过串行RS-485或SSI接口发送数

气的影响。内置加热器在低温状态下自动开启，能够在低

据。多种接口模块可与总线系统连接。“1989年，WCS系
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绝对位置定位系统进入市场。从那时
起，它已在室内物流系统、电梯技术和汽车行业等众多领域
中展现出优势。全新的户外版本为门式起重机或相似的长距
离大型设备的完全自动化操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将
WCS置于喷淋盐雾的挑战环境，也毫无压力。”Hornberger
强调说。
摄影：lead fotolia, 01 Pepperl + Fuchs

www.pepperl-fuchs.com

关于倍加福
倍加福（Pepperl+Fuchs）总部设于德国曼海姆，业务
遍及全球。公司致力于工厂和过程自动化，现已成为
传感器制造领域的专家。公司在全球的营业额超过5
亿欧元（2015年），拥有近5,600名员工，在全球六
大洲开设40多家外资子公司，同时拥有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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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步前行的中国自动化
在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很少有哪个国家像
目前的中国这样快步前行。作为“中国制造
2025”工业发展计划的各个战略领域的一部
分。数控机床的发展举足轻重。
首选技术合作伙伴当属德国的高技术企业，
比如切割机这一细分市场，就是很好的例
子。

爱科曼股份公司（Eckelmann AG）成立于 1977 年，其重点领
域之一是机械自动化。在诸如火焰、等离子、激光或水射流
切割等应用中，这家邻近德国法兰克福的企业积累了广泛的
技术专长。E°EXC 控制器是当今最为先进的切割用 CNC 控
制器之一。它们具备强大的专用技术功能，如针对各种激光
源和等离子源的集成式高度控制或即插即用支持。除了常规
切割外，该系列控制器还支持任意坡口和管切割、钻切及相
贯线应用。由此，机床制造商可以依靠成熟的解决方案加速
开发流程，在更短的时间内，将高端机床投入市场。

标准切割机 CNC 成套解决方案
自 2012 年以来，德国爱科曼在北京开设了分公司“爱科曼

关于爱科曼
爱科曼开发和生产各种高性能设备、机械与系统自
动化整套解决方案：机器自动化软硬件、商用和楼宇
用冷却系统调节控制系统，以及系统自动化集成装置

工业自动化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直接为中国机械制
造商提供解决方案。其紧凑型标准切割机 CNC 解决方案，可
帮助机械制造商轻松整合种种满足未来需求的高水准功能，
从而实现技术飞跃：E°EXC 880这款紧凑型控制器具备适用

和软件。

于所有常见切割技术的预配置选项，并包含全部常用 I/O 功

爱科曼集团共有 450名员工，年营业收入为 60 万欧

能。而且，除 I/O 功能外，系统还配备一个PWM接口，用于

元（2016 年数据）。总部位于德国威斯巴登。

激光信号输出。控制器自身支持所有常见等离子流源、激光
源和激光头。对于激光切割或等离子及火焰切割，可以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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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驱动技术

现成技术软件包。由此实现简便的即插即用开机调试。凭借
集成 IO 端，无需插接组合多个模块，显著降低了布线成本，
并减少了出错机会。

01 E°EXC

880，集
成 I/O 功能的一体化
切割机控制系统

实用优化的操作和个性化特色功能
针对切割过程优化的操作界面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并且不断
得到继续研发。为了直观地创建数控程序，系统采用了一个
先进的宏图库，内有约 50 种标准切割图形。该成套解决方
案在功能性方面也颇具亮点。附加的钻孔和铣削单元或其他
加工技术，均可轻松集成到这一开放的控制结构中，因为
E°EXC 控制器系列支持绝大多数的 CNC 技术，例如铣削或
钻孔。 借助集成 PLC，则可进一步实现流程控制，例如针对
输送系统。如此高的灵活性，在市面上各种专用控制器中实
属罕见。该一体化 CNC 系统规格仅限于 4 个插补轴，因此不
受任何出口限制。它最多可控制 8 个 CNC 轴。此外，针对更
复杂的应用，另有 E°EXC 66 系统可供选择。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的 EtherCAT
“EtherCAT 在中国无疑处于迅猛发展期，而中国政府更是已
将 EtherCAT 2014 发布为推荐性国家标准。”爱科曼（北
京）公司总经理黄伟明（Huang Weiming，音译）介绍道，
“我们自 2011 年起就已经支持 EtherCAT 驱动总线，可以说
是中国切割机市场的趋势引领者。”唐山锐特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徐广辉（音译）则表示：“我们自 2013 年以来
采用 Eckelmann 的控制器，效益显著。促使我们做出这一抉
择的，是其组件的高品质与可靠性。这款紧凑型控制系统体
现出优越的切割技术诀窍。我们从而得以显著缩短将产品推
向市场所需的时间。另外，我们对威斯巴登和北京方面提供

满足任何要求
针对要求更高、需要更强运算能力的应用，例如坡口精密切
割或具有多达 32 个 CNC 轴的机器，可以借助 E°EXC 模块
化控制系统并配置个性化解决方案。对此也有高性能控制器
和 I/O 模块可供选用。
由于一体化控制器和大型版本的 E°EXC 66 采用相同数控
内核，所有机器可以配备相同的控制系统——从小型批量机
型到长达 25 m 的高端龙门式加工中心，从而也可简化维护。

切割领域的创新合作伙伴
“我们不只希望将我们的 CNC 系统简单地出口到中国，还志
在成为中国广大机床厂家的创新合作伙伴。”Eckelmann 销售
经理 Roland Simon 解说道。 工程师们现在要面对该行业两大
趋势：1.集成各种加工工艺的复合加工机床越来越受到市场
的青睐；2.私人定制式复杂开发需求不断增加。凭借
Eckelmann 的 E°EXC 及广泛的应用支持，机械制造商可在切
割以及其他 CNC 技术领域内对此做好充分准备。
图片：01 + 03 Eckelmann 公司，02 唐山锐特科技公司

www.eckelmann.cn

的定制化方案应用支持也非常满意。成熟的德国控制技术帮
助我们取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

03切割机成套模块化
配备示例

02唐山锐特科技有限公司的 PROTEC 6000，配备一个等离
子切割头和五个火焰切割头

如何应对访问
安全性的挑战
生产网络中大部分工厂和机器已经普遍联
网，并成为工业物联网的一部分。生产网络
往往与公司内部网络（办公系统）相连，继
而与互联网连接，以确保数据和服务的一致
性。尽管这种网络透明化带来了诸多便利，
但从信息技术安全性的角度来看，它为运营
商对联网工厂和机器的访问保护带来了巨大
挑战。

运营公司的相关员工和机械制造商的外部服务技术人员在进
行服务和维护任务时需要访问某些受保护的网络区域。过
去，他们通常通过拨号访问相关网络。然而，这种电话网络
拨号直接访问的方式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因为拨号器无需
经过身份验证就可访问整个与之相连的网络系统。如今，这
种技术已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经常由现代化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远程维护访问所取代。

创建服务网络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上述解决方案能够对授权访问者和加密数据传输人员进行身
一项巨大挑战。这在工业领域又被称为ICS（工业控制系统）

份验证。但拥有访问权限的个人仍然可以自由地访问受保护

安全。通过现有的最佳实践方案，如按照工控安全政策ISA99

的网络。此外，加密系统导致机器操作人员无法掌控数据，

和IEC 62443创建符合深度防御原则的安全体系，与生产相关

也无法对数据进行监控。这将导致无法监控网络受损状况。

数据流的范围能够获得控制，由此确保机器和工厂的信息安

这种方案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每个机器制造商都有自己首选

全。而对系统访问进行维护和编程本身就是一项特殊任务。

的远程访问系统。这导致信息技术格局过于多样化，从而加
大了管理难度。此外，VPN远程维护访问无法解决运营商维

拨号连接隐藏重大安全隐患

修技术人员访问网络时的监控和身份验证的问题。
如果内部服务人员对工厂和机器的访问权限过高，安全等

信息技术的安全防御系统类似于一颗“洋葱”，需要通过层

级就会显著降低。因此，应把相关的访问权限降至最低。实

层的访问限制对多层网络进行深度的安全防御。系统最外层

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隔离网络区域（服

与因特网连接，因此是安全隐患最大、最不可靠的级别。这

务网络），以移交服务连接或创建连接路径。信息技术部门

些级别也被称为“信任级别”；越内层的网络，信任级越

将这种类型的网络区域称为“非军事区域”。

高。也就是说，“洋葱网络”的核心——生产网络（机器、
工厂和组件）需要极高等级的防御保护系统。使用NAT（网

所有服务连接尽在掌控

络地址转换）能够构建不可见的子网络，对系统进行保护、
伪装并设置访问限制，只允许用户查看制造相关的必要数

菲尼克斯电气研发的FL mGuard产品系列中的安全设备适用于

据。

工业应用，保护各个制造单元。此外，它们还可以构建服务
网络区域。凭借对ICS安全性的系统化定位，设备能够根据当

作者: Andreas Fuß，市场营销网络技术，菲尼
克斯电气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德国柏林

22   WORLD OF INDUSTRIES

前任务精确地开放所需的功能范围。服务网络搭建在生产网
络的外层，两个网络通过安全设备相互隔离。

工业通讯

02 维修过程中，机器操作技术人员通过
VPN连接或直接访问接入网络

01 构建服务网络区域，提供服务连接转移
点，通过限制和监控确保安全性

关于菲尼克斯电气
菲尼克斯电气是德国的一个家族企业，总部设于德
国布隆贝格（Blomberg）。2016年公司营业额为19.7
亿欧元。公司业务遍布全球，在10个国家设有生产基
地，拥有50多家销售分公司及40多个地区代理，全球
员工超过15,000人。它是电气工程和自动化领域的领
导和创新型企业。

03 公司还提
供安全性主题
的分析和咨询
服务s

FL mGuard产品还可充当各个生产单元网络的访问入口。这些

mGuard Smart2 VPN为这项应用程序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络通过VPN透明地集成于服务网络中。基于VPN的相应服务

机器操作技术人员既可通过VPN连接也可通过直接网络连接

连接能够脱离生产单元，建立在其外层。专用的解锁开关通

进行网络访问。所有的访问均按照以下方式配置：相关技术

过集成数字I/O控制安全设备。机器操作员也可以使用HMI设

人员需要通过安全设备用户防火墙的授权。这一过程能够激

备，以便展开内部网络事件通信。这种方法确保可能发生的

活用户动态防火墙。防火墙规则适用于IP地址认证。这样一

服务连接始终处在操作人员的监控之中。VPN连接中的防火

来，每个技术人员只能访问某些网络，从而形成一种多层次

墙能够识别已授权的服务访问。如果内部网络禁止使用VPN

的安全体系。操作人员接受机械制造商首选的VPN解决方案

连接，GRE（通用路由封装）隧道功能和条件防火墙（或可更

后，服务网络区域内就会出现对应的终端设备。

改的防火墙规则）也能够提供相同的功能。

工厂和机器的服务访问能够为运营商带来诸多便利，但同
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性挑战。正确的策略和独特的技术能

激活动态防火墙规则

够帮助运营商从容应对挑战，降低维护成本，提高可用性。
摄影: 菲尼克斯电气

机器制造商的外部服务技术人员需要通过VPN访问服务网络
区域。菲尼克斯电气的FL mGuard Secure VPN客户端或FL

www.phoenixcont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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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ayr.com
Mayr-Mandarin.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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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flex电缆— —开发和运动测试
在e-chain拖链中装入电缆——要将两者完美
结合，有时并非易事。20世纪80年代后期，
许多“柔性”或“适用于拖链”的电缆，在
实际应用于能源供应链时，损坏却日益频
繁。仓库自动化存取系统的速度越来越快，
也提高了对电缆的要求。这便是易格斯
（igus）这家独立电缆供应商的成立根源，自
那时以来，公司在该领域不断取得进展，奠
定了这一市场的基准。

是，整个绞合结构由挤压成型外护套强化，其中，各芯线之
间的空间完全被护套材料所填充。这意味着芯线不会松开。
在非常极端的运动条件——例如扭转条件下——还有其他
电缆设计方案可用。所谓的chainflex“机器人”电缆主要用
于工业机器人和其他多轴运动，并且必须能够灵活应对极端
的弯曲和扭转运动而不会受到损坏。特殊的屏蔽结构和外护
套材料也有助于确保最佳的电缆耐久性。因此，机器人电缆
需要力补偿元件、松开的绞合元件，不同的滑动平面和不同
的屏蔽方案，以确保它们继续正常工作，甚至在扭转应力下
运动几百万次之后。这是因为应用于机器人技术的电缆必须
反复改变运动方向。例如，绞合结构的直径实际上可能随扭
转角而变化。屏蔽型电缆的要求特别高。为了确保作用在屏
蔽线上的力不会变得太大，易格斯将滑动元件放置在屏蔽件

在寻找新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易格斯采用钢丝护套与成束绞

上方和下方，以确保屏蔽件能够相对于整个绞合结构以及外

合芯线结构达成了目标。成束绞合芯线与以往方案有显著区

护套自由移动。这一屏蔽结构特别适用于满足减轻受力的目

别。在分层成缆的情况下，芯线通常围绕电缆中心缠绕数

的。此种“柔软”的结构模式，可使整个电缆具有必要的运

层，各层之间又常添加箔金材料或纤维织物。这一制造方法

动自由度，减小拉伸力和压缩力，并且防止导体过早断裂而

成本较低，但其有一大缺点，就是在弯曲时，拖链半径内的

导致机器关闭。对于适用于扭转高达+/-

180°应用

芯线将承受很高的拉伸力和压缩力。这些力作用在芯线上，
会导致“起旋”损坏— —尤其是在传输距离长、滑动运行、
芯线数量较多的电缆中。

关于易格斯
成束绞合更具弹性
Chainflex电缆所使用的成束绞合方法与上述其他方法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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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如果有18条芯线，它们并非由内向外层层缠绕，

易格斯有限公司（igus GmbH）是拖链系统和工程
塑料轴承的领先制造商。这家总部位于德国科隆
（Cologne）的家族企业在35个国家设有代表处，全球
员工人数约为3,180人。2016年，易格斯凭借运动塑

而是先会各分三股成束缠绕。然后再将六个三股芯线束绞合

料（适用于运动应用环境的塑料零部件）取得了5.92

在一起，形成完整电缆。这种成束绞合通过多次反向弯曲

亿欧元的营业额。

法，确保各条芯线在拖链半径内免受过度拉伸。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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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和软件

02 采用成束绞合及多重绞合，
确保拖链半径内各芯线不会过
度拉伸

01 易格斯的40 ft空调容器，供测试电缆在现实条件下、在
e-chain中接受-40至+60 °C的持续测试

03 chainflex产品系列包括所有类型的电缆——从控制、伺服和
电机电缆到机器人、总线和编码器电缆，以及FOC和数据电缆

的“CFROBOT” chainflex电缆系列，易格斯提供至少500万

预知事态

次循环或36个月的使用寿命保证，以先达到者为准。
为了可靠地预测所有产品的使用寿命，这家能源供应链运动
电缆专家运营着一座能源链运动电缆实验室，占地2,750平方

正确材料成就全方位非凡性能

米，至今为业界最大。产品在持续运行中的弹性和承载能
绞合非常重要，但正确的绝缘和护套材料也关系重大。易格斯

力，如今要通过65种不同的试验台测试。由于可靠性取决于

自主设计和测试其制造的所有组件，因此，只要做到能源供应

对实际工作条件的准确模拟，所以试验台具有多样的传输距

链和电缆最佳匹配，即可实现最长的使用寿命。

离、加速度和天气条件可用。对于大型能源供应链系统（如

在诸多系列

测试中，非常有意义的一点是关于各种材料，以及材料间相关

起重机中使用的系统）的测试，则有传输距离最长可达240 m

程度的知识。随着易格斯测试实验室持续扩容并进行越来越多

的室外测试场地。已经有许多零部件在这里成功通过了速度

的测试，一点事实变得愈发清晰：“塑料加电缆”是成功延长

为4

电缆寿命的关键。塑料专家易格斯不断探求“以塑料实现更长

25,000 km。

m/s、填充重量为8

kg/m条件下的测试，总距离达

使用寿命”的概念，专注于改进和比较电缆和e-chain中所使用

这些“电缆刑讯室”自然不仅是为了拷问电缆的寿命极

的、持续相互接触的塑料。除了外部因素，如温度、介质和可

限，而要为持续改进设计和制造过程服务。客户如何受益？

能的辐射外，这点在拖链和电缆的相互作用中起到核心作用。

确定所选的电缆功能完好。而且运行状况优良，具备长达36
个月或1000万次双循环质保。

低温室实用性测试方法

除了开发新产品的测试之外，易格斯还持续监测其制造过
程。为此，测试人员会根据特定算法提取部分正在生产中的

设计能够可靠模拟现实应用的实用测试非常重要。与低温弯

电缆，这在所制造的所有电缆中占到至少20 %，然后在批次

曲测试不同，易格斯的电缆测试并非将绕芯缠绕在芯轴上、

测试中进行评估。项目包括在e-chain中的运动测试，以及在

降低到测试温度然后仅运动一次。相反，电缆要在测试温度

能源供应链中测试后的完整结构分析。

下、在能源供应链中持续运动，以模拟现实条件。而且此过
程要重复数百万次。为此，测试电缆在置于环境容器内的

事实和数字

e-chain中持续运动。根据目的，测试可在-40至+60 °C的温
度下进行。其中，它们要承受持续弯曲应力外加温度影响。

为了始终能为客户提供最具成本效益、并能在其应用环境中

经过选用大量不同材料的大规模低温室测试，结果发现，市

可靠运行的电缆，就必须提供多样的产品并不断扩大产品范

面上现有的任何混合物，即使是PUR，在能源供应链中持续运

围。使用易格斯网站，可以轻松简便地选择正确的电缆

动的过程中，数据指标都不免受到温度影响。

（www.igus.eu/chainflex_Productfinder）。Chainflex类别下

最终结果表明，易格斯到目前为止是首家为chainflex电缆护

包含1,381种电缆，其中1,244种有现货库存，并可在24小时

套混合物定义了三种不同弯曲与温度范围的电缆供应商。首

内交货。1,065种chainflex电缆具有UL认证，403种具有适用

先是对于固定电缆，其次是对于符合VDE或IEC标准的柔性运

于海上应用的DNV GL特别认证。

动电缆，以及第三，对于能源供应链中的运动电缆。毕竟，

摄影: igus GmbH

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在现实条件下进行真正的长期测试，
才能提供电缆在能源供应链中使用寿命的可靠信息。

www.igu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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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 ö rg Lantzsch博士，专业独
立记者，Dr. Lantzsch通讯社，威
斯巴登。硕士工程师Torsten
Czech，产品管理总监，欧普士有
限公司，柏林，德国。

高温计和红外摄像
仪——完美组合
非接触式温度测量在工业领域应用十分广
泛，从生产到维护无不涉及。绝大多数情况
下，红外测温技术是首选。但选择一台合适
的仪器并不简单。除了选择高温计或红外热
像仪之外，还需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

压。用于接触式测温的热元件也是基于这种原理。因此，通
过红外辐射加热的测温仪也被称为辐射热元件。铋和锑是制
作热电堆经常使用的材料组合。
热电测温仪中的辐射敏感元件由两个热释电材料的电沉积组
成。与压电效应类似，热电效应产生的表面电荷可通过前置
放大器转化为可测量的电信号。由于该检测元件无法连续测
量，所以必须使用斩波器以规律的间隔中断辐射，从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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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放大频率实现良好的信噪比。
温度测量是工业应用中最常见的环节。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温

另一种测温仪是利用电阻测温的辐射测热计。吸收红外辐射

度计（通常是铂电阻温度计）这种传统的方式测量温度。但这

后，信号电压随着辐射测热计电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测温

种测量方式的前提是待测物体与温度计之间必须进行接触。因

仪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因此适用于测量具有高电阻温度系数的材

此，该方式不适用于对精细表面、移动物体或无法接触的不规

料。热成像摄像仪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由此在进行温度测量

则物体等进行温度测量。由于必须保证被测量物体与温度计之

时能够创建通常只有借助辐射测温探测器方可实现的热图像。

间达到热平衡状态，因此这种测量方法也相对较为费时。

点和面的温度测量
使用红外线测量温度
选择合适的非接触式温度测量技术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通过物体发射的红外辐射能够实现非接触式温度测量。早在

用户需根据个人需要确定测量单点温度还是物体表面分配的

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就发现了电磁辐射的光谱分布与物

温度。前一种情况适用于表面温度分配均匀、不需要某个特

体温度之间的关系，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条定律。当温度

定位置温度信息的物体。只能测量某一点温度的温度传感器

达到3000K左右时，辐射光谱的最大值处于红外线范围内。这

被称为高温计。相反，红外摄像仪或热成像摄像仪可测量的

也是几乎被全欧盟禁用的白炽灯泡高能耗低效率的原因。

信息更为广泛，例如能够测出特定区域内温度最高和最低的

但普朗克定律只适用于理想的黑体辐射体。而实际上，物体

点，还可以用假色图像显示测量区域内的温度分布。

发出的辐射量取决于所谓的辐射率，而辐射率会受到物体的材
料、表面状况、温度和波长的影响。因此，使用红外辐射测量
温度时，辐射率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关于欧普士
欧普士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发和制造用于非接
触式温度测量的红外测温装置，其中包括：便携式测

不同的测温仪类型

温仪和在线式工业测温仪，以及用于点和面温度测量
的红外摄像仪。大型经销商网络遍布全球各地，提供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通过红外线来测量温度的测温仪。热电堆的
工作原理是热电效应，即加热两种金属的节点处时会产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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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产品销售和方便可靠的客户服务。

机器视觉

01 高温计适用于各种工业领域中的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02 需要非接触式温度测量的领域非常广泛——金属温度测
量只是其中之一

然而，红外摄像仪产生的大量复杂数据必须经过处理，并根

同。此外，镜头也十分重要，因为高温计根据特定物体的尺

据应用程序进行存储。红外摄像仪价格也相对较高。

寸设定了传感器和测量点之间的最大距离。欧普士网站上提
供的在线配置器能够帮助用户筛选出合适的产品。在对话框

适用于不同需求的高温计和红外摄像仪

中输入材料参数、温度范围、与测量点的距离以及尺寸后进
行筛选，配置器就会显示最符合上述条件的产品。使用光斑

欧普士有限公司是红外测温技术领域的行业领先企业之

尺寸计算器可以计算特定高温计和距离下测量点的大小。红

一。“我们的总部设于德国，业务遍布全球。我们的产品包

外摄像仪也可通过类似的配置器进行选择。除此，附加的光

括在线式和便携式工业温度计以及紧凑型红外摄像仪。产品

学计算器可用于选择红外摄像仪的镜头。输入距离后，计算

系列众多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欧普士首席执行官、工程博

器能够根据测量区域的精确尺寸和像素大小选择合适的镜

士Ulrich Kienitz说。

头。

欧普士以合理价格为客户提供“德国制

造”的高品质产品。欧普士大部分产品以半导体为组件，能

除了可以使用配置器和计算器筛选产品外，欧普士的专业

够保证高效、大规模的生产。产品配件如支架、冷却外壳、

应用工程师还会为需要帮助的客户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此

可更换镜头等均配备齐全。

外，公司定期举办红外温度测量技术讲座，以简单易懂的形
式向客户讲解非接触式温度测量的基本原理。

使用在线配置器，轻松筛选心仪产品

摄影：欧普士

红外温度测量的过程相当复杂，需要考虑到许多因素。测量

www.optris.com

温度的范围不同，红外传感器上红外光谱的波长区域也不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整体解决方案
支持CODESYS 3的人机界
界
面PLC和Block I/O型PLC
同时支持CANopen
可以灵活地支持PROFINET控制器、EtherNet/IP扫描器和Modbus TCP主站功能，同时支持CANopen、
Modbus RTU以及RS232/485。
TX500：最新HMI+PLC型自动化控制器，通过CODESYS 3进行编程和制作可视化界面。
TBEN-L-PLC：坚固的IP67防护等级的PLC，无需控制柜的智能控制理念。

www.turck.com/plc

高端运动控制系统软件

西门子为高端 Simotion 运动控制系统推出了全新软件版本，包括用
户程序模拟设备。通过在设计中集成 Simosim模拟功能，用户如今可
以展开软件测试，而无需连接任何硬件。程序部分在开发早期阶段便
获得了优化，由此缩短了后续的调试时间。面向对象编程（OOP）功
能已在软件版本 5.1 中获得扩展，由此令软件创建更加灵活。全新的
高度模块化 Simotion 软件在机器调试之前简化了运动控制应用的实
施，这为缩短上市时间提供了极大帮助。
www.siemens.com/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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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 的流程自动化控制
在流程工业，对于开创性和创新型自动化解
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加，目的在于降低成
本。通过实施涵盖工业自动化和流程自动化
的通用平台，优化潜力得以获得最大化发
挥。倍福（Beckhoff）以 PC 为基础的控制
设备通过集成针对不同流程而特定的协议和
接口满足此项需求，同时可为危险区域提供
更为广泛的产品系列。此设备在 I/O 系统和
TwinCAT 工程环境中完全实施了 Hart（可寻
址远程传感器数据公路）功能，由此能够确
保简单的项目规划和可靠的调试。倍福
CommDTM 将 TwinCAT 平台集成到现有的流程控制系统中。在其帮助下，DTM 可以在任何 FDT
容器中获得实现。此外，倍福 OPC UA 服务器和客户端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流程数据分
配，以及简便的系统控制和远程维护功能。
www.beckhof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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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快速的红外摄像仪
Flir X6900sc 和
X6900sc SLS 是专
为科学家、研究人

精确控制和高效冷却

员和工程师设计的
高灵敏度快速红外
冷却功耗高达机床

摄像仪。通过高级

整体功耗的 15％。

触发功能和相机集

之所以耗能极高，

成的 RAM/SSD 记

原因在于冷却介质

录，这些摄像仪为实验室和测试领域提供了高速事

需要获得非常精确

件运动停止功能。X6900sc MWIR 和 X6900sc SLS

地控制，最大滞后

LWIR 摄像仪在全 640 x 512 热分辨率条件下的帧

仅可为 0.5 K。为

速率可达 1004。这些摄像仪可将完整的窗口数据

了达到这一温度精

记录到相机内存上，最长可达 26 秒，由此将最新

度，同时满足高能效要求，威图（Rittal）推出了 Blue

高速可视相机功能与 FLIR 始终如一的出色热成像

e+ 系列，并借此实现了冷水机组能效领域的飞跃。与具

技术完美融合。FLIR X6900sc SLS 拥有长波应变

有热气旁路控制系统的冷水机组相比，创新驱动和控制

层超晶格（SLS）检测器，特定温度范围内的集成

技术可节省高达 70％ 的能量。冷水机组具有三个性能

速度是 X6900sc MWIR 的 12.6 倍。

级别，冷却输出功率分别为 2.5、4 和 6 kW。这些机组
高度灵活，可以在 -5 至 50℃ 的环境温度下使用，并可

www.flir.eu

提供各种预配置选项包，例如装备更强大的泵机、油冷
却装置或装备一体式加热器，以预调节介质温度。触摸
屏控制面板以纯文本形式显示所有信息。
www.rittal.cn

Atex 应用安全开关
来自 CES-C04-AP/AR 系列的应答器编码 Euchner 安全开关如今可用于 2
区（气体）和 22 区（灰尘）的潜在爆炸性环境之中。这要归功于专门开
发的塑料外壳防护罩。CES-C04 简便
集成于这一防护装置中。它可有效保
护安全开关免受可能的影响，从而满
足了 Atex 指令的要求。CES-C04 的
状态 LED 指示灯可通过外壳防护罩
的视窗获得轻松查看。现场安装的
CES-C04 设备可随时获得改
装。Euchner 安全开关能够以高度的
可靠性以机电和电子方式监控机器和
设备上的安全防护装置的位置。
www.euchner.de/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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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开启全新旅程，
重心向智能制造转移

作为全亚洲最大的机械和流体传动技术贸易
展览会之一，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今年以“
驱动未来”这个新口号来响应中国参与第四
届工业革命。

中心还会举办其他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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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 (Industrial
Supply Asia 2017)。这些同时举行的贸易展览会将提供中国

PTC ASIA

工业市场的完整现状概览，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
二十年来，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PTC Asia）见证了中国从

览会将吸引物流和供应链行业的专家和专业人士，展示压缩

发展中国家向世界最大制造业强国的转型。 不仅如此，通过

空气和真空技术的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展示分包

提供宝贵的市场信息和服务、不断为亚洲市场动力传动和控

和轻量化设计的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以及中国国

制技术行业创造国际发展机遇，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为中国

际重型机械装备展览会则将吸引主要来自冶金、矿业和石化

向国际商业和工业的崛起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在中国和

行业的参展商和参观者。这些国际盛会的展区占地 70,000 平

亚洲工业发展的下一阶段，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旨在整合价

方米，届时将进驻超过 1200 家参展公司，吸引来自世界各

值链，为机械制造业的质量发展打造更大的产业平台。

地 75,000 万名专业参观者。

11 月上半月对中国的机械工程和工业自动化领域肯定会是
忙碌而又重要的两个星期。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的举办时间
为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届时将与其他展会同时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除了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上海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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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ushen Doshi，工业世界国际记者

新闻和市场

此外，亚洲最大的贸易盛会——上海工业自动化展 (IAS) 将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推动的智能制造论坛也

于11 月 7 日至 11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在相同城市

将和展会同期举行，重点讨论工业 4.0 环境下数据与信号处

连续举办这些盛会能打造巨大的市场。它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理、状态监测与诊断、预测与决策支持、能源效率、可持续

来创造新的业务网络和更广阔的平台来与各个工业领域的专

性、产品创新、过程及安全问题等方面的操作和应用。毫无

业人士接洽。

疑问，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不仅是机械制造业的盛会，也是
企业扩大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

工业 4.0 与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的产品类别
每年，工业 4.0 相关应用和技术的重要性和部署都在增加，
因为它为全世界各地的公司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新的商业

n 液 压和气动设备：液压泵、液压与气动气缸、齿轮泵和齿

模式。在变革的时代，整个工业行业越来越多地与工业 4.0

轮马达、液压变速驱动装置、控制阀和压力开关、管道、

和智能制造的概念相融合，同时，中国的工厂也在经历从低

软管和接头、液压和油润滑系统过滤器、压缩空气处理设

劳动成本的密集型生产向高科技和高价值生产的结构性转

备和气动传动装置驱动等。

型。从中国政府为促进“中国制造 2025”计划作出的努力到

n

密 封技术：挤压密封件、旋转轴密封件、往复式（活塞和

中国工业企业近期对高价值技术的收购行动，我们能清楚地

杆式密封件）、机械密封件、柔性石墨密封件，其他填料

看到，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将不仅仅是一名旁观者。中

密封件和密封材料、密封试验台和测量仪器以及特殊的密

国的领导阶层及其产业已经决定加入这次新的“智能工厂革

封生产设备等。

命”，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n

机 械传动零部件和设备：机械动力传动部门包括广泛的产

在谈到第四次产业革命或“中国制造 2025”计划时，机械

品类别，如汽车、飞机、农业和工程机械用齿轮、高速和

与流体动力传动是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 通过应用工业 4.0

重型齿轮箱、行星齿轮箱、谐波和蜗轮齿轮箱，以及齿轮

的概念来监控和优化组件的性能，这将成为对实现智能和高效

机床。链式传动产品，如短节距和双节距滚子链、重型传

生产流程贡献最大的部门。此外，通过智能组件，动力传动系

动滚子链、齿链、板链等。皮带传动产品包括定时皮带、V

统成为了工业 4.0 数据挖掘的根基，这使其更为重要。作为全

型皮带、平皮带、罗纹皮带、变速皮带传动等。联轴器包

亚洲最大的机械和流体传动技术贸易展览会之一，亚洲国际动

括刚性、柔性联轴器、万向接头和万向轴、凸轮机构，各

力传动展今年以“驱动未来”这个新口号来响应中国的努力，

种类型的离合器和制动系统。标准螺栓和螺母、高强度和

重点关注主要议题，旨在分享知识、创造新应用以及寻找解决

高精度的紧固件、各类用于标准和特殊应用的弹簧。

方案。对于此领域的产品、设备和系统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来

n

轴 承：深沟滚珠轴承、圆筒形滚柱和双列球形滚柱轴承、

说，由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上海博览中心举办的亚洲国际动

双列自调整滚珠轴承、滚针轴承、角面接触滚珠轴承、推

力传动展是展示其符合中国需求的产品的绝佳机遇。

力球和滚珠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轴承组件（如环、钢

即使在今天，中国工程机械及设备领域的大部分核心组件
仍然依赖于国外进口。增强创新和高科技制造业的本土化是
中国企业目前要着眼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工业智能已成为

球、防尘罩、密封件和隔离罩）、轴承相关部件（如轴
线、套管和轮毂等）。
n 电 力传输：工业马达、伺服马达、特殊设计的小型马达（

不可阻挡的趋势。高水平的工业智能对智能工厂的发展至关

高达 750 瓦）、变频器和电气传动控制系统、电动马达配

重要，而在基础阶段，发展智能组件是关键。这些智能组件

件和组件。

还有助于优化过程，并为机械装置提供精确、高效、节能、

n 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四冲程燃气发动机、柴油发动机、柴

高成本效益的传动和控制。新的工厂维护技术，如能加快生

油燃气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多燃料发动机、旋转活塞

产过程和减少停机时间的预测性维护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发动机、小型燃气轮机、由内燃机驱动的发电机组，以及

基于对过程数据的分析，预测性维护有助于及时避免各种可

发动机零件和附件等。

预测的问题。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也会出现在今年的展览盛会

n 专 用设备和仪器：热压机、齿轮加工设备、CNC、机床、工

中。此外，汉诺威展览公司的预测性维护技术板块也将首次

具和模具、弹簧专用制造设备、链条、链条测试和测量仪

在2017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上展出。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企

器、齿轮和紧固件。

业将在展会期间聚集在上海，展示各种预测性维护产品和技

图像来源: fotolia

术。 此外，今年的展会将特别关注应用行业，展示机床、农
机、汽车制造、医药机械、工程机械等领域的解决方案。由

www.ptc-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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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限制离合器防止钢材轧机过
载损坏
捷克共和国最大钢材生产商 ArcelorMittal
Ostrava 的钢材轧机采用兼具高性能、高密度
以及高扭矩与速度容量的离合器，确保了最高
水平的运行安全性和生产率。

失就远远超过一台扭矩限制器的价格。因此，与变速器、驱
动装置及材料，以及生产停机时间的损失成本相比，离合器
的投资需求小得多。因此，AMO 在其轧机中采用“Eas-HT”
扭矩限制离合器，可靠地保护驱动系免受损坏。这些离合器
位于电动机和变速器之间，并将扭矩精确限制在一个设定
值：最大扭矩为 170,000 Nm，最大转速为 400 rpm。

ArcelorMittal Ostrava（AMO）年产量近 300 万吨，员工人数

极高扭矩保护

超过 7500 人，是捷克共和国最大的钢材生产商，也是世界
最大钢材及矿业公司 ArcelorMittal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俄

麦尔传动技术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Thomas

Gebler

解说

斯特拉发（Ostrava）及捷克境内另外几处地点生产钢材产

道：“‘EAS-HT’分离式离合器作为一款元件离合器，是针

品，主要客户来自建筑业和工程领域。在钢材生产中，出自

对极高扭矩和转速，或大质量转动惯量的理想解决方案。这

熔炉的钢水成型为带材、板坯、锭块或板条之后，这些初级

些离合器分别基于单独的、集成在法兰中的过载元件。可达

毛坯件接下来就要在轧机中进一步加工转化为成品钢材产

到的扭矩，等于元件预张力与元件数量和各元件排列位置半

品。为了持久保护轧机中的电动机、变速箱和其他驱动部件

径的乘积。”得益于模块化设计，离合器设计可根据具体应

免于代价高昂的过载损坏，AMO 信赖并借助于麦尔传动技术

用情况定制，相对于通常的中央分离机构，可控制高得多的

公司的“Eas-HT”扭矩限制器。该系列坚固耐用的分离式离

扭矩。目前，公司可提供容量高达 540,000 Nm 的扭矩限制

合器能够限制危险高扭矩，并可轻松承受钢材生产设置下的

器。然而，这还不是所能达到的极限：得益于模块化结构，

严苛条件，有助于节省材料、人力和成本，从而提高轧机的

现在已能够生产出容量为数百万 Nm 的扭矩限制器。

生产率。

在过载条件下运行
防止过载损坏

PTC ASIA

在运行中，“EAS-HT”元件上的各个过载元件接合，通过正
行业环境对生产率的需求和要求不断提高，钢轧机因而必须

向锁定传递扭矩。在过载情况下，输入端与输出端断开，且

要发挥出最高性能，在运行过程中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过

剩余扭矩在几分之一秒内就可降至接近为零，此断开过程具

载。轧机过载的原因包括钢材质地不均、温度变化及其在轧

有可复现的高精度。只有压力法兰轴承的摩擦力起作用。旋

制过程中导致的相关问题：如果材料温度不够高，因而不够

转质量在系统中蓄积的动能缓慢减低。元件离合器保持分

软，就可能对轧辊形成碰撞。通常而言，一次过载造成的损

离，直到以手动方式或者借助气动、液压、机械或机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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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更换您的轴承
... drylin 直线轴承可为您节约
40%的成本
®

扭矩限制器是轧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实
现高生产率并防止因过载损坏而造成的停机时间

不耐冲击

耐冲击

易脏污

耐脏污

易腐蚀

耐腐蚀

01 麦尔传动技术公司的“Eas-HT”扭矩限制器可确保以非
破坏式方法限制危险高扭矩，并可轻松承受钢材生产设置下
的严苛条件

运动应用? 用塑料!

塑料替代金属：drylin 干运行技术，可替代直线滚
珠导轨。可在线计算替换的可能性，配置 drylin 直
线轴承解决方案。drylin 为您提供可靠的解决方
案，详情可咨询：www.igus.eu/change-linearbearing
®

®

®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

02 “Eas-HT”扭矩限制离合器运行精确，并可在纠正过载
原因后立即准备好重新运行
方便快捷地重新接合。发生过载情况时，随着离合器分离，
驱动器即可长时间减速运行。在定义允许的减速时间时，只

免费样品：
电话：021-5130 3100

需要考虑离合器轴承的坚固性。然而，在离合器分离后，标
准做法是立即断开并关闭驱动器。过载信号可以由速度监控
系统，或持久监测离合器运行状态的非接触限位开关提供。
由于输入端和输出端完全断开，在自由旋转期间不会发生容
易损害驱动系的接触碰撞。

"igus","drylin","plasticsforlongerlife"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国际一些
国家中受法律保护的商标。

Visit us:
SPS IPC Drives, Nürnberg – Hall 4 Booth 310 | Marintec China, Shanghai

Igus-mandarin.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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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

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率

关于 Mayr Power Transmission

ArcelorMittal Ostrava 机械维护部负责人 Karel Satke 解说了

家族企业麦尔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897 年，是

AMO 如何将“Eas-HT”扭矩限制器同时在轧机里用作剪切销

安全制动器、扭矩限制器和轴联轴器领域的领先制造

联轴器的替代品：“这款元件离合器根据其设计，能够在可

商。这些产品主要应用于灌装厂的电动机械、机床、

用的短安装空间内 1:1 替代剪切销联轴器，而无需对我们的

包装机以及电梯、风力发电厂、舞台技术和工业机器

应用做任何更改。”“Eas-HT”扭矩限制离合器的运行精度

人。目前，位于德国阿尔高（Allgäu）地区的毛埃尔

远远高于剪切销联轴器，并可在纠正过载原因后立即准备好

斯特滕（Mauerstetten）总部约有 600 名员工。麦尔

重新运行。与此相反，剪切销接头具有预定义的断裂点（即

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 1000 名员工。该

剪切销本身），须在过载的情况下断裂以防止其他部件发生

公司在波兰和中国设有工厂，在美国、法国、英国、

损坏。然而，断裂破坏的组件随后必须更换。这就会产生成

意大利、新加坡和瑞士设有销售子公司，并于其他

本及系统停机时间。此外，触发扭矩公差相对较高也是其劣

36 个国家设有代表处。

势之一：剪切销联轴器会随时间逐渐丧失扭矩传递功能，因
为剪切销材料疲劳寿命有限。而这会导致频繁过早断开，进
而构成不必要的停机时间。“‘Eas-HT’装入我们系统一年

的数值。为此，公司利用多种多样现代化的检测设备，并充

来，已充分证明了其价值。”Karel Satke 表示，“从那时

分发挥数十年积累的开发设计经验。产品的各项测量值会与

起，就再也没有过早分离的情况了。离合器只有在确实必要

相关序列号一起存储在电子数据库里，确保 100% 的可追溯

时才会分离，我们因此得以省去超过 80 % 的停机时间。而

性。

重新接合也更加方便快捷了。”

摄影： Chr.Mayr GmbH + Co. KG

在从麦尔位于毛埃尔斯特滕（Mauerstetten）的工厂出厂之
前，每台离合器都要经过全方位的测试，并精确设置到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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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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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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地形
多么崎岖

导致车辆行驶困难的地
形，如陡峭的斜坡、结冰
的路面或软地面，对自行
式和牵引式机器来说都是
一个挑战。来自布赫液压
的创新型差速锁阀克服了
这些问题，借助按需供能
系统，机器能持续可靠工
作，保证任务计划的高度
确定性。在正常行驶条件
下，当不需要差速器锁止
功能时，阀处于未激活状
态，所有动力可用于驱
动。效率大幅提升。

不管有任何障碍，我们都希望汽车能随时工作，而且还必须

min（13.2 gpm）的08尺寸差速锁阀，在未激活状态下仅需要

节能。然而这一点常常被某些运行环境或周边情况所限制，

2.5

往往需要采取昂贵而耗时的措施。举一些司空见惯的例子：

bar（145 psi）。这种智能流量分配让压力损失大大降低，因

工程车辆的重新部署或转移到新工地；陡坡对乘坐式草坪修

此行驶驱动的总功率几乎不受影响。

bar（36

psi）压力，而激活后需要的压力不到10

剪机的限制；或者收割机在最坏的情况要等到雨季过后才能
使用等等，都会危及整个物流链的计划安排。对于诸如此类

越野和陡坡？没问题

的日常情况，来自布赫液压的差速锁阀是一种吸引人的、不
Bucher阀的高效率是成功实施高空作业平台测试的重要基础。配

会过时的解决方案，它有着可靠的设计。
总的来说，差速锁阀确保动力能分配到车辆的各个车轮或

有布赫液压差速锁阀的高空作业平台可承受45°倾斜。世界上还

车桥上，以适应当前情况。例如，为了防止车轮在冰面、雪

没有倾斜度达到45°这么陡峭的路。然而，由于使用了这些差速

地或泥地上打滑或空转，必须把供油重新分配到其他车轮

锁阀，高空作业平台、压实机和其他工程车辆现在可以通过自己

中，以减少该车轮供油。这种流体静力驱动原理绝不是什么

的动力开上斜坡，开到卡车上，然后被带往下一个工地。
就算是对于乘坐式草坪修剪机和高尔夫球场割草机来说，

新发现，但是通过布赫液压的持续开发，这款来自德国克莱
特高（Klettgau）的差速锁阀可以提供的附加优势清楚地显示

具备顺应较大高度差的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市政当局

出来，因此它们对乘坐舒适性、牵引力、机械的运行准备和

在选择越野车辆为丘陵公园修剪草木，或者高尔夫球场在所

安全性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有天气下都希望草坪保持良好状态时都必须考虑这点。在上
述情况下，差速锁阀十分有用，它用三台马达使两个前轮相
对彼此以及相对刚性后桥完全锁定，当然，视车辆的重量分

按需供能，专注整体表现

布情况也可以正好相反。
差速锁阀的主要部件包含一个可以整流和分流的双作用分流
器和一个控制阀芯，可在不需要分流器时使油液旁通。当差

更快的行驶速度，而非昂贵的运输

PTC ASIA

速锁阀关闭时，油液可以自动分配到车辆的各个马达中，不
受任何限制。安装Bucher阀后，当阀未激活时，所有动力可

差速锁阀的整体概念是为了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

用于驱动。

是在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方面。除了差速锁阀之外，布赫液

这一点通过细节设计得以实现，它的特点是阀体横截面积

压推出的一种用于提升行驶速度的新型换向阀也体现了这一

大、流动通道获得优化，且产生的压差较低。简单来说：由

点。当街道清扫车这样的车辆要从一个作业地点转移到下一
个时，所需的时间通常会令费用加倍：车辆在此期间无法作

于阻力较低，油液能更快到达既定位置，而且车辆在阀门未
激活的情况下启动更节能。这意味着，一个流量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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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且还需要昂贵的运输。

机械零件

01 这种智能流量分
配让压力损失大大降
低，因此行驶驱动的
总功率几乎不受影响

02 坚固可靠的
MT..DV系列差速锁
阀，整个流量范围内
能量效率高，性能出众

将差速锁阀与型号为USV08（尺寸08）或USV16（尺寸16）的换

锁定两个单独的车轮和一个车桥。伸缩式作业平台、联合收

向阀结合，就能满足所有行驶方式：在道路条件不佳时差速锁处

割机、平地机和货运车非常适合使用四级锁阀（MT..DVV），

于激活状态，而在转移车辆时，差速锁被禁用，快速模式开

可以单独锁定每个车轮，因此也可以锁定两个车桥。

启——只需一个按钮，轻松实现转换。在正常的行驶过程中，燃
油平均分配在两个车桥之间，但换向阀可以使所有燃油仅流向一

众多选择和定制型号

个车桥，另一个车桥上的车轮空转。这样就可以实现最大的速
度，清扫车可以通过自己的动力开往下一个作业地点。除了街道

为满足市场需求，布赫液压还提供低成本的差速锁阀

清扫车，换向阀也可以在所有的移动机械上使用。

（MTDA..HD）。在这种双作用分流阀中，油液始终流经分流
器。当不需要在行驶模式和差速器锁止模式之间切换的功能

坚固可靠

时，这种低成本解决方案尤其适用。

凭借其广泛的产品和应用知识，布赫液压的阀专家们开发了

所需的应用情况。这些功能包括前面提到的可与差速锁阀结

标准尺寸为08和16的MT..DV系列产品。其额定流量为100或

合使用的换向阀、用于释放制动器的开/关阀，以及当突然有

250 l/min（26.4或66 gpm），最大流量和众所周知的高压分

外力施加到车轮上（例如压到路上石头的边缘）时保护马达

流阀相同；420 bar（6000 psi）的工作压力也与之对应。经

的冲击/补给阀。

不同型号的阀可以集成各种不同功能，以确保产品最适合

过讨论，并视操作条件而定，在额定值之上、最高为520

所有型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简单、坚固而可靠的设

bar（7500 psi）的峰值压力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性能可以在

计，无需进行维护。这种设计不仅降低了成本，同时还加强

一个用于农田喷雾机的定制阀门上得到展示。在该应用中，

了机器的可用性。这是在不使用昂贵电子设备的情况下实现

需要长时间的420 bar（6000 psi）操作压力和短时间内520

精确成果的途径。用户可以将差速锁阀用于所有常用马达。

bar（7500 psi）的最大压力。

此外，阀也可以和所有常见的马达电接口相连。其防护等级

根据应用中使用的驱动马达数量，布赫液压提供可用于两

达到IP68，所以高压清洗车辆不是问题。

台、三台和四台马达的型号。双马达型号（MT..DV）通常可
以将前桥和后桥相对锁定。三马达型号（MT..DVD）可以完全

www.bucherhydraulic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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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ayr.com
MAYR-Chinesich.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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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
高性能轴承解决方案

机器人在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日益增长，以
及这些“全能手”的相关技术发展，促使制
造商寻求新的方式，将关节轴和手轴研发得
更稳定更精确。在自动化技术的精密行星齿
轮变速器领域，也越来越需要倾翻稳定性和
承载能力更加的动力输出。这两种需求的限
制因素是所使用的角接触球轴承。

线性接触取代点接触：双重倾翻稳固性
在给定的结构空间内，这种球轴承的稳固性在接触几何结
构、球直径和球数目方面都很难再优化了。舍弗勒提供了一
个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俱佳的解决方案，用其角接触滚子轴承
在相同的结构空间内实现更出色的稳固性和承载力。该方案
使用带圆柱滚子的滚动轴承，倾斜于安置在轴承轴的导轨。
与圆柱滚子的线性接触确保了极高的稳固性，在安装空间方
面有非常高的承载力和最低的挠度。简单的对比就可直观得
出结论：一个直径为 10 mm 的球能够承载 1000 N 的正向

ISO 窄结构系列 718 的角接触球轴承特别应用于精密行星齿

力，挠度为 40 µm，相同直径的圆柱滚子可提供 8 µm 的挠

轮变速器的动力输出中，以显著减少需要的结构空间。同

度，而稳固性提高了 5 倍。

PTC ASIA

时，这些轴承必须传输由轴向力、径向力和倾斜力矩构成的
的高组合负荷。在机器人的手轴中也优先应用这些轴承。这

结构系列 SGL– 精确且坚固

些应用的重点在于整体结构的重量很轻，且在前方部位有大
型空心轴，只需要很小的轴承截面即可满足需求。现今想要

舍弗勒提供的角接触滚子轴承有两种结构类型：SGL

进一步提高精度，由力和力矩产生的角接触球轴承变形和位

AXS。SGL 轴承有经过特殊打磨的三角形环截面，与圆柱滚

移是主要限制因素。

子的线性接触相互配合，实现了精确度、承载力和刚度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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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附件

佳的轴承结构。在轴承环之间装置了由耐磨塑料制成的护
圈。护圈在轴上使用。SGL 结构系列的轴承与规格系列 18
相匹配，因此可以直接与结构系列 718 的角接触球轴承替换
使用。与角接触球轴承相比，SGL 角接触滚子轴承在相同的
结构大小下提高了整个轴承的倾斜稳固性，例如根据结构规
格的情况，可将行星齿轮变速器的动力输出提升

50%

至

230%。
变速器制造商可为客户提供两种不同性能等级的 SGL 轴
承，这种轴承结构类型可以替代角接触球轴承。位于
Igersheim 的 Wittenstein alpha 公司是滚动轴承研发的应
用先驱者，在高性能变速箱 TP+ 中普遍使用了这种轴承
类型。Wittenstein alpha 公司的设计工程师 Dipl.-Ing.
Marc Mahler 如此介绍该项目：“在将我们的变速器系列
从 TP 进一步研发为 TP+ 的过程中，我们制定了 6 个高
标准目标，并向舍弗勒提出了这些要求：缩减变速器结构
空间，提高动力输出轴承的承载力，提升使用寿命，改善
动力输出的倾翻稳固性，用途多样，性价比最佳。”在这

01 SGL 轴承与 718 结构系列的角接触球轴承适用的结构空
间相同，但是可以提供非常稳固的滚子接触

些前提要求下，舍弗勒工程师开发了多个轴承方案，最终
经过分析确定了角接球滚子轴承

SGL

的研发。M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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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chaeffler AG 舍弗勒集团
舍夫勒集团是一家领先的集成汽车和工业供应商。
总部设在德国黑措根奥拉赫（Herzogenaurach）。
2016年总收入约133亿欧元。舍夫勒拥有超过87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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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构系列 AXS – 轻巧且坚固
除了具有坚固轴承环的 SGL 系列外，舍弗勒还提供 AXS 系
列。特色是仅有 1mm 厚的非切削加工环。因为自身不具备形
状稳定性，可以完美适用于环境结构的锥形轴承座。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AXS 轴承结构的精确度完全取决于环境结构的

02 Wittenstein

alpha 精密行星齿轮变速器 TP+ 与 SGL 型
INA 角接触滚子轴承相互结合，实现了倾翻稳固性、承载力
和空间紧凑性都非常好的动力输出轴承结构

质量，特别是轴和壳体的圆度和表层性质，以及角度公差。
在一次装夹下切削加工或精细切削的表层可以满足大多数应
用情况。轴承环也可以用于其他铝制和轻质材料结构中，由
此实现极轻的构造形式。因为两个轴承环相同，所以不能在

Mahler 补充到：“从变速箱结构的角度来看，SGL 轴承的

安装时将零部件混淆。内环装在轴环上，外环装在壳体钻孔

结构非常紧凑，稳固性极佳且具有高精度，可以传输大型

的居中位置。

重物。与角接触球轴承相比，额定转速更低，这在我们的

PTC ASIA

应用中影响不大。

03 INA

AXS 轴承减少了滚动接触绝对需要的材料，实现了最紧凑
和非常轻的解决方案。始终将其配对使用，开发用于组合的

角接触滚子轴承 AXS 的出色之处在于重量很轻，结构空间达到了最小化，同时有相当大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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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机器人技术和精密变速器结构对动力输出轴承的
要求是要有最小的结构空间，同时具备更高的承载力和
稳固性，而两个 SGL 和 AXS 轴承系列在圆柱滚子基础
上完全满足了这些要求。值得称赞的是轴承结构的布
局。计算 SGL 特别是 AXS 轴承的稳固性变得非常重
要。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使用软件工具 Bearinx 计算轴
系统和直线导轨系统中的滚动轴承，还可以使用我们的
扩展 CAE 计算工具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支持。在 Bearinx
中我们不仅计算单个滚动接触和轴承的位移，还计算轴
和齿轮，即整个系统。因此，以最新技术为基础的设计
很快就会实现。”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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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Dipl.-Ing. Hans-Georg Kierdorf 是舍弗勒工业变速器
的应用技术员

轴向负荷和径向负荷。轴承的 O 型布置加大了支架距离，
使轴承结构非常坚固。原则上 SGL 轴承可使用 45°的压力
角，但是 AXS 轴承不仅可以使用 45°压力角，还可对主要
的轴向负荷使用 60°压力角。AXS 滚子轴承在旋转操作和
低转速的应用中非常成功，例如应用于精确追踪太阳能板的
变速器，或是用在机床的执行装置和进给驱动中。除此之
外，AXS 轴承也证明了在 Dürr 喷漆机器人手轴应用中的
巨大潜力。轴承的最轻重量、小横截面以及非常坚固的滚子
接触使轻巧、薄壁和承重力极佳的结构形式成为可能，有足
够的空间可以操作彩色软管。结合轴承的高度倾翻稳固性，
实现了精确的喷射导轨和完美的喷射形式。此外，非切割加
工环使轴承的成本大大降低。
图像来源: Schaeffler

www.schaeffler.com

04.10.2017

三种优选配置的高性价比物流驱动装置
随着工厂中的驱动装置日益增多，通过设备种类的高效
配置，可实现降低高达70%的总拥有成本。有鉴于此，诺
德专门针对物料搬运和输送机应用中的高效变频驱动，
推出三种优选规格的驱动装置。这些驱动装置具备邮政
枢纽、内部物流应用以及包裹搬运系统所需的典型功能，
满足性能要求。这些驱动系统采用标准化设计，可大大
简化采购、工程设计、调试和备件库存等工作。此外，
这些分布式驱动装置还特别容易安装、操作和维护。

在输送系统中，实现驱动标准化
可减少高达70%的总拥有成本

相比于其它措施，减少驱动系统数量不仅能降低能耗，还可显

求。作为一家德国公司，诺德多年来一直为内部物流和机场设

著降低客户的总拥有成本。因此，驱动产品制造商需要针对特

计提供高效驱动技术，从而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诺

定行业的应用，提供可行的标准化驱动系统。优选型号还有助

德针对性地开发出LogiDrive系列产品。LogiDrive系统包含三

于简化客户的采购流程，包括首次采购以及后续的其它订单，

种优选驱动型号，不仅可帮助客户精简采购、工程设计、系统

让客户从中受益。显然，标准化的驱动产品还能让客户的库存

维护和员工培训等过程，还能大大减少所需的库存备件。总

管理变得更容易。不仅如此，它们还能简化驱动产品供应

之，在邮政枢纽、仓库和包裹搬运系统等应用中，LogiDrive系

商、OEM以及最终用户的计划和工程设计过程。当然，实现标

统可帮助客户减少高达70%的驱动总拥有成本。

准化要克服诸多挑战，例如要尽量选择配置较少，但能满足各
种任务需求的驱动装置，且产品规格不能过大。因此，驱动产

三种型号，极具灵活性

品工程师需要透彻分析具体行业的驱动方式以及应用的具体需
LogiDrive系列产品是诺德专门针对内部物流和机场应用而开发
的标准化驱动产品，可为数百米长的输送机系统提供驱动解决
方案。其变频驱动可采用简单的菊花链式连接；可使用短电源
线将驱动装置依次相连。该系列产品包括三种齿轮减速电机型
号，可满足所有典型性能要求。此系列产品提供1.1 kW、1.5
kW和2.2 kW三种功率规格的IE4永磁同步电机，并配置两种规

PTC ASIA

格的高效2级斜齿轮-伞齿轮齿轮箱，最大输出扭矩可达260
Nm。 如果应用中需求更高的功率，诺德的模块化系统可以提
供高达4kW的电机和驱动器。 稳健的NORDAC LINK系列变频
器可实现宽范围的速度控制，可方便集成商和最终用户在工程
设计软件中轻松选择和使用驱动装置。它们具有很高的过载能

01 现场分布式系统上的设置和运行开关易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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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备多种独特功能。此外，其现场总线模块适用于所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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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LogiDrive系统配置了IE4电机，支持频繁部分加载的运行方式，可显著缩短客户的投资回报周期
用系统，并可根据具体项目要求进行集成，其中包括工业以太

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接口选项。LogiDrive系列驱动装置还能管

网PROFINET总线、Ethernet POWERLINK、EtherCAT和EtherNet/

理绝对定位、相对定位以及智能制动。其中位置和距离可通过

IP。板载PLC驱动器可作为连接现有控制架构的协议转换器。

总线或直接在设备上进行编程控制。通过主/从控制方式可实

该系列驱动产品还通过广泛的认证，大大简化了系统集成商的

现多台驱动装置速度和位置的同步。此外，这些系统还配置了

工作，使其能在各处使用相同的熟悉技术，无需额外的认证工

集成PLC、PI控制器功能以及各种传感器接口，甚至可用于驱

作或专门开发产品。诺德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广泛分布于全球89

动更大型设备中的自主模块设备。

个国家和地区，能及时响应全球各地的客户需求，快速提供支
持和服务。

在安装中机座号和速比受到限制时， 变频器可以实现高度灵
活的速度调节。 诺德致力于输送机技术领域已有多年历史，
先后为全球数百个内部物流工厂和机场设计了高效的驱动系

极为人性化且高效

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公司在大型模块化项目中使用了

LogiDrive系统采用了完全可插拔的编码连接器，安装非常容

节能电机。诺德齿轮箱产品组覆盖不同齿轮类型，并可提供各

易、快速和安全。设备上的维护开关、钥匙开关和方向开关让

种扭矩和传动比。变频器则可为工厂领域提供智能驱动，通过

用户能灵活地操作，便于安装和维护。驱动相关的传感器和执

部分加载的运行方式确保电机高效运行。此外，电子逆变器可

行器可通过M12插头连接。变频器采集的传感器数据可传输至

实现非常灵活的速度调节，可显著减少大型设备中所需驱动装

更高层系统，减少了采用其它方式所需的接线工作。此外，该

置的数量，只需几种规格和传动比即可满足应用。全新的

驱动系统可提供诸多优势。其一，采用预配置参数的即插即用

LogiDrive系统专门针对于机场和其它物流应用而设计，可帮助

式变频器，可简化系统的维护工作。其二，驱动部件易于更

客户显著简化驱动产品的管理，节约大量成本。

换，无需更换整套驱动系统，只需更换其中部分部件即可，例

图像来源: Getriebebau Nord GmbH & Co.KG

自主制造的驱动部件，并能提供适用于全球、不同能效等级的

如只更换齿轮减速电机，这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而且还更加环
保。其三，配备轻合金外壳，结构紧凑且易于搬运，平均而

www.nord.com

言，它们比合金钢驱动装置轻约25%。其四，LogiDrive系统的
IE4或Super Premium Efficiency（超高效）同步电机支持频繁轻
载的运行方式，可在输送系统中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显著降

关于诺德传动集团

低能耗，缩短客户的投资回报周期。

作为传动技术的开发者和制造者,诺德传动集团成立至
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现拥有3,600名员工，是世界

整体安全性
LogiDrive系统可高效、安全地驱动水平、倾斜和垂直输送机，
从而帮助这类系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显著地节约计划
时间和建造成本。负载驱动器在设备发生堵转时停止电机，从
而保护被驱动的设备。诺德还可提供经TÜV认证的电子模块，
保护好所有驱动轴，实现符
合EN 61800-5-2的STO和SS1安全功能。变频器采用面向磁场

领先的全面综合的驱动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诺德的
产品范围包括标准驱动器及应用要求苛刻的定制解决
方案，如节能或防爆驱动器。2016年诺德的销售总额
约为5.6亿欧元。诺德目前在全球89个国家设有子公
司，同时建立了庞大的分销和服务网络，以确保最短
的交货时间，并在最短时间内提供以客户为导向的服
务。诺德各种传动装置的扭矩范围为10Nm至
250,000Nm，同时生产输出功率为0.12kW至1000kW
的电机，以及包括160 kW变频器及伺服控制器在内的

的矢量控制，可实现高精度控制。例如，在起吊应用中，它们

电气控制装置。诺德不但可提供传统的集中式柜式变

在零速状况下就能够提供全扭矩，甚至能在负载波动的状况下

频器，也可提供分布式控制的变频器一体机产品。

输出设定的速度。标准变频器还提供更多配置，包括增量式编
WORLD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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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传动装置驱动挖掘机
瑞典铰接式挖掘装载机制造商
Huddig 将其最新混合传动技术命
名为 Tigon，意为虎狮，即雌狮与
雄虎的混血儿。此名称与此系统可谓
绝配：内燃机和电动机经过优化组
合，在此混合动力的系统中尽显
其优势。这种跨界的成功组合提
供了一种在各个情形下均具备
理想操作条件的“一体化解决
方案”：混合动力传动装置，
纯电池驱动或通过电力驱动。
此牵引传动装置应用了邦飞利
610X 系列专门定制的电力行星
传动装置。

就像概念车一样，采用 Tigon 技术的铰接式挖掘装载机机身
为深黑色并带有几条红色条纹和几个红色区域。利用黑色背
景突显具体照明效果的设计风格令其在市场中独树一帜。制
造商 Huddig 深知引起市场对该特殊技术的好奇心之道，挖掘
机巨大的外观尺寸早已令人印象深刻，而这项特殊技术就隐
藏在挖掘机的钣金外壳之下。它将技术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体
现在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中。
Huddig 本身就是瑞典铰接式挖掘装载机的市场领导者。该
公司成立于 50 年代末，在这期间已交付了超过 10,000 台机
械。近几年出口加速，并自 2014 年起积极发展德国市场。
其产品采用摆动架铰链与专门开发的履带和车轮的独特组
合，在各种地形上行驶均表现出色。该公司凭借 Tigon 技术
进一步扩大产品范围，提供适合在市政、电缆和轨道领域高
效、多产作业的最终解决方案。

抛光混动技术
Tigon 技术的核心是一种复杂的柴油机和电动机混合动力技
术，它可以为工程机械带来前所未有的能源发电和再生。相
比传统挖掘装载机，上述原型机大大降低了燃油消耗。它集
成了功率为 104 千瓦的康明斯柴油发电机和容量为 25 千瓦
时的磷酸锂铁电池。当电压为 92 伏时，最大可用功率为 135

PTC ASIA

邦飞利的 610X
车轮传动系列

作者：Chris Liebermann，
Werbekoch GmbH，
乌布斯塔特-魏黑尔公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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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因此可以有多种操作模式：并联式或串联式混合动力
驱动模式下功率最大，而电池或“即插操作”模式下更安静

关于邦飞利

且更环保。Huddig 将此优势称为“珠联璧合”。各种功能选

意大利公司邦飞利（Bonfiglioli）由 Clementino

项综合应用的效果明显大于单一的各个功能选项。

Bonfiglioli 在1956 年成立于博洛尼亚。公司拥有工
程机械行业 15％ 的市场份额，是挖掘机、推土机、
混凝土搅拌机、翻斗车、平地机及众多领域的最大

用于重型应用的车轮传动装置

型传动技术解决方案制造商之一。

610X 系列四个车轮传动装置都是邦飞利专门针对 Huddig 铰
接式挖掘装载机的需求定制的，使其获得更高的牵引精度和
能效。这四个特殊牵引传动装置各由一个 30 千瓦的电动机

司，成为市场上车轴传动产品类型最齐全的

驱动，同时提供 40,000 牛米的最大输出扭矩。邦飞利公司出

公司。此外，邦飞利还打造了市场上最大

品的 610X 系列新型车轮传动装置专为重型机械设计开发，

的车轴传动装置（扭矩高达 3000 kNm）

此类机械的主轴承需要高扭矩和最大稳定性。Huddig 铰接式

。早在 30 多年前，邦飞利结合自身在

挖掘装载机的各个车轮均可独立控制。这就使得挖掘机在光

电动机和车轴传动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

滑的地面上也能应付自如。此外，即使作业空间狭窄（如市

力，开始生产用于移动工程机械的混合

区施工现场），该铰接式挖掘装载机也能更轻松地移动，且

动力和电力传动装置。邦飞利目前已

将噪声级降至最低。无论是纯电池供电，还是在准静止状态

经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电驱产品组

下通过电缆供电，接近 13 吨重的铰接式挖掘装载机可以零

合方案。

排放运行。
www.bonfiglioli.cn/zh-cn

成功合作
“我们在车轴传动和电驱领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是 Huddig 选
择邦飞利的原因，我们受其委托开发符合高要求的车轮传动
装置。”邦飞利移动机械销售总监

Stefano

Baldi

解释

说。Huddig 公司的 CEO Lars Lindahl 补充说道：“邦飞利的
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制传动装置。我们觉得
邦飞利公司充分理解我们的需求！”这种开放、信任的合作
模式也意味着，不仅量身定制传动装置，而且各项要求均不
打折。Lind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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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EY
USA

继续说：“我们期待携手邦飞利实施更多项

目，为客户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双方均是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从首次在 Huddig 概念车上
进行 610W2 标准传动装置测试开始两家公司就开始了合作。
双方经理均表示对测试结果非常满意。随后进入了开发阶
段，针对 Huddig 的具体要求尽快落实到量身定制的牵引传动
装置。“在此期间，邦飞利认真聆听并接受我们的要求和期
望，并将这些要求和期望具体落实到产品中，”Lindahl 总结
说。

REAC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ERS!

邦飞利凭借数十年的经验和深厚的传动系统专业知识进行

01/2017

设计开发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而 610X 电动牵引传动

www.engineering-news.net

装置可视为展现该公司能力的一个范例。基础版 610X 电动

01/2017

传动装置既适用于工程机械，如挖掘机、挖掘装载机或履带

INDUSTRIAL AUTOMATION

式走行装置， 也适用于农业机械应用，如联合收割机、收割
01/2017

机、自行式喷雾机等。
邦飞利在工程机械和非公路行业传动装置的设计与制造方

www.world-of-industrie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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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累了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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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验，堪称该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之

一。2015 年年底，邦飞利收购了 O&K Antriebstechnik 公
www.engineering-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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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新闻
贝加莱Orange Box对传统设备进行智能
工厂升级

包米勒伺服电机DS2系列新产品
纽伦堡传动系统领

贝加莱（B&R）研发的

军企业包米勒集团

Orange Box能够帮助机器操

（Baumüller）优

作人员收集和分析以往孤立

化了DS2系列伺服

的机器和生产线数据，通过

电机的性能，使其

尽可能小的投入使其适用于

运作速度加快，功

智能工厂。Orange Box由控

率范围扩大。速度

制器和贝加莱研发的名

提升后，紧凑型

为“mapps”的预配置软件

DS2伺服电机根据

模块组成。控制器可以通过

尺寸不同，速度最高可达5000 rpm。因此，包米勒这一系列

其I/O通道或现场总线连接从任意机器中收集操作数据。通过

的电机能够通过水冷却或可选的油冷却增加电机的额定功

分析数据，“mapps”生成和显示OEE值，并且能够通过OPC

率。DS2伺服电机的高速特性尤其适用于塑料和橡胶应用领

UA与更高级别的系统共享信息。安装Orange Box无需更改现

域以及印刷机、成型机和纺织机械。DS2伺服电机的额定转

有的硬件或软件。安装此设备能够显著提高生产力，且时间

速提升，最大扭矩值使得转速范围扩大，加速度提高，由此

和成本投入均非常小。只需安装一个紧凑型的PLC和mapp

缩短了循环时间并提高了机器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功率使得

OEE组件，即可收集和分析基本操作数据。报警管理或能源

电机速度得以提升，从而实现了发动机传动尺寸的优化和经

监控等更高级的功能也可通过更强大的PLC和其他软件组件

济效益的提高。内花键轴是伺服电机系列的另一大创新。这

轻松扩展。除了PLC功能之外，借助电源板和平板电

一版本的伺服电机接口不再需要联轴器或支撑泵等其他昂贵

脑，Orange Box还拥有现代化的用户界面。

的传输元件。因此既能节省成本，又能优化安装空间。

www.br-automation.com/zh

www.baumueller.de/zh

伊顿公司展示专业的过滤技术

液位传感器可区分两种不同液体或介质

伊顿公司（Eaton）的过滤业

易福门电子（ifm electronic）公

务部就“液压与润滑过滤解决

司的 LMC 传感器系列能够可靠

方案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可靠

地监测液位，例如在机床或废水

性”进行了一系列展示。这一

管理中，或用于避免泵机干转。

系列高性能的过滤解决方案能

这套系统拥有极高的沉积物抑制

够过滤掉压缩机、变速箱、动

功能，后部安装方式能够实现灵

力装置和移动液压机使用的液

活和特定于应用的安装。LMC 传

压油中的固体和水。这些过滤解决方案有助于系统保持高水

感器可应用于几乎任何液体或粘
性介质，以及散装材料。高达

PTCS ASIA

平的运行效率，防止污染物对液压系统的损坏，并尽可能地
缩短停机时间、 降低运行成本。伊顿公司推出的“Twinfil

100°C 的永久介质温度或较为厚重的堆积同样不成问题。得

TWF 4000”过滤器可用于风力涡轮机的齿轮润滑系统，能够

益于切换点设置功能，这款产品可以区分两种介质。IO-Link

在恶劣的操作条件下对液压油进行过滤和脱气处理。该紧凑

和 USB 接口令参数设置轻松简便。这一全新设备还提供可靠

型过滤器以阳极处理的铝合金为材质，具有防海水性，重量

和免维护的液位检测，这是其他设备所不能及的。此外，坚

不到标准配置的25%。另外，伊顿公司还展示了其过滤器外

固的不锈钢外壳为设备提供保护，具有抗冲击和抗振动性

壳、过滤元件和CCS 4污染控制系统的一系列产品。该系统

能。工厂的默认设置令设备拥有简便的“即插即用”特性。

能在故障发生之前提供有效的应急措施和节约成本的方案。

得益于 IO-Link，用户同样能够为工业 4.0 应用做好准备。

www.eaton.com.cn

www.if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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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对接系统有助于提高发动机试验台的效率
Reich-Kupplungen 的全新自适应对接系统能够最大化实现发动机测试中测试对象更换流程的自动化，从而显著提高发动机试
验台的操作效率。该系统在本年度斯图加特汽车测试博览会上首次展出。参加博览会的车辆制造商和组件供应商对这套自对
接和自定心夹具赞不绝口。该系统由横向销和套筒两个标准部件组成，均为直齿形。只需将匹
配的联轴器与销安装至发动机便可完成索具装配。考虑到这项工作在试验台区域之外进行，测
试单元中的索具装配时间得以降至最低。借助这套夹具，在一台发动机仍然处于测试中时便可
准备其他待测发动机。基座已正确定位，由此为放置其上的 CV 连接套管提供稳固支撑。当安
装有联轴器和齿形销的发动机接近其目标位置时，套筒被提起并转动，直至齿形部件进入啮合
状态。不论在任何转动位置下，所有齿形轴组件都可完成啮合，以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
www.reich-kupplungen.cn/

免维护输送系统

慕尼黑链条制造商伊维氏传动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iwis
antriebssysteme GmbH & Co.
KG）推出新产品“Megalife”
，它是免维护滚子链和输送链
的典范。Megalife链条的自身
优势可使更换间隔延长，并能
够降低维护成本、缩短输送系
统的停机时间。Megalife链条
可应用于安装后无法进行润滑
或不方便润滑的地方，如：干
燥的工作环境及维护不便的设
备。套筒经过烧结、硬化和特
殊处理，性能优化。销轴带有
获得摩擦优化的耐磨损表面涂
层，滚子带有耐磨损、防腐蚀
的表面。因此与传统的低维护
链条相比，Megalife链条拥有
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佳的硬
度。链条采用镀镍部件，防腐
蚀，可以在-40°C至160°C温
度范围内正常工作。Megalife I
系列产品适用于无法进行润滑
的装置，速度高达3
米/秒。Megalife II系列产品提
供高速（速度>3m/s）和高负
荷链条传动装置解决方案。
POWERING GLOBAL INDUSTRY

www.iwis.com/zh
Megadyne.indd 1

09.08.2017 1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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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汉尼汾推出新型集成绝对位置传感
器

TE Connectivity推出全新的集电源、信号
和数据为一体的单一电缆供电型连接器

运动和控制技术产品制造

连接和传感领域领军企业TE

商派克汉尼汾（Parker

Connectivity推出新型连接器产

Hannifin）推出了一款新

品，为伺服电机、线性电机、主

型集成绝对位置传感器，

轴电机和步进电机提供解决方

能够以较低的安装和维护

案。越来越多的分散式伺服驱动

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传

器通过高速以太网实现联网并提

感器安装在液压缸的活塞

供实时控制。但信号和电源采用

杆上，可以读取气缸顶部

双电缆带来的缺点在很大程度上

的标识。位置信息和系统

依然存在。TE Connectivity推出的Motorman混合型连接器采

健康状况在串行总线上进行报告。该CAN总线允许多个活塞

用分散式技术，通过单独的电缆为电源、信号和数据供电，

杆与“Intellinder”通过单一电缆进行联网，提供精确的位置

帮助制造商对生产进行优化。两个快速以太网插槽可实现实

和信息。由于Intellinder液压缸不使用起始参考点来测量绝对

时自动控制的所有优势，同时可降低布线的复杂性和成本。

位置，因此与增量技术相比，Intellinder速度更快，性能更

连接器的金属外壳版本适用于严苛工业环境，塑料外壳版本

佳。配有派克液压缸的Intellinder传感器已经过完整的组装和

为客户提供更经济实用型的选择。 Motorman混合型连接器的

测试。将液压缸安装并连接到液压系统后，只需与控制器进

防水和防尘等级达到IP65，可承受50g的冲击力。工作温度范

行单一的电气连接，即可快速方便地完成安装。该设备以坚

围为-40°C到85°C。今年早些时候，TE Connectivity研发的

固耐用的压铸锌合金作为额定传感器和电子设备的外壳材

Motorman混合连接器又添加了新的成员。其中包括更高级、

质，防护等级为IP68，拥有极佳的耐用性，能够将停机时间

更安全、拥有二次锁定功能的“Shroud”版本，以及适用于

和维护要求将至最低。

机柜应用的电缆压接版本。

www.parker.com

www.te.com.cn

开天传动为丰富的产品系列新增推进器
制动器

株式会社不二越推出用于车床高效夹紧
应用的液压单元

制动器专业企业开天传动（KTR）通过推进器制动器进一步

在汉诺威国际机床工具展

扩大其工业制动器产品组合。KTR-STOP TB 系列电动液压制

（EMO）上，株式会社不二越欧

动系统具有盘式制动器和推进器制动器版本，并可作为操作

洲有限公司（Nachi Europe

和安全制动器获得应用。盘式制动器有 3 种尺寸，盘直径为

GmbH）展出了 NSPi 系列创新液

900 mm，可提供高达 15,200 Nm 的制动力矩。推进器制动

压单元，主要用于车床和加工中

器有 7 种尺寸，推进器直径为 710 mm，可提供高达 10,000

心的夹紧应用。这些液压单元由

Nm 的制动力矩。此外，两种设计的制动力矩可在现场于制

频率控制电机驱动，当与直接安

动器上进行直接调节。完全封装的气缸可提高防护等级，防

装的叶片泵组合时，该单元可提供精准匹配需求的体积流量

止损坏并阻挡污垢。根据要求，电动液压制动系统可选增其

和压力。可调叶片泵装配有压力补偿器，借此可以对流量进

他选项，如自动磨损调整、手动释放设备、制动状态限位开

行调整，以保持压力或较大的体积流量。与轴向活塞泵相

关以及垫磨片或倾斜阻尼。两款制动器均按照适用的工业标

比，这款泵机设计的另一项优点在于内部泄漏实现了最小

准进行设计，因此可以轻松集成到现有系统中。

化。NSPi 系列包括用于高达 80 巴压力的液压单元，体积流

安全制动器 KTR-STOP TB S（左）、推进器制动器 KTR-

量在 10 l/min 至 20 l/min 之间。得益于其创新设计，与同类

STOP TB T（右）

产品相比，此系列设备的能耗降低了 64％。

www.ktr.com.cn

www.nac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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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智能物
流全面进军高科技制造业
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五年计划。目
标充满挑战：实现6.5%的GDP年平均增长率，
截止至2020年平均收入和经济效益均比2010年
翻一番。中国计划关闭经济效益欠佳的公司和
老旧的基础设施，推动内需，鼓励创新，实现
工业现代化。

在2016年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期间，物流综
合系统解决方案已成为众多与会参展商的热门卖点。诸如大
福、胜斐迩、德马泰克、瑞士格、特格威、村田、范德兰
德、法孚、SFA、Autostore、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
院、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新松
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NTI、威斯创电子有限公司、高
科、德马科技、中鼎集成等行业巨头均展示了其先进的系统
集成设备。与此同时，智能物流机器人、自动导车系统以及
叉车也是今年展会的亮点。国产智能叉车领军企业包括杭

CEMAT ASIA

叉、科朗、林德、永恒力、比亚迪、夏工、中力和如意均推
出“电动叉车”智能环保理念，成为市场的首选。

机器人技术提高竞争力
近年来，物流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但是，中国仓储
配送行业设备现代化程度较低，物流管理相对落后，导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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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流能力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和销售需求。在2017年亚洲国际
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上，发那科将展示机器人物流配送工
业解决方案，它可以在搬运和码垛方面完全取代人工，从而提高
物流标准化管理水平，缓解企业存储空间不足的压力，并提高企
业的整体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

广泛的主题
作为亚太地区年度领先的物流展览会，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
输系统展览会由八大主题展区组成，包括系统集成和解决方
案、输送设备、自动导车系统、叉车及零件、起重设备及配
件、托盘和储物架、自动识别和机器视觉以及物流设备。亚洲
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是进军中国市场的有效途径，
也是亚洲供应链行业的标杆。下一届将于2017年10月31日至11
月3日在上海举行。
照片: Deutsche Messe

www.cemat.com

DHL电子商务助力推动越南电子商务发展
DHL电子商务是物流公司德国邮政DHL集团的
一个部门，它已经在越南全国发展了国内运
送业务。国内快递网络将在越南全国提供高
质量的运送服务，并针对蓬勃发展的电商行
业提供一系列服务，帮助小、中、大型电子
零售商和市场在越南迅速发展的电商领域中
实现份额增长。

关于DHL
由不同分支组成的DHL集团提供一系列包括从国内和
国际包裹运送、电商运输和物流方案执行、国际快
递、海陆空运输到工业供应链管理的物流服务。DHL
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35万名员工，安全
可靠地将人与企业对接，实现全球贸易流动。通过用
专业解决方案促进在科技、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能
源、汽车和零售等领域的市场和工业，DHL实现了其
关于企业责任和在发展中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承诺，

“越南电子商务市场对于当地零售商、电子零售商和市场来

当之无愧地享有“世界物流公司”的地位。DHL是德

说拥有巨大而相对未开发的潜力：2016年，电子商务总支出

国邮政DHL集团的一部分。2016年，集团创造了超过

达到10亿美元，而且还是在网络用户只比总人口的50%多一

570亿欧元的收益。

点的情况下。”DHL电子商务首席执行官Charles

Brewer

说，“从现在起到2020年，电子商务支出预计每年将增长约
23%，本地电子零售商需要可扩展、高质量、全国覆盖率比

“2016年，越南只有15%的网购用户使用在线支付，使得货

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物流解决方案。”

到付款成为电子商务取得成功的必备功能。再考虑到退换货

越南DHL电子商务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运送服务，由战略性分

所带来的麻烦，许多当地电子零售商如果想要实现增长，就

布于全国各地的枢纽和仓库进行管理。DHL电子商务车队由货

要经历一场艰苦的斗争。”越南DHL电子商务的总裁Thomas

车和摩托车组成，加上各枢纽之间的常规陆空运输，将在胡

Harris说，“我们认识到，单凭快速可靠的送货服务不能解决

志明市、河内及其他主要市场提供次日送达服务。

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针对越南国情量身定制了全国性的网

“我们全新的国内配送服务将为越南DHL在设计综合物流网

络，无缝处理次日汇款付现以及退换货服务，以减轻本地电

络方面带来丰富经验，再加上定制的电商解决方案，希望能

子零售商的负担，让他们可以完全专注于自我增长和提高客

够克服电子商务增长中最为紧迫的障碍。”Brewer补充

户体验。“

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消费者越来越期待更丰富的选
过提供一个卓越的、以顾客为中心的配送方案，让顾客时刻

在越南应用电动摩托车——德国邮政DHL 2050
零排放承诺的一部分

感受到我们的友好服务。”

德国邮政DHL集团最近宣布，截至2050年将把所有与物流有

择、更高的方便性以及能时刻掌控物流信息，我们致力于通

加入了配送网络的本地电子零售商可以通过DHL电子商务的

关的废气排放量减至零，DHL电子商务已经开始相应地在越南

在线门户轻松地为需要货到付款的货物安排配送服务，从而使

国内部署电动摩托车进行配送。目前的车队包括一系列电动

收付款更快捷、出货信息管理更方便。得益于DHL的开箱验货

摩托车，作为其低碳绿色承诺的一部分，公司还计划进行更

服务，消费者也能够在签收时打开包裹、查验商品和退货，从

多的部署。

而根据网上购物体验更好地调整他们的首选支付习惯。

“实践创新是东南亚各地区国内运输网络的核心，越南也不
例外，其环保电动摩托车车队已经投入使用。”越南DHL电子
商务的总裁Thomas Harris补充道，“再加上技术进步，我们乐
观地认为，类似电动交通工具这样的环保配送方式将成为国
内B2C配送服务的未来，我们很高兴能够将其引入越南。”
DHL电子商务是德国邮政DHL集团的一部分。自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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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DHL就已经和集团其他部门如DHL快递、DHL全球货运和
DHL供应链一起进驻越南。DHL电子商务专注于三大主要产品
支柱：揽件及派件，或在特定市场的国内配送；简单实惠的
电商跨境国际航运；通过美国、墨西哥、香港、印度、澳大
利亚和欧洲的全球实施网络实现物流解决方案。
从左至右：DHL电子商务亚太区总裁Malcolm Monteiro；越南
DHL电子商务总裁Thomas Harris；DHL电子商务首席执行官
Charles Brewer

52   WORLD OF INDUSTRIES

摄影：DHL

www.dhl.com

欢迎加入内部物流、运输物流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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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德国
意大利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加拿大

上海
2017年10月31日-11月3日
伊斯坦布尔
2018年3月15-18日
雅加达
2018年3月20-22日
汉诺威
2018年4月23-27日
米兰
2018年5月29-6月1日
墨尔本
2018年7月24-26日
莫斯科
2018年9月
多伦多
2019年9月

cemat.com

Global Fairs. Global Business.

Mannheim
Antwerpen

Neresheim

CEMAT ASIA

德国赫马（Hermes Germany）专业文章
项目物流高阶教程：如果要将整座建筑物或
全套工厂设备运往世界的另一端，深厚的经
验、默契的团队，尤其是精密的计划缺一不
可。物流专家德国赫马（Hermes Germany）对
一路上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了如指掌。受美
施威尔中欧公司（M+W Central Europe）委
托，他们将 77 个预装建筑模块从施瓦本地区
的内雷斯海姆（Neresheim）市运至中国杭
州，交付给当地一家研究实验室。

如今，高质量办公楼、教育和卫生设施常采用模块化预制房
间单元构建而成——它们可显著缩短工期、造价稳定、完工
时间准确有保障。 此类先进的预制建筑，不仅具备优越的规
划及投资可靠性，而且可相对快速地实施，并具环保优势，
因而在全球广受欢迎。
然而，采用它的前提是要有有效的供应链。因为模块尺寸
庞大，有时还要跨大洲输送。
无论涉及公路、铁路还是船运，物流经验在此至关重要。

尺寸很重要
接受美施威尔委托的还有 ADK Modulraum GmbH。对于这家来自施
瓦本内雷斯海姆的公司而言，上述种种挑战只不过是日常业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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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已。 ADK Modulraum 曾负责制造俄罗斯奥运会举办城市索契一所兴

Shanghai

第一阶段

奋剂检测实验室及德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建筑模块。
目前，该公司正在为中国客户建造一座配备医学实验室的生

连续三天，赫马每天分别将八个模块用长 20 米的重型运输车

物科技中心。它们都是基于 ADK Modulraum 生产的预装建筑

从内雷斯海姆运往曼海姆（Mannheim）。 由于尺寸过大，这

元件。也就是说，地板、窗户、电气装置和技术设备等在运

一工作只能在警方护送下趁夜间进行，以尽量减少对其他通

到现场时，都已预先安装完毕了。各个模块中约 90% 的技术

行者的影响。

则由美施威尔的工程师们在内雷斯海姆现场完成装配。
预先组装好的模块，对运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们的长
度可达 10 米，宽达 4.5 米。
这桩物流大手笔，将由 ADK Modulraum 与其行业合作伙伴
美施威尔及德国赫马的专家们协力完成。
德国赫马 SCS 项目主管 Thomas Tesfaldet 回忆：“赫马以
优秀的解决方案和一款智能化产品赢得了招标。”

而可能出现的混乱也必须提早杜绝：装载着超大型货物的运输
车能通过沿途所有桥洞和隧道吗？高速公路、乡村公路或城际直
通路上有哪些可能造成问题的瓶颈？ 专家们事先全面检查了沿
途路况，从而确保时间要求苛刻的运输得以顺利、准时进展。然
而，无论计划多么周详，交通管制措施都可能临时生变。
由于一条高速公路隧道计划外维修，德国赫马的负责人不
得不迅速作出反应：事不宜迟，他们申请封锁了逆行车道，
WORLD OF INDUSTRIES   

55

并成功借助逆行道通过了隧道。 成功完成第一阶段后，下面
就该陆路转水路了：在曼海姆，模块装上一艘专门为此租借
的内驳船，向安特卫普起航。

运往上海
凭借精密的计划，物流专家们在抵达安特卫普后还有 72 小时
时间来完成模块的长途海运准备。 为抗御海上天气和跨越气
候带的影响，模块获得了妥善的包装，而后放置在海运公司

图片说
明：Thomas
Tesfaldet，德国
赫马 SCS 项目
主管，负责此
次大型项目。

专为超大型货物准备的装货平台，通称“板架”上。
Thomas Tesfaldet 就此解说道：“大型远洋船舶不等人，一

检验师对各模块的每步动作实施持续记录，并持有所有安全

切必须及时。” 因为海路对物流合作伙伴提出了特殊的高要

相关证照，可在各大海运公司的码头站点自由驻留，履行职

求：模块必须牢固固定在板架上，以确保长途海运中的安全

责。 使安全性和经济性从而完美统一。与全世界诸多知名、

稳固。

可靠合作伙伴的紧密关系，是成功的一项关键要素。

此外，此类敏感货物只可在舱内运输，以尽量保护研究实
验室内部。 由于货物尺寸庞大——一个模块连同板架需要占

最可靠方法，最大化安全

用十个集装箱的空间，载荷分布多样，各模块在运输中必须
做到准确标识。 此举也可使质检更加透明化。
每完成一个运输分段，德国赫马都会检验货物是否有损

模块还在朝上海进发，收尾路段上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
地展开了——要走好到施工现场的最后一里路。

坏，必要时即与当地技工伙伴合作修复。 为此，美施威尔在

为将模块全数安全运达目的地，负责团队决定采用仿制方

与德国赫马的合作中还聘用了一位独立第三方检验师，负责

法。 他们仿造了其中最大的模块，装上板架，在预先选定的

在装卸中监查模块、鉴定质量及状况。

路线上试运输了一遍。惟其如此，才能可靠确定困难路段，

CEMAT ASIA

01 图片说明：预取
货：在第一阶段中，
各模块先被吊装上重
型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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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图片说明：抵达安特卫普：晨光熹微之中，模块纷纷卸
船上岸，准备运往上海。
并提早解决潜在问题。 考虑到作为目的地的中国与德国环境
之间的迥异程度，这一做法的重要性就更不言而喻了。“那
里的时区不一样，人的想法自然也不一样。”Thomas
Tesfaldet 提到，“在收费站，左右两边的车子有时和我们只
有两公分距离。 要实现最佳时间安排，非对这些做一番了解
不可。”

03 图片说明：模块现已牢固包裹在橙色薄膜中，可以安然
穿越不同的气候带和海上的严酷天气了——这是它们在数周
的运输过程中将要通过的考验。

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的地点
在护送之下，模块终于全部到达最终目的地：位于上海市西
南方约 200 公里处杭州市的研发中心建设现场。 整个运送过
程为期不超过 6 个月。 生物科技中心得以适时（just in
time）建设完成。 从美施威尔集团准备招标，到模块交付至
规定地点，总共历时一年。
从项目计划到装运和吊装作业，乃至全球运输管理，包括
所有海关手续——实际上，谁最善于处理项目物流中的种种

关于德国赫马（Hermes）
德国赫马总部设于汉堡，是德国领先的物流服务供应
商，以及多家网上商店和多渠道零售商在德国和国外的
合作伙伴。公司的业务重点为国家和国际间包裹快递，
以及全球上游货物流的管理。德国赫马是业务遍布全球
的赫马集团的12家子公司之一，而且是奥托集团（Otto
Group）的一部分。在赫马品牌下运作的各子公司的服

核心任务，就够 能够 能最好地达成目标。 这意味着：要精

务范围涵盖了整条贸易价值链：采购、质量保证、运

心计划、针对任务组建适宜的团队，从而最终在所需的时间

输、仓储、包裹递送服务和双人处理服务。 （2-man

抵达所需的地点。

handling) 2016年财年，赫马集团销售总额增至26.40亿

照片 Fotolia, Hermes/Processing VFV Layout

欧元，员工人数达12,618名。赫马的服务遍布全球，并
在英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奥地利设有子公司

www.hermesworld.com
WORLD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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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繁荣发展，高效自动识别解
决方案应运而生
2016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份报告，
其中显示中国网上购物市场正处于有史以来
最繁荣的时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
商务经济大国和出口国，未来几年中国的电
子商务市场预计还会取得进一步发展。而且
毫无疑问，市场的发展肯定会影响配送和物
流中心以及包裹服务提供商的工作效率和复
杂性。

的矩阵相机，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自动采集条形码和二

为帮助应对日益增长的货运量，以及消费者对于快速交付的

软件 — 利用数据分析和可靠监控优化流程

维码。Snap 系统需要安装在工作站上方，可以使用激活的舱
室灯实现经济实惠的光信号分拣功能，向操作员显示应将包
裹分拣到哪个舱室。此外，系统集成的扬声器还支持使用语
音分拣功能进行包裹分拣。这款系统还具有代码自动读取功
能，不需要再手动触发代码。借助 Vicam Snap 系统，操作员
可以快速轻松地采集货物信息，大大提高了吞吐率。
Vicam Snap 可采集任何位置和方向的条形码、二维码和字
符。该系统还拥有数据存档功能，实现无缝追踪货物。而且，
即使代码受损或部分被覆盖，该系统也能够可靠地读取。

需求，Vitronic 开发了一套可以快速高效地采集包裹信息的
集成式全面解决方案。这套 DWS（尺寸测量，称重和扫描）

Vitronic 软件解决方案可进行定制，以满足数字化链接的各

系统能够在缩短处理时间的同时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拣。

个供应链的复杂要求，并为所采集的装运数据提供多种使用

而且，DWS 系统能够自动读取包裹各个面上的条形码和二

选项。所有信息都可以进行本地和集中存档，并可以随时通

维码，最多可达六面，并同时以高精确度确定包裹的体积和

过网页浏览器访问。提供详细的评估而无需考虑地点，为目

重量。之后再将数据传输到分拣控制系统或更高级别的主机

标流程优化工作奠定基础。“实时记录的信息可确保整个价

系统。当数据被存储到清晰并可持续追踪的数据库中时，就

值链具有更高的透明度，这是 Logistics 4.0 的一个重要组成

意味着可以实现全过程控制和自动开票。

部分。”锐多视觉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Vitronic

Machine Vision [Shanghai] Co. Ltd) 销售物流自动化部门黄伟

高吞吐量人工分拣

江解释道，“这样才能够对流程进行优化、联网和分析。”
Photograph: Vitronic

借助 Vitronic 自动识别系统 Vicam Snap，包裹配送商的人工
处理和分拣站的效率可以提高一倍。Vicam Snap 配备高性能

www.vitronic.com

Vitronic 将参加上海 CeMAT
展会，2017 年 10 月 31
– 11 月 3 日，1 号展

CEMAT ASIA

馆，C6-2 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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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做好技术准备
世界各地的公司都把胜斐迩
迩视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为其提供
供与时俱进的物流
流
解决方案。当您的仓储需要
要掌握越来越复杂和动态的流程时
时，我们的专家
就是您的左膀右臂。作为世
世界领先的物流系统集成商，我们
们不仅为您的内
部仓储需求提供一切，而且
且还有集中的IT能力。我们的专家
家聆听客户声音，
进行研发直至客户满意为止
止。
ssi-schaefer.com

欢迎莅临W2馆，
B2-1展位

Transnorm 加大亚洲投资力度
由于亚洲市场持续积极发展，来自德国哈尔
苏姆（Harsum）的 Transnorm 集团发力增强
其在中国和泰国的吸引力。通过投资建立一
座新仓库和一座新生产工厂，加上子公司
Sovex，Transnorm 得以更加贴近客户一步。
例如，Transnorm 现可对该地区机场、包裹及
各行业内部物流等领域的系统集成商提供最
佳支持——从销售、制造到实现，以至备件
供应。

01 正确的
Transnorm 模块
组合可提高快递
服务商包裹分拣
中心的吞吐量

并要求各输送技术部件与系统加强联网与之配合，最终导致
整体效率不断提高。这无疑也对可用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因此，Transnorm 集团在设计其技术解决方案时，注意确保
其满足工业 4.0、物联网及智能工厂的数字化转型要求，能够
无缝集成。在此综合要求之下，Transnorm 凭借其以分配和运
输为重点、准确满足上述要求的模块和解决方案，在其模块
集成商和终端客户间享有不俗声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经过实践验证的 Transnorm 转弯皮带（图 01）和 Smartsort
交叉输送单元以及倾斜转弯式皮带输送机（图 02）。最关键
的解决方案经常是与客户共同分析需求，进而开发完成的。
Sovex 伸缩输送机为集团产品组合又提供了理想的补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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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扩展到装卸领域。其中一个例子是 Bendy-Boom 伸缩输送机
短短三年前，输送技术专家 Transnorm 在上海成立自己的销

（图 03），它在人体工程学和灵活性方面确立了新的标准。

售和服务公司“达仕通传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公司

该产品是与包裹行业实力雄厚的客户共同研发完成的，也显

当时的这一决策，赶上了中国市场和当地内部物流与机场行

示出 Sovex 和 Transnorm企业理念的优美契合。这样的协作始

李输送技术系统集成商不断增长的需求。这意味着这家至今

于 Sovex 针对卡车或集装箱等的伸缩输送机装卸技术，随后

在中国主要以提供机场行李处理系统重要部件而知名的供应

又借助 Transnorm 输送技术模块与解决方案取得进展，足以妥

商，又成功加强了在快递服务和内部物流领域的业务。因

善处理更复杂、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物流中心流程。

此，自 2014 年以来，Transnorm 在中国的业务规模显著扩
大。首要原因，当然是网上贸易继续蓬勃发展，带来了极大

上海新仓库和曼谷新工厂

的包裹量。而高出口配额及政府强力托市也都保证了经济持
续高速增长。其中，物流业获益尤大。国内外公司因而普遍

输送技术设备除了本身品质过硬，可用性也应满足极高要

加强投资力度，建立更多新的配送中心和包裹分拣中心。由

求。因此 Transnorm 除发挥创新技术之外，又在上海基地建

于业界数字化水平日益提升，进而带动了自动化程度增高，

立了一座新仓库（图 04）。该处和其他仓库一样，预留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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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量的中国市场常见的输送技术模块备件。Transnorm 从而
得以显著缩短交货时间。
Transnorm 和 Sovex 对亚洲市场重视程度的另一证明，就
是在曼谷新投入运营的生产厂（图 05）。这家先进制造工厂
同时生产 Transnorm 和 Sovex 伸缩输送机。先进的机械配
置，确保关键组件如愿实现高度垂直整合。
通过这些举措，Transnorm 集团显著加大了其在亚洲市场的
投资力度，得以更加贴近客户，并显著加强了满足客户技术
解决方案需求的能力。此外，客户还可受益于更短的交货时
间、快速的备件供应和全面的服务和维护项目。

02 针对中小型包裹分拣中心，特有“Transnorm 分拣模块”
（TSM）方案，可提高输送自动化程度

参展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在亚洲市场最为重要的展会之一，Transnorm 集团也以比上年
更高的规格亮相。在上海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
会（CeMAT Asia，W2 展厅，德国馆）上，感兴趣的专业访
客可了解到其技术创新，以及在数字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物流
行业里的效率潜力。因此，公司也将展示一系列专为内部物
理应用而设计的物流模块。除了 Transnorm 模块，展位上还
首次展出了 Sovex 伸缩输送机。通过这些模块，Transnorm
尽可满足客户对质量、可靠性和方便维修，以及易于集成数
字价值链的高要求，在各个方面确保设备高效经济运行。
举例来说，这些模块和方案适用于工业、贸易行业以及配
送中心中容器和纸箱的分拣和分配设备。如此广泛的应用领

03 使用

Sovex Bendy-Boom 伸缩输送机高效装载送货车辆

域，使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可以获得按需定制、针对内部
物流细分领域，特别是规模庞大、在中国市场尤为重要的包
裹领域优化的重要组件。
图像来源: Transnorm

www.transnorm.com

关于 Transnorm

04 更加贴近客户。上海新仓库将实现输送技术模块和备
件的及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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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裹和机场行李流动系统。此外，利用这些产品为各
种 终端用户提供的物料输送系统方案被广泛应用于多
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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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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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曼谷新制造厂生产输送技术模块和伸缩输送机以供给亚
洲市场
WORLD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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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技术：铅酸
电瓶时代的终结

2011年Jungheinrich作为首家在市场上使用锂
离子技术的制造商，推出EJE112i/114i系列的
工业卡车。如今，位于汉堡的内部物流集团
是业内唯一一家不仅开发和生产车辆同时也
涉猎电气/电子系统能源存储的供应商。
“能源与驱动系统”部门拥有约270人的团
队，专门对控制器、充电器和锂离子电瓶进
行负责任的组装和研发工作。由于锂离子储
能装置及相关技术的需求急剧上升，该部门
是Jungheinrich发展最快的业务部门之一。

术宣传的成功，近来锂离子技术发展迅速，从而加速了电动
技术的发展。
电瓶作为Jungheinrich系统的一个特色，促使充电器和车辆
彼此完美匹配，致使Jungheinrich在能源效率，易用性和可用
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一个关键秘诀就是各个组件之间的连
续通信。
整合电动车辆的性能大幅提高和整个仓储技术成本的优
化，因此锂离子的使用具有吸引力。锂离子电瓶的功率密度
和能量密度将本不可能的电力驱动成为可能。
复杂的锂离子电瓶系统中除了实际的电瓶单元之外还有复
杂的电子系统，由此确保操作的安全可靠。连续测量每个锂
离子电瓶的温度、电压和充电状态。可在电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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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中监控此信息，以便获得电瓶最佳效果，并确保始终
能效是现如今的关键主题之一。虽然电动汽车是未来的发展

保持安全运行。为用户提供了极佳的性能、可靠性和耐用

趋势，但内部物流一直是电力驱动技术领域的先行者。在全

性。使用年限：Jungheinrich电瓶可进行多达3000次的完全

球范围内，从内燃机到电力驱动是大势所趋。现如今

充电（充满电和放电）以及更多次数的不完全充电。与其对

Jungheinrich与德国汽车行业合作,每年建造和销售更多的电动

比：铅酸电瓶的假定寿命仅为900至1200个周期，充电时间

汽车。迄今为止，只有铅酸电瓶被用作储能。由于锂离子技

却是锂离子电瓶的三倍。也就是说：当传统的铅酸蓄电瓶在
大约四年后已经报废，锂离子电瓶刚达到了预期寿命的一
半。

作者： Dr. Oliver Lücke, Member of the Board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J ungheinrich AG,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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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heinrich是唯一一家拥有锂离子电瓶和充电器完整网络
的车辆制造商。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客

最新动态

户将来可以通过按钮监控所有电瓶的状况、对单个车辆或整
个车队的能耗和效率进行数字化测量。我们提供能源管理领
域的进一步解决方案：通过智能手机检索电瓶的状态、控制

永恒力集团（Jungheinrich）简介
永恒力集团是世界顶尖的工业车辆、仓储技术以

电瓶的充电、充电器的可用性、控制整个车队，避免等待时

及物流技术的供应商之一。恒力集团位于德国汉堡，作

间和网络峰值并确保客户端的优化。

为内部物流领域制造服务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为客

安全性常被视为锂离子技术的关键点。Jungheinrich有意将

户提供一整套产品支持，包括叉车、货架系统、服务和

现如今最可靠的磷酸铁锂细胞运用到市场上。这些细胞是物

咨询。永恒力股票可以在德国的各个证劵交易所交易。

流行业在环境兼容性、原料（无钴）使用、温度稳定性和使
用寿命方面的首选材料。
棘手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为客户提供锂离子技术？毕竟，
铅酸电瓶在现如今的情况下仍然更有利。但我们相信，初期

此外，其他锂离子电瓶技术的优势，在本条例草案并没有被

的资本投资是值得的。总拥成本(TCO)是一种可将锂离子技术

量化。例如锂离子电瓶免维护，而铅酸电瓶需要特殊充电循

转化为多种应用的经济方法。原因如下：锂离子电瓶完成一

环。车辆在作业时可以通过提供的锂离子充电器进行充电。
与铅酸电瓶比较，锂离子电瓶在充电过程中持续放电且车

次充电和放电循环较使用传统铅酸电瓶更便宜。
例如TCO可以对比分析Jungheinrich垂直拣选叉车 ECE (24V
240Ah)每月锂离子和铅酸电瓶的总系统成本。第一步，将用
户数据输入到成本核算模板中，例如行业和地点。通过

辆性能保持不变。与铅酸电瓶对比，锂离子电瓶在放电过程
中未检测到任何性能下降。可提升转运效率。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锂离子电瓶具备的, 快速充电和中

Jungheinrich ECE型叉车对锂离子电瓶24V 240Ah和铅酸蓄电

途充电,能力。这提高了车辆的可用性，使其更加灵活，从而

瓶24V 465Ah行对比。两种电瓶的采购和运营成本有显著差

提升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使用配备的充电器充50％的

异。锂离子电瓶比铅酸电瓶的价格高约75％。锂离子电瓶的

电瓶容量仅需要30分钟。对配有电瓶管理系统的锂离子电瓶进

低操作成本可以补偿高出的采购成本。举个例子，保守估计

行充电，在驾驶车辆期间与对应的电流“连接”（例如在驾驶

每次更换电瓶就可以节省6分钟。此外，（根据操作条件）铅

员的早餐时间）。这样就可以仅使用一个电瓶进行多级驱动。

酸电瓶必须每周至少填充一次水（维护时间约5分钟）。为了
保持电瓶性能和电瓶寿命，建议（每6个月）定期

电瓶清

这一点也未被纳入锂离子电瓶的资本价值计算。例
如，Jungheinrich为旗下的锂离子电瓶提供超过5年或10000小

洁。此外，铅酸蓄电瓶在充电（充电率）、能源效率、使用

时长期质量保证。叉车使用过得电瓶仍具有很高的使用价

寿命都会提升整体成本。

值，可以将电瓶再利用到其他设备上。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优点，锂离子电瓶在使用中有更高的能

总之，Jungheinrich的锂离子技术（在存储、充电器和车辆

量效率。与铅酸电瓶相比，有更多的制动能量存储在锂离子

方面）在几乎所有的传统铅酸技术应用领域都已经非常优

电瓶中。这不仅降低了客户 的能源成本，另一方面，在不影

越，而且更具经济性。在物流行业，铅酸时代的结束了，取

响范围或性能的情况下锂离子电瓶只需要更小的容量。

而代之的就是锂离子时代。

综合以上所有因素和更长的电瓶寿命，锂离子电瓶每个月

图像来源: Jungheinrich

的系统总成本约为 €100.00 欧元，铅酸电瓶则为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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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技术 4.0
可满足您的最高需求
ROBA®-servostop —
用于机器人关节
的结构紧凑及高性能密度的制动器

您可信赖的伙伴
24.08.2017 14: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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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应对欧 V 排放标准
必须配置使发动机体积大大增加的排气净化组件。然而，
在多数现有型式的紧凑型机器中，没有空间安装额外的柴
油机颗粒捕集器。复杂的排气净化技术将产生额外成
本，公司将因此面临销售利润下降的局面。除了商业上
的挑战，新标准还带来另一个挑战。19KW以上欧V发动
机技术层面要求配置的柴油机颗粒捕集器（DPF）永远
仅在排气温度达到250℃上才能再生。那些运行周
期短的机器很少能达到这个再生温度，比如升高
台或叉车。那么，结果就是：柴油机颗粒捕集器
（DPF）除了成本相当昂贵之外，工作温度低导
致使用寿命短及快速失效。

缩小尺寸，更恰当来说是“适型化”
在过去，为了所需扭矩，多数液压驱动的紧凑型机
器配置现已过时的、尺寸超大的19-37KW发动机（欧
IIIA排放标准）然而，在2019年起实施的欧V排放标准下，这
些功率级别的发动机多数情况下几乎不可用。这里有一个明
赫驰 3H50T 发动
机，一个应对欧 V
标准的智慧方案

智的替代解决方案可以确保机器制造商继续以合理的成本生
产和销售这些产品。该方案基于略小于19KW的现代柴油机：
配置共轨电喷系统和涡轮增压系统，低转速即可输出足够高
的扭矩。无需麻烦的DPF，利用最新技术和适型化措施可使发
动机的动力精准满足机器的要求。

通过巧妙地缩小发动机尺寸，19KW以下的发
动机甚至可以令人满意地驱动19-37KW功率级
别的机器。这无疑可以帮助机器制造商大量
节约在实施欧 V 排放标准方面所花费的时间
和成本。

仅需对这些机器的设定参数做些轻微的调整，即可配套略小
于19KW的体积更小的发动机。例如：在新排放标准实施前配
置23.6KW柴油机的一辆2600kg叉车，从2019年起，不配置DPF
进行排放优化的话则可能不能进行生产和销售。该叉车在行走
模式设定的最大速度为5.5km/h，坡度25%，这要求柴油机功率
达到23.6KW。如果将行走速度降低到4.2km/h，坡度不变，那
么功率只需18KW，这样可以配套略小于19KW的柴油机。在实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即使对于新的欧 V 排放标准，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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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此标准与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保持一致，有利于保护环

际行走中，降速仅仅意味着叉车每秒差不多只慢了30cm。
除行走速度外，坡度也可用作变量来计算。在 6.5% 的坡度

境。在标准实施方面，它却为机器制造商带来了挑战。现

下，同一叉车最大行走速度可达20km/h，计算所需柴油机功

在，19KW以上符合欧V排放标准的发动机价格非常昂贵，要求

率为23KW。如果坡度减至 5.2%，即上坡角度只少了0.8°则

更多的安装空间。原因在于该功率级别发动机必须配备柴油机

所需功率为 18.4 KW。叉车主要在相对平坦的路面上使用，

颗粒捕集器（DPF），否则无法满足排放值（指颗粒物数量）

在实际操作中，坡度的边际减少几乎察觉不到。

。对于19-37KW级别的机器，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使用功率

这些计算示例并非个案，可以很容易应用于其他紧凑型机

略小于19KW、无需配置柴油机颗粒捕集器（DPF）、技术尖端

器，以合理的成本遵循欧 V 标准。基本要点是使用略小于

强劲有力的发动机，同时也符合欧V尺寸规范和性能等级。

19KW的现代发动机。例如赫驰 3H50T，它专为高扭矩低排放
而设计构建，它是赫驰公司采用更新的方法，通过现有发动

欧 V 标准：很多机器即将因此而寿终正寝吗？

机的最先进技术和公司的技术专长来重新构建H发动机而实现
的。成果之一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共轨喷油技术的优势，而老

对多数机器制造商而言，新的排放标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的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

从2019年1月起，随着新标准的实施，已经不可能大量销售现
有型式的19KW以上液压驱动的紧凑型机器。这将导致现有的
整个价值链断裂。原因在于欧V发动机的设计相当复杂，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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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驰产品经理兼技术销售团队主管马
丁•海恩 (Martin Hain)

创新
工业柴油发动机
通过“尺寸合理化”，无需配备 DPF 即可满足欧 V 标准
2019 年
面临的挑战

欧元

欧 V 排放标准PN值
针对功率大于 19 千瓦的
发动机

DPF 需要更大
空间

DPF 需要更大
载荷

发动机价格更高

功率低于19千瓦
小巧
优化

现代涡轮发
动机
高扭矩

解决方案

低转速

尺寸合理化

当前

优化后

6.5 % 坡度
（最大速度 20 公里/
小时）
所需功率：23 千瓦

5.2 % 坡度
（最大速度 20 公里/
小时）
所需功率：18.4 千瓦

自 2019 年开始，发
动机必须配置DPF！
无需配备
DPF

赫驰
坡度角仅减少了 0.8°

01 创新 工业柴油发动机 通过“尺寸合理化”，无需配备
DPF 即可满足欧 V 标准

02 实例

叉车 2600 公斤

现代发动机技术显著延长了很多紧凑型机器的使用寿命。由

符合欧 V 排放标准的现代高效发动机

于这些机器的实际需求功率变化小，在实际操作中几乎察觉
赫驰19KW以下发动机采用新的材料和新的生产工艺，即使在

不到，因而在许多这类应用中，配套19KW以下的发动机是非

更高负载下运行，亦可确保非凡的适应能力。一台更小排量

常有利的途径。赫驰 3H50T 让紧凑型机器制造商智慧应对欧

的柴油机，设计紧凑——安装空间仅需¼m³，搭载精致的涡

V 标准，并保障已有的投资得到回报。

轮增压技术以及改进的Bosch非道路共轨系统，即使在低转速

照片: Motorenfabrik Hatz

下也能高效运行。凭借 H 系列发动机的创新设计理念和低排
放运行性能，赫驰荣获2015 年度绿色科技奖GreenTec Award

www.hatz-diesel.com

三甲。H系列发动机在不配置排气后处理装置的情况下，颗粒
物质量值（PM）极低，实际上仅有限制值的十分之一，在欧
V排放标准中，该限制值为0.4g/KWh。
与现有市场上同等功率段的其他发动机相比，赫驰最新的3
缸发动机3H50T只需转速达到1350RPM即可输出18.4KW满功
率。同时，实践已经证明赫驰这款排量仅1.5L的超级增压发

敬请光
Hall 临 CeMAT
W1 B
A
ooth SIA
D5-1

动机可以提供绰绰有余的动力，转速只需达到1300RPM即可
输出很高的扭矩130Nm，这在多数情况下超越了19-37KW功
率段旧款发动机的扭矩值。这可确保诸如精准掌握扭矩加强
的能力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相比配套不带涡轮增压的传统
发动机，赫驰这款发动机的低转速方案意味着噪音可大致减
少三分之二。以上优点使得3H50T比其他19KW以下的发动机
更强劲、更静音、更高效！

我们可以搬运任
何种类的货物！
■ 堆垛机– AS/RS
■ 伸缩叉
■ 维护服务

关于德国赫驰动力公司
德国赫驰动力公司 (Motorenfabrik Hatz GmbH & Co.

www.mias-group.com

KG) 总部位于德国 Ruhstorf an der Rott，是一家业务
遍布全球的柴油发动机制造商。赫驰研发制造功率1.5
-62KW的柴油发动机，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工程机
械、压缩机、商用车、农用机械、装卸设备以及船舶
等。赫驰是一个家族企业，在全球共有 900 多名员
工，其中研发人员超过 5%。其全球业务网络遍布
120 个国家，包含 500 多个服务中心、13 家子公司
和 110 多家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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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应的是时代的挑战”
为了使工业 4.0 能够成为现实，无人驾驶运
输系统 (FTS) 也必须“重新思考”。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公司首席技术官 (CTO) Niels
Jul Jacobsen 在与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表达的
见解在这方面非常引人注意。

无人驾驶运输系统目前正在经历复兴。您将这归因于什么呢？
近年来，市场对生产企业的要求急剧上升。为了能够更经
济地运作，生产技术的灵活性至关重要。如何开发和生产
无人驾驶运输系统，特别是移动机器人，考虑的正是这一
要求。此外，在过去十年中，移动技术也再次得到了进一
步的长足发展。以前，该技术的使用离不开高额的投资和
高成本的规划。许多经典的无人驾驶运输车 (FTF) 在导航
技术方面并不够灵活。物流布局的变化造成了较高的附加
成本。移动机器人技术开创出一种全新的出发状态。我们
的机器人不仅价格合理，而且易于实施，并且可随时根据
新任务进行调整。
FTS 设备的市场潜力是如此之高，以致于近期新涌入市场的
制造商都将永久生存吗？
从我的角度来看，最了解自主移动机器人技术且知道将其用
于市场相关解决方案的那些公司将会生存下来并决定市场。
在这一方面，制造商是刚刚进入该市场还是已经长期参与其
中，是无关紧要的。然而，通常情况下，主要是更年轻的竞
争对手会从市场变化中获利。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发展历史的
公司一般很难灵活地应对市场的风云变幻。在这一方面，我
们 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公司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初始条
件：虽然我们公司还比较年轻，但我们是第一批在市场上推
出移动机器人的制造商之一。我们将坚定地利用这一领先优
势。我们的产品灵活性和我们的专业技术知识使我们能够快
速响应运营商的要求和市场需求。
您提到，您的公司也是市场上较为年轻的参与者之
一。2013 年当您创建 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时，
初期阶段有着怎样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将自动化引入到以前不可行的领
中。具体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使客户实
现几乎任何类型的内部运输任务的自动化，
并将由此释放出来的员工资源分配给公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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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它任务。这一愿景诞生于 2011 年秋
季：我从一场在波士顿举行的会议上回
来，这场会议关注的是如何商业化地利
用机器人。会议期间，我清晰地意识
到：这项新技术的机会尚未得到充分
利用。在那一刻，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的理念诞生了。在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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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运输系统

两年中，我们一直致力于该理念的实施，而在 2013 年，我

这方面也具备越来越强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而我们

们通过自己的第一台机器人 MiR100 成功入驻工业市场。

MiR 同样也研究并致力于该主题。机器人对工厂或物流中心
内人员及车辆的运行和运输路线了解越深、感知能力越强，

在 FTS 领域业务理念的背景下也有产品或设备。您将为潜在

其与人员及车辆的交互效果就越好。

的运营商提供哪些方案？
您认为我们的内部物流行业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原则上，我们的移动机器人提供从 A 到 B 的内部货物运输
自动化解决方案。我们目前为此提供有两种型号：前面已经

在这次谈话中您所提的其中一个问题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

提到的 MiR100 和 MiR200，这些型号都是根据以千克为单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最大的挑战是不断增长的对灵活性的需

位的运载能力来命名的。围绕这两款移动助手，有丰富的附

求。因此，内部物流的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便是：在这样一

加模块组合可供选择。我们为市场本身提供了一种用于运货
车的运输和牵引系统 MiRHook。如输送带或提升装置等其它
附加模块则可通过我们的销售合作伙伴购得。在应用领域方
面，我们正在追求开放的方式。运营商最终可获得多种应用
方案，因此可分别选择合适的配置。
您的公司总部在丹麦欧登塞，那么在销售和售后服务方面你

在 FTS 行业，最了解自主移动机器人技术且知道将
其用于市场相关解决方案的那些公司将会生存下来
并决定市场
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的首席技术官
(CTO) Niels Jul Jacobsen

们如何安排呢？
个客户需求几乎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如何实现生产和交付结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建立一个广泛的销售合作伙伴网络，

构的进一步优化。我们已经成功地为工厂运营商提供了一个

借助该网络我们可在当地为最终客户提供咨询和给予支持。

关键组件，使其结构具有全面的灵活性。而由此所引起的市

在德国，我们现在有十二个熟悉各行业的合作伙伴。这非常

场反响之热烈也显而易见。

重要，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新的产品并且必须相应地提

照片：MiR

供深入的咨询。我们的合作伙伴凭借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和
经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用户清晰地解释了 MiR 机器人多

这些问题是由 World of Industries – Intralogistics &

样化的应用方案。他们向客户展示了内部物流领域可以有哪

Distribution（工业世界 – 内部物流与分销）的主编

些改进，并让客户亲眼感受到在这项技术中所蕴含的潜力。

Winfried Bauer 提出的

在生产和物流领域，流程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而愈发迅
速地作出调整。这就需要灵活的物流解决方案。你们如何利
用自己的系统满足这一要求呢？
事实上，灵活性尤其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核心挑战之一。我们
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正是致力于这一方面。由于编程简单
且可通过任何移动终端设备进行直观的操作，因此我们车辆的
用户可以随时轻松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生产或物流布局。
此外，移动助手还可以在未知且动态的环境中借助各种传感器
和摄像机系统自动且绝对安全地辅助人类工作和行动。

关于 MiR
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的总部设在丹麦的欧登塞
(Odense)，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由经验丰富的丹麦
机器人行业精英创建。MiR 开发和销售用于工业及
医疗行业内部货物运输的移动机器人。这位行业先
驱在短时间内已经与 35 多个国家的经销商一起建立
了一个全球性的销售网络。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

从您的角度看，自主车辆领域的技术趋势是什么？

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仅 2015 年到 2016 年业绩
就增长了 500％。最近，公司在上海和纽约设立了

主要趋势之一当然是人机工作的紧密联系。近年来，一代又

分公司。

一代的机器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人类同事的工作方式并且在
WORLD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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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兰德的RMR措施确保竞争优势
电子商务公司处于对在线用户的激烈竞争
中。在当天交付的时代，影响客户忠诚度的
关键因素除了价格、市场营销和退货处理之
外，同时还有交付能力和质量。这两个方面
都受到内部物流系统的影响。

内部物流系统的失灵或单个系统组件的故障不仅会导致系统
的技术可用性降低，而且在最坏的情况下，还降低了电子商
务公司的交付能力和质量。工厂设备需要不断获得现代化，
以保证这两项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范德兰德开发的RMR方
法，即修正（Revision）、修改（Modifikation）和改造
（Retrofit），可以确保工厂设备达到较高的设备利用率。.

较高的系统可用性至关重要
高可用性的内部物流系统对于电子商务公司来说有着重大意
义。所以人们往往追求高达98％以上的技术可用性，也不足
为奇。系统组件的故障或甚至整个系统的失灵会对交付能力
和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系统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产生排除
故障的额外费用，致使成本增加。在最坏的情况下，客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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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时收到货物，可能接着导致客户流失。

改造

早在技术设备的开发中和项目计划的过程中，努力达到高水

对由员工和客户操作失误引起的故障和技术故障进行区分。

平的可用性是目标之一。厂商在开发过程中选择和安装坚固

根据分析结果可以得知，哪些系统领域会最频繁导致故障。

持久的高品质组件，并在项目规划过程确保系统获得同样精

由于我们对这些领域的认识还不足，必须有维护团队的帮助

密的设计。在设备运行中，完善的维护理念和训练有素的维

来找出导致故障的单个系统部件。确定故障源后，工艺工程

修人员确保系统的可用性保持在高水平之上。

师、维修工程师，系统工程师和研发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会

但即便是高质量、维护良好的设备在一段时间之后也需要
进一步的维护措施，来维持其较高的技术可用性。

对每个系统组件进行技术改进。通过使用新开发的可靠零件
可以在未来减少干扰，提高可用性。
修改后的步骤是修正和改造。由于这两个措施都会涉及部件

工厂部件的使用寿命问题

更换（见图） ，因此基本程序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对于已
经被制造商停产的部件，必须要用新的零件替换（改造）。

所有系统组件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这由其构造决
定。机械部件的寿命为25000-30000个工作小时。电子部件的

改造和修正的过程

使用寿命由操作周期的数量所决定。控制或IT硬件和软件等
系统组件较少会出现寿命问题，更多的则是由生产厂商停产

改造和修正可通过“10步计划”来完成。

所造成的风险。这些组件随后会被新的组件系列所取代。特

步骤01 - 分析设备：在第一步骤中，必须根据布局和物料清

别是当运行时间较长时（如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部件会

单成本（BOM）来确定系统中有哪些技术设备。该第一步骤

很快达到使用寿命，所以会增加出现故障和工厂意外停机的

非常有必要，以便得知哪个部分需要改造或修正。

风险。出于这个原因，为了使系统在将来保持正常运转，有

步骤02 - 检查使用寿命：在第二步骤中，必须要确定系统中

必要在部件到达使用寿命之前进行RMR措施。

的每个单独部件的使用寿命，通常会使用寿命表格，其中已
列出相关信息。此外还必须测试该系统或系统的各个部分的

RMR措施的原则

工作时长，以确定是否达到生命周期。很重要的是要考虑到
不同的轮班制度和投入运作的时间点。

范德兰德的RMR措施包括三个方面：

步骤03 - 确定每个设备需要更换的部分：在第三步骤中，

修正修正步骤包括所有确保恢复系统原有性能的措施。这是

确定每个设备有哪些部分需要更换。通常在寿命表格里已给

一个典型的检修过程，用（同一系列的）新部件来代替机械

出了相关建议。也可以和经验丰富的现场服务工程师（FSE）

或电气部件。

进行商讨。他们在与技术打交道的日常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

修改：修改包括比如改变布局、对控制系统或IT系统的功能

经验，了解在修正和改造中什么零件应该及时更换。此外在

性进行调整或者改善机械系统组件。其中原则上会对系统进

这个步骤中，还要注意到部分部件可能已经停产，因此需要

行功能调整。

更换。

改造：改造同样有助于保持技术可用性。与“修正”相反，

步骤04 - 确定每部分改造/修正措施的时长：在第四步骤中

零件并不是一对一替换，其中涉及更换已经停产的或不再可

要确定更换一个系统部件或一个部分的时间。确定工作量和

用的零件。这一步骤主要用于传动与控制技术和系统IT组

计算以后可能的人员成本非常有必要。最好是依靠维修人员

件。

的专业知识，因为他们了解更换部件的平均时长。

尽管整个系统在老化，这三项措施确保在未来几年内，系统
保持高可用性，避免给客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故障源识别
全面的RMR措施从修改开始。这项措施并不能够始终实现对
布局的调整，而且也并非始终有必要对控制系统进行调整。
但对于机械系统部件的完善将始终获得考量。
为了实现特定系统部件的完善，必须在开始的时候进行一
次故障分析。使用SCADA（监督和数据采集）可在一段较长

关于范德兰德（Vanderlande）
位于荷兰费赫尔（Veghel）的范德兰德是机场行李系
统以及包裹和邮政机构分拣系统的全球市场领导者。
该企业也是仓库自动化领域的先锋。每天，范德兰德
的系统处理超过880万件行李，每秒分拣300个包裹。
其系统组件通常在费赫尔制造，然后运送到全球各地
的项目站点。

时间内记录故障，并进行数据分析。在数据分析中，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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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和修正这两个措施都
会涉及到更换部件

步骤05 - 确定每部分的单价：为了在最后计算总预算，客

较高的成本，将所有的措施分到三年中进行是较为有利的做

户需要调整改造或修正措施，有必要确定更换部件的单价。

法。 其依据为第九个步骤中确定的优先级。以此可将由改造

十分重要的一点便是考虑到目前的售价，零件停产的情况下

和修正导致的成本分摊到三年。

要兼顾新部件的价格。
步骤06 - 确定更换零件的数量：在第六步骤中要确定在整

在这些步骤之后，改造和修正的步骤细节还需要再详细制
定。

个系统中有多少零件要替换。为此可将设备的数量乘以每个
设备需要更换的零件数量。例如系统中有100座辊式输送

通过预防性维护进行系统维护

机，每台有5条传送带需要更换，因此整个系统需要更换500
条传送带。该计算步骤很有必要，可稍后用于计算总预算。

在RMR措施实施之后，整个内部物流系统又会回到较好的状

步骤07 - 确定人力成本：在第七步要计算人力成本。从第4步

态，确保将来的高系统可用性，从而保证了较高的交付能力

中已知更换单个系统部件需要的时长，从第6步中，我们可以确

和质量。系统故障造成的昂贵成本的风险会显著降低。由配

定需要更换的数目，这样可以计算出来总共的时间支出。各自

送失败导致的客户损失不会再出现。此外，有必要通过预防

的人事费用率和夜间和周末工作的费用决定最终的人力成本。

性维护和先进的维修理念来维护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也

CEMAT ASIA

步骤08 - 确定总预算：总预算为替换零件的成本加上人力
成本。在此可以对折扣进行商议。
步骤09 - 确定优先级（设备、主/副线路）：在第九步骤会

应再次对RMR措施进行重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内部物
流系统的可靠性。
只有将预防性维护、先进的维修理念和RMR措施相结合，才

确定对哪些区域或设备优先进行修正和改造。这时会将系统

能长期确保较高的交付能力和质量，从而减少客户流失的可

划分成主、副线路。在这一步中，也应该考虑到客户的意

能性，为电子商务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图片：范德兰德

见，以便与客户一起确定优先级。

图像来源: Vanderlande

第10步 - 提出三年预算计划建议：这样，客户就不必要在
一年内完成所有的措施，这样一次性的大量工作肯定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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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新闻
艾富来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拓展中国市场
最近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上由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这一发展战略引起广泛 关注，其宗旨是促进亚欧各
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协调产能。艾富来公司作为全
球领先 的高速门制造商积极响应这一倡议并持续提升其在中国
西部市场的影响力。艾富来上海子公司不久 前为位于中国乌鲁
木齐的Rival Tech 集团生产基地安装了30 套高速门。Rival Tech
集团是塑料包 装和农用薄膜领域中的国际知名企业。这是该集
团包含再建工作的发展规划的第一阶段，计划将在 2018 年初在
位于敦煌市的丝绸之路工厂正式开启。艾富来公司在未来将会为
Rival Tech 集团的工 厂安装更多的高速门，以此作为其全球扩
张计划的一部分，并且进一步开发中国西部的其他城市和
产业。
www.efaf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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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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最大包裹配送中心的
驱动解决方案
物流和输送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BCS公司开发
的模块化自动设备协助墨尔本新建的分拣配
送中心将包裹进行收集、分拣并装载到卡车
上。BCS采用德国传动专家诺德传动集团的专
业技术，用于传动单元的配置。

BCS集团工程经理Frank Kassai说，“它们的功率范围为0.37
到5.5 kW。”

一站式完整驱动解决方案
德国传动专家诺德传动集团在内部制造的减速电机和变频器
的基础上配置了所需的驱动设备规格。其中主要的产品是诺

CEMAT ASIA

德专门针对内部物流应用研发的Nordbloc.1两级螺旋伞齿轮
澳大利亚墨尔本全新的配送中心每小时可分拣35,000个包

减速机。该减速机结构紧凑、易于操作、坚固耐用且使用寿

裹，这使得该国最大的货运商Toll IPEC从蓬勃发展的电子商

命长。其宽齿轮比（i = 3.58至70）可根据需求进行精确配

务运输行业中脱颖而出。凭借新的配送中心，Toll IPEC在澳

置。让减速电机在不改变外形尺寸的情况下安装于不同尺寸

大利亚的业务量提升了三倍。为此，设备制造商BCS设计并开

的轴上，这一点对BCS尤为重要。这样，即使该设备中包含

发了带有1,000多个输送机模块的自动化设备。该大型装置可

各种类型的输送机模块，仍可轻松管理各种驱动形式。BCS

以处理从包裹抵达仓库、登记、设备整体跟踪、整体系统控

集团工程经理Frank Kassai强调了减速电机高效率的重要性。

制、高速分拣和卡车装载等一系列工作。处理过程中，输送

变频器同样专为输送应用而设计。电动机电子驱动产品可以

机需要在多楼层延伸数百米，这就需要控制传送带的速度或

完全集成到诺德一体机中。Nordac Flex变频器系列的额定功

在任意方向进行反转。“我们使用了1,000多台变频器，”

率范围为0.25至22 kW。其用于所有商业现场总线（如工业

1,000多台减速机带动包
裹配送中心的传送带

材料的流动

01 驱动装置由细长的伞齿轮减速机、高效率电机和变
频器组成

关于诺德传动系统
作为传动技术的开发者和制造者，诺德传动有限公司
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现拥有3300名员工，是
世界领先的综合驱动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2016年公
司的销售总额约为5.6亿欧元。诺德在全球89个国家
设有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建立了庞大服务网络。诺德

02 Nordac Flex分布式变频器可驱动水平及倾斜输送机，
同时处理与倾斜载荷相关的特殊工况

各种传动装置的扭矩范围为10Nm至250,000Nm。该公
司还提供输出功率0.12千瓦到1000千瓦的电机，并制
造高达160千瓦的变频器。诺德不但可提供传统的集
中式柜式变频器，也可提供分布式控制的变频器一体
机产品。

集成负载监控和制动管理
诺德集团拥有强大的驱动电子设备，能够提供完全集成的可
插拔驱动单元，这大大降低了制造商BCS的布线工作量。分布
式变频器还具有机械阻力和较高的过载能力，能抵抗如波动
的电源电压或快速的温度变化等一般干扰。集成化的综合保

以太网协议）的接口也可用于现场网络交流电机，并能连接

护机制使BCS节省了控制柜组件（如：电机保护开关和换向接

到系统控制器中。

触器）安装和布线的成本。该变频器还可以监控过电压、欠
电压、过热、短路、接地短路和过流（I²t），以防止停

简易的安装和调试

机、电机损坏或供电网络干扰等状况的发生。Toll IPEC配送
中心通常使用水平和倾斜驱动的输送机。起重技术是这些系

“Toll是BCS在澳大利亚交付的最大的速递项目。”Kassai

统中经过多次实验和检测的另一个标准应用。该变频器支持

说，“安装和调试过程十分完美而快捷。诺德集团的驱动设

四象限操作，可在两个方向上加速和制动。它们可实现制动

备组合已完成预安装和预参数化，即装即用，节省了我们大

器无磨损制动并精确控制速度，还能确保制动器以较高的启

量的调试时间。”各单元已根据其分配的位置有序地编号，

动转矩和安全的转矩运转。

便于在安装过程中与输送机模块正确匹配。空心轴减速电机

Toll IPEC配送中心并不是BCS和诺德传动集团的首个合作项

可通过锁紧盘直接安装在机器轴上。它们都配有一个扭矩

目，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除了这类设备之外，双方还曾在澳

臂，只需一步就能将其拧紧到机架上。因此，与需要8个螺钉

大利亚机场行李处理系统方面展开合作。诺德集团诚挚的客

的法兰装配相比，安装工作量大大减少。Kassai 补充说：“

户服务始终满足BCS的高度期望，这也成为双方继续合作的基

诺德集团提供的插入式连接使维护和安装更为便易。操作员

石。Kassai说：“我们对诺德非常满意，合作中没有出现任

仅需几分钟就能更换电机驱动装置，从而避免了电工重新连

何问题。“

接新装置的繁琐流程。”诺德还为每个交流电机装配维护开

照片: Getriebebau Nord GmbH & Co. KG

关，便于安全切断电源。更换交流电机时，可插拔EEPROM模
块能将参数传输到更换装置中。

www.no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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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业物流今非昔比

CEMAT ASIA

近年来，时装业经历了结构转型。欧洲的传
统季节划分“春/夏”和“秋/冬”继续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跨季节和特别系列服装。
消费者不再倾向于去商店；他们更喜欢在网
上购买衣服。每八件圣诞礼物中就有一件是
在互联网上购买的，最受欢迎的商品包括服
装和数码产品。

就在线购买和邮购业务而言，每年圣诞节前后的第四季度是销
售额最高的时候。近30%的年销售额都是在这三个月内产生。
电商在特定日期进行的促销也会大大刺激销售额，如“黑色星
期五”和“双十一”以及其他折扣活动。同时，零售商使用的
大数据分析通过提供优惠以及为顾客生成个性化购买推荐，进
一步促进这种趋势的发展。电子商务的总销售额正在快速上
升，而每个订单的产品数量正在减少：客户的购买量减少，但
频率增加。这使得在线购买和邮购业务的快递数量呈指数级增
长。2016年，德国国内配送的包裹数量增至近25亿个。

仓储

01 Cuby单层穿梭车分拣系统是一种在容量和性能方面设计
灵活的解决方案——高兼容性、高能源效率和成本效益

货物单位越来越小、动态性和复杂性越来越高的趋势对所涉
及的物流过程具有明显的影响。由于电子商务急剧增长，重
要性日益增加，零售商们再次决定自行寻找物流方案。到目
前为止，他们更愿意将这些任务外包给外部供应商。最终，
线上和线下的销售渠道和库存不再处于平行状态，而是以组
合的方式存在。而且，商店和终端消费者所得到的商品均来
自于同一个物流中心。除此之外，高效的退货管理系统也必
不可少：退还的货物需要尽快地恢复至可重新销售的状态。
网购服装的退货率平均为40%至50%。另一种趋势是客户期望
在一到两天内收到所购商品。一些大型线上商店已经有同日
送达和顾客自选送货时间服务。这意味着物流中心必须尽快
处理订单，才能配送当天下午4点之后接到的加急订单。

丰富的解决方案组合
电子商务和它带来的内部货物运输的动态性日益增加，改变
了物流结构，并向内部物流方案供应商提出了新的挑战。SSI
Schaefer为时装业的客户量身打造适合自身需求的、自动化程
度最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他们的系统方案可扩展性高，确
保快速、高效、灵活的内部运输、存储和拣选流程，以提高
生产力、透明度和工效。
Cuby单层穿梭车分拣系统（图01）是一种在容量和性能方
面设计灵活的解决方案，可将35kg以下的扁平状货物存放至
WORLD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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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将库存中的货
物放入SSI RFID挂
钩的分拣口袋后，
可以根据客户订单
轻松排序和分类

03 不管是周转
箱、纸箱、托盘
还是挂钩上的货
物，Weasel自动
导引小车能几乎
掌握所有运输任
务，平稳安全地
将货物运送到目
的地

周转箱或纸箱中。SSI Schaefer在2016年的亚洲国际物流技术

SSI Schaefer的最新产品方案来源于悬挂输送系统领域：采用

与运输系统展览会（CeMAT）上展示了这一方案。Cuby系统

紧凑型多功能SSI RFID挂钩系统（图02），可以大量运输3kg

的尺寸可长达100米，高达15米，根据需要可设置多个通道。

以下的货物，减缓动态冲击并进行排序。包或悬挂物品可以使

CEMAT ASIA

用悬挂式的SSI RFID挂钩系统运输。此外，系统在免维护的滚

时尚行业退货比例较高，因此动态物流解决
方案是实现这一行业高效电子商务的关键。

轴上运行，通过驱动式循环传送带每小时可实现高达10,000件
货物的运输量。传送带速度可以根据不同货物属性进行调节。
另一种用于周转箱和纸箱或者带有可以将悬挂物品挂到晾
衣架上的运输方案为自动导引小车（AGV）“Weasel”（图

这样，由于采用了单深位穿梭的精简行驶路线，并且通过双

03）。专为内部运输操作而设计，小车既灵活又可扩展。由

深位储存隔间对机架线路上的空间进行了最佳利用，而且层

于安装系统时不需要在地面上进行复杂的操作，所以人和车

数分隔最小化，Cuby能提供最大的存储密度。

辆的路线不会相交，更不会影响逃生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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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时装业物流的挑战

关于SSI Schaefer公司
由于包括多渠道分销和退货率上升在内等因素，时装业物流面
临的挑战在现实中更为复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SSI Schaefer
在2017年年初将其IT专家结合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强大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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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nkirchen）的集团总部、超过10座国内和国外

部门。新成立的SSI Schäfer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有限公司汇集了

的生产基地，以及约70家全球运营子公司共拥有超过

大约800名IT专家的专业知识，他们负责实施和整合内部物流

9,500名员工。SSI Schaefer在全球六大洲为客户独特

项目，并开发新的IT解决方案。在其全球项目管理和客服工作

的挑战开发和实施针对具体行业的创新解决方案。因

中，SSI Schäfer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有限公司还拥有300多名来

此，它在塑造内部物流的未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各国分部IT员工的技术支持。SSI Schaefer专有的仓储管理和
物流系统软件“Wamas”是首选的工具。它可以控制并管理各
种SSI Schaefer组件和系统，并显示顾客的物流进程。
下列业务流程使时装业与其他行业的区别越来越大：许多

较高的退货率还为时装业物流带来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领

零售商在为商店选择产品时会考虑季节因素，但时装业零售

域：检查和处理退货时的员工管理。基于IT程序的物流操作

商可能会在一个季节内多次改变商品种类，因为传统的“春

要求尽可能减少所谓的逆向物流的所有子步骤。通过用

装系列”通常不够。为了使店员完全专注于与销售有关的活

Wamas软件将上述方案以及其他内部物流方案智能结合为一

动，越来越多的业务流程正在从商店向配送中心转移。以

体，SSI Schaefer为时装业现代高效的电子商务和多渠道分销

前，这些任务包括将货物挂到衣架上、贴价格标签、安装防

提供了独特的产品。

盗扣，现在，服装业物流供应商还需要按照商店陈列的顺序

摄影：SSI Schaefer

将服装运送到商店。这是唯一能快速有效地将货物分类的方
式（商家友好型配送）。

www.ssi-schaef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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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的ERP系统改善印度包装食品行业的
商业运作模式

CEMAT ASIA

食品和饮料行业是印度最具成本效益的市场
之一。SAP的ERP系统为印度这一高产量但低
利润的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2019年预计将超过600亿美元。随着印度消费者消费模式的改
善，该行业的贸易额在未来的两到三年预计将以14％至15％
的速度增长。该行业中少数的大型规模化企业占据主要的市
场份额。有史以来，包装食品行业中占据主导位置的一直都
是大众化的平价品牌。但预计在未来的几年，这些产品的份

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到退休的老人，每个人都是包装食品行业

额将随着其市场的饱和而下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

的消费者。人人都喜爱小吃，因此这个行业拥有最大的消费

者对优质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生厂商在高利润的驱使

群体。包装食品主要包括烘焙食品和乳制品、罐装和冷冻加

下积极进入优质食品行业，其市场份额预计在2019年前将持

工食品、即食品、保健品和饮料、巧克力、咸点小吃及各类
当地美食，这些都是最受人们喜爱的小吃。据粗略估
计，2017年印度包装食品业的贸易额为500亿美元。2018至

78   WORLD OF INDUSTRIES

作者：Sushen Doshi，《工业世界》驻印度记者

软件

续增长。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规模化销售

村地区的生产力度。这些数据还有助于缩小某些市场反响不

的扩大化是这一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行业最新趋势表明，

大的产品的生产规模。

企业着重部署最新的技术来改善整体业务生态系统，从提升
产品质量、研发新口味、改进包装水平到优化规划、生产和

完善供应商网络

物流，无一不涉及。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大国，但印度市

在生产计划方面，生产流程需求成为关注的焦点。企业拥有

场的特性不仅在于其人口基数。印度的多元文化和多样的社

数目众多的生产基地和上千个原材料供应商，想要确保每克

会经济对不同地区人民的口味和喜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企

产品所需的原料顺利到达对应的生产基地并非易事。在大规

业必须深入了解印度消费者的心理和口味，才能取得成功。

模的组织运作中很容易出现混乱。在SAP的供应网络建模

该行业中市场份额占有率较大的企业推出了超过50种品牌，

（SNP）系统的辅助下，组织可以把所有的生产供应点连接起

以迎合印度人的口味。其中一些更为大型而成功的食品企业

来。通过将所有地理分部彼此相连，SNP还有利于企业以最具

目前年产量可超过100万吨（100万公吨）。想要实现如此巨

成本效益的方式规划和采购所需的原材料和资源。它还能够

大的产量，需要在生产计划、原材料计划、物流和整体供应

为制造商提供每个产品每班次的原材料消耗量数据，便于工

链体系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总部管理团队进行

厂管理人员分析数据并做出明智的决策，以减少浪费和损

周密繁琐的部署。

失。

大多数企业目前使用的生产和物流方式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
代的水平。然而随着物价的上涨，如何在保持利润率的前提

在所有层级上的透明度

下保证高产量，同时在全印度不同地区生产百余种不同包装
大小、不同口味的产品，成为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迎合全

商品流动透明度这一要素的优势将愈加明显。举一个例子来

印度人民的需求颇有必要，但这也意味着需要巨大的开支。

说明。正在生产的产品“X”积压在生产商的仓库内，占据了

为了降低成本、优化流程，同时提高产业透明度和实现全国

所有的存储空间。因此厂家不得不放慢生产速度，最终停止

供货，一些印度企业开始关注类似于SAP的ERP系统的技术。

生产，直到库存被清理为止。经过马拉松式的库存清理，生
产商才能再次开始生产活动。库存积压的原因通常是分销商

根据地区需求制定生产计划

终端沟通不畅且管理团队、调度团队和仓储管理之间缺乏有
效的透明度。而如今，在SAP系统的协助下，决策者可以根

SAP ERP系统最大的优点之一是能够根据某地区的需求优化每

据数据及时将生产商仓库内的货物配送到分销中心，从而避

种产品和每个加工单位的生产计划。这就是SAP APO（高级

免不必要的生产中断。

计划与优化）的需求计划模块。SAP的APO是SCM（供应链管
理）的核心。它能够完成不同业务流程的计划和优化，如需

获得优化且高效的运输计划

求计划、供应计划、生产计划、详细调度、全球供货承诺和
运输管理。

调度与生产部门之间的沟通有助于管理团队详细规划日程，

系统会评估多变的市场状况，如上月产品供应状况、市场

及时对各分部包装好的商品进行派送，从而持续保证终端产

上各类产品现状，即零售现状、分销中心的产品库存、特定

品在市场上的最优供应。通过每日派送计划组织运输，并按

产品最近加工工厂的生产设备状况及原材料储备。该模块有

照需求优化运输路线及选择承运人，对短期和长期的物流成

助于企业在规定时间向任意指定区域配送数量充足的产品，

本降低大有裨益。在过去缺少SAP运输管理模块辅助的情况

并可时刻确保最佳产量与市场供货量，从而提高销量，扩大

下，印度西部生产的“X”类型产品大费周章地运到印度北

市场份额。

部，而其实该地区本身已经具备足够的同类型产品的生产能

长远来看，该模块除了能够优化月产量，还有助于扩大该

力。公司不仅为此额外支出了燃油和运输费用，更在边境纳

地区特定产品类型的加工工厂的规模。例如，“X”类型产品

税环节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尽管商品税和服务税制度

深受城市青年人的喜爱，而且鉴于此产品日益提高的受欢迎

很快就要在全印度推行，国家边境税和交通拥堵问题似乎得

程度和持续的高品质，该产品在城市周边和乡村地区青年群

以解决，但通过ERP，企业在如今便可保证任意地区的区域化

体中的需求量同样逐月攀升。现有的大部分“X”产品的加工

与高效生产和配送。

设施主要用于满足城市的需求，但根据“需求驱动生产计

照片 Fotolia

划”所产生的数据表明，已有必要加大X产品在城市周边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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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极限
值得信赖的性能台架高速扭矩限制器
汽车行业的电机测试台和滚筒式测功台对传
动系统有着非常高的性能要求。因此，持续
可靠地保护昂贵的测试部件和灵敏的测量单
元以防过载损坏是非常有必要的。EAS-HSC
和 EAS-HSE高速离合器，是麦尔专业研发的
符合测试台技术要求的离合， 拥有极高品
质，并能在不影响测量信号的同时提供可靠
保护。

如今，在汽车及摩托车生产中，集约化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满
足质量的最高要求都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组件和
功能性测试台，比如可在驱动系和其组件上进行全套负载真
实模拟的电机测试台和滚筒式测功台，正变得越发重要。尤
其是在研发阶段，系统会经常性的进行极限测试。在这些极
端的负载条件下，测试元件可能会出现功能故障。为了防止
昂贵的测试元件和灵敏的测量单元过载损坏，通常需要配备
扭矩限制离合器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这些扭矩限制器必须
满足测试台技术的极限要求，并在极高转速时稳定地工作。
借助无背隙且高扭转刚性的EAS-HSC

和EAS-HSE扭矩限制

器，麦尔可提供专门适用于高速应用要求的过载保护。麦尔
离合器通过其高品质赢得客户信任，并在不影响测量信号的
同时提供最高安全性。

高动平衡质量实现最佳的运行平稳性

重。扭矩限制器的设计要求是在即便产生过载脱开后，组成
离合器的各个部件的相对位置也不会发生变化。

当测试台的实际工作扭矩超过扭矩限制器的设定值时，限制
器将瞬间切断输入和输出端。即便发生过载，最差的情况也

特别是我们的扭矩限制器进行了整体动平衡，

等级为

G2.5/3000rpm.

就是需要重新标定测量轴；但扭矩限制器可靠地防止驱动端
或测试单元损坏而造成昂贵的损失。

高品质轴承

CEMAT ASIA

高速扭矩限制器EAS-HSC 和EAS-HSE传递扭矩无背隙且具有
高扭转刚性。其结构紧凑、拥有高性能密度和低转动惯量。

扭矩限制器的轴孔配合间隙被设定为最小，这样整体组装后

例如，一个1000Nm 扭矩的EAS-HSE离合器重量不超过10Kg。

的扭矩限制器，在保证了要求动平衡质量及限定扭矩的同

而且，在较小的外径尺寸125mm情况下，用于安装轴的孔径可

时，也无缝配合了整个测试台应用。离合器孔径以等级6为标

以达到60mm。 在高速应用中使用扭矩限制器的另一个重要的

准进行设计，胀套连接保证无背隙扭矩传递。

条件是其他部件也要具有高动平衡质量，以便 在组合运行中

另外，高品质轴承可以吸收高速扭矩限制器的连接法兰侧

达到最佳的平稳性。随着速度增加，不平衡质量将导致非常

的额外反向力。所以，扭矩限制系统不受影响，并仍保持一

大的离心力和振动，从而使得整个测试台处于高负载状态，

个精确的扭矩限定。而且，此轴承可以非常好满足高加速的

导致测试台运行不稳定和错误的测量结果。因此，优化其动

要求。比如，输出端一旦抱死，扭矩限制器工作，输入端相

平衡质量是EAS®-HSC 和EAS®-HSE离合器研发期间的重中之

对于输出端会产生非常大的转速差及加速度！

80   WORLD OF INDUSTRIES

組件和附件

关于 Mayr Power Transmission
麦尔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创新力
的德国传动技术企业。提供种类齐全的扭矩限制器、
联轴器和安全制动器，以及电磁离合器和制动器。目
前，麦尔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 1000 名
员工，并在持续增长。在德国毛埃尔斯特滕总部、波
兰和中国分别设有工厂，在德国设有8个销售办事
处，在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新加坡和
瑞士设有销售子公司，并在其他 36 个国家设有代表
处。在过去几年对生产和管理进行了几次扩展之后，
仅德国毛埃尔斯特滕的麦尔总部的生产设备已占地
17700 m²。

01 有了EAS-HSC 和EAS-HSE系列，麦尔®传动已经研发
出专门符合测试台技术的高要求的扭矩限制器。在特殊设
计中，EAS-HSE离合器可以达到20,000转/分钟。

结构紧凑且性能优异
在正常运转中，EAS-HSC通过同时嵌入轴套和输出法兰凹
槽的滚珠来传递扭矩。碟簧通过一个夹紧环预紧滚珠，
弹簧力与传输的扭矩成正比。即使在凹槽有磨损时仍可
保证无背隙传递扭矩。麦尔在扭矩限制器里使用的是碟
簧负特性曲线一端，这保证了扭矩在达到脱开扭矩前保持
刚性传递。如果发生过载，弹簧的预紧力降低，离合器会非
常准确地工作。脱离之后，特殊的过载结构保证了离合器保
持在脱开状态。驱动端可以自由缓慢停下来，因此在过载时

02 基于久经考验的无背
隙扭转刚性ROBA-DS系
列，麦尔®传动提供与扭
矩传感器直连并可补偿对
中的联轴器，简直是精密
扭矩传感器的最佳选择！

对传动系统起到很好的保护。尤其是测试台上的扭矩测量设
备时，绝对不会有松脱振动的情况发生。独特设计使得限制
器只能旋转360度重新啮合。在运转中，离合器的各个部分相
互之间总是保持相同的角度和位置，因此平衡质量被保持。
特殊的过载结构使得无需费力即可简单、快速重新啮合。

高速—可达20,000转/分钟
基本在所有的应用中都会出现输入端和输出端的不对中情
对于EAS-HSE，各个过载单元通过闭模锁紧来传递扭矩。如

况。出于这个目的，弹性联轴器被整合在测量法兰上一起使

果发生过载，过载元件立即切断输入和输出端，且没有任何

用。以久经考验的ROBA-DS系列为基础，麦尔推出专门用于

残余扭矩，重复精度极高。这样储存在系统中的旋转动能可

测量法兰且可进行偏差补偿的高速联轴器，为精确的测量结

以自由释放。限制器不会自动啮合，仍然保持断开直至手动

果提供了理想条件。这些联轴器以极高的扭转刚度且无背隙

或通过其他装置重新啮合。重新啮合位置被清楚地标记在限

的传递扭矩，并补偿了径向、轴向和角度偏差。因此，其不

制器上，以此保证了动平衡质量。

仅提供了精确的测量结果，而且也减少了传动链上对于轴承

在标准设计中，紧凑的EAS®-HSC离合器的扭矩范围可达

的不必要负载，避免不必要的停机和维修费用。除了高运行

1,000Nm，EAS-HSE基于多个过载元件而扭矩可达

平稳度和低转动惯量，联轴器还有着极高的动平衡质量并极

10,000Nm。两款限制器的速度均可达12,000转/分。在特殊设

其耐用。

计中，可以做到更高的扭矩和速度，速度可达20,000转/分。

对于联轴器和扭矩限制器这两种产品的联合应用上，麦尔
提供全面的传动解决方案。

精确的测量结果
图像来源:

除了扭矩限制器，轴偏差补偿联轴器是测试台上另一个决定

Mayr power transmission, Teamtechnik Maschinen

und Anlagen GmbH

性部分，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在测量法兰上的干扰变量。这
些干扰变量，因驱动系上的对中误差而经常出现。

www.may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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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策尔斯奥到鞑靼斯坦
Stahl Cranesystems的起重机在
世界第三大化肥厂的应用
在莫斯科以东1000公里的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门德列耶夫斯
克，新的OAO工业中心“Ammonium”于2016年初成立。此化工
厂不仅生产用于工农业的硝酸铵和氮肥，也生产甲醇作为石油化
工行业的原料。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的公司参与了工厂
的设计和建造， 来自Künzelsau的Stahl Cranesystems为工厂的维
护提供了起重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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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和升降机

当谈到天然气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想到美食。然而甲烷
不仅可以用作可燃气体，而且也是生产合成氨的重要原料，并

关于Stahl Cranesystems

且大多数化肥也是由此生产。没有他们，今天世界上很大一部

Stahl Cranesystems GmbH，总部位于德国

分人口不能饱腹。俄罗斯在与美国相邻的地方建有全球最大的

Künzelsau，在 起重机制造领域拥有超过120年的经

天然气矿藏区，并且对自然资源多样性的开采日益增长。因此

验。该制造商提供起 重机技术和起重机部件全系列

俄罗斯决定建设世界第三大化肥厂，这是俄罗斯20年来最大的

的产品，包括环链葫芦，钢 丝绳葫芦，卷扬机和轻

建筑项目。该厂每年生产77.7万吨氨，77.1万吨尿素，23.8万

小型起重机系统，还有驱动和控制 解决方案。在防

吨甲醇和30万吨硝酸铵，总共占俄罗斯肥料市场的5％左右。

爆起重机技术领域，Stahl Cranesystems 是世界领导

为确保工厂顺利运行，共有来自Stahl Cranesystems的11台
起重机，6台钢丝绳葫芦和30台手拉葫芦被应用。位于圣彼得
堡的STAHL CraneSystems合作伙伴与Stahl Cranesystems IP部
门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专家一起，共同提出了一个技术专业

者，确切地说，它早在1926年就发明了第一个 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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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经济的解决方案，从而胜过俄罗斯、保加利亚和德国的其
他竞争对手。Elektrotjazhkran对工程、采购和EPC承包作了简
要概要。该合同于2013年初签署，起重机和葫芦于2013年底
交付。“由于该工厂的安装将在俄罗斯，对技术文件的要求

计起重机和起重机部件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该设备

非常高，合同签订后，我们立即开始向工程公司提交图纸，

涂有一种特殊的含锌涂料 - 三层涂层总共为240μm厚，起重

安装计划，以及许多其他信息和相关证书，我们与俄罗斯的

机和葫芦部分采用了防爆1区的设计。

同事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进行必要的认证时”，来自

除此之外，为必须实现俄罗斯的要求，与客户在莫斯科举行

Stahl

了为期两天的澄清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该设备由合作企业与

Cranesystems

国际项目（IP）部的项目经理Thomas

Wöhrle说，“我们在处理国际项目方面以及相关国家和国际

Elektrotjazhkran的主管参与现场的装配和安装。该厂投建5年

要求上有EPC承包商的经验。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在项目中

后，OAO “Ammonium”宣布了该工厂的投产。投资建设第

的专业知识，并积极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因此我们可尽

二个工厂显然已经在计划中。

可能及时提供起重机专业技术，并能最终满足客户的需求。

图像来源: Stahl Cranesystems

在国际项目上除了业务方面的要求，对技术本身的要求也
非常高：工厂部分地区（ExⅡ C T4）的氨气和爆炸风险是设

www.stahlcranes.com

01 为确保工厂顺利运行，共有来自Stahl Cranesystems的11
台起重机，6台钢丝绳葫芦和30台手拉葫芦被应用。

02 为方便操作，在大厅屋顶未完成之前，起重机和葫芦的
安装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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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 BP4

重量级选手打造
重量级产品
ူ ᅃ

FAULHABER BP4 ୁຘ
ຘົۉޜऐ
在重量小、高性能的战斗中，FAULH AB ER的BP4系列的产品
品 质量已经
稳 居 冠 军 宝 座 。除 了 具 有 出 色 的 扭 矩 与 尺 寸 比 之 外 ，该 驱 动 器 具
有 集 成 的 传 感 器 系 统 以 及 宽 泛 的 速 度 范 围 ，并 且 与 性 能 相 当 的
传 统型电机相比，其重量不到此
此类电机的一半。
也可 提 供 具 有集 成 控 制 电子
子 设 备 的 完 整 的 运 动 控 制 系 统 ，用于 执行
直接自动化环境中的复杂定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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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REATE MOTION

www.faulhaber.com/bp4/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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