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实力“心”智造 以大数据平台 驱动工业新生态
串联整合全系列自动化产品、软件和系统方案，全

面展示在绿色智能制造方面的成果。台达全新“智能制

造示范线”首次在国内展现。

 （详见 03 版）

工业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基于基础装备通过物联网

形成工业大数据，智能云科为用户提供 iSESOL 平台级的

云服务。

                                                    
 （详见 06 版）

通于心 快于行
通快中国仍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科技、高效率、

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助力传统制造业企业迈向工

业 4.0 时代。

P02

Festo: 共创工业数字化未来
Festo 在中国首次展示数字控制终端 VTEM，

第一次正式地将物联网与数字化的转型变革，真

正落实到了传统气动技术领域。

P02 P04

■ 新闻现场 02
亚特兰 品质的保证
作为高品质传动系统供应商，亚特兰拥有丰富的市

场应用经验。

■ 新闻现场 03
浩亭：为您打开创新的数字
浩亭全面展示了在模块化、微型化、定制化、数字

化、可识别和集成化方面提供解决方案。

■ 新闻现场 04
RFID助力中国工业 4.0
RFID 技术在物联网的契机点上，为工业用户焕发出

新的技术价值。

■ 新闻现场 06
聚焦智能 驱动前行
亚德客会集中推出精密、电气动产品，同时会继续

加大在全自动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

■ 新闻现场 08
深耕中国市场
提升本土化能力
罗 勒 展 示 了 其 Actuator Line、Linear Line 和

Telescopic Line 三大系列产品。

■ 新闻现场 08
携手与共 互联发展
作为今后的“智能产品制造形态”，AMADA 的

IoT“V-factory”是其向用户首推的新品。

施耐德电气：
进入数字工业新世界
施耐德电气展示面向工业领域的

EcoStruxureTM 架构的最新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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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进入数字工业新世界
施耐德电气亮相 2017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展会

期间，施耐德电气以未来数

字工业世界中的新城市、新

工业、新能源为视角，展示

了其基于物联网技术，面向

工业领域的 EcoStruxureTM

架 构 在 市 政、 交 通、 水

务、制造及能源等领域的

最 新 应 用 与 实 践。 同 时，

System Platform 2017 软件

平台、专业硬冗余控制器昆

腾 +ePAC、 御 卓 ATV340

系列变频器、EcoStruxure 

Machine Advisor 机 器 顾

问 数 字 化 服 务 平 台（ 原

MachineMOST 灯 塔 数 字

化服务平台）等在内的一系

列创新软硬件产品与解决方

案也于工博会期间亮相。展

会期间，施耐德电气还将发

布 全 新 的 Modicon M580 

Safety ePAC。

新工业展区中，施耐

德电气现场展示了高效糖果

生产线，其电气和控制产品

全部由施耐德电气提供，实

现了产品个性化定制，生产

过程数据完全透明可见。在

新城市展区，基于施耐德电

气 Wonderware 系统平台

System Platform 2017 的全

局顾问系统，让你秒变城市

大脑，将管辖范围中的机场、

医院、管廊、电厂、交通、

水务和供热系统的多种运营

数据尽收眼底。

施耐德电气正在全球范

围内携手包括微软、英特尔、

埃森哲在内的众多优秀的合

作伙伴、集成商与开发者社

区展开协作，致力于推动基

于传感、移动、云计算、分

析与安全技术的物联网应用，

并推出了基于物联网、开放

且可交互的，面向工业领域

的 EcoStruxure 架构，并将

其作为驱动自身与用户创新

的重要力量，在点燃工业企

业利润引擎的同时加速推进

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施耐德电气（中国）工

业事业部过程自动化市场部

经理孙赵林先生表示，施耐

德电气对信息化与自动化的

融合有着深刻洞察，依托多

年的行业经验和技术积累，

施耐德电气有能力在工业、

城市和能源等不同领域，满

足特定需求的定制，帮助用

户实现价值提升。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 EcoStruxure 将业

界最广泛的能源、自动化和

软件产品整合成客户所需的

完整解决方案，帮助工业领

域各个细分行业的企业实现

能效与运营水平的全面优

化。下一阶段，施耐德数字

化和行业专家的角色定位

将更加清晰，在工业领域，

除原有的 OEM、冶金和化

工等传统优势行业外，重

点拓展电子、食品饮料和

生命科学等行业，以助力

用户实现数字创新为使命，

构建智能生态，实现安全、

可靠、高效且互联互通的

工业数字化转型。

Festo: 共创工业数字化未来
全球领先的工

业自动化和工业培

训企业 Festo 亮相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展位号 ：5.1H, 

D016）。 以“ 共 创

工业数字化未来”

为主题，Festo 展

示 了 迈 向 工 业 数

字 化 未 来 的 产 品

和 解 决 方 案。 其

中，首次在中国发

布的 Festo Motion 

Terminal ( 数字控制终端 VTEM)，革命性地

实现数字化控制传统气动技术，开启了 Festo 

工业数字化转型之旅。

Festo 在中国首次展示数字控制终端

VTEM，第一次正式地将物联网与数字化的

转型变革，真正落实到了传统气动技术领域。

VTEM 代表着未来气动技术的发展趋势，与

Festo 经典的 CPX 电气模块产品组合，使用

户可以体验到一款全新的数字化气动与电动融

合的运动控制器平台。VTEM 融合了机械元

件、电子元件和软件，具备了模块化、智能

化、多功能化、集成化、网络化、信息化等特

性。用户可以通过 APP 更改参数轻松切换各

种气动功能，自适应各种新的工艺参数。得益

于创新的压电技术、运动控制软件等巧妙设计，

这种阀片集成与融合了至少 50 多种单个元器

件的功能。VTEM 控制器配合阀片内外集成

的智能传感器，通过数字化 CPS 接口与界面，

帮助用户轻松实现自动化控制、诊断与机器自

我学习，从而真正实现柔性生产，广泛适用于

电子、汽车、食品包装、过程处理以及关注智

能控制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新兴行业。

面对电子行业更新周期快、产品轻型化、

成本控制严等特点，Festo 推出针对该行业完

整的电驱动解决方案——ELGC/EGSC 系列

电缸搭配 EMMB/CMMB 脉冲型伺服系统，

以及广泛应用于轻型装配场合的真空发生器

OVEL。  

此次展示的 SupraDrive 中，一个悬浮运

输滑块能够进行高动态移动和精准定位。在移

动轨道两侧各装有三个带有超导体的低温恒温

器，这些能够令运输滑块悬浮于表面上方几毫

米处。安装在低温恒温器之间的多载体系统

MCS® 的驱动器实现滑块的移动与定位。由于

滑块处于悬浮状态，因此不会受到系统表面污

物的干扰和污损。此概念适用于设备必须经常

或在操作期间获得清洁的领域，例如实验室自

动化、医疗技术、食品或药品工业和包装技术

领域。

Festo 大中华区总经理 Thomas Pehrson

先生介绍，通过积极挖掘客户需求，积极开展

本土研发，快速响应热点行业，构建客户体验

中心，Festo 中国在多个不同领域实现跨越式

增长。数字化是实现面向未来制造的高效定制

和柔性生产的关键。Festo 已为工业 4.0 时代

的开放互联做好了充分准备。通过产品、方案

与技术服务，Festo 中国正不断将数字化的最

新成果与中国用户共同分享。

亚特兰 品质的保证
作为高品质传动系

统供应商，亚特兰拥有丰

富的市场应用经验，其完

整的产品线和高水平的制

造工艺使其始终处于行业

领军地位。2017 年 11 月

8 日，本报记者非常有幸

采访到了亚特兰传动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查理先生，谈及 2017

年亚特兰市场情况时他表

示 ：“到目前为止，亚特

兰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

绩，市场的发展远远超出

了我们的预料，目前我们

重点关注汽车行业，下一

步我们将加大产出力度，进一步满足

客户的需求。”

据江总介绍，此次亚特兰携多款

产品亮相 MWCS2017，包括明星产

品 2m 齿条、螺旋升降机、特别还带

来了减速器家族的新成员“BV 准双

曲面减速器”。BV 准双曲面减速器是

Atlanta 伺服减速器的全新开发，减速

器输出轴及安装法兰的选择范围广泛，

任意组合，再配以不同电机，可实现

超过 1000 种形式。明星产品 2m 齿条，

通过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Atlanta 已

经能够减少长度为 1m 的淬火和磨削

齿条的总节距误差，同时对 1.5m 及

2m 淬火和磨削齿条的节距误差也有显

著改进。在长行程中，实现将节距误

差最小化。

“亚特兰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取得

飞速的发展，除了能够为用户提供这

些高精度、高效率的产品外，最重要

的一点是我们还能指导用户实现最佳

选型，只有选择合适的型号才能获得

最大效率。”江总表示。目前，中国的

很多客户在选型方面是存在问题的，

依托于 Atlanta 独有的产品选型软件

Servosoft。它可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

进行齿条、齿轮、减速机的选型。江总

在现场还对如何选择合适的参数进行

了直观的演示，通过该软件可以在较短

时间内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选型建议。只

有在前期的设计过程中指导用户找到

最合适的型号，才能在使用中发挥其最

高的效率。

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

设备的精度要求、效率要求变得越来越

高，绿色制造也成为了更多用户关注的

方面，“未来，亚特兰还将推出更多符

合市场发展趋势的新产品，通过出色的

产品和及时的技术支持，同时积极发挥

自身积累的丰富经验，指导中国用户实

现对产品和方案的最佳选型。让中国用

户感受亚特兰传动的卓越价值。”

■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江查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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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心”智造

浩亭：为您打开创新的数字

“ 节 能、 环 保、 爱 地

球”——台达以“软实力

‘心’智造”为主题精彩亮

相 IAS 2017。串联整合全

系列自动化产品、软件和系

统方案，全面展示在绿色

智能制造方面的成果。台

达全新“智能制造示范线”

首次在国内展现，该示范

线整合台达制造执行系统

（MES）、生产设备管理平

台（DIAMMP）、机联网技

术、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控

制方案等，展现台达高效的

智造实力和蓝图愿景。

台达集团中达电通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尹镟

博 表 示 ：“ 在《 中 国 制 造

2025》引导下，国内制造

业发展动力不断增加，借助

智能制造发展趋势，带来了

巨大的商机。台达针对制造

业的需求除了致力开发工

业自动化产品与解决方案，

也积极应用自有产品与电

子制造专业优势于内部工

厂，结合物联网、大数据

分析、与云端相关技术平

台，通过软件整合自动化

设备，发展智能机台、智能

生产和智能物流等，以快速

换线、弹性生产，推动并落

实智能制造，未来台达也将

为客户打造完整的自动化

系统和智能产线。”

在 2017 上海工

博会上，浩亭针对

新产品的应用，全

面展示了在模块化、

微型化、定制化、数

字化、可识别和集成

化方面提供解决方

案，并应用到实际

行业中的综合能力。

关 于 模 块 化，

这是二十年多年浩

亭一直致力于发展

的技术主流，为的

就是节省客户库存、

使用灵活的需要，可在不同场合

得到专业、灵活的配置。浩亭（珠

海）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峰

先生介绍说，“浩亭每年均研发推

出新的模块，内拔插次数高达 1

万次以上，并全面升级，而且上

下兼容，适用于工业 4.0 对柔性产

线的要求。”

所谓微型化，这是浩亭针

对未来工控领域发展走小型化和

互联网化的需要而重点发展的技

术取向，由于增加了多个控制模

块，设备间连接更加便利。浩亭

展示的 ix Industrial® Cat.6A 1/10 

Gbit/s 以太网，以高速、可靠著

称，其全新微型化接口完美坚固。

此外，浩亭不仅是微型化连接的

生产者，还是微型化产品标准的

起草者和推动者。微信不仅使得

经济可靠，还出于成本的考量和

技术能力与效率的提升，这样可

以让研发走的更远，也为下一代

连接器做准备。

谈到定制化，王经理指出，“未

来生产将更加细分，柔性生产线

需要因地制宜，作为工业 4.0 的倡

导者和定制化生产的受益者，浩

亭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完全可根据

客户需要灵活定制。”

数字化是工业 4.0 的基础，工

业生产的数字化推进需要现场层面

更智能的硬件，浩亭模块化的系统

支持数据及其分析的分散式收集，

因此真正的生产和 IT 应用的联系

逐步紧密。浩亭展示的工业级交换

机专注于工业应用，比通用交换机

更能满足客户在工业恶劣环境下的

应用。

在可识别方面，浩亭非常重

视提升客户生产效率的重要性，

因为这是现代化生产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也为了将生产流程综

合地在 IT 中表

达 出 来， 使 得

工厂模块和产

品需求被识别。

浩亭的 RIFD 解

决方案能提供

透明的实时生

产， 还 可 在 生

产或维护中使

用传感信息。其

RFID 技术可完

全用于轨道交

通、 风 电、 自

动化生产等严

格要求的苛刻环境中，可快速读

取信息，识别工作指令。

对于集成化的理解，王经

理解释说，“工业 4.0 不仅反映

硬件和软件的技术，更要强调系

统整合，浩亭推出的 HARTING 

MICA（模块化工业计算架构）为

产线提供了迅捷简便的解决方案，

可直接在设施和机器上实现数字

化项目。”

正是凭借 MICA 模块化的

开放式平台，浩亭重点打造的

MICA 平台可根据客户硬件、软

件和界面进行定制，以满足客户

集成化工业的个性化需求。这一

开创性理念让客户能够将创意想

法转化为创新解决方案，并将这

一过程数字化，而且可以与第三

方合作，为 OEM 制造商深化延

展提供了条件，能将智能物件与

ERP 灵活结合起来。

台达“智能制造示范

线”是整合台达近两年创

新推出的智造相关软、硬

件产品，通过三组机器人

工 作 站， 串 联 周 边 设 备、

MES 下单系统以及生产设

备管理平台等，可实现混

线生产的智能化生产示范

线，该示范线同时还使用台

达最新手持式影像读码器

DAH 系列扫描订单 QR 码，

由机器人自动从成品库取

件送至取货区完成作业。

现场，台达“智能制

造示范线”演示客制化礼

品一条龙制程 ：台达 MES

于现场接受来宾下单选择

礼品种类、设定客制内容，

将订单资讯上传云端并发

送订单成立专属 QR 码简

讯，同步传送命令至机器

人工作站 ；台达机器人工

作站执行包括下单、入料、

雷雕、成品包装、成品入库、

取货等 ；台达生产设备管理

平台串联 MES 和机器人工

作站，直接监控工单排程和

制造进度，可掌握加工设备

运作数据 ；客制礼品完成

后 MES 再次发送通知简讯

请来宾取货 ；台达最新手持

式影像读码器 DAH 系列快

速、准确扫描来宾专属订

单 QR 码以进行礼品取货。

本届工博会，台达的

另一展示亮点为楼宇自动

化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

LOYTEC 楼宇管理及控制

系 统 ：全 IP 化 物 联 网 管

理平台，透过兼容各楼宇

通讯协议的控制器，使所

有楼宇子控制系统直接接

入 IP 层 整 合， 将 整 合 成

本降至最低，且可无缝链

接如办公自动化、酒店管

理、物业管理等第三方管

理系统 ；完整的房间自动

化及 DALI 灯控系统，符

合欧洲最新建筑节能标准，

提升楼宇管理质量及效益。

在助力中国 4.0 的进程上，

台达从未止步！

■ 浩亭（珠海）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峰先生

以标准为支撑
智能制造落地加速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ITEI）组织中国 PROFIBUS & 

PROFINET 协会、执行器 / 传感器接口（AS-i）中国专业委员会、OPC 中

国基金会、PLCopen 中国组织、Sercos 国际协会等技术组织和会员单位亮相

第 19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 工业自动化展 5.1HB009 展位。

有着承担智能制造专项任务的经历和经验的 ITEI，以“智能制造标准

应用示范区”为主题，会同以上技术组织共同展示各自支撑智能制造不可或

缺的技术标准应用、智能制造演示 demo 及现场分时段、分主题的技术演讲，

即 ：易于安装调试的底层现场总线 AS-i 使得自动化变得容易 ；可以解决现

场级和车间级设备通信问题的 PROFIBUS ；被誉为工业 4.0“主干网”、融

合现场总线和以太网优势的 PROFINET 力求一网到底 ；串行实时通信协议

SERCOSIII 通用总线实现伺服与传动的数字化通信 ；集成 PLC、机器人和运

动控制编程的 PLCopen 打通控制层的互通 ；智能制造核心技术标准之一的

OPC UA（统一架构）通过软件实现管理层的互联。这些工业控制技术标准

为企业实现智能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家智能制造技术及产业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同时，ITEI 的“智能工厂软、硬件演示平台”让参观者直观地感受智能

制造的实践落地。该演示平台选用 PROFINET 技术为其通信平台，集成了市

场上广泛使用的 PROFIBUS、AS-Interface、OPC UA 以及 IO-Link 等技术

和来自 29 家国内外公司的产品，通过模拟实际工厂智能制造各要素，从不

同角度呈现先进制造技术、产品在工厂生产、加工、物流、仓储等环节中的

关键作用，充分体现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深度结合，为企业实现智能制造工厂

设计提供借鉴。 

■ 台达“软实力‘心’智造”工博会媒体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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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于心 快于行
工博会开展次日，德

国工业界领军企业通快集

团（TRUMPF）在其展台

庆祝了其子公司通快 ( 中

国 ) 有限公司成立 18 周年。

发布会一开始，通快

集团中国区总裁赫仕炎先

生 (Mr. Hirschgaenger) 用

别具一格的方式介绍了通快

中国在过去 18 年间的几个

重要里程碑。2000 年，通

快集团决定在中国投资，建

立了通快金属薄板制品有限

公司，当时通快只是一家拥

有 15 名员工的钣金工厂，

年销售额少于 1 百万欧元。

2004 年开始筹建通快中国

激光技术部，2008 年通快

太仓工厂破土动工，开始激

光切割机的本土组装生产。

直至今日，通快中国已经拥

有 550 多位员工，遍布全中

国 29 个城市，公司销售额

达 2.6 亿欧元。通快中国在

过去几年迅速发展，为其将

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赫仕炎先生的讲话

中，他提到，大家每时每刻

享受着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作为一家从事高科技产业

的公司，通快也将为客户

带来最先进的数字化工厂

解决方案，2018 年，正是

通快进入中国 18 周年之际，

通快中国也将发布一系列

新产品，在中国市场也将加

大投资。投资的第一步，就

是太仓工厂的扩建以及智

能钣金车间的建立。赫仕炎

先生这样说到 ：“我们的三

期工厂正在紧锣密鼓的筹

划中。在目前工业环境还不

算特别景气的时候，继续加

大中国地区的布局，一方面

是考虑到这两年我们的市

场占有率在逐步提升，而另

一方面我们也将升级现有

的钣金车间，以全新的面貌

与我们的中国用户见面。”

紧接着，通快集团中

国区机床事业部总经理顾

永麟先生对智能钣金车间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与演示。

“正如 18 年前，我们在太

仓开办通快（薄板）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以一个对外加

工用户的身份展示激光加

工工艺一样，今年我们也计

划在我们的钣金车间实现

智能升级，用实际的案例，

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顾总

说到。顾总为大家展示了智

能钣金车间的规划，在智能

工厂内，信息的透明化、可

追溯化将会变得易如反掌，

老板们可以实时获得加工、

订单等信息。智能化工厂的

另一个显著的优势，就是可

以节省大量操作人员，这样

不仅节省人力成本，还能使

边际成本得到最佳控制。

要逐步拓展到智能工

厂，首先要有具备拓展能

力的机床。明年正值通快

正式进驻中国市场 18 周年，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通快也将最新的平面激光

切割机命名为 TruLaser 18 

Edition。这款机床已经在

展会现场首次亮相，其目前

主要针对的是拥有自己产

品的钣金工厂。为了缩短刚

才提到的加工准备时间，这

台设备拥有众多智能功能，

同时也配备了标准的通快

数据库。即使没有经验的新

手，也能在最短时间内批量

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

关于这款激光器，通

快中国激光事业部的总经理

孔富德先生 (Mr. Kühnle) 为

大家带来了详细的介绍。“新

RFID助力中国工业4.0
近年来，在智能制造

浪潮的催生下，物联网概

念开始落地生根。而 RFID

技术在物联网的契机点上，

为工业用户焕发出新的技

术价值，不可否认，未来

RFID 技术将在物联网领域

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图尔克在巩固传统工

控产品的基础上，顺应市

场潮流，将推出更多的适

用于工业 4.0 的创新产品

和智能化解决方案，IAS 

2017 展会次日，记者有幸

采访到图尔克（天津）传

感器有限公司市场及产品

管理、RFID 产品工程师李

海明先生，为记者详细介

绍了本次图尔克的参展亮

点和重点产品。

本次展会，图尔克全

新 的 TBEN-S RFID 和

ETHERNET SPANNER

模 块 精 彩 亮 相。TBEN-

S-RFID 接口模块可通过

Profinet、Ethernet/IP 或

Modbus TCP 将 数 据 从

HF 和 UHF 的 RFID 读写

头传输到控制器中。由于

防护等级高，并且可同时

将执行器和传感器连接到

RFID 读 写 头， 这 些 模 块

成为 RFID 改造应用的理

想选择。无需开关柜，可

以最大限度减少布线工作。

TBEN-S 型 是 超 紧 凑 的

RFID 模块，可通过传统常

规 I/O 将映射 RFID 数据

传输到控制器，从而简化

了 PLC 集成，并免去功能

模块的写入需要。

图 尔 克 的 TBEN-

LG-ENI spanner 是 一

种 block I/0 模块，能直

接在现场实现两个不同以

太网网络间的通信。该坚

固模块防护等级达 IP65/

IP67/IP69K， 采 用 玻 璃

增强纤维外壳以及完全密

封的电子器件，是第一款

无需额外控制柜即可直接

在 现 场 使 用 的 spanner

模块。对于用户而言，他

们无需使用电缆连接控制

柜， 并 且 安 装 简 便。 主

站间的双向数据通信可确

保 使 用 控 制 器 轻 松 完 成

通信。TBEN-Lspanner

支 持 图 尔 克 多 协 议 技 术，

因 此 可 实 现 EtherNet/

I P、M o d b u s T C P 和

Profinet 网络间的通信，

并且可作为不同以太网协

议间的协议转换器。

依托于市场大环境的

良 好 走 向 和 卓 越 的 产 品、

技术及服务，图尔克 2017

年预计集团营收较上年增

长约15%。李工表示：“2017

年将是图尔克公司历史上

最成功的一年。其中中国

业务尤其是一大亮点，当

前增长率已达到有史以来

最高的 33%。”

当前，许多行业正在

经历着以智能制造为主导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特

点是强调客户的个性化和

定制化。而在整个过程中，

柔性化生产是最关键的一

环。一直以来，图尔克坚

持 把 客 户 需 求 放 在 首 位，

凭借专业的产品实力和丰

富的应用基础，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服务和定制化解

决方案，图尔克可以为客

户提供专业的售前技术交

流和及时的售后技术支持。

相信在未来，图尔克将再

攀高峰！

■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市场及产品管理、

RFID 产品工程师李海明先生

一代的 TruDisk 不仅是我

们所研发的最智能、最先

进一代的碟片激光器，同

时也是最紧凑、最节能的。”

孔富德先生在发布会上如

是说，“结合我们基于状态

监 控 的 服 务（Condition 

Based Services）来对激光

器运行状态和趋势进行分

析，新一代 TruDisk 碟片

激光器将会成为工业 4.0 生

产线上完美的生产工具。”

除此之外，孔富德先

生还为大家介绍了通快激光

智能解决方案，通快全套的

工业 4.0 互联制造解决方案、

全部配备传感器的激光器、

一个稳健安全的工厂网关、

Axoom 云端服务软件和稳健

安全的云服务系统，并能为

预见性维护服务提供强大的

数据分析。

作为德国工业 4.0 核心

成员之一，通快始终立足

于工业 4.0 的核心理念，从

“物联网”和“互联网服务”

两大方面为客户搭建起“智

能工厂”。从可连接不同激

光器的激光网络到强大的

远程监控系统，再到通快

VOS 可视化在线服务平台，

通 快 不 断 追 求 更 加 智 能、

敏捷的自动化工业操作管

理平台，使用户能够便捷、

系统、实时、远程地了解

工业生产运作的具体信息。

对 于 通 快 来 说， 在

2016 ～ 2017 财 年， 通 快

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

势。市场对于高质量、高

技术含量的通快产品仍然

保持较大的需求，这一点

在高端用户市场尤为明显。

通快中国仍将致力于为客

户 提 供 高 科 技、 高 效 率、

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助

力传统制造业企业迈向工

业 4.0 时代。

■ 通快集团中国区总裁赫仕炎先生 (Mr. Hirschgaenger)( 中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机床事业部总经

理顾永麟先生（左），通快中国激光事业部总经理孔富德先生 (Mr. Kühn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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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7 日，第

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CIIF2017）隆重开幕，智能

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次

亮相该展会（以下简称 ：智

能云科），推出面向工业互联

网云制造的生态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非常有幸在展会上

采访到了智能云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部长孙

丽女士，进一步解读智能云

科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布局。

智能云科是由沈阳机床

集团联合神州数码控股、光

大金控于 2015 年共同投资

设立。其中，沈阳机床属于

装备制造企业，而神州数码

是中国知名的 IT、互联网

企业，先天的基因决定了智

能云科“工业互联 + 云服务

+ 智能装备”三种模式叠加

的商业业态。其中智能装备

便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机床装

备，工业互联则是一个比较

大的概念，一般的网络平台

是平台级 + 企业级，但是智

能云科通过物联网技术从企

业级又延伸到了装备级。在

展台现场的工业大数据屏上

能看到遍布全国 6500 多台

智能装备。据孙部长介绍，

目前以 i5 系统的智能装备为

主，同时也已包含珠宝加工、

激光加工等其他装备，以后

会延伸更多的装备类型。

基于基础装备通过物

联网形成工业大数据，智能

云科为用户提供 iSESOL 平

台级的云服务。最新推出的

iSESOL 网就是 iSESOL 云

制造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制造行业的采购商与

供应商提供了机械加工领域

一站式供需对接服务。

“阿里巴巴的 1688 网站

是对接企业级服务，但它并

不涉及交易双方中期和后期

的工作，更多进行的是前期

信息匹配。而 iSESOL 网不

仅仅是提供供需双方企业级

基础信息，更多的是企业与

企业间深度的采购需求与生

产环节的穿透与交互。”孙

部长介绍到 ：iSESOL 网可

以实现“工业互联 + 智能制

造 + 在线交易”模式，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的产能资源协

同，面向机械加工领域企业

提供订单交易与多维度增值

服务。

当采购商来到 iSESOL

网有三种方式可以匹配到

供应商，第一种是全员可

见，用户可以看到所有通过

iSESOL 网实名认证的供应

商，在这里注册的企业必须

要通过智能云科严格的实名

认证审核。第二种是定向邀

请，可以一次性地把细化的

需求发给用户曾经合作过的

对标企业，这样可以大大提

高沟通效率。第三种是智能

优选，iSESOL 网会根据订

单需求在供应商数据库里依

据地域就近分配原则、产能

匹配原则、工艺配套能力等，

筛选出最为合适的供应商向

采购商重点推荐。

孙部长表示 ：“用户可

以在我们的展台上现场体验

基于装备互联和工业大数据

的智能快速交易与制造全过

程。从订单交易到生产过程

全程可视，相信这将带给大

家工业互联智能制造的新体

验。”通过工业大数据多维

度进行生产能力分析与网站

内推广，让采购商与供应商

能够以最优配置满足各方需

求，助力企业实现智能装备

到智能车间再到智能工厂的

逐步衍进。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开

源与节流同样重要，不仅仅

是要开拓市场，获取更多的

订单，还要对生产制造环节

进行更为科学与高效的管

理，以此提升整体竞争力、

节约成本。iSESOL MES 工

厂信息管理系统能帮助企

业，直接将订单转化为工单

并进行排期生产。

iSESOL MES 是以制

造业车间制造执行为主，涵

盖信息采集，工厂管理更功

能的工厂信息管理系统，面

向机械加工领域提供的信

息化管理解决方案与云端

应用服务。在展会现场，智

能云科为了让用户亲身体

验 iSESOL MES 所带来的

优势，实时联机位于广东省

江门市的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聚匠空间”，通过工业大数

据屏能轻松查看基地的设备

运转情况与现场生产的实时

数据。

“目前，工业电商平台

对于制造业来说还是新生事

物，制造业从业者需要时间

去真正的了解、认知与接受。

同步，我们推出“iSESOL 俱

乐部”会员服务计划，企业

可以通过实名认证、深度验

厂、工厂信息管理服务、提

升产能交易额等方式获取高

级会员资格，我们会为俱乐

部会员提供各类线上线下增

值服务，以帮助更多制造型

企业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与开

源增收。”孙部长讲道“其实

这些还只是我们业务的一小

部分，iSESOL 平台核心业务

分为六大版块，分别是制造

数据云、交易智选云、区域

协同云、金融合作云、人才

培养云和个性定制云。这六

大版块之间相互串连，相互

提升，相互促进。”这次推出

的 iSESOL 网还只是六大版

块中的一部分，未来，智能

云科还将不断完善更多服务

内容，使之形成整体的协同

效应，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工业互联的时代已经到

来，让我们一起期待 iSESOL

未来的无限可能！

以大数据平台 驱动工业新生态

■ 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部长孙丽女士

聚焦智能 驱动前行
创立于 1988 年的亚德

客国际集团，最初以气压传

动元件起家，发展至今在

动力传动领域已占据一席之

地。此次是亚德客首次亮相

工博会，据亚德客（中国）

有限公司华东区销售总经理

兼亚德客（江苏）自动化有

限公司总经理许关华先生所

述，在此之前，亚德客一直

活跃于驱动领域的专业展

会，随着亚德客产品在自动

化装备方面的全面配套，更

加趋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

进入工博会非常符合亚德客

在自动化领域的规划。

鉴于工博会的综合性较

强，为此，亚德客携众多产

品参展，其涉及行业颇为广

泛，汽车和电子行业为其重

点发展领域。此次，亚德客

展示了在汽车车身制造机器

人焊接工作站中，为整套夹

具提供强力夹紧缸、销钉缸、

电磁阀、按钮阀、气源处理、

阻燃管、接头等全系气动元

件产品，以及为点焊机提供

倍力气缸和电磁阀等全套气

动元件。并针对其工况，做

出如下应对 ：防焊渣设计 ；

高精度导向设计；阻燃设计；

抗干扰设计。因此，使得产

品可靠性及使用寿命均大幅

度提高。在电子行业的模拟

方形锂离子电池 Z 字型叠片

中，使用了亚德

客的 40 余款产

品，其中新产品

20 余 种， 且 有

相应禁铜应对，

由此展现了亚德

客在锂电乃至整

个自动化领域气

动解决方案的实

力。此样机同步

带机构、重复交

替吸合防多吸机

构、交替夹紧机

构、 手 指 旋 转

缸搬运机构等

设 计 新 颖， 对

自动化设备设

计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另

外，在模拟手机金属外壳制

造中夹紧定位工装夹具，意

在着重展示亚德客的精密调

压阀、夹紧类气缸、紧密定

位模块、抱紧气缸及手指类

气缸。通过简单的搬运夹紧

等工序，动态展示气动元器

件使用方式及特点。简言之，

虽说亚德客以气压传动元件

起家，但其在电传动、伺服

传动方面的表现仍旧不俗。

回顾亚德客的市场表

现，其在 2017 年上半年的

销售额较 2016 年同期，增

长 40% 之多，市场需求呈现

供不应求的态势，其在电子

和汽车行业的表现尤为突出。

这一良好发展态势得益于国

家部分地方政府实施的机器

换人政策，以及国内大力推

广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促进

了新能源配套企业的增长。

发展至今，亚德客在

中国台湾、宁波和佛山各设

有一家工厂，伴随智能化需

求的提升，工厂内的员工人

数在缩减，但针对客户的服

务人员在逐步增加，预计到

2018 年，除代理商之外，在

全国的服务网点会增加至

100 多个。谈及未来，许总

预测，客户在定制化、模组

化、机电一体化方面的需求

会有明显提升。

自 1988 年 成 立 至 今，

亚德客即将迎来 30 周年诞

辰，在意义非凡的 2018 年，

亚德客会集中推出精密、电

气动产品，同时会继续加大

在全自动智能汽车和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发展。纵观其过

去将近 30 年的发展，实际

上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亚

德客始终跟随着国家工业

化、产业化同步前行，从最

初的单一产品，逐步完善为

全自动化系列产品，到目前

的智能化产品。如今，在一

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下，更加

促使亚德客逐步由中国走向

全球。

■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华东区销售总经理兼亚德客（江苏）

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关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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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现场

携手与共 互联发展
在钣金加工企业聚集

的 2H 馆，红色与黑色相间

的天田设备颇为引人注目，

来到天田展台，本报记者有

幸采访到天田（中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兼天田国际工

贸（上海）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金子嘉之先生。

据金子嘉之先生介绍，本次

展会，AMADA 展出了最

新 V-factory（IoT） 的 数

字化、自动化及智能化钣金

加工解决方案。其中，包

括工艺设计和排版编程的

钣金工程系统 VPSS 3i，以

及 IoT 对应型设备 ：节能高

效地实现工序统合，并带有

自动分拣堆垛功能的光纤激

光复合加工机 LC2015C1AJ 

+ASR2512NTK ；节能、低

工前准备（光束可变单元、

喷嘴自动更换系统）、按需

生产、广范围光纤激光加工

机 ENSIS3015AJ ；第 一 件

即成品的，混合驱动全自动

换模折弯机 HG1003ATC ；

3D 全 自 动 • 高 精 度 折 弯

机 HM2204 与 HM1003 ；

以 及 超 高 速 脉 冲 带 锯 床

PCSAW720 和数控电动伺

服压力机 SDE2025。这些出

展机有的是已经在市面上销

售 的， 而 HG1003ATC 和

HM2204 则都是全新发布的

最新款设备。其意义在于能

结合 AMADA 的 V-factory

数字化钣金解决方案，实现

无次品、高品质、高效率和

低成本的钣金制作，一步实

现互联工厂，顺应未来工业

发展及中国制造 2025 大方

向。

作为今后的“智能产

品制造形态”，AMADA 的

IoT“V-factory”是其向用

户首推的新品，它是将客户

与 AMADA 通过 IoT 互联

起来的 IoT 产品方案，由

AMADA 支撑客户的产品制

造。包括设备运转与工厂情

报互联的 IoT 产品方案，与

将客户与 AMADA 互联的

IoT 服务体制所构成，能支

援钣金加工全工序，预知故

障及进一步提高产能，以此

诞生新的价值。因此可以实

现无浪费的产品制造，不断

提高品质、降低成本、解决

用工难问题，改革工艺。

金子嘉之先生还透露，

AMADA 早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便已领先全球的将产品制

造融入到数字化与网络化之

中，而此次向大家介绍的，

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进化

的，结合了自动化与机器人

的智能工厂，是支撑整个行

业产品制造的精妙之处。

目前，用户需求正在不

断提升，单纯的产

品供应已经满足

不了需求。其实，

AMADA 并非单

纯的销售设备及提

供服务。作为直销

企业的优势，天田

通过每天的销售、

服务活动，了解客

户所遇到的难题，

组建专家团队，以产品制造

观点，为实现客户环境及客

户的期望而进行基于全工程

的调查，剥丝抽茧，找出问

题核心，提供投资效果最大

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并与

用户构建强大的互信关系，

贯彻“与客户共同发展”的

经营理念。

对于未来的市场发展，

金子嘉之先生表示，除了少

数大型企业之外，很多钣金

加工企业都是在扩大订单量

之后，加强生产设备的投入。

而现在则在全工序自动化、

智能化的高速发展中，追求

进一步的高产能、对应按需

生产、高品质、低成本、低

次品率、短交期以及产品可

信度等要求。面对中国客户

所追求的价值，AMADA 通

过发挥直销、直接售后服务

的独特优势深耕市场（Voice 

of Customer），开发能广受

好评的新产品。

同时，在智能制造的

推广之路上，天田在近未

来 也 将 在 中 国 成 立“IoT

服务中心”，建设 IoT“V-

factory”，以通过客户生产设

备之间（工序间）的情报互

联实现现场可视化的产品制

造智能化，通过客户生产设

备与 AMADA 互联，以提

供保养、运用的提案，提高

智能化的两个“互联”为中轴，

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及

服务，强化“与客户共同发

展”。 

■ 天田（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天田国际工贸（上海）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金子嘉之先生

■ 恩耐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王海龙先生

领先激光技术 成就非凡发展 深耕中国市场 提升本土化能力
近年来，激光行业飞速

发展，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激

光器生产企业，在这样激烈

的竞争环境下，只有拥有独一

无二的产品特性才能真正满足

客户日益变化的需求。作为世

界领先的半导体激光器专业厂

家，nLight Corporation 自成

立以来取得了快速发展。2004

年更是在上海成立了子公司恩

耐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

中国市场知名的光纤激光器供

应商。

“在激光行业里，恩耐

是全球唯一一家拥有从元器

件到光纤激光器垂直整合能

力的激光器公司，激光发生

器以及激光光缆全部由恩耐

自己制造，拥有所有核心技

术，适用于各类设备。”恩耐

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王海龙先生表示。

本次展会恩耐激光展

出了 nLIGHT altaTM 系列光

纤激光器，其中 Compact

光 纤 激 光 器， 功 率 可 从

1500W ～ 2.5kW， 体 积 却

只有传统 2kW 光纤激光器

的一半，小体积的外形下还

同时具备了高性能以及高可

靠性，为客户实现更卓越的

加工处理结果和成本控制。

另外一款是功率可达 6kW

和 8kW 的高功率光纤激光

器，其研发设计专为满足先

进工业金属切割和焊接应

用。凭借恩耐的垂直整合能

力，nLIGHT altaTM 系列光

纤激光加工器可为全球用户

提供销售及服务支持。

谈及未来激光技术发展

趋势，王总表示 ：“工业用

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和以半

导体激光器为基础的光纤激

光器必然是未来的主要发展

方向，光纤激光器的出现不

仅替代了传统的 CO2 激光

器，更是改变了传统的加工

方式，这对于钣金行业来说

无疑是革新的。”一直以来，

恩耐激光都非常注重产品质

量和技术创新，为了应对不

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挑战，

更是推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

意义的技术。2018 年，恩耐

激光还将推出紧凑型的万瓦

级激光器，为用户提供更高

性价比的产品。

目前，中国制造业正处

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各

类高端设备的需求日益增

长，这对制造企业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中国对于恩

耐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

场，恩耐激光在中国拥有整

套的生产研发体系，完整的

运营体系，这使得我们有更

充足的能力为中国用户提供

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在这

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

场环境下，恩耐将以先进的

激光器产品以及最优质的售

后服务，帮助用户实现更高

的投资回报，推动中国制造

的蓬勃发展。

刚刚参加过 CeMAT 

ASIA 2017 物流展后，来

自意大利的罗勒公司又

马不停蹄地来到 2017 上

海工博会，并展示了其

Actuator Line、Linear 

Line 和 Telescopic Line

三大系列产品。Actuator 

Line 是特殊的多轴系统，

具有不同导轨配置和驱

动器的线性模组，用于

工业自动化领域。Linear 

Line 配有滚珠和滚子轴

承 的 直 线 及 曲 线 滑 轨，

有 Compact Rail、X-Rail、Easyslide、

Curviline 等四款产品，可适用于不同工况

的要求。Telescopic Line 配有滚珠轴承的

伸缩式滑轨，包括高负载型的 Telescopic 

Rail 和小巧型的 Opti Rail 两款应用。

罗勒公司自 2013 年进入中国以来，

参加工博会已经成为惯例，因为看到中国

市场对生产自动化模组和重载导轨应用需

求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明显，从而促使了

罗勒公司高层在中国走本土化路线的决定。

罗勒（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杨振伟先生介绍说，“我们的产品在轨道交

通、军工、医疗、物流等领域最受关注，

是未来三年要重点开拓的市场。特别是在

轨道交通行业，我们已经与中国中车海内

外项目中的车门系统厂商展开合作，这让

我们更有信心借工博会平台全面展示罗勒

在这方面的自动化能力，因为我们是直线

运动应用解决方案的全球提供商。”

通过这两天跟客户的交流，杨总认识

到在如今工业 4.0 和物流 4.0 战略背景下，

市场需要更高质量的直线运动产品。公司

已积累有一定的客户基础，正待挖掘更多

的潜在客户。杨总特别介绍了在 Actuator 

Line 系列中罗勒研发的第 7 轴重载导轨

Seventh Axis，该产品可为机器人配套，

已经在欧洲上市，计划明年在北京等国内

重点自动化展会上呈现。

杨总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

他指出，“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一

步投入人力，丰富产品系列，并提升本土

化生产能力。因为我们具备强势的核心竞

争优势 ：一是罗勒可根据客户需求而量身

定制其需要规格的模组和导轨 ；二是部分

畅销产品实行本土化，可缩短一半交货期，

成本还能降低 30%。”

目前，罗勒公司在全球设有 3 个生

产基地和 8 个分公司。近 5 年来，罗勒

已经把重心逐步移到中国市场，计划扩

大生产规模，并扩招人员。从今年开始

逐步提高直销比例，未来 3 年保持代理

和直销各半。2016 年罗勒中国市场增长

高达 60%，预计今明两年仍能保持 50%

以上的增速。

■ 罗勒（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杨振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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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题

■ 人与机器人互动时尤其需要安全可靠的控制器

山羊-M17-38-4988.indd   1 2017/10/13   17:27:14

迈向工业 4.0 的企业都

必须优化其所有领域的流

程，生产加工行业也不例外，

这里的许多环节虽然已经实

现自动化，但往往还是存在

着瓶颈，而这些瓶颈通过使

用机器人便可以克服，但到

目前为止这种方式花费十分

昂贵，因为人们必须将机器

人锁在一个笼子中以便保护

员工，只有在极少情况下人

们才会冒险不考虑使用防

护，而且还是在机器人降速

时，但这样做等于放弃了机

器人工作速度快的优点。

控制技术起关键作用
在工业 4.0 和人机协作

时代，控制技术在机器人技

术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Staubli( 史陶比尔 ) 公司开

发出了 CS9 这种全新的安

全控制器，这种控制器具有

创新的安全功能，能完美支

持人机互动。

这种新型控制器如何

工作？有何优点？ CS 控制

器是通往全新机器人时代的

出路。凭借其安全功能如安

全速度、安全停止、安全区

域和安全工具，用户可以精

确且个性化地决定，人类与

机器人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

密切合作，同时在这种情

况下需要遵守哪些安全规

定。所有安全功能都获得了

TUV 认证，且达到了 SIL3/

Ple 安全等级的严格要求。

工业 4.0 是分散控制
技术的推手

工 业 4.0 是 分 散 式 安

装 和 分 散 式 控 制 方 案 的

推 手，Festo 公 司 在 这 方

面 一 直 是 自 动 化 潮 流 的

引 领 者。Festo 公 司 的 核

心 新 产 品，IP65/67 防 护

等 级 的 CPX-CEC 控 制

器， 借 助 Codesys V3 和

Softmotion，这种控制器

首次实现了对三脚架的分散

式控制。由于所使用的集成

驱动器 EMCA 同样执行的

是 IP54/65 防护等级，因此

可以首次在完全不需要控制

柜的情况下近距离地使用机

器人，此外这里还使用了基

于 Festo Didactic 模拟软件

Ciros 的虚拟运行调试，通

信则采用了完全符合工业

4.0 要求的 OPC-UA。

Festo 的控制器方案和

针对汽车制造、Endline 包

装或电子灯组件的多种实

际应用表明，这些控制器

使 Festo 公司的所有子系统

都符合工业 4.0 标准。在仿

生学习网络领域，Festo 首

次展示了一件灵感来自于蚕

的展品，通过它可以在自由

空间中设计和生产单件 3D

模型。相关的技术基础就

是一个使用机器人控制器

CMXR 的三脚架 EXPT。

机器人控制与
系统控制一体化

控制器生产商 B&R 的

观点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未

来的趋势是一体化控制。将

机器人直接集成在系统的控

制器中是一个明显趋势，这

样一来就可以对包括所使用

机器人在内的所有设备组件

进行通用和统一的编程。 

集成安全技术让
人机协作成为可能

此外人类与机器人的

协作 (MRK) 是一个新课题，

只有通过集成的安全技术才

能实现。来自 B&R 公司的

全套控制器能够实现对机器

人的控制。与新的 Mapp

软件组件联合使用后，能在

几分钟之内完成运行调试。

控制器和驱动技术的

直接连接以及 Mapp 软件

组件和安全技术的联合使用

是 B&R 机器人方案的特点，

使用来自 Mapp Robox 的

可扩展控制器硬件能够控

制多达 15 个轴的任意一种

机器人运动形式，与来自

B&R 公司的带有安全运动

功能的驱动技术结合后可实

现性能更高、更加安全的机

器人应用。不仅单个步骤能

够加速，通常整个生产过程

的速度也能提高，如借助实

时仿真。

材料流的
实时物理仿真

在对包括机器人和材

料流在内的虚拟设备进行串

联时，工程平台使用了实时

物理仿真，用于客户个性化

定制系统的接口能实现工程

过程的自动化。ISG 公司最

新的模拟系统 ISG-Virtuos

系统是在虚拟机器和设备上

实时 (1ms) 采用真实现场总

线真实控制调试运行解决方

案，通过它不仅可以深入测

试成套设备和单机，还可以

测试带有大量不同控制器的

复杂生产设备。

人机互动需要更高的安全性
在最新版本的软件中，

有一个针对常见机器人生产

商和机器人型号的机器人

库可供使用，例如，ABB、

Fanuc 和 Kuka 机器人的

一体化仿真也能实现，此外

凭借增强现实领域中的新

技术，Kuka-CNC 与 ISG-

Virtuos 的直接连接也首次

得到展示。

机电仿真的应用
越来越重要

最初源自要求严格的

机床制造行业的虚拟试运行

或实时机电仿真在机器和设

备制造的所有领域用得越来

越多。为了让客户不受规

模大小、应用领域和使用情

况的限制，不仅使其虚拟工

厂的动态变化可视化，而且

还能实现低成本的实时仿

真，在材料流仿真领域使用

基于物理仿真的实时网络算

法，可有效发挥工程平台的

优势并充分挖掘时间和成

本节约潜力。（文 /Reinhold 
Sch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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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通过承担如去毛刺、定位或刀具更换这

些伴随动作来辅助机床的加工作业

目前，工业 4.0 已成为

自动化行业的趋势。这对于

设计人员来说意义重大。工

业 4.0 的目标，是除了机械

要具备高度柔性外，还要能

在较短的停机时间时高效生

产，尽可能完成批量生产。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设计人

员面临了两个问题 ：如何优

化单个机械的效率 , 以及如

何让它对相连的主要生产流

程做出改进。两个问题的前

提都是一台机械生成的、不

一定是其控制系统直接需要

的信息，但这些能反应出机

械本身、工件或生产流程的

信息。

不仅提供
大量机械原件信息

工业 4.0 是全面的开端。

即使单一的一台机械已经做

好了最充足的准备，也不能

成为工业 4.0。单台机械提供

的信息并不能为维护问题带

来实际的价值。工业 4.0 首要

的任务是，收集大量机械数据，

并互相连接。通过大量机械

或者其他情况的数据相连，

从中获得有用的、可以优化

生产程序的信息。这其中机

械的互联便是重要的前提。

机械互联时
需注意的问题

在对工业 4.0 的介绍中

可以看到，存在着许多控制

信息的现场总线平面。同时，

有一条平行于现场总线、用

于 SPS 传递信息的线路，它

是用来操控非重要信息的。

这个逻辑接口（总线）与主

要系统相连。通过这个线路

传递的信息包括，预见性维

护或是提高效率所必须的信

息。此类平行于现场总线、

通过 SPS 运行的线路，目前

在大多数机械内都是以不完

整的形式存在着。通常，通

过 SPS 传递的大部分的数据

都是一些非必要的数据。但

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人们同

时需要两个物理接口。人们

将以太网想法一贯到底，是

长时间以来机器人主要

在零件制造车间穿梭，它们

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零件的直

接加工生产流程。然而，机

器人依旧无法取代机床。斯

图加特大学和德国弗劳恩霍

夫研究院生产技术研究所

IFF 研究项目负责人 Thomas 

Bauernhansl 教授表示 ：“机

器人只能承担机床的非核心

作业流程，如承担加工流程或

操作机床的作业人员的辅助

性伴随作业流程。”在此，典

型的作业是去毛刺、定位或

刀具更换。他解释说，对于

切削加工作业来说，机器人

不仅在动力方面，而且在加

工的精准性方面也达不到要

求。专家期待着未来在机床

和门架式机器人之间实现一

个顺利地过渡。Bauernhansl

教授说 ：“可以肯定的是，机

床和机器人会越来越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它们将不再作

设备互联是前提

■ 工业 4.0 的目标，是除了机械要具备高度柔性外，还要能在较短的停机时

间内高效生产，尽可能完成批量生产

很有意义的，即所有数据通

过一个以太网接口传递。

工业 4.0 无需专用数据。

从一台机械中获悉的所有数

据，比如机械原件的状态参

数，是通过与第三方系统的

数据相连来传输的。数据可

以涉及到其他机械设备或者

企业范围内的 ERP 系统（企

业资源计划）。通过这种连

接，可以识别模式中的错误，

采取相应的对策。比如 ：当

就要将一切外界可获息的物

理数据考虑进去。就是说，

一台机械要预先准备好从其

传感器中得到的所有额外数

据。这就意味着，在构思一

台机械时，就要把传感器设

计进去，因为它们很有可能

在机械运行时需要用到。重

要的是，机械处理的所有数

据，都是可以传递到其他系

统中去的。对于设计人员来

说，这些数据接下来会怎样，

人们又将怎样处理它们，都

不重要，这是 IT 部门所要

考虑的。而这些数据为对应

的分析工具提供了准备。

应对工业 4.0要求
Sick 公司在传感器方面

积极应对工业 4.0 要求。人

们在工业 4.0 的范畴内把机

械视为整体，而传感器将服

务于两个领域 ：一方面，应

用于 SPS 领域，这样机械可

以无误差的运行 ；另一方面，

传感器可以提供预先准备好

的数据。因此，传感器可以

将所有时间只用于调教它自

己功能所需的数据。并且，

这些数据还可以提供给其他

接口，这正是我们的传感器

现在所能提供的功能。  

整理和分析后，获得的是新

情况，若只是考虑预先的纯

理论知识，即哪些数据对应

的是哪些情况，这是行不通

的。举个例子，就拿电子设

备来说 ：手机内部嵌有倾斜

传感器，然而工程师们事前

并不知道人们到底会把它拿

作何用。正是因为传感器的

嵌入，加上预先准备好的必

要数据，才能使屏幕翻转应

用得以实现。

设计出满足
工业 4.0需求的机械

设计人员不应只关心机

械的功能性，而是在计划时，

机床和机器人
作为一个团队进行作业

为单独分离的部件并存。”

Bauernhansl 教授认

为，对于自动化技术人士

来说，机床的能力越来越

强，可对其进行优化规划和

系统设计。灵活性这个议题

则很重要，也就是从手工到

部分自动化乃至最后实现全

自动化这个可扩展性的问题

很重要。机床上的部件必须

可快速更换，这样，人们才

能够快速集成机器人或托

盘系统，也可快速将机器人

或托盘系统重新分离开来。

Bauernhansl 教授说 ：“这

不仅关系到机床的可转变能

力，而且还关系到机床的经

济性，这也是个通过机床操

作人员实现即插即用的议

题。”

一台机械发生故障、影响生

产流程时，通过对所有参与

生产流程的机械数据进行评

估，可以找出是哪里出现了

故障，即使位于故障发生地

上游的机械已经不能精确工

作了也能确保其他不受影响

的机械设备可以正常运作。

通过这种识别方式，便可以

优化整个生产流程。

一台机械也必须预先准

备与它运行无关的信息。因

为这些数据对于整个生产流

程和主要系统都是有意义

的，因此必须事先有所准备。

然而这其中便出现了一个问

题，当人们对目前数据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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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汽动力”）是北汽

集团成功收购萨博发动机核心技

术资产之后组建成立的，集汽车

发动机和变速器总成研发、设计、

制造为一体，统一筹划、实施和

管理北京汽车自主品牌动力总成

业务，是为北京汽车集团化发展

搭建的专业化动力总成平台，产

品排量涵盖 1.5 ～ 2.3 l。北汽动力

在创立之初就以自主创新为发展

基调，在中国制造 2025 行动纲领

的指导下，紧密围绕重点制造领

域关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装备融合的集成创新和

工程应用，积极探索将“工业机器人”应用于发动机机加工过程，

提高发动机制造的智能化水平。

早在 2012 年北汽动力基于萨博涡轮增压发动机规划设计、

建设完成的第一条 B 系列发动机生产线，当时为提高生产线柔性、

提升质量及减少安全生产隐患时，就考虑到在缸体、缸盖生产线

中的上、下料工位、去毛刺工位、平衡轴套压装等工位采用机器

人替代人工工作。生产线上、下料如采用人工工作，其中的工件

重量和搬运高度落差等问题，将致使人工操作劳动强度大，易对

现场操作人员造成多种潜在安全隐患。人工去毛刺、平衡轴套装

配中，操作重复及动作频繁，操作人员的心情及受训状态的不同

会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另外，操作过程中难免出现遗漏或磕碰，

也同样会影响产品质量。因此，B 系列发动机生产线采用了工业

6 轴机器人替代人工进行上下料，除了解决劳动者工作强度的问

题外，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目前采用机器人的工位合格

率一直保持在 100%，远超人工操作。

通过 B 系列机器人的应用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机器人只要根

据工作任务要求配备合适的自由度，完全可以胜任绝大多数的操

作工作。机器人的高可靠性、高速度、高精度，有利于提高生产

效率，并节省加工时间。同时，其兼具动作灵活与多功能性，因

操作工具的不同以致功能也各不相同，为此可以实现一机多用。

可重复编程，所有的运动均按程序运行，故安全可靠。当用于恶

劣、危险的环境之时，工作质量依旧稳定，为此能够确保产品质量。

工业机器人生产运行成本较低，单件产品的投入产出比大，为此

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接着在 2015 年，北汽动

力规划设计、建设完成了 A 系

列发动机的第二条生产线，该

生产线兼容了两款差异较大的

产品的共线生产，A 系列生产

线吸取了 B 系列生产线的柔性

经验。在去毛刺工位更能体会

到机器人的优势所在，工件由

于机械加工时的挤压，零件油

孔毛刺便成为去毛刺的重点内

容。考虑毛刺轨迹的不可描述

特性和零件类型存在切换的问

题，北汽动力决定在去毛刺工

位采用工业机器人夹持工件。

去毛刺轨迹利用机器人的 6 自由度来完成，不同零件的加工程序

切换通过上料前对零件类型识别，然后交由机器人进行处理。配

合去毛刺刀具和动力头的正确选择，零件毛刺的有效去除率达到

100%。除此，还增加了机器人在恶劣环境，如清洗设备中的使用，

发动机缸体、缸盖生产线的最终清洗采用清洗机器人实现零件的

抓取、搬运、清洗、干燥。机器人抓取工件进入清洗设备后，根

几年来，通过工业机器人在北汽动力发动机机加工生产线

的应用和摸索，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机器人的魅力——工作稳定、

质量可靠、使用灵活，但同时也发现现阶段机器人在机加工的应

用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工厂技术维护、维

修人员处，现因机器人运动控制复杂，机器人的编程、调试、维

修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来维护与保养。

具体而言，工业机器人是集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传感器、

人工智能等为一体的数字化装备，技术附加值很高，应用范围很

广，作为先进制造业的支撑技术和信息化社会的新兴产业，将对

未来生产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生产线工艺规划

技术研发方面，北汽动力在工业机器人技术攻关设计水平方面有

了长足的进步。立志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植入到生产线柔性制造

系统 (FMS)、自动化工厂 (FA)、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 的

自动化工具中。通过采用机器人，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数量，并保

障人身安全、改善劳动环境、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节约原材料消耗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文 /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

限公司生产管理部 / 发动机工艺工程师王继东 )

百超移动折弯机器人将折弯工艺推进到一个崭新

的领域。Xpert 40 折弯机可配移动折弯机器人，提供

自动和手动折弯自由切换的解决方案。

在实际生产中，折弯工件的形状、尺寸和数量不

断变化。百超的核心目标就是快速、低成本地生产出这

些工件。因此，对现代折弯系统的要求为 ：适应这种变

化，帮助用户快速、高自动化生产，并且能够随时插入

手动折弯工序。

百超移动折弯机器人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要求。新

款 Xpert 40 配移动折弯机器人是快速折弯和移动自动

化之间的组合。可处理大批量工件，同时也可以手动折

弯小批量工件，切换灵活自如。

百超独一无二的折弯机器人系统，为用户提供了

大量灵活性，以适应不同订单。移动折弯机器人即插即

用，可以在任何环境中设置并投入使用。如果需要，它

可以快速移动到另一个位置。移动自动化解决方案与

Xpert 40 无缝连接，用户可以在几分钟内就设置好机

器人系统。整个移动折弯系统设计极为紧凑，只需插电

即刻开始折弯，不使用时，折弯机器人可以简单地移到

一侧。

另外，移动折弯中心的工作状态，可轻松实现夜

间无人值守自动化生产，24h 不间断工作，节省人工，

实现利润最大化。

芜湖固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工业机器人驱控系统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工

业机器人运动控制器、工业机器人伺服驱动器以及提供基于

固高运动控制器平台开发的各种行业应用工艺方案，以及纺

织行业机器人 3D 缝纫方案，制鞋行业的机器人鞋底喷胶打

磨方案，水泥装车码垛方案和教学行业机器人仿真示教方案。

随着人工成本的日益增加，机器人的应用就变得越来

越广泛，其中，搬运机器人就可以安装不同的末端执行器，

以完成各种不同形状和状态的工件搬运工作，大大减轻了人

类繁重的体力劳动。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搬运机器人逾 10 万

台，被广泛应用于机床上下料、冲压机自动化生产线、自动

装配流水线、码垛搬运、集装箱等的自动搬运。部分发达国

家已制定出人工搬运的最大限度，超过限度的必须由搬运机

器人来完成。

搬运机器人是近代自动控制领域出现的一项高新技术，

涉及到了力学、机械学、电器液压气压技术、自动控制技术、

传感器技术、单片机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学科领域，已成为

现代机械制造生产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

编程完成各种预期的任务，在自身结构和性能上有了人和机

器的各自优势，尤其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和适应性。

除此之外，应用机器人研发的上下料解决方案，针对

目标对象进行相应手爪的开发，采用气动机械结构，安全牢

固可靠，无掉件现象，能够实现断电、断气工件夹紧。手爪

夹紧工件时，靠摩擦力及夹紧力夹紧，同时有定位销辅助定

位工件，当夹紧面为毛坯面时，夹紧块可设计成浮动，适应

工件外形的铸造偏差。该应用已经在机械制造业、军事工业、

航空航天业和食品药品生产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固高工业机器人在数控加工、机床加工中都有应用，

同时拥有落地式和悬挂式两种方式满足不同工艺需求，提高

了工艺稳定性和工作效率，也为生产线的工艺变更柔性化提

供了更多种的选择。

未来，工业机器人将会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更

能模仿人的动作，其各个中间介质也将得以延伸发展，例如：

视觉、力传感器等的普及。工业机器人将最终实现人机协作，

尽可能地解放双手，让操作人员担任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

避免操作人员遭遇危险的概率。工业机器人的不断发展，技

术的进步，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先进的服务，智能抓取方面会

进一步发展，与互联网协同，智慧工厂的出现，会为用户提

供更加定制化柔性化的服务。

对于未来，固高机器人的重点还是做好工业机器人的

核心运动控制技术，同时将工业机器人应用层面进一步开发，

以满足不同行业的应用。不仅如此，找对行业领域，做重点

针对性的开发，才是真正为行业解决实际问题。

■ 芜湖固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安徽省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于晓东先生

■ 工业机器人在北汽动力发动机机加工生产线中

的应用

工业机器人助力生产更智能

工业机器人开启机加工新局面 传统折弯如何实现
真正灵活性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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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SLIO 家族中的新品 013C 紧

凑型 CPU，指令时间 20ns，装载

内存 128kB，标配工作内存 64kB

（可扩至 128kB），标配 2 路主动

连接 PG/OP 以太网口（switch），

1 路 MPI/PROFIBUS 从站接口，

集 成 16DI、12DO、2AI，4 计

数器 / 频率测量，2PWM/PTO，

可扩展标准的 SLIO 模块，单轨最多可

扩展 64 块。因 CPU 本体集成了一定数量的 IO，可进一步节省安

装空间并降低成本，是高性能小型设备的最佳选择。

继 MWCS2016，希格盟德在中国市场推出 28 系统 P750 系列焊接工作台和夹具系

统之后。今年，又带来了 16 系统 P750 系列产品和 MBX 永磁夹紧块。16 系统工作台和

夹具拥有与 28 系统相同的功能，但更适用于轻型、精巧工件的定位、夹紧，而且性价比

更高。而 MBX 三款永磁夹紧块（5kN、7kN、10kN)，可将永磁产品的使用快捷性和灵

活性融入到我们的夹具系统。此款产品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希格盟德夹具的功能，而且可以

替代一些传统夹具的功能，例如 ：台虎钳、压板等。这款产品可极大地节约操作时间。

意 大 利 Riello 利 意 路

VERTIFLEX 机器是一种十分

灵活的加工单元，它是由一条高

效率回转生产线和一台柔性加工

中心机床组合而成的。柔性的意

思是：可对尺寸（长 × 宽 × 高）

≤ 450mm 的任何形状或材料的

零件进行加工 ；工件一次装卡即

可进行五个面的加工，以保证加

工零件的高质量 ；可以有 8 把

刀同时对工件进行加工，使零件

加工时间大大减少 ；拥有最少的装卡时间 ；上、下料工作站和加工区隔离。

床身为熔接焊钢结构，具有自支撑和整体结构的特点以保证较好的静动态刚性。X、

Y 轴为横向移动的 3 轴加工中心，电机、传动系统和控制装置都在加工区以外，干燥区

没有铁屑和冷却液污染。

意大利 Riello 利意路的 6 个主轴的转塔式头，可对刀具作任意选择，头的旋转和

主轴的旋转采用相同的电机，头和主轴都是密封的，以防止铁屑和冷却液的进入，只有

使用中的刀具在旋转，其他的刀具不工作，这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主轴的磨损，同时也

不需刀具平衡。

BV 准双曲面减速器是 Atlanta

伺服减速器的全新开发，减速器输出

轴及安装法兰的选择范围广泛，任意

组合，再配以不同电机，可实现超过

1000 种形式。

BV 空轴直径大，速比最小可达

2.75，背隙＜ 4 弧分，最大输入速度

达到 6000U/min，设计紧凑且对称，

左右两边皆可作为输出。

德国惠朋(VIPA)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

希格盟德(宁波)焊接器件有限公司 

利意路（上海）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CPU 013C

16 系统 P750 系列产品、MBX 永磁夹紧块

意大利 Riello Sistemi 利意路柔性机床
生产线 Vertiflex 300/450

BV 准双曲面减速器

台达精巧标准型矢量控制变频器 MS300

兼具小型化、高功能、高信赖度以及安装简便

等优势，将每一份工业资源的投入转化为丰硕

的成果。优化的结构与免锁螺丝端子设计提供

便利的检修流程，节省安装与维修时间。友善

的使用接口，透过用途选择，便能轻易的完成

参数设定。内置 USB 功能，更可快速的参数

复制，提高生产效率。

该产品的特点 ：支持感应马达、永磁马

达开回路控制 ；输出频率范围 0 ～ 599Hz( 标

准机种 ) ；高频 1500Hz 输出 ( 高速机种 ) ；内

置 PLC 可程序编辑 (2K steps) ；内置 33kHz

高速脉波输入端子 x1(MI7) ；内置 33kHz 高

速脉波输出端子 x1(DFM) ；EMC 滤波器 ( 内

建 / 选购 ) ；具安全认证 Torque Off (SIL2/

PLd) ；全系列内建煞车晶体 ；新电路板涂层

(IEC 60721-3-3 class 3C2)，强化环境耐受性 ；5 位数高亮度 LED keypad( 可使用 E/

M/B 延长线外拉至控制盘面板 ) ；支持多种通信接口 :PROFIBUS DP、Modbus TCP、

EtherNet/IP、DeviceNet、CANopen。

台达集团
标准型矢量控制变频器 MS300

亚 德 客（ 中 国 ） 有 限

公司的精密滑台气缸 HLS/

HLQ/HLH 系 列 适 用 于 电

子行业的精准定位和高精

密 组 装 场 合。 精 密 滑 台 气

缸 HLS/HLQ/HLH 系列的

特点涵盖 ：结构紧凑，空气

接口位于后侧 ；高强度、高

精度和高负载，浮动接头设

计，活塞杆不承受额外负载

力矩 ；HLS 为交叉滚柱型，HLQ 为循环滚珠型，同时有对称型可选（HLSL/HLQL）；

HLH 侧滑轨系列可从四个方向安装固定气缸和三个方向配管。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精密滑台气缸 HLS/HLQ/HLH 系列

展位号：3H-B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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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指南

A008 贰陆红外激光（苏州）有限公司

A012 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A021 山崎马扎克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A078 恩耐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A088 帕玛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A118 村田机械株式会社

A165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168 爱克（苏州）机械有限公司

A188 Ophir Optronics Solutions LTD.

A188 德国柯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A188 上海融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A188 钨马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A188 北京贝斯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A198 苏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A218 普玛宝钣金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B001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B008 司浦爱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B026 上海嘉强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052 相干（北京）商业有限公司

B056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116 深圳市大族超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B118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C001 诺雷力（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C003 西斯特姆（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C010 达诺巴特（中国）

C118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170 贺尔碧格（无锡）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D033 意大利利雅路机床有限公司

D034 FACCIN S.p.A.

D035 莱菲尔德金属旋压机制造股份公司

D036 WEICON GmbH & Co.KG

D037 戴蔚（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D039 上海伊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050 Baublies AG

D051 HEB Hydraulik-Elementebau GmbH

D052 JUNG Hebe- und Transporttechnik GmbH 

D053 Gutekunst Formfedern GmbH

D054 巴腾堡州

D055 arcotest GmbH

D057 CSF Förderanlagen GmbH

D058 WAGNER Werkzeugsysteme Müller GmbH

D060 Lock Antriebstechnik GmbH

D061 Wiha Werkzeuge GmbH

D062 Kern GmbH - Spindel Full-Service

D063 mbo Oswald GmbH & Co KG Metakoricessung + 

linking technology

D064 Käfer Messuhrenfabrik GmbH & Co. Kg

D068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D088 博栗玛

D118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D128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158 利玛（天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D168 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D178 哈格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D188 Gasparini S.p.A,

E016 奔腾楚天激光（武汉）有限公司

E028 伯纳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E080 阿帕奇（北京）光纤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E082 三河市同飞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E086 江苏文拉折弯机模具系统有限公司

E088 天田国际工贸（上海）有限公司

E128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E158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68 山东嘉意机械有限公司

E168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E188 上海普睿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008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F068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F078 上海偲丹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F168 苏州锐特尔模具有限公司

F168 上海齐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F178 济南金强激光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F188 深圳市奥斯玛数控发展有限公司

F198 上海博牧数控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F198 上海鑫堃模具有限公司

F198 上海帛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F218 深圳市海吉科技有限公司

F228 上海同韧模具有限公司

F258 斯伯克数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F268 富美成钻头（上海）有限公司

F288 诺凡赛尔（上海）保护膜有限公司

A001 苏州施米特机械有限公司

A005 广州捷银电器有限公司

A006 上海智沁感应加热设备有限公司

A007 上海正汉管业有限公司

A008 耐柯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A009 泰州市山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A011 上海皆易自动化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A012 苏州市迅特液压升降机械有限公司

A015 泰州市利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A016 常州戴尔蒙数控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A016 比尔安达 ( 安徽 ) 纳米涂层技术有限公司

A017 北京欧瑞泰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A080 博莱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A082 光惠（上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A190 玖野数控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A192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A201 深圳市铭镭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A208 浙江泰禾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B001 上海弘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B002 株式会社クロイツ

B003 西刻标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B006 北京百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B007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B022 上海洁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023 上海冠头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B025 浙江金福隆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B026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B030 华中数控

B035 昆山奥玛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B036 威琰机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B039 广东和氏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050 洛阳博盈轴承有限公司

B052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B055 洛阳鸿骏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B056 桂林桂北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B080 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085 上海欧特传动机电有限公司

B089 云科智能伺服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B093 五轮商贸（东莞）有限公司

B096 奥拓福水刀有限公司

B126 上海宝涵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B128 苏州西帝摩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B130 凯厚传动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B130 爱姆卡（天津）工业五金有限公司

B150 济南奥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150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B152 上海位邦工位器具有限公司

B156 拓拉思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B180 佛山市普拉迪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C001 发弥工位器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C004 温岭百强机械有限公司

C005 蚌埠万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006 清华大学

C007 保定凯达锯业有限公司

C008 上海晟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C010 张家港汉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C012 天津天汇天龙锯业科技有限公司

C067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C068 沈阳基鼎贸易有限公司

C072 昆山弘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C074 东莞市一辉油压机械有限公司

C076 湖南晟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C078 常州市力源恒机械有限公司

C080 上海骋诺实业有限公司

C103 实耐宝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C123 上海武朝歌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C126 上海鑫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C127 上海园菱工贸有限公司

C133 銣佳科技有限公司

C134 润达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C135 南旭實業有限公司

C136 永鈿潤滑科技有限公司

C150 山东华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C155 昆山合济机械有限公司

C156 威库司锯业（上海）有限公司

C158 上海美田电器有限公司

C162 上海绪奇实业有限公司

C166 江阴金缘锯业有限公司

C168 上海汉英清洁机械有限公司

C172 宣城市建林机械有限公司

C180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186 浙江威力士机械有限公司

C188 苏州利玛迅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C192 佛山鹏旺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C220 江苏磊澄智能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D001 英普瑞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D006 杭州超控科技有限公司

D008 上海善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D009 青岛盛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D012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D018 上海新力机器厂

D020 台州台普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D021 浙江沪云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D026 镇江华端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D028 上海天逸电器有限公司

D050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D056 上海旭欧轴承有限公司

D058 广州普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D112 武汉科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16 上海韦戈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D118 仓敷化工（大连）有限公司

D119 上海金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D122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D128 昱隆昊（北京）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D152 江苏飞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D160 希而科工业控制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D161 金洲科技有限公司

D162 株式会社三桂制作所

D163 无锡市晨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D166 日商荣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68 振睿机械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00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E010 上海纽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012 普颂德科（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E015 北京欣斯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E016 苏州通锦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018 上海森亿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E026 天津太敬格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E030 Kasto Maschinenbau GmbH & Co. KG

E032 普威特涂层（哈尔滨）有限公司

E170 日本株式会社今尾上海代表处

E210 苏州赛帕埃惜贸易有限公司

F026 上海郝驰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F052 苏州市新大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F055 上海中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F058 湖北协恒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F066 南京哈北量具刃具销售有限公司

F067 常州优德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F089 史丹利五金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F095 武迪（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F096 上海杜索润滑油有限公司

A001 上海田中机械有限公司

A008 广州市海目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A018 诺克（天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A068 无锡庆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B001 山东镭鸣数控激光装备有限公司

B008 深圳市光大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018 济南新天科技有限公司

B026 河北豪威电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B031 上海恒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B032 上海瀚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B036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001 重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006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050 济南驰特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C060 苏州中科中美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C070 苏州阿斯米特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C090 上海三克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D001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050 华夏星光工业设计江苏有限公司

D058 深圳市耐恩科技有限公司

D060 上海首坤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D070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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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CS2017 部分参展商名单
（此名单仅供参考，准确名单以现场为主）

希格盟德(宁波)焊接器件有限公司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IAS-2017-3.indd   15 2017/11/8   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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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微信

堡盟 —— 传承经典  感知未来

堡盟展位：6.1H B167

过程仪表

传感器解决方案

视觉技术

运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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