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利用风能，扬帆启航  

柔性化细纱超长车实现完美纺织

软件控制实现智能包装

快速建模,确保杆位

流畅的灌装

少即是多

06
/2

00
9automotionautomotionautomotionautomotion



30

14

32

8

21

Automotion

所有人：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国内联系：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田林路487号宝石园21号楼

200233

Te l：021-54644800

Fax：021-33675666

公司主页(中国)：

www.br-automation.cn

www.br-education.com

免费索阅：

info.cn@br-automation.com

06/20092

目 　 录



亲爱的读者，

大家好！

高效自动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今天，机械制造的开发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注重经济效益。在设计机械时，我们必须考

虑到机器的运行成本。因此，高可用性的能源

效率和低成本的诊断维护都是提升机器经济

效益重要的决定因素。

智能化仿真工具的使用可以大大缩短开发周

期，从而为快速完成机器的连续生产提供充分

的准备。具有高协调性的软硬件产品为获取具

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基础，并且有益

于实现资源更有效的利用。此外，智能化诊断

系统也能显著减少设备的维护成本，确保机器

具有高可用性。这样，设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的总成本可以降低高达25%。

我们贝加莱能够为您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让您

在下一个创新开发项目中获得更高的效率和

更强的竞争力。

祝您阅读愉快！

Andreas Enzenbach

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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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3日~30日，“贝加莱竞争力传

递之旅-差异化竞争力”研讨会PA路演成

都、西安和南京站相继举行，有超过150家

系统集成商、设计院、产品制造商参加了本

次路演活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贝加莱

的差异化竞争力”。本次会议除了贝加莱作

为主办方，与贝加莱紧密合作的伙伴奥地

利安德里茨（Andritz）、德国飞华（FIWA）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中科大国祯、安

徽安加莱工业自动化等也积极配合，在路

演活动中进行了贝加莱控制系统使用的

体会和经验，《Control Engineering》、“

中国工控网”、《自动化博览》、《今日自

动化》、《弗戈工业》、《自动化信息》、《

工业仪表与自动化装置》等媒体也参与了

本次路演，并积极配合前期的报名与宣传

工作，Ethernet POWERLINK中国用户组

织作为会议协办方也参与了本次会议，介

绍了Ethernet POWERLINK技术及其实

现和加入中国组织的流程，会议取得了非

常好的效果。

“开放性，智能分布，一体化平台”是三个

贝加莱演讲的主题，X20产品具有丰富的

第三方通信接口，可以被轻松的集成到第

三方主控中去，也可以连接各种不同的第

三方设备，通过工程师演示，在短短几分

钟内，就能够将贝加莱 X20分布式I/O轻

松地集成到以其它主流CPU为核心的PLC

系统中去，比如：SIEMENS、Rockwell 

AB、Schneider或OMRON的CPU，从而

在不更换程序的情况下实现I/O部件的成

本节省方案。

而Automation Studio则体现了未来软件

贝加莱“竞争力传递之旅” PA路演2009

工具发展的趋势，它不仅仅是一个开发工

具，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发平台，将显

示、驱动、控制、网络的开发融为一体，实

现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全流程开发，从配置、

项目规划与管理、编程、模拟仿真到设备诊

断与维护，Automation Studio能满足企业

整个设备控制及整厂监控的需求。

贝加莱的APC系列工控机则以其紧凑和

略显“酷”的外形赢得了与会者的眼球，而

其“无风扇设计、内部无电缆连接、免维护

级的极高可靠性以及长期供货的承诺”则

更是赢得了最终用户的赞赏和兴趣，APC

是一种机柜安装的高性能工控机，它严格

遵循了工业计算机的设计标准，可靠、安

全与稳定性极高，在欧洲和中国市场已经

被诸如港机、煤矿、市政、电力等领域的客

户大量使用，被证明是“真正意义”上的工

控机。

与会的各个集成商、设计院表现出了对贝

加莱的系统和产品的浓厚兴趣。活动中印

象最深的是客户们对产品表现出的极大

兴趣，以及围绕产品进行的深入交流与互

动。基本上每一站的参会人数都达到甚至

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客户们专注的眼神、积

极的提问，使现场气氛非常活跃。休息期

间，很多与会者就产品的技术细节进行了

交流，与贝加莱的资深工程师进行了针对

具体项目应用的问题探讨。在会议现场的

调研表上，很多客户都写下了对贝加莱产

品特点的认可以及建议和意见。

会后，有部分与会者仍然没有离开，与现场

的贝加莱人员进行了未来合作的讨论，并

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在今后

更多的举办此类路演活动，以期能够更多

的与用户、集成商进行信息的交换和市场

机会、合作前景的挖掘探讨。

——开放性、智能化、分布式、免维护和一体化平台提升贝加莱的差异化竞争力

贝加莱PA技术部经理　樊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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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2009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风电技

术国际研讨会”在二工大图文中心隆重召

开。来自加拿大瑞尔森大学、IEEE多伦多

分会、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东华大学的专家以及二工大各学院

领导和科研骨干近50余人参加了会议，共

同探讨了风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科建设方

面的问题，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作为特约嘉

宾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做了主题演讲。

二工大校领导徐佩莉书记参加了开幕式，

胡寿根校长到会并致欢迎词，瞿志豪副校

长主持了开、闭幕式并全程参加了会议。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贝加莱奥地利总

部的Peter Kronberger先生做了主题

为“B&R Solution for the Wind Turbine”

的演讲。Peter Kronberger先生是专项负

责风能技术开发的资深研发工程师，他就

B&R在风电行业的优势以及针对主控、变

桨控制、安全逻辑、MATLAB/Simulink仿

真技术在风电建模方面的整体方案进行了

精彩的演讲，与会者认真倾听了演讲并进

行了提问交流。

灵活开放的贝加莱PLC具有高级语言开发

能力，非常适合应用在风能的复杂控制系

统算法方面。另外，贝加莱产品能够适应

低温工作环境，满足风电机组野外恶劣环

境的要求。2008年，Mathworks和B&R合

作，在B&R Automation Studio开发工具包

中集成了MATLAB/Simulink仿真工具包，

使“基于建模（modeling Based）”的风

机整机控制设计变得简单而高效。在MAT-

LAB/Simulink编辑的控制模型和控制算

国际风能技术会议隆重召开

法中，只要通过自动代码生成器，就可在

Automation Studio项目中集成Simulink模

型代码。用户可以很简单地将现有的Simu-

link模型移植在贝加莱的硬件上使用，在实

际的硬件对象上验证算法和对象，这样大

大减少了时间降低了成本，也避免了很多重

复代码的编辑和错误。ACOPOSmulti伺

服驱动系统能够满足变桨所需的稳定可靠

的运动控制需求，并且，其内嵌的CPU能够

实现SPT（Smart Process Technology）

功能，使整个系统快速响应外力瞬变并以

最佳的曲线优化来降低机械冲击。Safety 

Logic技术使得在特殊的操作及外界恶劣

环境下，安全逻辑动作能够使风电机组按

照预先设计的保护模式进行工作，对机组

进行安全保障。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有近50年的校史，是一

所培养高等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骨干院

校，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实际问题分析与

操作能力，并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思路和培

养模式，因此，在2008年与贝加莱建立了

联合实验室，装备了11套完整的贝加莱控

制系统，包含HMI、PLC、分布式I/O、伺服

驱动系统、电机和软件平台的实验操作平

台，并积极与企业进行共商如何更好的进

行学科建设与师资力量的深度培养，在这

方面，与贝加莱一贯的务实作风形成了共

识，此次邀请贝加莱参与国际风能会议旨

在共同探讨风电技术的发展与风电技术人

才培养及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会后，二

工大的领导与贝加莱、上海电气风电设备

等企业方以及清华、东华大学、瑞尔森大

学就如何培养实用型人才、风电学科发展

方向、师资培养、实验室建立等进行了深

度交流。

贝加莱一贯支持大学的科研与学科发展、

实验室建设，并为此积极献计献策，力求

使得国际领先的前沿技术与大学实际教学

与学生学习相结合，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

技能的“双高”人才做贡献。

——贝加莱应邀参加2009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风电技术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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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8日-21日Chinaplas在广州琶

洲馆举行。本次Chinaplas，贝加莱主题

明确——传递“贝加莱竞争力”——“拿

来即用”、“缩短Time  to market”和降

低成本，推出全新的、极具竞争力的塑机

控制器产品——Smart Mold88和Smart 

Pump。

Smart Mold88（中文称为“巧塑88”）和

Smart Pump是此次Chinaplas 上B&R主

推的两款全新产品。与传统的控制系统方

案不同，Smart Mold88为智能型标准化

控制器，它体现了“Smart”这一理念的核

心——自动配置向导在可视化界面下提供

工艺流程设置、I/O自由配置、I/O级的诊断

与维护、SPC统计过程分析工具等，这些手

段对于塑机制造商而言极具诱惑力，因为

使用者无需编程，意味着学习成本的降

低，而且试车时间将被大大的缩短，库存

量也将减少，三天内即可完成机器的系统

构建，可缩短80％的试车时间。“拿来即

用”、缩短“Time to maket”、降低成本，

这些构成贝加莱Smart Mold88的竞争力

核心，这些竞争力也将被传递到塑机制造

商那里从而形成他们的竞争力。

Smart Pump则是为响应终端客户对于节

传递“贝加莱竞争力”

能这一主题的迫切需求而研发的，Smart 

Pump配置了贝加莱ACOPOS智能型伺

服驱动器和变量柱塞泵。ACOPOS嵌入

了高性能CPU，用于处理高速的压力和流

量控制任务，系统中的压力和流量信号可

直接通过模拟量模块输入，其数据采集、

处理由该驱动器直接完成，能够满足对于

压力和流量控制更快、更精确的需求，保

证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能量优化。经测

试，它可以节能50％～80％。而参数设置

通过普通的笔记本电脑或简易的HMI即可

完成，简便适用。

Smart Mold88和

Smart Pump是两款

体现了贝加莱数十

年塑机行业技术和

经验积淀的产品，与

传统的方案不同，其

产品设计为标准化

型控制器，实现“拿

来即用”，这不仅对

于客户，对于贝加莱

自身以及终端客户都获得了成本的降低。

“拿来即用”、缩短Time to Market、降低

成本——这些都是贝加莱竞争力的核心。

通过本次Chinaplas与塑机制造商的深度

接触，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塑机制造商对于

竞争力的寻求已不再仅仅是通过价格战来

实现，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产品的性能、品

牌的塑造，持续的创新能力，这些都赋予

了塑机厂商差异化的竞争力，而他们也不

断寻求提高他们自身竞争力的合作伙伴，

贝加莱的这些竞争力理念已被普遍认同，

并得到了厂商的推崇。在展会现场，尽管

贝加莱所处的11号馆距其它展馆较远，但

仍然有大量的参展商来到贝加莱展台进行

商谈，充分体现了“贝加莱竞争力”的魅力

所在。

本次展会，贝加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

得到了塑机制造厂商的认可，而且获得了客

户对于“贝加莱竞争力”的认同。在未来，

贝加莱将与塑机制造商更加密切的合作，

共同塑造竞争力。

——B&R创新产品和方案亮相国际塑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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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是一家全球知名的自动化产品及方案供应商，创新的理念伴随贝加莱不断成长，并引领技术发展的潮流。自1996年进入中

国，十几年的发展，贝加莱始终贴近客户，致力于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优秀的解决方案和贴身技术服务，应用领域广泛，诸如：包装、纺

织、印刷、塑料、木材加工、金属加工、交通、污水处理、冶金、电力、医药、楼宇等。为感谢广大用户对贝加莱长期的支持，彰显贝加

莱创新产品和技术在各行业应用成果，同时总结过去，迎接新的挑战。现举办“无所不在的应用，尽在贝加莱控制系统” 征文活动，

期待惊喜连连。

一、征文对象：厂商技术人员、系统集成商、设计院等，以及贝加莱学界联盟所有成员（包括老师和学生）

二、征文时间：截稿时间：即日起 -2009年9月20日

三、征文内容：

　　1. 贝加莱自动化技术与产品在各行业的应用，范围涉及设备制造领域（OEM）和过程控制领域（PA）的各个行业；

　　2. 贝加莱产品在实验室阶段的应用

四、征文要求及格式：

　　字体：标题宋体三号，正文宋体五号，英文Arial

　　要求：1. 标题醒目、贴切、简明扼要；

　　　　  2. 结构完整——项目叙述的逻辑结构清晰、完整；

　　　　  3. 重点突出——B&R系统的重要特点和实施的难点描述的丰富而详细；

　　　　  4. 图片力求清晰——高分辨率图片（jpg格式，分辨率大于300dpi（大于200kb））；

　　　　  5. 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名称及详细联系方式（电话、邮编、地址、电子信箱）；

　　　　  6. 可以接收曾在全国相关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但请注明刊物名称、期号和页数。

　　字数：3000字左右

五、投稿方式

　　1．在线投稿：http://www.br-automation.cn/news/Contributors.asp

　　2．E-mail至：lin.wang@br-automation.com 标题注明“贝加莱征文大赛”。

　　3．请传真至：021-33675666　咨询电话：021-54644800-307  王小姐 

    注：所有来稿将经权威专家审阅，凡符合要求的稿件，我们将推荐发表到业内

　　  各权威期刊杂志上，并予以结集出版，最后统一邮寄到每位投稿者的手中。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 奖品：贝加莱颁布的证书一个+3G上网笔记本电脑一台

 二等奖（两名） 奖品：贝加莱颁布的证书一个+Sony PSP一个 

 三等奖（五名） 奖品：贝加莱颁布的证书一个+8GB   U盘一个

 优胜奖（数名） 精美纪念品一份

*此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所有

无所不在的应用，尽在贝加莱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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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风能，扬帆启航

伴随着著名的Alpha Ventus项目

——德国首个海上风电场的建设，

一些能源公司宣布进入了一个新纪

元。所有现场系统包括直升机停机

坪的照明设备以及相关的监控与通

信系统，都必须在外海的恶劣条件

下无故障运行。对于控制系统来说

这是必须达到的；然而，高可靠性

不仅意味着拥有自动防故障的硬件

系统，而且操作系统也必须满足长

时间连续作业。

德国首个海上风电场坐落在北海（距Bor-

kum岛以北45公里处），目前由DOTI公

司负责建设，DOTI是由德国E.ON、EWE

和瑞典Vattenfall三家能源公司组成的合资

企业。在未来一年中，12台5MW的风机

将并网发电，为50000户家庭提供电力供

应。根据项目进度，在2008年9月底需要

完成带变电所的平台系统。该平台主要包

括船舶坞站、直升机停机坪、工作间以及

其他基础设施，是Alpha Ventus海上风电

场的后勤中心。此平台需要保证船只和直

升机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安全停靠而不发

生任何问题。海上平台高60米，在水下深

度为30米，配置了极为可靠的照明系统以

及灾害情况下的保护和监控系统，贝加莱

的系统很好的承担起了以上的重任；基于

贝加莱技术的专用控制系统负责采集、处

理航标信号和监控设备信号，并将其传送

到位于陆地上的风电场主控室。

“显然，飞机起落跑道的航标灯必须保

证无故障工作”，Klenk集团创始人兼

Klenk-Airport-Equipment GmbH公司总

经理Peter Klenk说道，“简单地开启和关

闭相应的航标灯肯定是不够的，然而这一

点并非显而易见。”

复杂的控制设备

根据不同的机场类别，各地的规章和标准

也是不尽相同的，目前的项目中就必须考

虑到系统的测试系统，例如包括相关绝缘

测试以及灯光故障测试等功能。

“控制器不仅需要控制上百个航标灯，处

理众多的信号，而且在出现报警或者紧急

状态下例如停电时，能够确保主控室在一

秒内收到错误报告”，Peter Klenk解释

道。因此，控制器运行必须快速有效。

那么为什么不考虑标准PC来处理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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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解决方案对我们来说非常适用

——很高的可靠性，一体化的外围

设备与显示单元(HMI)也能够体现该

方案极好的灵活性，即使现场配电

柜距离控制中心很远，也很容易进

行诊断或者调试。”

Peter Klenk

总经理

Klenk-Airport-Equipment GmbH公司

直升机停机坪的访问安全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

所有系统任务通过贝加莱的X20 I/O传送到控制

器。

任务呢，这位经理做了如下说明：“即

使选用更高标准的工业PC也无法保证系

统的可靠性，运行一段时间后，PC硬件

会出现问题或是操作系统运行更加缓慢

甚至瘫痪。”这样的状况，即使在保证

该PC不联接互联网以及不安装其他软件

的场合下，依然无法避免。 

 

采用商用PC操作系统的风险因素

机场技术专家对于使用冗余结构或复杂的

带RAID功能的PC服务器系统即使加上其

它安全措施依然有所犹豫：“除了PC死

机问题尚待解决外，昂贵的初始成本和复

杂的现场维护也是问题。对于拥有足够人

员的大型机场来说这也许是可行的，但是

对于支线机场或海上平台来说，在每一个

配置上花费数千欧元，并且还需要配备专

门的维护人员，这两点都是无法接受的。

完全的可靠性与合理的成本在这里构成了

必要的评判标准。”

其结果就是，Klenk公司的专家们开始为

机场控制系统（ACS:Airport Control Sy-

stem）寻找可选的硬件平台，最终采用

了基于贝加莱Power Panel和X20 I/O系统

的整体解决方案。Peter Klenk解释说：“

该解决方案对我们来说非常适用——很高

的可靠性，一体化的外围设备与显示单

元（HMI）也能够体现该方案极好的灵

活性，即使现场配电柜距离控制中心很

远，也很容易进行诊断或者调试。不仅

贝加莱的产品具有极高的品质与极佳的

性价比，而且他们确实认真考虑了我们

的项目需求，积极地为我们提供所需的

支持，即便我们目前来说并不属于他们

的核心客户群。”

开拓精神与灵活性

Alpha Ventus（海上风场）项目是一个具

有开创意义的项目；因此，要求项目中的

每一个人都具有灵活机动的特质与奉献精

神。Peter Klenk强调：“北海石油钻井

平台已经装备了直升机停机坪，但是那

项技术与Alpha Ventus的项目要求还不

太一样。”

在该项目中，用来帮助船只或者直升机

安全抵达的停机坪的照明和海上灯塔的

控制是连续工作且不允许出错的，每个

平台的控制器还需要受控于位于控制中

心的Klenk公司的海上交通管理系统，这

两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系统。“我们在

国内和国际航空标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这有助于我们开发自己的机场控

制系统（ACS），”Klenk公司事业部经

理说道。

这个海上平台系统与石油钻井平台相比还

有一点最大的不同是：无人值守；直到并

网发电开始，该平台都是无人值守的，而

且在以后的运行中，平台上只部署少量的

维护人员。封闭式的结构可以解决非法侵

入问题，但由于国际法要求类似海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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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nk Gruppe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81年

员工人数：约35人

公司地址：Nordholz和Bodnegg-  

　　　　　Rotheidlen（德国）

产品＆服务：航标和机场设备，工厂

　　　　　及加油站建设。

www.klenk-gruppe.de 

目前，位于北海的德国首个海上风电场正在建设中。

必须提供相应的营救通道，所以平台结构

必须是开放式的。解决方案是：人员一旦

出现在平台上，带运动传感器的访问安全

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就会发出报警，报警

通过贝加莱的X20 I/O系统接收，并立即

传送到中控室的Klenk管理系统进行分

析，然后告知控制站点潜在的安全问题和

危险情况。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如果平

台上供电出现问题，例如启用了平台上的

紧急发电机，甚至启用内置UPS电源，或

者是与控制中心通讯出现了故障，那么平

台上的现场控制器就会把相应的错误信息

及时传送到陆地上的控制中心。

 

基于贝加莱技术的全面解决方案

“由于平台无人值守，因此我们还在系统

中集成了一个气象站，它可以在飞机降落

前把现场的气候情况以无线电方式自动发

送给飞行员，”Peter Klenk补充说。除

了直升机停机坪、海上航标、MET系统

（气象站）和视频监控系统外，Klenk公

司在每个平台还配置了用于和船只与飞机

进行无线电通讯的通讯系统，以及专用的

加油管道。

2009年初，当德国首个海上风电场仍在

继续建设的时候，这个海上平台已经开始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作为合格的供应

商，已经证明了自己在导航和航空领域

中完全可以灵活地提供完整的解决方

案，”Peter Klenk自豪地说道，“同时

也为将来与贝加莱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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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化细纱超长车实现完美纺纱

带集体落纱的细纱超长车是一个面

向未来的机器设计，不仅仅是因为

它所要实现的高性能技术指标，并

且对于用工、占地等投资也会有大

量的节省，就实现细络联、粗细联

来说，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对于未来

机器的柔性整合至关重要。进入21

世纪，上海及长三角飞速发展的经

济环境、金融环境、信息环境和环

保环境，为太平洋机电的持续发展

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更大的挑战。他们在考虑更具竞争

力的产品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

争。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具影

响力、专业从事纺织机械及纺织器材制造

的大型企业集团之一，专注于制造棉纺机

械、化纤机械、印染及后整理机械、针织

机械、毛纺机械等成套设备。2007年开

始，他们启动了带集体落纱的超长细纱机

产品开发计划，设计高达1512锭的超长

车设备,这是一项卓越的挑战。 

独立驱动技术是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这

必然被考虑在列，通过取代机械机构的复

杂传动，采用伺服独立驱动，使得机器更

加具有柔性化，能够适应终端客户对于纺

纱工艺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特殊安装需求

虽然，自动化程度和独立驱动很重要，但

是，纺织机械行业有很多特殊的要求必须

首先被考虑，例如：散热方式。因为纺织

机械所处的工作环境中，纤维漂浮物会积

聚到电气柜里，对柜子的密封性要求高，

但是这对于电气元件的散热造成了极大的

影响。因此，通常这些机器都要求散热装

置安装于机柜的外面，以便整个电气柜的

密封性得到保证，贝加莱的ACOPOSmul-

ti穿墙式安装方式极好地适应了这一特殊

需求。

节能设计

另外，设备的成本也必须考虑在内，一方

面是整体的硬件投资成本，另一方面是系

统的运行成本。因为纺织机械是一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领域，ACOPOSmulti伺服驱

动器的逆变单元具有双轴驱动能力，14个

轴只需要7个伺逆变单元，这将大大节省

成本。因此，在项目的初始阶段，上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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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驱动系统解决方案对于终端客户来说意味

着巨大的成本节省，更重要的是令客户的整体生产

效率大大提高。”

李天卫

技术中心主任

太平洋机电集团

太平洋机电的新型细纱超长车在提高品质的同

时，让整个纺纱过程变得更简单、更灵活。

纺机技术中心主任李天卫先生就非常关心

ACOPOSmulti这个采用了共直流母线技

术的产品。ACOPOSmulti也支持较大范

围的电源支持能力，从230VAC～480VAC

宽广的电压适应范围使得即使在电源不稳

定的情况下，ACOPOSmulti也能提供稳

定的驱动电流输出，确保了机器的可靠

运行。

不仅仅是伺服驱动器本身成本的降低，能

够提供能量再生的ACOPOSmulti也同样

大量节省了能源。通过内部的节能设计，

分别处于运行和制动状态的电机相互之间

进行了很好的能量平衡，直流母线将那些

制动的电能进行了重新的分配，而不是通

过热能的形式散发掉。高功率因素设计的

ACOPOSmulti也保障了能量被充分的利

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节省了运行

中的能量。

CAM曲线实现灵活的纺纱工艺变换

所有的控制实现均是为了保证纱线的成

纱质量，并且变化的需求也非常重要，

针对不同的纱线，需要有不同的工艺方

案，而这牵扯到复杂的因素。在过去，

这些变换都是通过机械齿轮的改变来实

现纱线品种的变换，而如今，这些因素

被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纱线的支数、捻

度、牵伸倍数、纺纱成型等作为变量被考

虑，张力、速度、加速度等作为控制量。

机器在进行每次更换品种纺纱时，操作人

员可以方便地在人机界面中对纱线的成型

和需要达到的质量工艺参数先行进行相应

变量设置，然后，贝加莱PCC运行这个模

型为系统提供整个生产过程相关传动参数

的计算和CAM曲线的生成，它使得纺纱

工艺转换变得更加简单。而对于操作人员

来说，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在贝加莱Power 

Panel触摸屏上把所需要达到的纺纱技术

工艺参数输入进去就可以了，这既易于学

习，并且很快就能够实现高质量的纺纱。

电子凸轮CAM技术的应用使得纺纱成型

变得简单，与传统的机械凸轮机构相比，

它消除了机械磨损所带来的机器维护成本

的上升。并且最重要的是，采用伺服驱动

后，通过数学模型和经典凸轮成型公式的

应用，整个成型工艺变得更加灵活，它无

需对机械组件进行重新的变化，而仅仅只

要通过成型节升参数的设置，伺服系统就

能自行运行不同的CAM曲线来实现不同

纺纱过程对于传动的要求，以达到最优的

纺纱成型效果。

同步控制

钢领板的升降、牵伸罗拉、锭子等的各

个单元传动均采用独立驱动技术，并集

成自动落纱装置，该机型锭子转速高达

25000r/min，多个伺服轴之间建立了紧

密的电子传动比和电子凸轮CAM关系，

同时在为保证开车纱线留头率的钢领板升

降和快速切换到纺纱第一点曲线速度时，

各运动单元之间的联动，对于同步性要求

之高超乎想象。Ethernet POWERLINK非

常好地适应了这个高度同步的要求，多个

运动单元之间不断通过Ethernet POWER-

LINK实现高速的数据交换，以确保相互

之间同步关系的捆绑。即使在突然断电

的时候，各个运动单元之间依然能够保

证同步降速直到停止，以保证高质量的

纺纱需求。

对于超长细纱机而言，前、中、后罗拉

在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在加压牵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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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机电集团简介：

成立时间：1994年

员工人数：超过3000人

年营业额：约15.6亿人民币（2006

年）

公司地址：上海（中国）

产品＆服务：专注于制造棉纺机械、

化纤机械、印染及后整理机械、针织

机械、毛纺机械等成套设备。

www.china-pmg.com

ACOPOSmulti伺服驱动器凭借POWERLINK实现

与多个运动单元之间的通信，完美地保证了系统

的快速同步运行。

扭矩的传递会使罗拉产生微小的机械变

形，这些微小的变形对于成纱质量而言

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工程师们设计了头、尾两段独立驱

动罗拉的传动方案，在解决机械变形的

同时，对于同步的要求更加高了，两段

罗拉之间必须确保高精度的同步才能保

证纱线生产的一致性。

高质量的纱线

钢领板的升降、牵伸罗拉、锭子等各个单

元的独立驱动，使得纺纱条件实现理想化

状态成为可能，数字化控制可实现最优化

纺纱工艺参数，如细纱恒张力纺纱，能使

纱线成纱质量进一步提高，提升产品档次

和附加值。管纱成型的优化，可提高纱的

退绕性，为自动络筒机的纱管高速退绕提

供了条件。

集体落纱时间缩短到小于3分钟，而开车

留头率达到97％以上的高标准，使细纱机

的辅助生产时间大大压缩，节约了用工成

本，降低了操作员工的劳动强度。

竞争力的提升

无论对于新增的投资或者技术的改造而

言，采用超长细纱机，相对于短细纱机，

它减少了车头和车尾的数量及设备与设备

之间必须留有的占地空间，因此大大节省

了占地面积，节省了对厂房的投资。

“集体落纱大大提高了落纱效率，省去

了空管纱的整理工作，并且节省了大量

用工，这对于终端客户来说意味着巨大

的成本节省，也显著提高了我们的设备

竞争力”，李主任说，“这些都是我们

超长细纱机所具备的竞争力，它不仅仅

在于质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对客户的

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非常具

有竞争力的机器设计”。

愉快的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合作，不仅仅是因为

贝加莱的产品，而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当地

的合作伙伴快速地把握了太平洋机电对工

艺设计的需求，并且及时有效的技术服务

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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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塑料薄膜挤出生产线中，定量给料精度问题是一个难题。为了实现精确的塑料颗粒混合比，意大利Syncro公司完

全信赖贝加莱的控制技术。

定量给料是塑料挤出生产线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它是根据原料特性（颜色、重

量等）来设定程序的，以此实现需要的

产品特性。意大利机械制造商Syncro公

司是该领域的专家，专门生产功能强大的

称重、传送、测量、控制和冷却系统。“

虽然我们公司才成立两年，但是我们的员

工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可以为客户提供

尽可能最好的服务与支持以满足他们的需

要，”Syncro公司总经理Gabriele Caccia

说道。Syncro公司总部位于米兰，在中国

和巴西有分公司。在2008年，20人的公司

实现了250万欧元的销售额。

塑料薄膜的生产工艺包括吹膜、流延和拉

伸等。“我们的设备可以轻松地集成于各

种塑料挤出加工过程中，”Gabriele Cac-

失重测重与定量给料

cia补充道。“如今，我们大约90%的产品

用于出口，目标市场主要集中于北美和亚

洲市场。”

失重测重系统

“我们的系统主要是针对塑

料颗粒的定量称重而设计

的，”Syncro公司总经理说。

他们的系统不仅可以在上游加

料称重中通过测重来控制原料

流量和克/米比；而且还可以完

成下游挤出过程中塑料薄膜横

向厚度的测量和调整。

为了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

位，Syncro公司的定量加料和测重系统

拥有诸多专利。“最近我们申请了两项专

利：其中的一项用于分批给料系统，它通

过失重测重的方式运行。另一项用于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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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ro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2007年
员工人数：20人
公司地址：Busto Arsizio - Varese
　　　　（意大利）

产品＆服务：定量给料和测量系统、

　　　　　重力控制混料系统、自动

　　　　　横向厚度控制系统

www.syncro.st

“因为使用了失重测重的方

式，我们的Sybatch分批给料

系统推出后很受欢迎。”

Gabriele Caccia
总经理

Syncro公司

每一个定量给料单元都配备了一个贝加莱Power Panel，并使

用Visual Components软件来创建最佳的可视化系统。测厚系统，”Gabriele Caccia说道。

重力控制分批混料

据Caccia所言，Syncro产品系列中的一大

亮点是他们的Sybatch定量给料系统。这

是一个重力控制分批混料机，它是根据失

重测重的方式运行的，可以同时进行多批

次的加料和混料。Sybatch克服了传统分

批混料机的诸多劣势。

在传统方式中，各种塑料颗粒首先经称

重，然后送入混料机中。但是在Sybatch

系统中，颗粒分批直接通过安装有高精度

传感器的料斗进入混料机。与传统的分批

混料机相比，该系统将每个批次的处理时

间缩短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大大增加了整

个原料的流量。因此，该定量给料系统每

小时的产出量得以显著提高。

光发射器测量薄膜厚度

Syncro的另一个创新是他们的光学测厚方

案。“在最普遍的薄膜测厚方案中会使用

β射线、X射线或红外线，”Gabriele Cac-

cia解释说。“与这些方案不同，我们的光

学测厚仅需使用一个光发射器，并不会涉

及到危险的射线，而其他测厚方式则需要

一个光发射器和一个光接收器。”Syncro

的测量装置更灵活，没有光接收器意味着

它不仅可以处理流延膜，而且可以测量气

泡膜厚度。由于发射器的安装位置更靠近

挤出头，因此可以大大加快自动开闭环控

制，显著缩短实际应用中数据的响应时间

和建立时间。“与红外线技术相比，这一

方案的另一大优势是它可以测定黑色薄膜

的厚度，”Gabriele Caccia强调。

统一的自动化平台

这一意大利制造商广泛的产品系列主要

针对细分市场，因此满足特定客户的需

求尤其重要。“特别是针对B2B客户如

Gloucester Engineering公司、Brenton 

Engineering公司和Morecro Engineering

公司，机器的适应性是决定性的标准。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很信赖贝加莱

的自动化平台的原因。他们为我们的机器

提供了统一的控制单元，集控制、显示于

一体，同时也可以作为本地CPU的用户化

界面，”Gabriele Caccia阐述道。

每一个定量给料单元都配备了一个贝加莱

Power Panel，并使用贝加莱功能强大的

Visual Components软件来创建可视化应

用程序，而且没有任何额外的授权费用。

每个定量加料单元通过Ethernet联网，实

现与中央工业PC的通信。应变测量系统使

用了贝加莱X20系统24位分辨率的通用模

块，让定量加料变得快速、精确。

Syncro目前正在为薄膜厚度测定开发新

的应用程序，这将涉及到贝加莱的Power 

Panel、X20 I/O和ACOPOSinverter。变频

器将应用于塑料薄膜生产线中，利用反馈

构成闭环控制。

在Gabriele Caccia看来，贝加莱产品的一

大优势是其可以完全无缝集成于其他系统

中。此外，客户也能从Power Panel内置

的Ethernet接口中获益，通过Internet实

现远程诊断。“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快速访

问本地客户的网络，从而顺利排除机器故

障，”Gabriele Caccia强调。

结论

由于在构建统一的控制平台方面有了积极

的合作经历，Syncro将在以后的项目中延

续与贝加莱的伙伴关系。为特定客户选择

精确的定量给料和测量系统，为他们选用

最优化的机器方案，这些将有助于Syncro

在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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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剧的竞争与不断增加的成本

压力都会使产品的创新变得极其重

要。为了响应这一创新要求，一些

包装机械制造商开始认真选择最先

进的自动化技术，确保增加产量的

同时也能降低生产成本。

西班牙立式包装机制造商INEVER公司位

于Dosrius（巴塞罗那），自从成立以来

发展迅速，不间断的研发投入确保公司获

得成功。INEVER全新的管状包装机Stick-

Pack专门针对咖啡、糖类、药物等颗粒状

和液体产品进行包装。如今的管状包装变

得日益流行，食品、化妆品和医药领域的

著名公司如雀巢、卡夫食品、艾美罗医药

等都是其客户。

寻找灵活的控制系统

几年前，公司管理层就意识到，原来的自

动化方案已经过时了，需要对自动化系统

做出积极的改造，以此提高产品在市场上

的竞争力。其中最主要的一些要求有：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在自动化方案中

集成远程维护功能。

高度模块化

在经过了全面的接触以后，INEVER决定

使用来自贝加莱的最新自动化技术，因

为他们可以提供高度模块化的产品，这

些产品可以轻松地集成于不同的机型中。

高度模块化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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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VER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2002年

员工人数：17人

年营业额：约600万欧元

公司地址：Dosrius（西班牙）

产品＆服务：INEVER专业生产立式  
　　　　　包装机，用于食品、化妆　

　　　　　品和医药行业。

www.inever.es 

著名公司如雀巢、卡夫食品和艾美罗医药等都是INEVER公司

管状包装机的客户。简化机器结构，使用功能强大的贝加莱

自动化组件，保证了机器操作简单，运行可靠。

在一般情况下，这一西班牙机械制造商生

产四种基本的机型，它们可以满足不同的

项目应用需求。使用贝加莱的Automati-

on Studio软件，很容易将各种自动化组

件如控制器、显示、驱动器、现场总线和

安全技术等集成到一起。在Automation 

Studio中创建的程序可以轻松移植到其他

硬件配置，从而显著减少编程的工作量。

降低硬件成本

INEVER公司的包装机械装备了贝加莱的

Power Panel，集控制、显示于一体，降

低硬件成本的同时也令机器的拓扑结构

更简单，大大降低了配电柜的空间使用要

求。INEVER最小的一款机型配备了PP45

、X20 I/O和ACOPOS伺服驱动。CAN总

线通信确保数据快速传输。

INEVER更高性能的机器配备了5.7英寸或

10.4英寸的PP400系列触摸屏，通过PO-

WERLINK实现快速、安全的实时通信。

为了提高产量——每分钟产出1000个包

装——INEVER包装机上装有24个定量给

料单元，每个单元由一个伺服电机控制。

其中，伺服电机的机械尺寸就显得尤为关

键：如果采用小型伺服电机，那么相应的

定量给料单元也就能排列得更紧密。贝加

莱的8JS系列紧凑型伺服电机外形小巧，

为项目实施中的INEVER工程师们提供了

高度自由化的选择。

机器的另一大优势是，它具有远程维护功

能。维护技师可以随时通过VNC技术和IE

浏览器实现机器的远程访问，节省了交通

费用和旅途时间，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机器的停机时间。

满足各种需求

“当我们确信，我们的包装机械无法再

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要求时，决定应用

全新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就显得理所当然

了，”INEVER公司的技术主管Manuel 

Martinez解释说。“作为立式包装技术

专家，我们可以借助贝加莱的产品，进

一步提高包装机械的性能和可靠性。”

INEVER同样考虑到了贝加莱所能提供的

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这点尤为重要。“

在机器整个开发过程中，贝加莱经验丰富

的工程师随时待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支

持，协助我们快速完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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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控制实现智能包装

Kocher-Plastik公司是塑料容器“

吹瓶-罐装-封口”三合一包装系统制

造商的代表。国际知名制药企业使

用这些功能强大的BFS包装机，确

保为输液、滴眼液等制剂产品进行

安全可靠的包装。凭借集成软件控

制的全新自动化解决方案，Kocher-

Plastik有能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

提高产品的品质和产量。

“当我们改变策略使用贝加莱的自动化方

案时，它的确增加了整个包装过程的可靠

性、性能和重复精度”，Kocher-Plastik 

Maschinen GmbH公司的Helmut Schnei-

der在完成了首台机器调试后说。这位负

责控制技术的包装机械专家希望，能够很

快从这一正在逐步融入所有设备的全新自

动化方案中获益：“基于调试结果，我们

希望能在2年后收回投资回报。”

这位控制方面的专家对拥有如此短的投资

回报期给出的理由是，贝加莱的产品系列

拥有极佳的性价比，不需要很多额外的专

用系统，节省了相应的布线费用：“例如

以前，在我们的Bottelpack系列‘吹瓶-灌

装-封口’三合一设备中，液压和加热系

统使用了专用的控制器。为了测量填充

量，我们过去的控制系统供应商还专门

为时间-压力计量系统开发了一个专用模

块，以实现快速精确的闭环控制任务。”

无需专用控制硬件

Kocher-Plastik公司的包装设备主要用于

塑料容器如安瓿瓶或输液瓶的无菌灌装。

液压、加热和填充量控制直接影响产量和

生产品质。通过使用纯软件控制方案以及

在贝加莱X20控制系统中集成闭环控制功

能，标准的X20输出模块就成为所需唯一

的外围设备了。不仅如此，贝加莱紧凑

高效的控制器还能实现电动伺服轴(ACO-

POSmulti）的闭环控制功能，贝加莱统

一的自由编程方案同样也能在集成安全功

能中得以体现。

Helmut Schneider估计，仅在配电柜中

的空间节约就达到了15%。除了节省成

本外，该方案在未来的可持续性对公司

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事实是，我们拥

有最佳的自动化系统，它能够实现出色

的闭环控制”，该控制技术部门主管高兴

地说道。“此外，我们还可以实现原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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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我们拥有最佳的自动化

系统，它能够实现出色的闭环控

制。此外，我们还可以实现原有技

术无法实现的系统功能。”

Helmut Schneider

控制技术部门主管

Kocher-Plastik Maschinen GmbH公司

术无法实现的系统功能。”例如，他列举

了在同步运行过程中可以非常顺利地实现

从位置控制到压力控制的切换。对于以前

的专用控制单元来说这是无法实现的，因

为每一次变化都需要重新启动，这会导致

进程中断。

“全新的自动化方案让我们能够发挥领先

优势，激发最大潜能来进一步改善机器性

能，提高品质”，Helmut Schneider说

道。

选材更灵活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包装材料的品质与

包装物品的质量是同等重要的。正如Ko-

cher-Plastik的专家所强调的，塑料容器的

外观与Bottelpack机器同样重要，“全新

自动化系统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在于它可以

处理新型的塑料包装材料，例如，进一步

提高包装的表面特性——对于我们的客户

来说，塑料容器的外观是非常重要的。”

设计并集成软件一致性控制算法的优势

是：机械制造商取代了硬件供应商，完

全掌握了行业Know-how，简化了系统

的维护，因为不必通过Modem连接每一

个独立的控制单元；取而代之的是，可

以通过Ethernet和Internet访问控制器，

轻松获取所有数据。

Kocher-Plastik公司长久以来一直采用贝

加莱的APC620工业PC和定制化面板。“

我们对如此高可靠性的硬件充满了敬意”

，Helmut Schneider说道。“在使用贝加

莱的硬件之前，备件的品质和长期供货问

题一直存在。通过更换供应商，我们的确

解决了这一问题。”

领先未来一步

因此很显然，Bottelpack的项目负责人对

贝加莱的产品系列做了充分的了解，并就

控制系统现代化请教了贝加莱的相关专

家。“在全新开发的自动化方案中，机

器上使用的轴比以前更多了。原有的控

制系统已经达到了极限。”原来的供应

商在几个月之后还无法提供一个方案；

因此，Kocher-Plastik公司的管理层开始

另寻供应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确信，贝加莱能够满足这些

要求，而且他们的费用更低，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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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cher-Plastik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64年
员工人数：370人
公司地址：Sulzbach-Laufen(德国）

产品＆服务：针对液体和粉末状产   
　　　　品的高科技包装生产线。

www.kocher-plastik.de 

ACOPOSmulti多轴伺服驱动系统节约了配电柜空间，节省了相应的布线费用。

更短”，Kocher-Plastik公司总经理阐述

道。

然而，我们并没有放弃成熟的技术，仍

然使用Profibus DP连接阀岛。“与原有

供应商的方案相比，它可以连接来自另

一个制造商的电机。设置参数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但是我们成功地做到了”

，Helmut Schneider补充道。

Kocher-Plastik Maschinen GmbH公司

以科技进步为目标，秉承“领先未来一

步”的公司理念，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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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在经过长时间的

高速行驶后进入了隧道，车流走走

停停，此时的隧道内温度是30℃

，而处于交通堵塞中的汽车发动机

却依然保持沸腾状态。这样的情况

在过去很常见，不仅产生了更多的

废气，也浪费了大量的能源。如

今，AVL李斯特公司的测试设备令

发动机的性能得以不断改进，在他

们的发动机试验台上可以进行精确

的仿真分析，这一切都由贝加莱的

自动化产品来完成。其中的软件首

先利用了MATLAB ®Simulink®中

的仿真技术，然后将仿真对象导入

到贝加莱的Automation studio中

直接生成为目标系统。通过这一方

式，AVL相比其竞争对手可以更快

地完成测试系统的开发。

在汽车工业中，很多创新成果源自赛车运

动，因为赛车的底盘、发动机以及其它备

件在运动中会承受巨大的物理载荷。在追

求高效、节能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考虑

马力和速度，油耗是否高效及运动是否符

合其特性也成为了一项必要的标准，因此

我们需要把成本效益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

虑。目前，赛车运动的收益或许仍然是一

个天文数字，但是多家车队都已经开始逐

年削减预算。另外，严格的赛车规章制度

规定，在一定时期内赛车发动机的设计必

须保持不变。

快速建模，确保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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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L李斯特公司拥有4000名员工，约50家分公司

遍布全球。位于格拉茨AVL总部大楼前的“大

脑”雕塑，象征凝聚智慧的力量。

“该研发方式相比在真实系统中进

行冗长的测试，大大缩短了开发周

期。”

Michael Hofer

软件方案工程师

AVL李斯特公司

AVL李斯特公司位于奥地利格拉茨，由

Hans List博士于50多年前创立。AVL集

团活跃于赛车领域，并为F1、Nascar全

美房车赛中的大部分车队提供服务，她

由四部分组成：先进模拟技术部门(AST)

致力于动力总成及汽车的CAE分析软件

的开发和应用，AVL Schrick公司是一家

赛车引擎制造商，AVL Powertrain Engi-

neering公司负责对动力总成系统进行优

化，仪器及测试系统部门主要为外部测试

实验室开发发动机试验台系统。“我们的

这些测试系统取代了原来需要长期跟踪测

试且并不成熟、昂贵的模型系统”，仪器

及测试系统部门主管Michael Resl说道。

AVL的测试系统可以对赛车运动中的所有

情况进行模拟，包括不同的车速情况、气

流对汽车底盘的影响以及发动机的冷却情

况。那么AVL的发动机试验台有什么特别

的地方呢？AVL流体动力测试系统取代了

大型且昂贵的风机，针对相应的外部条件

直接控制流体介质的气流、压力和温度。

因为之前提到了需要严格限制修改发动机

设计，所以在开发赛车发动机时，在试验

台上以这种方式优化和调整发动机就显得

非常有意义。

基于在赛车领域的丰富经验，AVL在设计

针对动力系统的发动机试验台时，放弃了

常用的静态介质测试方式。在真实赛车比

赛中存在不断的加速与减速，虽然测试条

件并不像实际比赛中那么苛刻；然而，对

于该项目的工程师们来说，这依然是一项

艰巨的挑战，他们必须为测试介质的压力

和温度，设计精确的仿真。另外，测试系

统还要适应发动机的大批量生产，而且

还需要考虑能对多个发动机品种进行测

流体动力测试系统的核

心是：贝加莱X20总线

型CPU和14个集成I/O的

子系统。

试。AVL竞赛应用部门首席工程师Josef 

Mayrhofer在视察发动机生产线时说：“

发动机的温度取决于润滑油的粘度，而温

度变化又会导致发动机各个运动部件上的

压力分布不均，这样容易导致发动机受

损。因此，模拟这样的情况是一项具有

挑战性的任务。”

通过仿真快速完成任务

软件方案工程师Michael Hofer对分派

给他的任务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建立

起来的模型，如何才能及时进行是否正

确的验证呢？”针对这一问题，首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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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L李斯特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48年
员工人数：4100人
年营业额：6.35亿欧元

公司地址：总部位于格拉茨(奥地　

　　　　　利)，45个分公司遍　　

　　　　　布全球

产品＆服务：AVL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从事内燃机设计开　

　　　　　发、动力总成研究分析

　　　　　以及有关测试系统和设

　　　　　备开发制造的私有公　

　　　　　司。

www.avl.com

贝加莱Automation Studio编程软件

可以编译从MATLAB®Simulink®仿

真工具中自动生成的代码。

“在制造商的开发过程中，对发

动机、变速箱和零件的测试是对

高成本跟踪测试的一个非常理想

的补充。”

Michael Resl

仪器及测试系统部门主管

AVL李斯特公司

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些状态模型对一些控

制组件进行仿真，这给我们进行验证工

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自美国

知名软件开发商The Mathworks公司的

MATLAB®Simulink®仿真软件显然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AVL

就引进了这款软件，用于控制技术产品的

开发。随后，我们还可以利用该软件众多

的模型库对整个过程进行仿真。“我们只

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对流体动

力系统控制元件的性能得出了初步的结

论”，Michael Hofer汇报说。

目前的一个市场要求是，流体动力系统

应该独立于主试验台的整个自动化应用

之外。Simulink®的使用得到了客户的称

赞，部分原因是其技术语言相比程序代码

更易理解和操作，而且系统可以处理大多

数的文档任务。现在，大多数客户还可以

将流体状态模型归档，这样无需额外编程

就能直接使用Simulink®生成代码。

自从基于工业PC的控制技术诞生之日

起，AVL和贝加莱就在很多领域进行了

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其他控制

系统制造商也被考虑过。“然而，事实证

明贝加莱是唯一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他们

能够确保控制系统高效可靠”，Michael 

Hofer回忆道。因此，他们决定使用贝加

莱X20总线型CPU和14个集成I/O的子系

统。在这个项目中，自动化系统承担着

十分重要的任务，十个控制单元拥有各

自不同的确定的循环时间，从1Hz（1s）

到100Hz（10ms）不等，定性分时多任

务的PLC技术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自动生成代码大大节省开发时间

结果表明，该研发模式相比在真实系统

中进行冗长的测试，大大缩短了开发周

期。从2008年5月到同年的11月，该流

体动力系统仅仅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就完

成了从设计到交货。“系统还可以快速完

成调整，以便于测试不同种类的发动机”

，Michael Hofer高兴地说。“当需要测

试新种类的发动机时，通过增加另外的阀

门和控制单元，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

完成所有调整工作，在阀门安装的同时可

以完成应用软件更新；在新版本的软件中

还可以实现自动识别。”时间因素并不是

该研发模式的唯一优势。“通过使用仿真

技术，我们在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情

况下，解决了如此复杂的问题，在以前是

很难想象的”，Josef Mayrhofer在总结

Simulink®和贝加莱自动化技术相结合的

优势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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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物时，消费者通常会将目光聚焦于产品的标签信息上，但是很少有人了解标签的整个生产过程。Blumer Ma-

schinenbau AG公司位于瑞士Otelfingen，她是世界领先的标签生产线制造商。例如，他们能够生产专业设备，用

于冲切或模切不同形状的标签。

使用Blumer Maschinenbau AG公司的卡

片与标签生产系统，可以将标签以及电话

卡、信用卡、游戏卡和贵宾卡等塑料与纸

板材料模切成需要的形状，然后捆扎以便

进一步处理。在设计这些系统的时候，首

先要考虑的是产品的品质和成本。用户非

常认同来自Blumer的设备，因为他们领先

的开发能力为进一步优化设备的加工流程

提供了持续的保障。公司不仅对自己而且

对供应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贝加莱

的模块化、集成架构设计以及高可靠性的

自动化系统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主要是由生产的产品类

型、印刷工艺以及用户的需求所决定的。

标签生产，步步相扣

在2003年，Blumer就已经开始利用贝加

莱的技术对整条生产线的控制系统进行改

造。PLC、驱动器、HMI，如今都是来自

同一个供应商，并且自那时起，所有的设

备程序都是在贝加莱集成的编程工具Auto-

mation Studio中完成的。集成的编程工具

同样大大简化了员工与客户的培训工作。

标签从条堆到捆扎

Blumer模块化的标签生产线Atlas系统可以

完全根据具体情况，如针对啤酒矿泉水瓶

的铝箔标签或瓶颈标签，设计高效的标签

生产过程，该系统已经成功地在超过400家

用户中得以应用。例如，Atlas 1110LS标签

模切系统是由进料台、条堆插入单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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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mer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897年
公司地址：Otelfingen(瑞士)，在

　　　　　美国和香港有分公司。

产品＆服务：Blumer生产多用途

　　　　　的标签和卡片生产线。

www.blumerag.com

标签条堆插入、分离、捆扎、出料：Blumer标签生产线凭借全新的机器概念，可以完成标签从条堆到捆扎的整个生产过程。

堆冲切单元、全捆式冲切机以及捆扎系统

组成的。该系统可以将印刷完毕的标签条

堆冲切或模切成所有想要的形状。

统一的自动化元件

设备的整个控制系统包括PLC功能模块、

驱动器和HMI都来自贝加莱。这样的情况

不仅出现在所有全新的机型中，并且已经

使用了多年的机型也开始翻新并改用目前

的自动化系统。

例如，扫描周期为400μs的贝加莱ACO-

POS伺服驱动器用于标签条定位，能够

对特定的应用要求作出快速的响应。由于

ACOPOS伺服驱动器使用了电机嵌入式参

数芯片，芯片信息包括相关的机电一体化

数据，因此对于机械制造商来说，避免了

大量人工设置产生的错误，从而大大缩短

了调试周期。在维护期间，它

还可以提供必要的相关

数据便于定位故障原因。该伺服驱动器可

以执行高精度的测量任务，提供2个触发

式输入。进料台将标签条推向压力棒和冲

切刀片下方，每台设备的进料台都会使用

ACOPOS伺服驱动器。

在这个标签生产线上拥有大约80个X20数

字量和模拟量I/O模块以及温度模块，这些

模块用于控制传感器、驱动器以及气压和

液压阀。

贝加莱的X20系统不仅仅是一个远程I/O系

统，它可以满足整个控制方案中所涉及的

所有要求。X20非常适合模块化设计的系

统，如果总线模块自动检测到了相应的系

统元件，那么它就能提供必要的功能。由

于X20端子排可以从电气模块中分离，所

以整个配电柜中的X20系统都可以实现预

接线。

简单的显示与操作

为了能够分别设置各种参数，Blumer使用

了贝加莱Power Panel作为中央操作与控制

单元，通过CAN总线和X2X总线实现各个控

制、驱动和显示组件的联网控制。

像PP41就非常适合小型和中型机械，通常

这些机械要求最高的元件密度。PP41不仅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PLC，它还集显示与数

字量I/O于一身。

自动化概念与设备概念相得益彰

Blumer Maschinenbau AG公司在机械制造

领域和控制系统开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公司依靠工程师们专业的行业知

识进行产品的开发、设计与制造，当然，

他们也会设计自己的控制系统。公司电气

部门主管Roger Loeliger强调，Blumer的

机器设计概念与贝加莱的自动化概念都非

常简单明了，因此两者协调起来效果非常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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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机器的调试工作量，英国

包装机械制造商G Webb Automati-

on公司一直在寻求一种全新的软件

方案，希望在设备制造过程中，针

对各种不同的机型采用更灵活的编

程。公司的工程师们利用贝加莱的

编程工具Automation Studio，开

发出了一套控制软件包，能够针对

不同的机器要求，快速配置软件。

G Webb Automation公司位于英国伍斯

特郡Malvern Link，于1974年由George 

Webb先生创立，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包

装机械的开发和制造。除了生产粉剂充

填机外，这家英国公司还制造容器处理

设备和装袋设备。

凭借机器多年来的优良品质与可靠运

行，G Webb已经成为医药、化学品和食

品行业中一家非常重要的设备供应商。

如今，公司的工程师们已经将先进的制

造技术放在首位，通过在机器制造过

程中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积极地为

包装行业的未来设计创新解决方案。

广泛的产品系列

公司广泛的产品系列包括各种直线输

送设备、旋转输送设备以及不同种类

的螺旋包装机等。来自贝加莱的自动

贝加莱现代化的Power Panel
支持直观的参数输入。

多少剂量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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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件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各种设备在速

度、性能和操作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除了简化工程设计外，G Webb另一个主

要目标是减少各种自动化元件的数量。

贝加莱的Power Panel人机界面集控制、

显示、驱动与通信于一体，以创新的理

念展示了所有机型的全新特征。无论是

工程师还是客户，都能从这一高性能的

装置中大大获益：Power Panel内置多

种通信接口，可以由一个软件工具来设

置。面板设计紧凑，易于操作，且不会

占据较大空间。

Automation Studio缩短调试时间

G Webb Automation公司的工程师使用

Automation Studio，开发出了一套可

支持自定义功能的程序软件包。这些功

能存储于AS软件的用户库中，可针对各

种不同的机型，且易于使用。另外，点

击鼠标就能轻松激活条码扫描与跟踪，

同样可以通过USB处理配方。项目开发

人员可以随时调用过去经过测试和验证

的功能，全力进行机器的开发与调试。

所需的剂量、充填速度以及附加的过程

参数可以轻松地输入操作面板，并存储

于配方中。当机器配备伺服驱动器的时

候，该集成方案的优势尤其明显，因为

在Power Panel上可以简单快捷地设置

参数。

面板内置的Ethernet接口允许OPC或

VNC客户端远程访问机器。通过使用

各种可选的通信模块可以将机器轻松互

联，支持各种工业以太网技术。

良好的伙伴关系

G Webb Automation的成功，体现在

其不断扩大的客户群和迅速增长的营业

额。两家公司的工程师们通过不断的探

讨和实践，进行紧密的合作，确保创新

包装方案的实施。产品的高度灵活性和

可靠性保证了这家英国公司在未来国际

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G Webb Automation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74年

员工人数：40人

公司地址：Malvern Link（英国）

产品＆服务：开发和制造粉剂充填

　　　　　和称重系统、容器处理

　　　　　和装袋包装设备

www.webbautomation.co.uk

功能强大的Power Panel设计紧凑，内置各种通信接口，可以轻松连接各种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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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灌装

借助现代驱动与控制技术，即使高

度专业化的机械设备也能进一步完

成功能与成本上的优化。拜尔斯道

夫（泰国）分公司的装瓶系统针对

护肤水进行灌装和封盖，其最近的

成功调试证明，这些改进可以发挥

非常良好的效果。

在拜尔斯道夫（泰国）分公司使用的全

新化妆品装瓶系统中，有两个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带喷嘴的灌装机和旋转式封

盖机。该系统是由德国Fillpack GmbH & 

Co. KG公司和DMP Sondermaschinen-

bau GmbH公司共同开发的，其中，灌装

机是由Fillpack开发的。Fillpack公司是灌

装包装机械方面的专家，其产品主要用

于化妆品、化学品、食品和宠物食品行

业。DMP公司则为包装和塑料行业提供

定制化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的护肤水灌装系统是基于我们

概念成熟的L08-10型装瓶机，”Fillpack 

GmbH & Co. KG公司电气部门经理Klaus 

Steiner说道。“由于该项目的集成商

DMP GmbH公司在该系统的其它机械中

使用了贝加莱的技术，所以我们也决定在

我们的机器上使用这一来自奥地利的专业

自动化厂商的产品。”

成功的改造

一方面，Fillpack的这一决定确保了拜尔

斯道夫的整个系统拥有一个统一的自动

化设计理念。另一方面，这也为Fillpack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将

贝加莱的方案与他们此前所青睐的某大型

德国自动化技术提供商的方案作直接的比

较。其结果是，贝加莱所提供的方案给公

司的自动化概念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正

如Steiner所指出的：“更换控制系统供

应商让我们有机会在不重新设计机器其

它部分的情况下改变我们的驱动概念。”

其中最明显的改进就是贝加莱ACOPOS伺

服驱动器内置的电子凸轮技术取代了机械

凸轮机构。“在过去，我们针对该机型使

用传统的机械凸轮技术，只用到一个主

驱动，”Fillpack公司经理解释道，“那

时，每当改变瓶子形状或灌装量时都要更

换凸轮机构，这意味着成本和时间上的浪

费。”如今，主驱动、填充驱动、容量设

置和高度设置分别是由带两个电子齿轮功

能的独立驱动器来控制。

“现在，用户只需点击操作菜单就能

完成设置，无需对机器机械做出调

整，”Steiner说。然后，相应的填充曲

线或凸轮曲线就会自动加载到填充驱动器

中。实际灌装是由灌装部件中的机械填充

活塞控制的，能够同时对十个瓶子进行灌

装。该灌装部件由喷嘴阀杆调节，所以凭

借相应的阀岛控制能够避免诸如漏瓶等灌

装错误。

贝加莱功能强大的PP420集运动控制与过程控制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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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户只需点击操作菜单

就能完成设置，无需对机器机械

做出调整。我们现在使用的伺服

技术相比传统的驱动技术拥有更

强的驱动动力。”

Klaus Steiner

电气部门经理

Fillpack公司

更快、更精确

“我们现在使用的伺服技术相比传统的驱

动技术拥有更强的驱动动力，让我们能够

更快、更精确地实现定位，”Fillpack的

电气专家补充说。这一优势在容量设置

和高度设置的驱动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Fillpack使用贝加莱的Power Panel实现运

动控制：PP420带10.4英寸触摸显示屏，

用户界面拥有充足的存储空间，易于操

作，能够针对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进行

功能强大的计算。这一核心架构简化了

调试，统一的自动化方案中使用的各种

组件通过高速实时以太网POWERLINK

和X2X总线连接。

配电柜空间更大

“由于该操作面板的CPU可以处理所有控

制应用程序，因此不再需要单独的PLC。

这意味着，如今配电柜的使用空间更大，

接线也更简单。”Steiner高兴地说。贝

加莱X20 I/O系统凭借极高的I/O密度也可

以节省空间。

“ACOPOS伺服驱动器同样非常紧凑，由

于贝加莱驱动器中集成了进线滤波器、再

生扼流线圈、制动电阻、电源模块等，因

此不需要其它附加配件所占据的很多安装

空间，”Fillpack电气部门经理补充道。

贝加莱的集成安全模块占据了配电柜中

的额外空间，取代了如继电器这样的传

统安全元件。

由于减少了材料和布线，高度集成化的

自动化方案同样体现了其成本优势。贝

加莱的技术在成本节约方面的潜力还

不止这些，正如Klaus 

Steiner所说：“贝加莱

的自动化元件拥有诱人

的性价比。通过更换供

应商，我们把采购成本

降低了30%。”当DMP 

Sondermaschinenbau GmbH公司的电

气部门主管Dieter Klostermann选择贝加

莱的产品时，性价比也是决定性因素。“

这里值得一提的不仅仅是贝加莱的产品质

量，还有他们的服务品质。必要时，我们

可以直接联系贝加莱，我们不需要拨打支

付热线，将问题描述一番之后，天知道要

等多久才会有回音。”

服务遍及全球

Klaus Steiner同样表扬了贝加莱的服务

品质以及贝加莱在泰国办事处的跟进服

务：“贝加莱的应用工程师们做事很专

业，而且为人也非常友好。”服务并不仅

限于专业咨询，贝加莱的工程师还开发了

运动控制、安全控制以及一些其它的功能

模块，因此Fillpack能够集中资源于显示

与过程控制的开发上。“贴身服务不单单

是在机器的开发阶段非常重要，”Steiner

补充说。“贝加莱的强项之一是其拥有遍

及全球的办事处，其中有一些拥有自己的

存储仓库。也就是说，在泰国的终端客户

在必要时能够很快获得备件。”

在更换备件前，也可以在Internet上对系

统进行诊断。“有能力或愿意对自己设备

进行维护的客户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因此

远程访问正在变得日益重要，”Steiner

解释说。“来自同一个供应商的统一的自

动化方案让我们能够对控制器、驱动器和

I/O进行诊断，迅速确定并解决问题。”

Fillpack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0年

员工人数：20人

公司地址：Schwarmstadt (德国)

产品＆服务：针对化妆品、化学品、

　　　　　食品和宠物食品行业开发

　　　　　并制造装瓶包装机械。

www.fillpack.de

Steiner在DMP公司的同事也对系统远程

访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贝加莱Po-

wer Panel面板上，Ethernet接口是标准配

置。与其它供应商的产品相比，通过VPN

客户端和IE浏览器连接就可以简单地实现

远程维护。”

拜尔斯道夫（泰国）分公司去年底在曼谷

对系统进行的调试非常成功。如果一切都

按照计划进行，那么拜尔斯道夫将花费约

5亿泰铢-约1000万欧元-于2009年5月完成

其在曼谷生产线的扩建。这将使妮维雅品

牌化妆品和护肤品生产线的产量翻番。现

在，拜尔斯道夫已经开始考虑订购另一个

装瓶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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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的温度闭环控制和压力开环

控制对于生产熔模铸造中的蜡模至

关重要。印度注蜡成型机制造商

Modtech公司就是该领域的专家。

通过与贝加莱的合作，Modtech很

快开发出了一台现代化的注蜡成型

机，该设备可以实现蜡模生产过程

中的精确控制。

Modtech公司成立于1990年，在经历了

快速的发展之后，如今已占据了印度约

90%的市场。众多知名客户使用他们的

专业设备生产蜡模。

需要创新产品

在注蜡成型机全新机型的开发阶

段，Modtech就开始寻找先进的控制技

术，希望新机型能够快速适应未来客户

的要求，并且不会迅速过时。“为了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新机型的开发，我们需要

一个强大的技术平台和一个可靠的合作伙

伴。贝加莱作为自动化领域的专家，为我

们开发新机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为客户呈现出一个完

美的解决方案”，Modtech公司自动化部

门主管Jigar Panchal说道。

贝加莱技术满足现代化的加工要求

Jigar Panchal解释说，以前机器使用的控

熔模铸造专家

制系统功能过于简单，无法适应客户现代

化加工的要求。例如，在很小的温度范围

内，优化蜡温闭环控制是高品质生产的必

要条件。蜡一般被认为是热的不良导体，

只能在很小的温度范围内加工。因此，精

确的温度闭环控制就为获取最佳的铸造效

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通过使用贝加莱的

集成自动化方案，Modtech实现了高精度

的温度闭环控制。

注蜡压力和流量的精确开环控制是另一个

关键的加工要求。由贝加莱开发的液压控

制单元，控制注蜡流量为300cm3/sec，

与此同时将压力限定为30psi（公差范

围：+/-3）。贝加莱的X20控制系统确

保无抖动且高精度的加工过程。

“对于控制注蜡成型机高动态的伺服阀

来说，贝加莱的控制系统证明是极其有

效的。此外，控制系统更快的扫描速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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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整个注蜡过程的速度”，Jigar 

Panchal补充道。

全新的注蜡成型机在拥有最高水平的运行

可靠性的同时，还具备自动错误诊断和远

程诊断等现代化功能，减少了不必要的停

机时间。另外，图形化的注蜡控制界面简

化了机器操作员的工作任务。

贝加莱的编程开发工具Automation Stu-

dio，让Modtech能够快速有效地实现机

器的各种功能，软件中标准的模块功能

库是新机型得以快速成功地推向市场的

关键因素。

面向未来的成功

“贝加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

我们为客户开发创新方案的时候，她为我

们提供了良好的支持。由于贝加莱在全球

拥有出色的支持与服务系统，我们得以进

一步赢得客户的信任，特别是在欧洲”

，Jigar Panchal说道。

贝加莱的Power Panel PP45集控制、显示与I/O于一体。

“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新机型的开发，我们需

要一个强大的技术平台和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贝

加莱作为自动化领域的专家，为我们开发新机型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Jigar Panchal
自动化部门主管

Modtech公司

Modtech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0年

员工人数：65人

年营业额：250万美元（2008年）

公司地址：艾哈迈达巴德（印度）

产品＆服务：为金属加工和特种机床

　　　　　开发和制造注蜡成型机。

www.modtech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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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燃油成本的不断上涨，美国

许多依赖运输业的公司正在面临一

些重大的结构性的决策调整。在产

品分销领域中，巨幅波动的油价导

致公司财政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现

象。对于一些全国性的产品配送中

心来说，当前的任务是，系统性地

评估并优化当前的配送流程。在国

际市场上保持持续的竞争力首先要

降低成本。美国的Intelligrated公司

正在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引入市

场——他们的货物分拣输送系统将

高端的功能性与节能增效完美地结

合在了一起。

美国的Intelligrated公司始创于2001年，

专门针对仓储与物流行业开发并制造创

新的自动化系统，为货物分拣提供输送

系统和相应的控制软件。只用了不到十

年的时间，公司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

的用户群，著名的公司包括体育用品零

售商Dick‘s Sporting Goods、信息服

务提供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医

药保健品批发商麦克森(McKesson)、办

公用品零售商史泰博(Staples)和在线零售

商亚马逊(Amazon)等。

低能耗与高性能

在各家配送中心，一些产品输送系统繁忙

地工作着，来自不同制造商的货物在输送

线上进入并送出——直至离开输送线发往

各家零售商店。其中，出自Intelligrated

公司的现代化物料搬运系统InControlWa-

re®是高效运转的配送中心的亮点。

少即是多

该输送系统的优势在于它将设备控制、

操作员界面、系统诊断、维护工具和主

机网络界面整合在一个人性化的系统中，

大大减少了调试时间。为了增加能源效

率，Intelligrated开发了710个电机驱动

辊(MDR=Motor Drive Rollers)，这些辊

筒由集成的电机驱动，可以针对任何不同

的项目应用进行配置。低电压驱动不仅增

加了设备的安全性，而且显著减少了能源

消耗。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令机动化辊

筒的噪音小于70分贝，确保系统拥有一个

非常安静的运行环境。电机驱动辊的概念

同样极其有利于设备的维护。

模块化结构简化配置

由于采用了模块化的结构，多个辊筒组成

部分可以整合形成一个输送系统。贝加莱

现代化的X67 I/O模块控制辊筒驱动，各

部分间仅需一根X2X电缆就能最大程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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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的技术让我们能够显著增加整个

系统的性能，并且大大降低布线成本。用

户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完全满足客户的要

求。”

Mark Corsmeier

高级控制产品工程师

Intelligrated公司

节约布线。

X67模块可以控制多达四个辊筒，这些

辊筒是由一个紧凑型的整流无刷电机驱

动的。

优化整合

贝加莱的集成自动化架构满足了客户挑

剔的要求，所有自动化元件都可以轻松

集成于客户自己的通信系统中。虽然In-

telligrated公司仍然使用Profibus作为控

制总线，但是目前他们正准备转而使用

POWERLINK。其目的是，在提高性能

的同时减少成本。现场总线接口采用了

贝加莱的X20或X67系列总线控制器。无

论客户选择哪种控制器系列，都可以自由

设置辊筒并实现远程控制。

客户满意的伙伴

“贝加莱 X 6 7 系列总线控制器能

够满足该输送系统的核心技术要

求，”Intelligrated公司高级控制产品工

程师Mark Corsmeier说。“基于此，我

们已经为全新的输送线增加了诊断功能。

贝加莱的技术同样显著增加了整个系统的

性能，并且大大降低了布线成本。系统功

能性的提高让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理想的

解决方案。我们已经轻松地实现了既定的

目标，那就是使用节能增效的自动化组

件，在统一的系统架构中完成总成本的

节约,”Mark Corsmeier阐述道。

贝加莱X67 I/O模块直接安装于现场，可以控制多达四个输送辊。

Intelligrated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2001年

员工人数：300人

年营业额：约1.32亿欧元

公司地址：Mason，俄亥俄州(美国)

产品＆服务：针对仓储与物流业开发

　　　　　并制造物料搬运系统。

www.intelligra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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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精 度 的 激 光 切 割

今天，激光切割机对于处理各种材料雕刻、切割与装饰都非常重

要。专业化的激光定位与切割系统可以确保最佳的切割效果。

Wichary Technologies Sp. z o.o.公司自

从1992年起就一直活跃于波兰市场，如

今已经成为一家专业的激光技术供应商，

为众多制造行业提供服务。据公司创始人

Mirian Wichary所说，公司成功的基石是

其与客户的紧密合作以及出色的项目开发

与实施团队。

成功源自技术协作

除了销售高品质的激光切割设备外，公

司所属的激光技术中心还在激光切割、打

标、雕刻与装饰领域为众多客户提供广泛

的服务。公司的激光设备能够精确处理纸

张、塑料、硅、皮革、人造皮、橡胶、木

材、金属、石材、陶瓷等各种材料。有了

激光技术中心，公司针对客户要求的响应

时间大大减少，因此客户也能从中获益。

为了满足最高的行业质量要求，公司还引

进了一套质量管理与安全体系。

创新的激光切割系统

在2004年5月，Wichary公司的工程师们

就开始着手为高精度的激光定位切割机进

行建模。这一开发过程为公司目前拥有能

够精确切割各种材料的产品系列奠定了基

础。其中典型的机型是WT2030激光切割

系统。

该激光切割系统采用水冷方式，激光功

率为500W，工作台幅面为2050 x 3050 

mm，全新开发的机型非常适合切割各种

各样的塑料材料。该设备采用了来自贝加

莱的运动系统和控制系统。

贝加莱技术提供高品质的机器方案

控制系统的核心是贝加莱的Power Pa-

nel，它集控制、显示于一体，通过X2X 

Link连接远程X20/X67系统，实现信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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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的同步任务。

贝加莱的控制系统可以轻松确保激光切割

机上的所有设备如激光源、排烟管、气压

系统、激光谐振器和抽风机同步运行。

电机精确定位

激光切割机上的电机使用多圈EnDat编码

器，可以精确定位机械轴。因此，机器能

够随时确定激光切割头的当前位置以及

附加机械元件的位

置。即使发生了电

源故障，重启后的

机器仍然可以在掉

电前的位置上继续

加工处理。Wichary

激光切割机的另外

一个优势是，它可

以通过Internet提供

远程诊断和维护。

Wichary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2年

员工人数：58人

年营业额：约600万欧元

公司地址：Siemianowice（波兰）

产品＆服务：为众多制造行业提供激

　　　　　光技术。

www.wicharytech.com

输入与输出。5个ACOPOS伺服驱动器结

合贝加莱的同步电机，确保3m/s的轴速

与20m/s2的加速度。使用POWERLINK

可以缩短ACOPOS与Power Panel之间的

通信循环时间。 

在使用15” TFT彩色显示触摸屏时，控制

程序界面设计确保安全直观的机器操作。

G代码用于精确的运动控制

针对具体项目，可以在CAM软件中编制

G代码程序，编程语言遵循DIN66025标

准，该标准包含相关的加工形状和运动

顺序等信息。这一程序可以通过U盘或

Ethernet传输到控制器中。专门设计的

管理程序可以选择正确的G代码程序并管

理目录和文件。

当程序载入时，控制器会检查生成代码的

完整性和正确性。在详细代码检查后，控

制器开始进行处理。在切割过程中，操作

人员可以输入各种不同的过程参数，如速

度、最小/最大速度、持续时间、激光强

度和气压。此外，贝加莱的CNC功能块

可以对程序进行仿真与显示，检查程序

确保正确。

在执行G代码的过程中，系统会使用到代

码中的M功能，控制机械盖和激光源的开

关，调整气压控制。M功能允许对所需的

装置参数进行简单的设置。在Wichary公

司的最新开发成果WT2030 Blade 500S 

ZS BR中，M功能能够实现代码中所有高

继续合作

Wichary公司已经开始考虑采用贝加莱的

SafeLOGIC集成安全系统，以此来更好

地满足未来的行业安全标准。凭借贝加

莱尖端的自动化技术，公司创始人Mirian 

Wichary对他们先进的机器解决方案非常

有信心，相信公司产品将成功打入波兰和

俄罗斯市场。

在G代码程序的帮助下，操作人员可以精确控制激光切割

的运动过程。

凭借全新的WT2030激光切割系统，Wichary公司为多种塑料

的精确切割提供了强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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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总部(上海)：021-54644800　传真：021-33675666　网址：www.br-automation.cn

西安：029-88337033　北京：010-64402577　广州：020-38878798　济南：0531-86117489　

成都：028-86728733　沈阳：024-31877171　宁波：0574-8768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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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X20 System
包罗万象的控制技术：

标准型、紧凑型、总线型、安全型

贝加莱X20系统: 插片式 I/O,高性能CPU,扩展型总线控制器, 插拔式端子排, 无可比拟的元件密度, 支持热插拔, 分布式底板, 集成

安全技术, 开放的通信协议，兼容多种现场总线。新一代PCC X20为您带来全新的控制解决方案, 既可担当中央控制器,亦可配置

灵活的本地/分布式I/O, 更多的优势期待您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