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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
对安全性要求更高

西门子助力
中国工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i5OS 因未来而来
为工业而生

工业 4.0 涉及防护措施对安全的影响，在联

西门子以“探索数字化企业价值”为主题，全

i5OS 将会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提供自主、

网系统中会成为新的影响因素。

面展示了“数字化企业”业务组合。

安全、可控的运动控制开放平台，

03

■ 新闻现场

ABB 打造未来智能工厂
ABB 最新小型机器人 IRB 1100 全球首发。

P10

P02

P02

拥抱数字化变革

03

■ 新闻现场

匠心与创新的结合
MAZAK 在 MWCS 2017 展会中首次亮相激光机企业
聚集的 2H 馆，并展出两台激光机。

04
宜科 ：构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 新闻现场

宜科从创新元器件产品、智能化解决方案和 IIoT 物
联应用三大方向诠释着对智能价值的深刻理解。

04

■ 新闻现场

诺冠 ：精密气动 定制方案
诺冠展示了在食品饮料、轨道交通、商用车、生命
科学和能源等五大领域的众多专业产品。

06

■ 新闻现场

践行智能制造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携全新一代高速智能光纤激
光切割机等系列智能可靠解决方案与最新成果亮相。

08
威图打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 新闻现场

威图隆重发布了全新的 RiLine Compact 母线系统。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以“创新、智能、绿色”为主题，吸引创历史新高的逾 2500 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规
模超 28 万平方米，英国为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国。作为旗下两大核心专业展，2017 工业自动化展（简称 ：IAS）和 2017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简称 ：MWCS）也魅力开启，倾情演绎“智能奠基，绿色创新”的理念。MWCS 2017 和 IAS
2017 分别吸引了 600 余家相关品牌企业参展，展出规模均达 70,000 平方米。两大展会由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和汉诺威
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承办。

更多精彩，欢迎扫码关注

阿库 彰显技术实力

倍福助力实现工业 4.0

本 次 展 会 阿 库 重 点 展 出 了 两 款 设 备， 一 款 是 阿
®
库 EcoMaster 30 零 件 精 密 矫 平 机， 另 一 款 是 阿 库
®
EdgeBreaker 4000 Plus 去毛刺机，
MM 新自动化与驱动

MM 现代金属加工

倍福全面展示了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对智能制造及工
厂设备控制的标准自动化系统，以助力工业 4.0 的发展，
此外，倍福还特别展示了一款 GrapeCNC 数控系统。

（详见 06 版）

（详见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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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助力中国工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先进

团、宝武集团、金宇生物、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博会）

西门子在第十九届中

技术为中国企业和社会创造

凯赛生物、云南白药、九牧

上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

价值。
”

等企业达成合作，为其数

司（海能达）签署战略合作

在 今 年 的 工 博 会 上，

字化升级提供咨询或解决方

协议，为其提供数字化顶层

西门子以“探索数字化企业

案，进而从数字化转型中获

设计咨询、产品生命周期管

价值”为主题，全面展示了

益。其中，西门子为航天科

理软件（PLM）
，以及完整

其更为全面的“数字化企业”

工打造的贵州智能制造车间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西门

业务组合。西门子的数字化

项目，以及与宝钢工业技术

子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在产品

企业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客户

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虚

研发与制造过程以及工厂管

实现更灵活、高效的生产，

拟远程运维平台和标准研究

理的完整价值链上提供‘数

更短的上市时间和更好的产

项目均被列为“2017 年中

字化双胞胎’的企业。凭借

品质量，为客户带来真正的

德智能制造示范试点项目”
。

这一优势，我们已经与中国

竞争优势。

各行业企业携手，在如汽车、

“端到端的数字化为当

观众可以在西门子展台

前市场需求提供了最佳可用

电子、食品饮料、纺织、装

远程参观其位于北京和上海

备制造、制药和钢铁等行业

的数字化体验中心，感受数

字化企业解决方案，实现中

和分析，将数据转化为价值，

业开发区建立西门子在华首

性和效率，帮助过程工业客
户保持竞争优势。
”西门子

打造数字化企业典范。
”西

字化企业解决方案为离散和

央监控、柔性生产与质量追

从而带来生产和服务的优

个专注于 MindSphere 的研

（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

过程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

溯，并提升能效和生产效率。

化。自今年 6 月首次在中国

发中心，并于 9 月与香港科

裁，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总

副总裁、数字化工厂集团总

效率、灵活性以及质量的提

西门子还展示了其基

市场发布以来，西门子正在

技园签署协议，在香港创建

经理林斌表示，
“西门子凭

经理王海滨表示，
“与海能

升。西门子还携手食品饮料

于云的开放式物联网操作

逐步完善 MindSphere 的强

基于 MindSphere 的首个智

借自己在过程工业领域的特

达的合作是西门子助力本土

生产企业杭州娃哈哈集团有

系 统 MindSphere。 观 众

大生态系统，携手合作伙伴

能城市数字化中心。

长为用户全生命周期的过程

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又一

限公司，展示了如何在生产

可以现场体验到如何借助

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8 月，

成果，我们将持续以电气化、

全生命周期借助西门子的数

MindSphere 进行数据采集

西门子携手成都高新技术产

过去一年间，西门子
陆续与航天科工、河钢集

优化奠定基础，加快工厂的
数字化转型。
”

i5OS 因未来而来，为工业而生
2017 年 11 月
7 日，第十九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CIIF2017）隆重开
幕，沈机智能 i5 携
手智能云科 isesol
以“我们驱动着改
变”为主题隆重亮
相，正式发布了全

博世携创新工业 4.0
解决方案亮相

球首个面向工业领
域的运动控制操作
系统平台 i5OS。
众所周知，运
动控制技术是装备制造领域一项非常通用的核心

的应用提供 App Store，使其能够在自身推广网络

技术，类似机器人、注塑机、纺织、印刷等领域

之外获得快速的推广、复用，帮助 i5OS 用户快速

都需要运动控制核心技术的支撑。但是运动控制

获取面向不同专业领域的 APP，i5 充当 APP 验证

心携手博世共同发布的《借鉴德国

技术又是一项投入巨大，收获缓慢的基础核心技

的角色，确保平台上 APP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

亮相 2017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业

工业 4.0 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术研发。沈机集团花费近 10 年时间才真正将 i5

别于 Predix、MindSphere，i5OS 提供“终端 +

自动化展。以“博世互联工业，可
见 • 可行”为主题，博世展示的产品、

研究报告指出，不同行业、地区和

运动控制核心技术打造成熟，服务于机床行业。

云端 + 商业模式”完全贯通的工业互联网生态解

企业间的自动化程度和信息化能力

如果能够将 i5 运动控制技术以某种方式分享并

决方案，
帮助各个领域从“功能机”步入“智能机”

技术与服务涵盖新线投资、旧线改

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导致中国制造

运用到更多的行业，将会帮助更多需要应用运动

时代。

造、互联服务、咨询与培训四大领

型企业在向智能制造的转型过程中

控制技术的装备行业节约研发投入、研发时间，

域，以及可融合生产硬件与数据分

呈现多样化的需求。

快速实现传统装备的智能化升级。让自主安全可

术跨越，提升商业价值，实现社会效益。传统装

控的运动控制核心技术能够服务于中国更多的装

备或自动化制造商可以借助 i5OS 实现产品智能化

备制造企业，真正助力中国的智能制造。

升级，同时获得自主、安全、可控的核心技术能

博世携创新工业 4.0 解决方案

i5OS 的出现将为不同行业、不同用户带来技

析、覆盖整个价值链的数字价值流

本次展会上，博世展示的工

（Digital Value Stream）
。以精益价

业 4.0 解决方案中还包括了首次亮

值流为核心，博世在中国致力于为

相工博会的一系列全新产品 ：全

不同企业的实际需求打造灵活、可

新一代智能动态磁悬浮输送系统

业领域的运动控制操作系统平台。它向主机厂商、

定制化的工业 4.0 交钥匙解决方案。

ActiveMover、全新 FTS 柔性输送

自动化方案提供商以及自动化设备制造商提供运

系统，将会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提供自主、安全、

i5OS 是由 i5 团队开发，是全球首个面向工

力保障，
i5OS 作为中国人自己的首款运动控制操作

博世在工业 4.0 领域可以提供

系统和 TS 5 输送系统，可满足不同

动控制核心软件平台，并提供开放的 APP 框架，

可控的运动控制开放平台，使得 i5 的运动控制核

从硬件、软件到服务的一体化解决

制造行业对于载重和速度的不同需

统一的开发平台，使其能够快速基于 i5 运动控制

心技术可以服务于更多的装备制造行业，让更多

方案，并且将工业大数据同这三要

求。博世 MES 入门套件完全独立

核心技术进行面向各自领域的自动化集成方案开

的人参与 i5OS 应用的开发，让中国人的智慧创造

素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在整个价值

于产品和制造商，能够为企业提供

发，行成专业领域的 APP。这些 i5OS APP 帮助

能够沉淀在中国人自己的核心平台上，推动中国

流上进行整合和优化，有的放矢地

一个快速开始工业 4.0 的入门级工具

用户专注高价值应用开发，组合搭建起面向数控

装备制造及自动化行业从“功能机”时代跨入“智

提供工业 4.0 交钥匙方案。

包，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对离散型

机床的完整解决方案。

能机”时代，加速技术创新，为更多企业、用户

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IAS • RS • MWCS •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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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进行有效规划和监控。

此外，针对 i5OS App 的专业开发商所开发

创造价值。

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新闻热线 ：18501252608 广告热线 ：1851006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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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打造未来智能工厂
2017IAS 开 展 首 日，

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全面实现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运

ABB 以涵盖工业机器人、智

自动化改造，并提供融合了

动控制解决方案，通过快速、

能传感器、高效电机和传动

物联网、工业大数据和行业

精确的运动控制帮助生产线

系统等在内的工厂自动化解

经验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将

提高生产效率、能源效率和

决方案及 ABB AbilityTM 互

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推向新

安全性。ABB 明星产品——

联服务的展区精彩亮相。作

的高度，携手打造高效互联

低 压 电 机 智 能 传 感 器、 本

为行业领军企业，ABB 的展

的未来智能工厂。
”

土研发的最新款 HDS 系列

位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本

作为 ABB 工厂自动化

永磁交流同步伺服电动机、

次展会中，ABB 展示了三款

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AC500安全PLC也悉数展出。

新型机器人产品及解决方案，

机器人成为 ABB 展区最大的

此外，电机智能检测和服务、

生动演绎 ABB 自动化与数字

亮点之一。在 IAS 开展首日，

传动远程服务、数字化模型

化技术在未来智能工厂中的

最吸引人目光的当属全球

以及 ABB 食品饮料行业解决

互联协作，助力中国制造企

首发的最新小型机器人 IRB

方案和智能实验室，则从数

业抢占转型升级制高点。

1100，该小型机器人重量轻

字化角度展示如何以创新的

ABB 集团亚洲、中东

至 20kg，结构紧凑占地面积

科技和服务，推动工厂业务

■ ABB 最新款小型机器人 IRB 1100 在工博会首次亮相

及非洲区总裁、ABB（中国）

仅 需 160mm×160mm， 精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顾纯

度高达 0.01mm，是小件装配

边专机系统。在连续冲压自

器人工作站也在本届 IAS 上

用于用户的智能物流中心，此

元博士表示 ：
“自动化、数字

应用中最紧凑、最轻量、最

动化解决方案中，IRB 760FX

集体亮相，全面展现 ABB 机

外，全球首款全面支持虚拟现

厂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化和智能化代表了中国制造

精准的机器人，主要应用于

机器人可实现准确、快速、

器人在 3C 产品装配、柔性物

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机器人离

通过自动化解决方案与信息

业变革的方向。ABB 致力于

3C 行 业。 除 此 之 外，ABB

稳定的冲压自动化生产，其

流、激光复合焊接、机床上下

线编程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

化手段的结合，各环节数据

成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优

还正式发布了应用于快速连

每分钟 14 次的速率将整线生

料、包装行业高速分拣等领域

借助可穿戴设备，让现场观众

实时共享、高效协同，实现

选合作伙伴，通过领先的机

续冲压自动化的机器人 IRB

产过程的效率提升至新高度。

的应用场景，以 ABB 机器人

亲身体验虚拟的机器人工作场

“感知－分析－执行”的闭环。

器人技术和定制化的自动化

760FX 和 ABB 白车身柔性包

不仅如此，ABB 多个机

物流解决方案为例，模块化设

景，从更多角度感受工厂的设

展会上，ABB AbilityTM 互

计的智能机器人分拣系统，实

备布局。

联服务实时演示了远程监控

匠心与创新的结合

模式的转变和新的价值创造。
互联互通在未来智能工

现了存储、拾取、分拣三项功

面对柔性生产、按需定

全球各地客户工厂中互联机

能的全自动化操作，将仓储物

制的大趋势，未来智能工厂

器人的情景。结合 ABB 优

流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 40%

离不开智能的运动控制解决

质产品的多种应用，一个未

以上，投资及运营成本降低

方案。具备互联功能的 ABB

来的智能工厂雏形跃然于眼

35% ～ 50%，目前已成功应

传动和电机产品，以及涵盖

前。

MAZAK 在 MWCS 2017 展
会中首次亮相激光机企业聚集的

业精志远 强强联合

2H 馆，并展出两台激光机。全新
的展位、全新的产品，充分体现了
MAZAK 集团对中国市场以及激光

2017年11月7日下午，

业务的重视。
本次展出的激光机 OP4020FII

借 2017 上海工博会开幕之

L 是一款大台面的光纤激光机，通

际，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

过在辽宁工厂的国产化生产，可快

有限公司与天水电气传动研

速响应客户需求，缩短交货期，在

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合作

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

签约仪式在英威腾工博会展
台隆重举行。英威腾集团总

目前，中国的激光机市场竞
争激烈，只有在激光技术和设备 ■ 山崎马扎克（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上海
功能方面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才

马扎克激光科技分公司总经理黄义先生

裁兼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与天
传所董事长王有云先生分别
代表双方企业签订了战略合

能满足客户不断升级的生产需求。
2016 年，MAZAK 在秉承匠心传承的基础上，

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为满足客户的自动

作协议，各级领导、各位来宾、以及行

品、技术、营销及资本等多层面的战略

不断创新升级，突破性地推出应用了世界最新

化生产需求，MAZAK 还可提供 EMC、QUICK

业媒体朋友们，共同见证了这一盛事。

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利于双方大力开拓

一代 DDL 激光技术的激光机 OP 3015 DDL，成

CELL 和 FMS 等自动化配套设备，可实现自

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有利于双方产品及

为全球领先的激光机供应商。

动化仓储、自动上下料、自动化生产、自动分

是我国电气传动及自动化产品的主要科

产业格局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提升双方
的行业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

拣。同时还具有可扩展性，可随着客户生产规

研开发生产基地，产品涵盖自动化控制

稳定性及加工精度的同时，集成了智能准备、

模的扩大，逐步扩展机器台数及自动化系统。

系统、钻采与矿山电控系统、变频节能

黄总表示，
“2017 年，通过俄石油

智能监测和智能切割等智能技术。通过智能多

MAZAK 辽宁工厂和小巨人工厂从 2017 年开始

产品、电能质量产品、新能源产品及高

项目的合作，英威腾深切地感受到与天

控制割炬，自动优化每个程序的割炬参数设置，

对钣金自动化生产线进行扩建，增加 MAZAK

精度特种电源等。作为拥有大型电气传

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在产品

可显著提升切割速度，增加产能，减少操作员

的生产设备及自动化配套设备。MAZAK 作为

动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

与技术上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在企业文

对机床的干预，使日常加工过程变得更简单高

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机床企业，首先将产品

研型企业与石油钻机传动技术归口所，

化上深刻的互通性，因此此次携手源自

效。

应用到自身的实际生产中，也体现了 MAZAK

在石油、冶金、煤炭、电力、加速器行

我们志同道合，未来，我们将在石油、

对于自身产品的自信。

业拥有 1000 套以上的应用业绩，具备

冶金、煤炭、电力以及新能源等领域展

强劲的科研实力及丰富的行业电气系统

开最广泛与最深入的商务合作。
”

MAZAK 激光机均采用铸件床身，在确保

MAZAK 的激光机“3D FG 400 Ⅲ”
，3D
FG 系列机型是依据 MAZAK 的 DONE IN ONE

可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智能化生产必将成

生产理念设计、开发的管型材三维激光机，可

为主流。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飞速发展也为

适用于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航空、钢结构、

激光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新的要求、新的挑战，

农业机械、造船、水处理等各行业的产品切割。

集成的经验。

王董事长更是坚信地指出，
“我们

英威腾与天传所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相信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求新、求变、求发展是 MAZAK 和客户共同的

署，标志着英威腾与天传所进入长期稳

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未

MAZAK 首创的 4 卡盘设计，配合 3D 激光加

目标。MAZAK 在坚持传统工匠精神、追求高

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在业务范围、

来的战略合作中能够诚信互利、优势互

工头及强大的 CNC 控制器，可在实际生产中可

品质产品的同时，也始终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

经营模式、市场覆盖、技术科研等多方

补，资源共享，共谋发展，努力为双方

实现 11 轴联动及全能无尾料加工。随着《中国

的核心，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为钣金制造

面具有明显的互补优势，在石油、冶金、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共同带来发展的

制造 2025》的实施，智能化生产已成为中国制

企业提供最优化的生产解决方案。

煤炭、电力以及新能源等领域，建立产

新动能。
”

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新闻热线 ：18501252608 广告热线 ：1851006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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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科 ：构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鑫先生

领导下，宜科积极联合自动

养智能制造的“需求”和“供

服务 ；工厂管理信息系统解

化与信息化技术先进厂商、

给”
，形成天津在智能制造

决方案（宜科云、MES 系

天津市行业龙头企业、高校

领域的产学研用新高地。

统、安东系统、EMS 系统、

科研机构等相关单位，成立

张总指出 ：
“只有在产

PTL 系统等）；包括智能化

了天津市自动化与信息化技

品、方案和企业管理多层面

输送系统在内的电气控制集

术创新战略联盟，并创建了
宜科 • 赛达智能制造综合运

协同，以自动化与信息化融

成解决方案。宜科正以实际

合的方式，才能顺利实现智

行动在不同维度上贯彻着智

营平台，集成智能制造九大

能化转型。
”面对制造业市

能化的创新与实践，信息化

关键技术，从示范、测评、

场，宜科为用户提供智能工

已成为宜科发展的重要战略

咨询和培训等不同角度，培

厂解决方案整体规划及实施

目标。

欧姆龙“智造五连看”
唱响“i-Automation”

宜科作为中国本土的

现场级的关键自动化

产品 ESP 较以往有了显著

智能制造产品及解决方案提

元器件是实施智能升级的重

的性能提升。RFID 产品则

2017 年 11 月 7~11

供商，凭借领先的技术以及

要基础，也是宜科的核心业

推出了高频系列产品，更加

日，第 19 届中国国际工业

对中国市场的精准定位，为

务，此次展会推出的第二代

贴近用户需求。

博览会（工博会）在国家

智慧工厂的整体规划实施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已达

制造产业未来的发展

会展中心（上海）隆重举

提供自系统层、控制层到执

到业界领先的技术水平，拥

方向就是走向平台化，实现

行。作为全球知名的自动

行层自上而下的全系列服

有 极 高 的 性 价 比。OG18/

从底层的自动化、信息化到

化控制及电子设备制造厂

务。此次宜科参展从创新元

OSQ18 紧凑型光电传感器，

上层工业互联网的融会贯

商，欧姆龙携旗下产品及

器件产品、智能化解决方案

则进一步丰富了宜科公司的

通。宜科当前的发展策略之

解决方案重磅参展。

和 IIoT 物联应用三大方向

传感器产品线，覆盖常规的

一是联合不同领域的合作伙

以 技 术 为 经 度， 以

诠释着对智能价值的深刻理

中低端应用。在连接系统方

伴，整合资源，为用户搭建

产 品 为 纬 度， 在 欧 姆 龙

解。

面，宜科新一代被动分线盒

智能化平台。在相关政府的

以 intelligent（智能化）
，
integrated（ 控 制 升 级 ）
，
interactive（人类与机械新

诺冠 ：精密气动 定制方案

协调）三大理念为核心，讲
述了从开启智能制造到落实
“i-Automation”的演变与
进化！为此，欧姆龙展台特

幕透视生产流程每一个细

叉车及加工物因碰撞而引起

来自英国的诺冠

无需具备专业的安

别设立综合区、AI 区、loT

微环节，而欧姆龙所采用

的故障，并有助于减少停机

（IMI 精密流体）——

装知识，更多的开

区、机器人区及互动区五大

的生产技术在推拉屏的呈

时间。

全球气动领域的卓越企

关安装方式让设计

板块，全面呈现欧姆龙在智

现下也得以完美地展示在

IoT 区——玩转大数据

业，一直专注于特定行

变得更灵活，彻底

能生产领域中的产品及解决

观众的面前，
真正做到“i －

在 IoT 展 区 内， 欧 姆

业的特殊应用，其高性

为客户简化了安装

方案，让智造就在你眼前！

Automation”的可视化！

龙以汽车行业为代表，通

能的产品广泛应用于不

过程，更安全、平

欧 姆 龙 的“ 智 造 五 连

机器人区——流量小花驾到

过 IO-link、RFID 等技术，

同行业的诸多领域，此

稳 地 操 作。 此 外，

看”交相辉映，或生动、或

最尖端的自动化技术

次 IAS 展 示 了 在 食 品

ACS 还可针对应用

直观，或有趣，它必然挑动

结合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

产工序信息，挖掘设备需要

饮料、轨道交通、商用

在 一 次 气 缸 循 环、

你的眼球。那么，这场视觉

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欧

改善的要点，从而优化生

车、生命科学和能源等

换班或机器使用寿

盛宴的打开方式是怎样的？

姆龙展台的
“流量小花”
——

产设备流程。为了让参观

五大领域的众多专业产

命中可能发生的任

综合区——高速、高精度，

机器人产品线来告诉你。此

者更直观地了解到这一点，

品，体现着对于行业应

何变化（例如负荷

高效率的革新

次在展台上集结的是欧姆

欧姆龙在展台上特别利用

用的技术难点和法规标

变 化 ） 进 行 调 整。

龙机器人家族的三位花旦 ：

样机展示环节，直观呈现数

准的深刻理解。

这将有助于确保能

将旗下产品及解决方案相

智能小白——Adept Lynx

据采集、数据活动、数据活

结合，涵盖机器人、DPC、

移动机器人，傲娇又有性

用等一系列流程，从而为

MES、电子凸轮、机器视

格——Viper 机器人，以及

观众带来极具现场感的生

觉及安全控制等各个层面的

物流、包装行业的新崛起力

产革新，
加速 IoT 推动进程。

技术，并以此来演绎包装流

量——Cobra 机器人。

互 动 区 —— 敢 玩， 敢 拼，

AI 区——工厂的“live show”

还能看直播！

郁总指出，近两年 ■ 埃迈诺冠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够 始 终 高 效 运 行，

的快速增长是全方位坚 大中华区执行总裁郁京辉先生

并可能延长机器的

持客户导向的结果。在

使用寿命。

在 综 合 区 内， 欧 姆 龙

收集、识别并处理多种生

业务布局上，除保持传统

VM 和 VS 系 列 总 线 阀

领域的高品质定制化的优

岛、Excelon Plus 空气处

选 型 和 后 期 服 务 相 结 合，

水生产线的各个环节，从而

势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

理设备，最新发布的具备

展台展示的 IMI Norgren

向观众全面呈现出欧姆龙产

在 AI 区内，观众可以

展 台 上， 除 了 生 动 的

通过有选择地寻找现有市

ACS( 自适应缓冲系统 ) 特

Express APP，可借助客

品在帮助用户提高效率、高

感受到欧姆龙盘柜整体解决

产品演绎，必然不能缺少与

场的延伸，在大量的市场

点的新一代气缸、独有的双

户的手机，实现便捷的产

速度及高精度方面的造诣。

方案、抑振技术、柔性控制、

观众的完美互动，贴心的欧

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市场

安全滤杯锁的三联件及具有

品检索，通过拍照快速识

其 中， 欧 姆 龙 伺 服 控

温 度 控 制、3D 视 觉 检 测、

姆龙这次为特别设立“互动

发展趋势，依托诺冠在行

Profinet IRT 和 EtherNet/

别产品型号，以标签扫描

制器在枕式包装机上的应

运动控制及轨迹控制技术的

区”
，你不但可以体会到欧

业的经验优势，以满足客

IP 功能的全新一代阀岛是

即时查询产品价格与库存，

用堪称最大看点。展台上

魅力。值得一提的是 ：符合

姆龙“i-Automation”的

户 实 际 需 求 为 首 要 目 标，

体现其产品创新力。全新的

协助客户寻找最近的备件

枕包机的亮点便是 led 推拉

视觉装置安全标准的 3D 安

精髓，还可以跟“小花”们

推出性价比突出的新产品。

ISO 气缸可提供自适应缓冲

经销商，这些都是数字化

屏的使用，推拉屏的呈现最

全视觉系统，它通过省去安

一决高下。五子棋大战——

诺冠全新一代应用

系统 (ACS)——可自动适应

应 用， 快 速、 直 观 且 精 准

早应用于车展中，通过推

全栅栏的方式，实现对装置

Viper 六轴机器人可是五子

于工业自动化的旗舰产

现场应用，无需对缓冲螺钉

的解决了客户当前的现实

拉屏，生产线分为多个画

及机器人的自由访问。除了

棋高手，一点也不逊色于阿

品 ——ISOLine 气 缸、

进行任何调整。对用户来说，

问题。

面播出，观众可以通过屏

提高作业效率外，还可杜绝

尔法狗！

IAS • RS • MWCS • 上海

IAS-2017-2.indd 4

诺冠将数字化与产品

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新闻热线 ：18501252608 广告热线 ：18510064198

2017/11/7 21:06:20

IAS-2017-2.indd 5

2017/11/7 21:06:23

新闻现场
06
2017年11月8日

S

H

O

W

D

A

I

L

Y

第二期

践行智能制造
用 人 头 攒 动、 宾 客 如

经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激光切管机、激光 3D 打印

对 于 未 来， 邓 总 认 为

云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聚集在

的必经途径。绿色环保制

系统、激光清洗设备等创新

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

大族激光展台的参观者毫不

造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

产品均为首次亮相，获得大

带一路”
、人民币入篮、中

为过，这是 MWCS2017 中

必然选择，也是制造型企

批用户的关注与点赞。

国制造走向世界等有利因

大族激光带给本报记者的初

业肩负着的重要社会责任，

始印象。此次展会，本报记
者有幸采访到大族激光智能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

素，推动着大族激光加快

以推进新型工业化，走可

团一方面逐步实现高端激光

国际化发展步伐，充分参

持续发展之路。因此，
智能、

智能装备制造的智能化，另

与国际竞争 ；通过在光源、

装备集团华东销售总部总经

创新、环保在大族激光的

一方面努力推进智能化解决

控制系统、核心功能部件等

理邓升龙先生。据邓总透

展品中均有所体现。

方案 ：建设涵盖高功率平板

方面的深厚技术储备，大

露，截止到 2017 年第三季

此 次 展 会， 大 族 激 光

切割、三维切割、管材精密

族未来发展依然前景可期。

度，大族激光实现税后销售

智能装备集团携全新一代

加工线、3D 打印、激光拼焊、

但是，也同时面临着管理

收入 89.14 亿元，同比大幅

高速智能光纤激光切割机

高功率焊接、功能部件、自

转型、高素质专业人才紧

增长 78.69%，规模效应显

G4020HF、P6010D 全自动

动化与夹具等八大系列激光

缺等方面带来的挑战。针

■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华东销售总部总经理
邓升龙先生

现。这一亮眼的成绩得益于

激光切管机、三维激光远程

装备产品线，致力于为金属

国家政策的倾斜，良好的外

焊接工作站、激光 3D 打印

成型领域提供基础工业装备

部条件及自身深厚的积累与

系统、激光清洗设备等系列

及自动化解决方案，做中国

大力的开拓。

智能可靠解决方案与最新成

激光智能装备性价比最高的

家基础工业与科技事业作出

市场及工业激光设备的主

应有的贡献。

要市场，受宏观经济发展、

对于此，大族激光做了前
期规划与大力部署，强化
内部管理流程，建立了灵
活的运营管理体制。

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

果亮相，参展设备均拥有高

供应商 ；通过数字化、异地

的快速融合，物联网、云计

度自动化、智能化、低碳环

化、协同化、虚拟化和网络

谈及当今的激光市场

制造业产业升级、国家政

将紧跟生产“智”造的大

算等技术已被广泛用于提

保等特色，极大降低工人劳

化建设，发展智能制造，将

环 境， 邓 总 表 示， 尽 管 中

策支持等因素影响，中国

方向不变，成为基础工业

升设备性能，令工厂生产

动强度，为企业降本提效献

制造业推向服务化，满足层

国激光产业市场起步较晚，

工业激光产业成为受高度

装备以及自动化领域的解

变得更高效，智能转型已

力。其中，P6010D 全自动

次多样的个性化需求，为国

但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

关注的产业之一，市场发

决方案提供商，力争成为

迅 猛 发 展， 近 年 来， 中 国

展迅速，与物料网、大数据、

一 个 千 亿 级 的 大 型 集 团，

激光产业获得了飞速的发

云计算等互联互通，将逐

从而迈进世界 500 强企业

展。中国是活跃的制造业

步走进“光智造”时代。

之列！

阿库 彰显技术实力
在钣金行业中提及高

未来已来，大族激光

细节制胜质量为王

端矫平、去毛刺产品，首先
®

想到的一定是德国阿库机械

ELESA ＋ GANTER 是

制造有限公司，作为矫平

由两家全球领先的标准机械配

技术方面的技术先锋和市

件生产企业合作创立的品牌，

场领袖，德国阿库一直致

双方一直共同致力于开发与市

力于帮助钣金行业用户实

场需求同步的产品。从 1995

现更高的产品质量。本次

年起，两家公司以 ELESA ＋

MWCS2017 展会，我们非

GANTER 作为商标，建立共

常有幸采访到了德国阿库机

同的销售网络，以提供全球市

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子公司

场上种类最全且创意独到的标

®

■ 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李宝光先生， 副总经理李宝光先生
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
进一步深入了解阿库的产品
为用户所带来的高附加值。
据李总介绍，本次展会
阿库重点展出了两款设备，
®

一款是阿库 EcoMaster 30

准机械元件和完善的配套服
务。除此之外，更能够在短时
间内为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定

■ 伊利莎冈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地区销售工程师陈国鑫先生

费用非常低，甚至可以达到

时，阿库也本着以用户为本

同行业中耗材量的一半，大

的原则，贴近用户，长期与

大降低了客户的成本。
”李

用户保持紧密的联系，从用

有幸采访到伊利莎冈特贸易（上海）有限公

器，由一块多功能 LED 显示屏和磁性传感器

总表示。

户的需求出发，为他们寻找

司上海地区销售工程师陈国鑫先生，详细

整合而成，与 M-BAND-10 磁条配合使用，

制化的解决方案。
在 IAS 开展首日，记者

零件精密矫平机，专为薄

近几年，虽然中国制造

最佳的解决方案。阿库矫平

介绍了本次的展出亮点。陈工表示 ：
“从以

组成一套完整的线性和角度位移测量系统。

板工件的矫平所研制，矫平

业正在经历一段相对波动的

设备（昆山）有限公司是德

前的人工控制阶段到如今工业控制系统的

因其安装极为便捷，可在实现精确校准和定

厚度为 0.1 ～ 4 mm 之间的

时期，但对于阿库来说却是

国阿库的全球第二家全资

广泛运用，我国现有的工业自动化面临最

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安装时间和机加

薄板工件。在矫正平整度的

机遇大于挑战。
“到目前为

子公司，除了设备销售和业

大的挑战来自于现代化的工业智能控制带

工步骤。

同时，去除工件内应力，达

止，我们已经完成预定的销

务咨询以外，公司还拥有 5

来的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对其进行一场技

到几乎无内应力的效果。同

售任务，预计到年底可以实

台精密矫平机，一台去毛

术变革，随着计算机高新技术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高，伊利莎冈特推出多系列特殊性能

时能够节省工时，大大提

现两位数的增长。
”李总说

刺机，可以进行加工测试，

工业自动化同样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这

产品，例如主要用于食品工业、化学工业、

高生产率。另一款是阿库

道。在市场普遍处于低迷的

为用户选择最适合的设备，

就要求企业能牢牢抓住机遇，勇于和善于迎

医学工程、恶劣天气条件和大气或腐蚀性物

EdgeBreaker 4000 Plus 去

®

状态下，阿库却实现了大幅

同时还可以承借外协加工。

接挑战，大刀阔斧，开拓创新，力争新一代

质的不锈钢制品，包括所有的不锈钢标准件

毛刺机，专为冲压件、激光

增长，
“其实，这也是得益

李总表示 ：
“通过这种加工

工业自动化产业达到或接近国外一流水平。

及不锈钢和塑料的组合产品 ；CLEAN 系列

切割件、等离子切割件以及

于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测试，可以让中国用户更加

对于我们公司而言，企业的升级也意味着

主要针对医疗和医院设备、手术室及医疗康

火焰切割件的表面处理而研

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重视

了解阿库的设备，亲身体

大好的机遇。
”

复器械，带光亮饰面的白色手柄、旋钮等使

制，能够快速双面去除毛刺、

工艺的问题，这也正给了阿

验矫平机和去毛刺机为加

针对本次展会，陈工重点为记者介绍了两

氧化皮、熔渣，并同步进行

库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同时，

工质量所带来的改变。
”未

款产品，其一是 GN 411.2 定心孔夹具，通过使

护的 SAN 系列、更安全握持的 SOFT 系列。

倒圆角的处理。
“去毛刺机作

面对市场的不断变化，阿库

来，阿库将继续扎根中国，

用定心孔夹具，可对工件进行中心定位，并可

正如陈工所言，无论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潮

为一种打磨设备，耗材量是

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

为中国用户带去更多高质

从孔内将其夹紧。 特点在于 ：可夹紧表面不平

流如何变化，优质的产品始终是第一前提，

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客户的需求。
”

量的产品，助力中国制造

或不规则的工件
（如铸件）
，
且不会使工件变形。

伊利莎冈特以细节取胜，用超高的质量赢得

而这款设备的亮点就是耗材
IAS • RS • MWCS •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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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同

业的转型升级。

另外一款产品是 MPI-15 型位置指示

随着用户对产品质量和操控性能的要求

得日常清洁变得简单 ；除此之外还有抗菌保

用户的信赖！

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新闻热线 ：18501252608 广告热线 ：1851006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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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图打造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作为“工业 4.0”的践

化碳减排量达 75%，同时

行者，威图（Rittal）携最

其智能通讯接口使它从同

新的自动化系统理念及众多

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而首次

创新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亮

在工博会上推出的绿色节

相本次展会，众多贴近行业

能 LED 系统灯具，则以其

用户需求的应用展示，受到

灵活的安装方式和广泛的

广泛关注。其中威图自动化

适用性，为客户省时省力更

系统（Rittal Automation

省能源，从而受到广泛专

System）
，将系统平台的自

业观众及业内专家的青睐。

动化优势与姊妹公司 Eplan

威图销售及市场副总

软件系统无缝对接，全面覆

裁刘学敏表示，威图熟悉

盖客户从需求、订单、生产、

不同国家技术标准，助力

物流、服务的整体环节，保

中国制造企业积极参与国

障了智能制造的高效性和可

际竞争。伴随着智能化需

实现性。

求的提升，威图数据中心

展 会 上， 威 图 隆 重

发布的还有威图第 35 版系

业务增长明显。针对工业

发 布 了 全 新 的 RiLine

统手册中文版，它记载了

制造，威图的边缘数据中

Compact 母线系统。它作

威图乃至整个行业发展的

心解决方案，为智能化升

为标准化、模块化的一体

历史足迹，更蕴含了对智

级提供现场数据支撑。基

式解决方案，主要应用在

能发展的工业未来的信心

于 工 业 4.0 理 念， 同 时 秉

对空间要求较高，安全防

和实践。在电子版文件方

持“更快、更好、遍及全球”

护要求较严的配电系统中，

便易得的时代，它的出版

的精神，威图用强大的创

非 常 适 合 当 前 安 装 紧 凑，

发布，象征意义远大于“产

新实力，持续不断地带来

小电流的控制系统。安装

品手册”原本的功能。

全新的技术和系统解决方

灵活简便，使用安全可靠，

作为威图智能制造解

案，助力中国制造业全面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为自

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链接智能化未来，与广大

动化要求日益提升的工业

Blue e+ 冷却装置，它拥有

中国客户携手走向成功！

用户带来更多便利。同时

高 效、 环 保 的 性 能， 二 氧

智联未来
助力客户实现产业升级

倍福助力实现工业 4.0
在 2017 上海工博会上，
倍福全面展示了基于 PC 的
控制技术对智能制造及工厂
设备控制的标准自动化系
统，以助力工业 4.0 的发展，
包括针对工业 4.0 和物联网
的控制方案以及产品系列、
基于 PC 的 12 核嵌入式控制
器、超紧凑型工业 PC 控制
器、测量自动化集成、过程
自动化防爆产品安全 I/O 模
块、具有丰富功能兼具拓展
性与开放性的 TwinCAT 软

■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产品经理苏慧华先生

件等产品和解决方案。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此 外， 倍 福 还 特 别 展 示 了 一 款

苏慧华先生介绍说，
“EtherCAT P 把电力

GrapeCNC 数控系统，该系统采用面向

与超高速通讯集成在一根电缆上，实现了

对象加工的加工理念，具有信息完整性、

针对现场设备的单电缆自动化，更重要的

交互性、追溯性和兼容性的优势，由北

是解决了设备供电的规范化。
”EtherCAT

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P 设备具备如下优势 ：实现菊花链式供

GrapeTec 研究小组历时两年多时间开发

电 ；降低材料和装配成本 ；最大程度地

而 成， 全 面 支 持 STEP-NC 标 准（ISO

减少安装空间 ；从 24V 到 600V 的可扩

14649）
，能够实现对 2.5D 加工特征和自

展的连接器系列，最大电流 64A ；出色

由曲面加工特征的实时在线刀轨生成功

的 EtherCAT 性能，降低连接成本 ；保留

能。STEP-NC 兼容的数控系统（简称

EtherCAT 灵活的网络拓扑结构。

STEP-CNC）是 STEP-NC 技术发展的最

12 核嵌入式控制器则是倍福最新推

终目标。能够执行 STEP-NC 代码（取代

出的具有众核处理性能的 CX20x2 系列嵌

G 代码）
，并根据 STEP-NC 定义的加工

入式控制，能以最小的体积实现众核控制，

特征、加工操作、加工工艺等信息进行面

有 4、8 或 12 个处理器核，采用超紧凑设

向特征的在线刀轨生成、智能控制等高级

计的高性能控制系统，配置有功能强大的

任务的 STEP-CNC 数控系统是真正满足

显卡和独立的 2GB 显存。

未来智能制造需求的下一代数控系统。

超紧凑型工业 PC C6015 是节省空间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该 系 统 基 于 德 国

的控制柜安装型工业 PC，用于实现自动

倍福推出的 TwinCAT 3 平台和开放式

化、可视化及通讯任务的全新通用型工业

数控系统而开发，物理层通信完全采用

PC，可选性能等级从 Intel AtomTM 单核

EtherCAT 工业以太网，支持 STEP-NC

到 Intel CoreTM i7 四核，具备丰富的工业

解析、高效刀轨生成、三维可视化、特征

现场总线接口选项。其优势突出，表现为：

建模、曲面建模、刀具建模、MTConnect

极为节省空间和使用灵活，无风扇设备，

数据监控等功能，致力于发展高端智能数

优化用于空间受限的场合。

控技术和新型智能制造模式。

在 历 届 工 博 会 上， 魏

品的创新，流程的革新和市

的柔性化方式，魏德米勒的

化客户需求和日益增长的

短产品创新周期上，魏德米

德米勒橙色的展台都为观众

场推介方式的创新，在我们

FreeCon Contactless 非接

‘中国智造’竞争力提升的

勒整合了产品各个流程的优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IAS

事业部都体现的非常明显。
”

触式电源、信号和数据传输

2017 展会上，魏德米勒的展

他强调，企业多年积累的技

连接器，是实现非接触式连

台依旧看点丰富，汇聚了众

术和行业经验的传承和创新

接的典型产品。它可应用

制造 2025 上升为国家战略，

例如，魏德米勒中国研发团

多精品和行业解决方案。此

需要依靠团队不断对本土市

于机器人、汽车制造和物

智能制造和柔性制造对可靠

队曾经通过短短 28 天的努

次观众可通过现场设置的触

场和本土行业的深入发掘。

流 等 行 业。 例 如， 针 对 汽

性连接的要求越来越高。魏

力为客户开发出了一个全新

摸屏在线 APP Guide 展示平

为此魏德米勒装置及现场

车工业中频繁的反复插接

德米勒秉承产品创新、质量

解决方案的样品，有力地支

台，直观的了解魏德米勒装

联接事业部非常注重本土人

的应用场合，魏德米勒的

控制和客户需求至上的核心

持了客户对于进一步缩短产

置联接件产品在变频伺服驱

才的培养，魏德米勒中国本

FreeCon Contactless 非接

价值观，从生产柔性、交货

品研发周期、快速投放市场

动、工业控制器以及电源模

土团队单独开发的创新性产

周期和产品创新周期等各方

的竞争策略，令客户刮目相

块等解决方案中的应用。魏

品不仅满足了当地客户的需

连接器，可以实现完全不用

面突破，应对中国连接器市

看。魏德米勒在中国走过的

德米勒亚太区装置及现场联

求，还赢得了国际团队的合

更换作业工具的快速切换，

场呈现的高可靠性和高性价

20 多年，一直秉持立足本土、

接事业部总监苗永帅先生表

作和信任。此外，在良好的

■ 魏德米勒亚太区装
置及现场联接事业部总
监 苗永帅先生

触式电源、信号和数据传输

在此次展会上，这个解决方

比需求日益增长的发展趋

服务全球的理念，这种立足

示：
“通过触摸屏这种直观

沟通机制下，魏德米勒来自

虑到用户千差万别的应用环

案也将有详细和清晰的现

势。柔性制造对模块化管理

长远、广泛合作、深入服务

的展示方式，客户只需选择

不同国家和行业的资深国际

境，未来行业需要越来越多

场 展 示。 此 外， 针 对 控 制

和分散式控制的要求将越来

广 大 客 户 的 理 念， 也 使 得

感兴趣的设备应用，就可以

化专家团队，也为产品和服

的“傻瓜式”接线、快速接

装置层级，魏德米勒装置

越高，要求装置更加小型化、

Weidmueller 成为中国众多

快速获取系统为其设备的不

务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线和易维护的联接，魏德米

及现场联接事业部不仅可

模块化和高度集成化。为此，

行业领域具有领先地位重要

勒的“鼠笼式 ”的接线方式，

®

以为控制装置提供标准化

魏德米勒的现场接线事业部

供应商和策略性合作伙伴。

有力支撑。
”
苗总监说 ：
“随着中国

势，依靠中国速度和德国的
高可靠性，
实现了快速交货。
”

同功能推荐的一系列产品和

定制化、高度灵活性和

解决方案。这种方式以客户

自我控制的生产单元是未来

可大大提高接线效率，节省

产品，其 OEM 业务单元还

的产品规划引导行业发展潮

面对未来，魏德米勒正在致

应用需求为导向，是魏德米

工厂的愿景，魏德米勒致力

人力与成本。

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

流，更趋于小型化、高密度

力于开发全新的数字化、智

勒差异化服务的一个重要体

于为未来生产提供具体的解

而在实现系统柔性化

为客户提供差异化解决方

化，在同样接口需求情况下，

能化联接解决方案，将助力

现。
”

决方案，
帮助生产企业为“物

上，需要将大量插拔线缆

案。苗总监强调 ：
“我们的

魏德米勒的 Module plug

客户和行业实现进一步的产

联网”做好准备。例如，考

和接口方式变成非接触式

OEM 业务单元是针对差异

解决方案尺寸更小。而在缩

业升级。

苗总监说 ：
“不仅是产
IAS • RS • MWCS •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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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设备保养降低成本和减少停机次数
在工业 4.0 环境下，在结构件可能出现故障的萌生阶段，

动器、Powerdrive F300 驱动器、升降机驱动器、Unidrive

是基于微软（Microsoft）Azure 云（Cloud）的应用，并

便可预告何时需要进行设备维修或必须更换某个部件。
目前，

SP、Commader SK、Digitax ST 驱动器以及 Mentor MP

为机器设备生产厂家提供了重要的生产数据。Rockwell

多数制造企业在设备部件出现故障时才对其进行保养维修。

驱动器的所有信息。使用者可在所使用软件的提供方下载

Automation 公司在其广泛的产品配置框架内，在实施系统

这样造成时间和费用的极大浪费。如果按照一定时间间隔对

App，选择驱动器并接受故障代码。然后，App 便会给出

需要消耗功率的设备上采用新的方法进行数据存取，并为机

设备进行检验诊断的话，通过可采用预防性保养来减少机器

排除问题的完整招标书。

器设备生产厂家提供了设备的运行状况。为了提高使用性和

设备停产的次数。如果生产设备没有面临停产威胁的话，对

通常客户认为，驱动器的故障原因与驱动器硬件有关，

降低生产成本，处于数字输送流程中的机器设备生产厂家可

生产设备进行预防保养往往会造成资源浪费。可以利用检测

这是因为驱动器自身显示出现了故障。而实际上，90% 的

利用该连网技术功能。如果能够对需要消耗功率的设备进行

到的越来越多的相互关联的数据进行有目的性的评估，然后

故障由驱动器以外的原因造成，只是由于那些故障触发了驱

分析，便能全面了解这些机器设备，这样才能减轻优秀工作

通过数学算法诊断出机器设备及其结构件何时会出现故障。

动器的保护功能。为了使系统重新运行，用户使用诊断工具

人员的劳动强度，使其将注意力集中到优化整个生产线上。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预见性保养的优势。只有通过工

App 快速并简单的存取进一步的诊断信息，来确定最有可

业 4.0 才能生成与预见性保养相称的信息。

能的故障原因并加以排除。

Bosch Rexroth 的技术服务产品用于监控液压系统的
名为“Odin”
（在线技术诊断网络）的一揽子技术服务项目。

Weidmüller 公司也非常重视预见性设备保养问题，
并且研发了名为工业分析（Industrial Analytics）的预见
性设备保养技术解决方案。该技术解决方案有助于更好的

提供基于云计算的数据

集成在液压机组里的传感器以简单的方式测量液压流体里

Rockwell Automation 公司介绍了使用 Factorytalk

颗粒的极限值，此外，还测量温度、振动或压力。然后，将

Analytic 技术解决方案的机器设备基于云计算的应用。这

利用现有的数据，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达到最佳化，改善生
产流程并为市场提供新的数据运行技术服务。( 文 /Stefanie
Michel 和 Reinhold Sch）

一个数据检测单元通过加密的网络连接持续不断的发送给
Bosch 服务器，在 Bosch 服务器上，数据按照该集团公司
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定进行储存和评估。利用云计算，Odin
Machine-Learning（机器查明在线技术诊断网络）能及早
识别设备运行中的临界错误或重要变化。对于使用者来说，
看不见这个背景流程。使用者只需获得根据信息得出的机器
设备状态报告，
就能给出机器设备的现状和相应的处置建议。
一家橡胶公司利用这样的系统来监控压实作业。该公
司实行每天三班轮流橡胶压实作业，在此公司，橡胶压实作
业设备的可用性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能够排除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的机械故障，该公司利用云计算机器查明在线技术诊
断网络对其新设置的橡胶均匀混合和压实作业设备进行设
备监控。在这些信号的基础上，利用机器查明在线技术诊断
网络算法测出橡胶均匀混合和压实作业设备部件的一个标
准的“健康状态”
，然后借助数据为基础的模型持续不断的
测出橡胶均匀混合和压实作业设备的“故障索引”
（
“Health
Index”
）
。一旦具体测量值超出了容限范围，便无条件对该
不合理的状况进行报警，因为机器设备出现故障很少能由单
个不合理的信号检测到。如果因为多个传感器的数据变化导
致“故障索引”不断变差，当在定义的极限范围内出现具体
的变化时，就警示设备系统存在问题。

用标准化的国际网络传输协议
Aventics 公司的智能监测模块（SPM）的 AES 阀门
监测电子模块利用其智能对现有的传感器信号进行评估，并
由此得出气动设备现状的信息。这是一个现成的监控减震器
的应用实例。该设备中的传感器同时对监控设备进行监控。
所测得的数据借助 AV/AES 系列的阀门系统和智能监测模
块（SPM）进行评估，使用者利用像 OPC—UA 这样的标
准化的国际网络传输协议获得信息。采用这种方式来确定减
震器的现状，提前了解减震器的磨损。
更多生产厂家致力于设备预见性设备保养，也有纯软
件公司将合理利用检测机器和设备现状的数据看作自己的
任务。企业借助机器和设备的现状监控和创新性软件技术
方案确定最佳的机器设备保养维修时间点。瑞士 Cassantec
公司采用 Cassantec Prognostics 算法提供机器设备部件在
一定时间内的预见性设备保养维修时间点。企业借该工具诊
断机器设备何时出现故障。适合的设备维修计划可为企业节
省不必要的开支。例如，企业根据其状况决定是否更换机器
设备的部件，可避免机器设备出现不必要的停机。主动管理
机器设备的剩余使用寿命对企业来说具有很大的经济优势。

电驱动装置的分析
Control Techniques 公司提供了一个关于机动设备的
新的 App，使用该 App 可对电驱动装置进行分析，并找到
存在故障的驱动装置的技术解决方案。Control Techniques
公司的变频器驱动装置的使用者能够做到识别驱动装置发
出的故障代码。该 App 也提供简单的首次安装线路图以及
相应的使用指南的链接，通过链接可获取全面的驱动器数据
和技术信息。目前，该 App 能够提供关于 Unidrive M 驱
1
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新闻热线 ：18501252608 广告热线山羊-M17-38-4988.indd
：1851006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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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安全性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

未来任何一个组件都必须能够防止破坏和攻击。这不仅

器 AC500-S 具有在控制器关闭机器之前消除临时通信错误

合会 (VDMA) 标准部门主管 Gerhard Steiger 博士表示：
“ISO

针对工业 4.0 的应用，现在企业中安装了大量根本不符合工

或临时传感器故障的功能，而且无损机器的安全完整性。这

12100 无疑是机器安全标准中的经典，以此为基础出台的标

业 4.0 设计要求的开放式可编程控制器，而企业对于其拥有

对于和安全相关的传感器非常有意义。如果这里出现了与安

准还有 ISO 13849。此外，我们还拥有 IEC 61508 标准，从

一个开放式的数据大门则往往毫不知情。自动化技术生产商

全控制之间的通信连接不畅，控制器不是通过相应的使用功

这一标准中又派生出了其他一些针对机器制造或加工行业等

针对这种威胁已经做出反应。为确保可编程控制器免受黑客

能立刻启动安全功能，而是会等待一段预设的时间，这是安

不同应用领域的相关标准，如 IEC 62061。
”然而随着围绕工

入侵，投入了高额的费用，但是客户对此反应平淡，许多客

全反应必须考虑的。

业 4.0 的讨论展开，对机器安全性及其标准的要求也在不断

户似乎并未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很多机器制造商过于乐观，

发生着改变。

认为其设备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会受到攻击。

随着工业 4.0 概念提出后，机器之间和跨企业的通信以
及生产设备灵活性的提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Steiger 认为，
“对于专用机器标准而言，很难充分考虑到变化因素或开发阶

一方面是智能化，另一方面是通信，仍旧缺乏安全组件。
目前为止，企业只是在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出端上连接了这些

Steiger 表示，不要为了保护机器而设计过于复杂的系

组件，因此没有交流，而这正是企业所需的，如能够读取组

统。人们不能一概而论，机械制造行业通常没有过程工业那

件的序列号。另外这也有助于组件生产商召回有缺陷的安全

么多的财力和人力，采用复杂的方法提高功能安全性，因此

组件，然而每家生产商提供的总线系统都不同。

段还不能确定的情况。
”但这点对于机器制造商来说非常重要，

需要对于特种机器制造行业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但迄今为

虽然距离开放式系统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从中期来看，

可以通过 VPN 连接，重新安装安全控制，为了对升级后的控

止，功能安全标准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过不必为此修改 ISO

会有一种用于安全技术的统一总线系统。除了技术问题外，

制系统进行精确转换，现场调试员还可以按下配电柜中的确

12100 标准，因为联网带来的不是新的危险，而仅是一种可

安全系统的配置也是一个关键主题。机器生产商不能将安全

定按钮。这样不仅可以确保正确的设计方案用在合适的地方，

能会导致风险的现象。人们现在必须在标准中将这些新的触

而且还能有效保护 VPN 线路免遭黑客攻击。推动客户和公司

发点考虑进去。

系统的配置推给元器件生产商。只有机器制造商清楚自己的
（文 /Olaf Meier)
产品应该为最终客户做些什么。

前进的动力始终相同，它们灵活、高效和缩短上市时间。只

事实上目前还没有用于描述设备安全等级的统一标准，

有这样用户才能进行状态监测、追溯、参数设定、配方调整、

但是 IEC/TC 44 工作委员会正在制定相关的技术规范。在机

规格改变、预测和预防性维护，而这正是工业 4.0 的应用实例。

器中集成先进的机器安全性解决方案具有一系列的优点 ：借

工 业 4.0 涉 及 防 护 措 施 对 安 全 的 影 响。VDMA 的

助预配置安全技术，能够更快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此外可

Steiger 强调道，因为在联网系统中，这会成为新的风险影响

以追溯生产商完成的准备文档，方便完成机器的验收，标准

因素。目前的情况是 ：一台设备完成设计，然后通过验收并

组件的使用提高了机器的运行安全性，投产需要的时间也更

开始运行。而在工业 4.0 时代，人们谈论的是可以自行配置

短。这样能够明显提高设备的经济性。借助安全技术防止每

的设备，它们可以根据需要重新组织，这要求服务行业和组

一个事故可避免停机和停产。相比一台设备在安全状态下运

件生产商完全改变思路。

行，现代化的控制系统能够做的更多。例如，集成安全控制

■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
合会 (VDMA) 标准部门主
管 Gerhard Steiger 博士

工业 4.0 对安全性要求更高
POSITAL 博思特新型
BiSSLine 磁性 KIT 编码器
POSITAL 博思特家族的
新成员 KIT 编码器为电机及其
他机械制造商提供了可将旋转
位置反馈集成入产品中的坚固
的，精确的及性价比极高的产
品。 新 的 KIT 编 码 器 是 基 于
POSITAL 博思特高度独立的磁性旋转编码

改进的精度和多圈测量能力。它们的输出

器。现在，这些工具的核心部件已经可以

是数字化信号，避免了在控制系统中对 A/

以独立组件的方式装入其他产品中。

D 转换器的使用。相比光学码盘的编码器，
该产品成本更低，更不易受到油污粉尘污

开放接口降低成本，增加多样化
这些编码器的电气接口基于开放的

染，具备更高抗争耐冲击性能。多圈绝对
值位置测量能力基于由我公司成熟的韦根

BiSS Line 和 BiSS-C 通信标准。不像其

效应能量收集技术供电的电子旋转计数器。

他供应商专有接口，许多传感器和运动控

改系统自供电，即便当旋转发生在无控制

制制造商都支持这些开源标准。同时支持

系统供电情况下，旋转计数也总是精确的。

标准 4 线制 RS485 接线，因而采用了该产

由于无需备用电池，也不需要对周期性地

品的电机制造商可以时常利用现有的连接

更换或检查备用电池，维护成本显著降低。

器和电缆。IPCore 软件可供广泛用于运动
控制器的 FPGA 使用。这降低了使用 BiSS
通信技术所需的开发成本。

易于安装
由于无需洁净室的安装条件，该产品

BiSS Line 标准支持对电机连接的单

很容易被融入普通的生产流程中。一个内

电缆方案，集合了电源线缆和控制线缆于

置的自校准功能可以被用于补偿在成产中

一根单独电缆中。支持点对点或多从站网

发生的轴对传感器微小位置误差。电子元

络组态，简化了在复杂设备中的线路配置。

器件中，包含了霍尔效应传感器，一个 32
位微处理器和韦根导线能量收集系统，被

高性能及低维护
该产品的分辨率是 17 位，精度高于

IAS • RS • MWCS •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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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 中国 ) 有限公司

德国惠朋 (VIPA) 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

冗余控制器昆腾 + ePAC

运动控制型 CPU 015N

作为施耐德电气全新一代 EcoStruxure 平台

SLIO 家族中的新品运动控制型 CPU 015N，指令时

与架构边缘控制层的代表产品之一，
“简单、开

间 10ns，装载内存 512kB，标配工作内存 256kB（可扩至

放、传承、专业”的昆腾 + ePAC 冗余控制的成

512kB）
，标配 2 路主动连接 PG/OP 以太网口（switch）
，

为 Modicon ePAC 大型高端控制器家族的又一力

1 路 EtherCAT Master，1 路 Ethernet CP，1 路多功能

作。昆腾 + ePAC 基于成熟的硬件架构

串口，支持 MPI, PtP: ASCII, STX/ETX, 3964(R), USS

平台和优秀的编程开发软件平台，在

master, Modbus master/slave，1 路 MPI/PROFIBUS 接

保障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可提供全面实

口，可选 4/8/20 轴运动控制功能块，通过 EtherCAT 总线

现基于安全的高效冗余控制方案。

实现多轴联动，单轨最多可扩展 64 个 SLIO 模块，也可以

昆腾 + ePAC 在体积上较之过去更加精简，因此在选型、方案配置、维护、运营、
升级改造都变得更加简单易操作。这大大简化了用户的使用难度，解放人力、提

通过 EtherCAT 或 PROFIBUS 扩展远程 IO。运动控制功能作为可选功能块集成于 CPU 本体，
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性能的运动控制项目。

升效率。在维护诊断方面，
基于网络服务（web server）功能可帮助维修检修人员，
随时随地通过手机、PAD 等智能终端轻松掌握工厂运营数据，而无需配备特殊特备。
昆腾 + ePAC 从内核起全面支持以太网，采用最尖端的技术创新满足当前和
未来市场的需求，借助工业级的技艺提供更加透明开放的系统。从数字化到系统
更新 , 并依托 EcoStruxure 架构与平台，在确保设备及网络安全的情况下，可以
最大效率地发挥系统协同能力，有效整合应用中的大数据采集，为实现工业云计
算及智慧工厂奠定可靠基础和保障。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大口径开口夹 HFT 系列

凭借超过 30 年的 Modicon 昆腾冗余机制应用经验，超过 20 年的工业物联
网 (IIoT) 的先进经验，10 余年编程软件平台 Unity Pro 的经验积累，以及经过 8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的大口径开口夹 HFT

年考验的基于 x80 的成熟硬件平台，昆腾 + ePAC 可谓是一款传承经典，再创辉

系列适用于自动化加工行业的机械手上下料应用场

煌的产品。

合。该产品的特点涵盖 ：行程长，适合夹持体积大的

在使用层面，一脉相承的编程软件平台 Unity Pro 令用户无需切换编程语言，
可与原有系统进行无缝衔接，大大缩短了应用过渡时间，提升了应用效率。

物件；
双活塞驱动，能增大保持力；
采用齿轮齿条操作，
另开口夹可同步开闭，重复精度高 ；所有系列均附磁
石，便于控制。

普玛宝钣金设备（苏州）
有限公司
新 E5x Evolution 转塔冲床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G4020HF 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

-D128

展位号 ：2H

G4020HF 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是大族激
普玛宝新 E5x Evolution 以

光智能装备集团全新研制的第六代产品，技术

开创性的经验和高性价比作基础，

性能更优、
速度更快、
控制功能更强。本次展会，

打造最先进伺服电动驱动冲床。

G4020HF 光纤激光切割机配备 8000W 光纤

伺服电动冲压的优点在于如何将

激光器，具备强大的切割能力，优越的稳定可

节能、提升高精度和产能结合。

靠性及智能化加工功能。拥有功能强大的激光

普玛宝创新 E5x Evolution

切割专家数据库，可轻松实现对碳钢、不锈钢、铝合金、镀锌板、黄铜、紫铜等金属板材的高

面世，将伺服电动冲压高效益生产模式真的变成触手可及。E5x Evolution 选项包括

效优质切割加工，整体效率提高 50% 以上 ；因采用全球首创热管理技术，有效解决了机床内

多种不同的特殊刀具 , 这些刀具能进一步提升机床的工作效率。成型、攻丝、弯折和

部的热吸收、热传导、热穿透等超高功率应用问题。G4020HF 系列光纤激光切割机采用激光

刻印均无需在独立阶段完成，部份已加工完成工件可直接成品或进入下道折弯工序。

切割专用数控系统，人机界面交互性好，操作简捷，同时，具有维护保养状态监控预警、远程
监控等功能，维护、升级快速便捷，助力用户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生产与管理。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
有限公司
ByStar Fiber 光纤激光切割机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
52
有限公司
3H-B0
位号 ：
HS 螺旋升降机

展

百超（Bystronic）在 ByStar
Fiber 上推出了 10kW 光纤激光切割

Atlanta 高性能螺旋升降机由伺服蜗轮蜗杆减速机搭配精密

机，这是百超高端系列产品中最高

滚 珠 丝 杠， 提 供 精 确 的 线 性 定 位 和 高 动 态 性 能。 滚 珠 丝 杠 直 径

水平激光切割系统，从 4 ～ 6kW 系

达 到 50 mm， 轴 向 负 载 22500lb（1lb=0.45kg）
，直线速度高达

统到 10kW 是巨大的技术飞跃。

590inches/min。如果对负载有更高的要求，可同时使用两台升降机

百超从根本上重新设计了机器
概念，重新定义了光纤激光切割，扩大了切割的应用范围。 凭借其不败的高端性能，

进行操作。
升 降 机 有 HS10、HS25、HS50、HS100 四 种 尺 寸， 设 计 上

ByStar Fiber 针对的是要完全依靠光纤激光技术的用户，使用光纤激光完成各种订

包括旋转丝杆、非旋转丝杆、举升缸，虽丝杆不同，但占空比可达

单 ：从不锈钢到铝和低碳钢，直到铜和黄铜等有色金属。所有这些板材从薄到厚，

100%。典型应用包括 ：金属板材的弯曲、液压缸替代、输送机胀紧

始终如一的切割质量。

以及升降台驱动等。服务行业包括 ：物料搬运、自动化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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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加工生产线提高灵活性
怎样保持企业未来的

和物料清单，并在加工处理

别工人，并根据知识水平和

活力？如何从数字化中获得

后将过程数据回传，如用于

员工喜爱的语言调整操作指

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都是

质量或过程进展监控。通信

令，接下来由 Activeassist

众多企业管理者目前面临的

平台 Activecockpit 用来通

检查安装步骤的完整性和

问题，特别是一些小型企业

信、过滤并显示所有相关数

准确性，该系统减少了错误

在谈及“工业 4.0”这一热

据，同时还是各软件工具之

并降低了工作负荷。用户可

门话题时依然有些谨慎。某

间的互动交流平台，目的是

以通过所谓的基于模型的设

第三方供货商展示了一个采

创建所有相关加工数据的透

计，在生产运行期间模拟和

用无线网络连接的设备。据

明度和一致性。

优化新的运动过程，演示时
Bosch Rexroth 还展示了一

供货商称，所展示的解决方

设备可支配性提高

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

个使用 Dassault Systemes

能够用于新研发的设备，而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

且能安装在现有设备上，通

方法实现了对所连接机器的

设备设计之初会建立

状态监控，这些数据除了被

虚拟模型，该模型在后面的

过智能化改造还能将之前未

■ 工业 4.0 模块化加工生产线

用于远程状态监控外，还能

研发阶段继续使用。从现有

来完成，Bosch Rexroth 公

配性较高，并且能够在需要

因此能够以最低投入整合更

用于质量监控、过程改进以

信息中可反过来生成一个直

司在此使用了开放式接口支

时提供快速帮助，同时针对

多的工作站或根据需要提高

及预防性维护，提高了机器

接在控制系统上执行的代

持通用的 MES，此外，为

设备状态进行长期诊断。优

加工生产能力 ；所有数据实

设备的可支配性。

码，由此缩短机器研发时间，

时支配，透明度更高。

联网设备的运行状态和生产
数据传送至上级系统。

数字化生产

公司软件的解决方案。

在从热熔胶涂敷到装

了借助大数据运算来实现旋

点包括 模块化构造带来了

辅助系统 Activeassist

并加快机器在更换工件和类

配、旋紧、手工安装和测试

紧过程的操作监控，还连接

更高的灵活性 ；所使用的

所有工件都可采用

能帮助工人进行手工作业安

型时的改装和调整速度，这

工位的 5 个工作站中，生产

了 Bosch Rexroth 的物联

Bosch Rexroth 直线运动系

RFID 对其类型和状态进行

装，光信号指示哪些容器上
的哪些部件必须被取出。系

样机器制造商可以在安装硬
件 时 进 行 虚 拟 控 制。( 文 /

统通过 Bluetooth-Tag 识

Reinhold Schaefer)

过程全部联网，加工控制通

网云计算，一个远程状态监

统随时都能扩充更多的工件

明确的实时鉴别。工作站总

过制造执行系统 SAP-ME

控系统可确保生产线的可支

输送装置和线段 ；最终用户

是调取最新的相关工作计划

智能工厂实验平台培养中国制造生力军
件自动化装配线制造、数字

产线要实现自动化、柔性化、

通过 MES 系统下发到各个

一直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短

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

化工厂建设等多种能力。不

数字化、示教功能。自动化

单元。整个解决方案都是绅

板。工业模式的调整需要与

仅如此，绅名科技基于服务

包括了机器人自动化、AGV

名提供的，而且学生都可以

之配套的员工，而且需要能

机械加工领域自动化和信息

小车自动物流、设备自动化、

参与编辑，实践性更强。
”由

够将制造业与自动化技术、

化的多年经验，与该大学合

智能仓储系统。系统共采用

于在系统建设过程中要随时

信息通信技术融会贯通的高

作搭建了“农机装备智能工

4 台机器人，分别用于自动

考虑到院校的使用特点，该

水平人才。

厂实验平台”的过程中，再

上下料和产品混合分拣码垛，

平台除了与工厂实际应用的

人才的培养应该从学校

次彰显了绅名科技对于智能

中心共有 3 种零件在码垛区

功能完全相同之外，加工范

抓起，而我国的人才培养学

制造、智能工厂内涵的深刻

临时存放，机器人配备的 3D

围和加工多样性是需要特别

科往往缺乏与企业实际生产

理解。在绅名科技的协助下，

视觉系统，可以判断码垛区

考虑到的，
“我们加工的零件

模式的融合，大多数院校只

该大学机械工程训练中心得

和装配区的零件摆放。

多样，但是批量不大，所以

是开设了相关的专业基础课

以开展实训教学，让更多在

程，特别是缺乏系统的、与

校学生对企业智能车间实际

工识别与产品混合物流识别 ；

作，为了今后的扩展考虑还

专业教学实际生产相匹配的

生产制造流程和管理方法有

要包括 MES 智能制造系统、

开展二次开发。通过实践，

数字化包括设备数据采集、统

要进行串联和并联工作，在

教学实验平台，人才培养系

了更深刻的认识，源源不断

柔性自动化加工制造系统、

学生将加深对工厂运作流程

计分析报表、终端显示管理，

这些方面，绅名科技给了我

统性差。针对这一问题，中

地为农机装备行业提供更多

3D 成形系统与虚拟制造系

和管理制度的理解。
”张教授

其中统计分析报表中又包含

们极大的支持。
”张教授说

国制造 2025 中对高校人才

的高水平人才。

统四大部分，40 余台设备构

补充说道。借助智能工厂实

生产计划监控、设备数据分

道，工厂操作者一般都接受

验平台，该校还能改善高校

析、物料消耗分析、能耗分析；

过专业培训，而在校学生不

培养提出了具体要求，建立

随着德国工业 4.0、中

“三个基地”：在高等学校建

■ 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实验平台概貌

成。

柔性化包括产品混合加

要求每个模块都可以独立工

国制造 2025 等一系列前沿

机械工程训练中心副主

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并建设

示教功能包括以机器人仿真、

同，因此对于制造系统的安

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中心”
，

规划的提出，人类正步入新

任张文强介绍说，智能工厂

一支高水平的教学队伍，去

CAM 编程 / 加工仿真为主的

全性要求更高，在系统建设

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技术人

的 工 业 革 命 期。 中 国 制 造

实验平台投入使用后，可用

影响更多的人。

虚拟仿真技术，以及生产线

过程中他们都对机器人、机

才队伍 ；引导一批普通本科

2025 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发展

于模拟企业实际智能制造环

工业 4.0 的核心是智能

教学模式，它可以按照单元

床等设备的加工速度、工作

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

农机装备，作为农业大国，

境，开展实训教学，在该环

制造，是面向产品全生命周

单独运行，也可以单步运行，

角度等都做了严格的限定，

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

我国农业实现自动化对于中

境下培养本科生对企业智能

期。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市场

在教学模式下可以在没有产

防止发生意外，对学生造成

基地”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国制造乃至中国发展都具有

车间实际生产制造流程和管

分析、经营决策、产品设计、

品的情况下进行机器人、
物流、

伤害。

示范，形成一支门类齐全、

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该

工艺设计、加工装配、质量

设备的模拟运转。

技艺精湛的技能人才队伍 ；

大学决定进一步提升其涉农

“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实验平

控制、市场营销、维修服务

作为农机装备智能工厂

探索建立国际培训基地。

工程类专业实践教学水平，

台立足农业机械装备人才培

以及产品报废后的回收处理

实验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为此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培

促进工程教育快速的发展，

养，涵盖先进农机工厂各类

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生产活

分，MES 智 能 制 造 系 统 的

养更强的能适应竞争的生力

作用至关重要，张教授表示：

军，培养具备工业精神的专业

成立于 2005 年的北京

理方法的认识和工程素养。

未来的中国机械加工业
仍会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绅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培养农机装备领域的创新创

环节，如机加、打标记、仓

动。在这个农机装备智能工

称“绅名科技”
）
，从韩国斗

业 人 才。2015 年 12 月， 该

库 物 流 等， 以 先 进 的 机 床

厂实验平台上，除了市场活

“智能制造是基于网络、基

人才。抓住机遇，在智能制造

山数控机床的销售和服务起

大学工学院正式立项，投资

设备为学生演示先进加工技

动之外，涵盖了从产品设计

于服务器的，最核心的就是

新时代来临之际，与国际先进

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具备

近千万，在机械工程训练中

术，培养其专业兴趣。而且

到质量控制的所有环节，就

软件部分，通过服务器进行

制造水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了提供数控机床 & 机器人集

心建设“农机装备智能工厂

系统软硬件模块化，学生可

像一个小型的智能化工厂。

通讯，可以进入 MES 系统，

成的自动化加工、汽车零部

实验平台”
。本实验平台主

进行工艺编程和练习，可以

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贡献力
量。( 文 / 乔宇 )

IAS • RS • MWCS • 上海

IAS-2017-2.indd 14

从功能上来说，智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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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单仅供参考，准确名单以现场为主）

E025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060

北京杰控科技有限公司

C010

上海科致电气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068

天津莫德曼机器人有限公司

A062

深圳市康士达科技有限公司

C011

无锡凌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F001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A065

康佳特科技有限公司

C015

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F010

上海气立可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A067

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C016

杭州藤仓橡胶有限公司

A011

欧葛兰（上海）电气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F102

宁波波特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A070

深圳市德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C017

宁波格特威电机有限公司

A015

意大利意尔玛有限公司

F164

深圳市鸿瑞传感仪器有限公司

A072

恩比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019

深圳云存科技有限公司

A017

曼奈柯斯工业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F165

宁波市鄞州得发铝型材配件有限公司

A074

深圳市软赢科技有限公司

C021

常州安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024

维司卡电气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F168

乐清市天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A097

上海兟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056

常州富兴机电有限公司

A046

墨迪传感器（天津）有限公司

F169

诸城市惠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A103

上海金泓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C058

佑涅士（上海）工业电子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A059

施迈茨（上海）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F177

宁波市海曙撗街万昂机械厂

A106

艾讯宏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C059

上海微敏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A063

浩亭（珠海）贸易有限公司

F185

东莞胜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A108

研扬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C083

东莞市准银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A068

康耐（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F186

长春宇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112

威盛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C085

上海途泰工业工具有限公司

A070

世德电子元件（上海）有限公司

F187

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A115

上海思百吉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C089

纳诺达克电子（常州）有限公司

A096

伊莉莎冈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189

上海海博电器有限公司

A118

赫优信（上海）自动化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C091

深圳市微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A148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F190

浙江台诠机器人有限公司

A169

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C094

无锡市赛博机电有限公司

A152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F192

苏州睿高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A170

广东珠西智谷投资有限公司

C098

超恩股份有限公司

A155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F193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1

重庆固高科技长江研究院有限公司

C099

斯泰必鲁斯（江苏）有限公司

A160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F196

苏州上舜精密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A172

长沙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

C125

全風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A164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F198

三联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A175

欧瑞传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C127，F001 米思米（中国）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A168

宜科 ( 天津 ) 电子有限公司

F199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A18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C133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B001

威格勒传感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F201

浙江勃嘉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A185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C135

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

B007

上海卡迪夫电缆有限公司

F202

东莞市大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241

苏州美名软件有限公司

C137

东莞鼎企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B009

PLCopen

F204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A245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139

南京埃斯顿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B009

SERCOS 国际协会中国办事处

F206

上海闽坚铝业有限公司

A247

纽泰克斯电线（潍坊）有限公司

C143

凱士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009

执行器 / 传感器（AS-i）中国专业委员会

F207

深圳市意普兴科技有限公司

A250

埃尔格（无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145

百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B009

中国 PROFIBUS & PROFINET 协会

F210

宁波五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A252

INKOMA Maschinenbau GmbH

C146

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

B009

OPC 中国协会 / 工控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F214

安卡机器人电缆（苏州）有限公司

B001

山洋电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C166

立善科技有限公司

B016

法如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217

红波按钮制造有限公司

B005

威驷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C185

台灣精密齒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B047

堪泰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F219

昆山鸿浩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009

赛灵思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188

世協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B052

科尼威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220

浙江旭瑞电子有限公司

B010

欧姆龙电子部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D001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B054

森萨帕特（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F225

无锡灵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B011

控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D009

摩力机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B061

诺德（中国）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F227

佛山市顺德合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012

DAM 测试设备公司

D012

町洋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B063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F228

上海皆诺机械有限公司

B013

屏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D018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B070

天津市森特奈电子有限公司

F231

慈溪市欧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015

上海尚通电子有限公司

D080

深圳市控汇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B097

穆尔电子元器件 ( 上海）有限公司

F234

余姚市荷花电器有限公司

B017

密泰克传动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D086

美国国家仪器

B102

普尔世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F235

威海艾迪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020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092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B105

上银科技 ( 中国 ) 有限公司

F236

东莞市远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B024

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

D126

清能德创电气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B114

艾克欧东晟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F237

东莞市禹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B080

SMC（中国）有限公司

E001

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phoenixcontact）

B145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F238

宁波星宇极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B082

安沃驰气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010

高创传动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B184

伦茨 ( 上海 ) 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F240

上海艾研机电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B086

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E015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B188

厦门唯恩电气有限公司

F241

上海皇闽铝业有限公司

B089

希控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097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B190

美国邦纳工程国际有限公司

F242

北京世茂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B093

力纳克传动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E105

纳安斐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C003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244

广东尚坤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B095

翠欧自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119

EtherCAT 技术协会

C048

四川零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F246

阳电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B098

特磁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E121

欧立恩拓电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C092

派克汉尼汾流体传动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F247

泰科思（深圳）传感器有限公司

B100

上海宇廷电工系统化有限公司

E123

瑞萨电子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C137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F249

昆山铭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B101

百能堡电气销售（苏州）有限公司

E157

路斯特运动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D001

EPLAN 中国销售及服务中心

F251

上海源本磁电技术有限公司

B102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E172

深圳市大族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D007

滨特尔电子电气设备保护（青岛）有限公司

F252

烟台羿沣传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B115

约翰内斯 • 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E174

埃莫运动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D009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B119

北尔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176

广州西肯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D010

施迈赛工业开关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B121

瑞典 HMS 工业网络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E180

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D012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A001

上海威强电工业电脑有限公司

B125

苏州吉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E209

库伯勒（北京）自动化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D016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A007

上海繁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55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E284

中研技术有限公司

D076

宾德连接器（南京）有限公司

A010

博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67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F006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

D103

胡默尔连接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A012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B170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F010

苏州威纶通科技有限公司

E001

科瑞工业自动化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A015

安勤计算机应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B173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F101

杭州诠世传动有限公司

E005

天津吉诺科技有限公司

A017

上海辉度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B190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F103

上海中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009

上海友邦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019

经登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B164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F135

深圳市力准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E013

上海兰宝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022

成都阿普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001

易尔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F137

杭州桢正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E020

安士能 ( 上海 ) 机电商贸有限公司

A024

深圳华北工控股份有限公司

C003

庸博（厦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F235

上海觉感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E022

罗勒（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A058

上海诺达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C006

深圳市显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16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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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 盟 展 位 ： 6. 1H B1 67

堡盟 —— 传承经典 感知未来

传感器解决方案

运动控制

过程仪表

视觉技术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民强路 1525 号（申田高科园）11 幢（201612）
电话：021 6768 7095 传真：021 6768 7098
邮箱：sales.cn@baumer.com
网站：www.baum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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