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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今天，现代工业自动化系统的当务之急就是全

面整合其中的单独组件，使其成为一个经济高

效的集成化系统。

不管您身处哪个行业，有何特殊的应用要求，

我们的自动化技术都有助于您创建低成本、高

性能的行业解决方案。通过智能化软件的诸多

功能，您可以轻松地扩展、减少或更换系统中

日益增加的硬件，在显著降低硬件成本的同时

确保自动化方案的持续改进。

贝加莱的集成自动化方案不仅可以保证您的

产品从开发的初始阶段就具备高度柔性化特

征，而且有利于您自由扩充全系列产品。我们

的开发工具Automation Studio可以为您在项

目的各个阶段中提供完美的支持，从而大大减

少系统的整合时间和维护成本。

我们的卓越技术和广泛的行业Know-how将

为您的机器带来全新的变革，让您从容应对来

自全球市场的挑战。

祝您阅读愉快！

Andreas Enzenbach

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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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B&R）年度盛会——2009中国

区用户会议于10月20-22日在苏州宝岛花

园酒店成功召开。本届会议的来宾既有

传统机械制造业如塑料、纺织，印刷、

包装、造纸、半导体、金属加工等领域

的嘉宾，也有风力发电、市政工程、能

源、环保等过程领域的合作伙伴。本次

会议，与会嘉宾们一起分享了贝加莱在

中国的发展轨迹和愿景，共同探讨了竞

争力分析与塑造、机遇与挑战、标准化

控制器设计、自动化技术的需求分析以

及长远合作与发展的战略，会议取得了

非常良好的效果。

21日，大会安排了丰富、多角度的主

题演讲，贝加莱中国区总经理肖维荣博

士、贝加莱奥地利总部各产品研发经

理、贝加莱中国区PA技术部经理樊惠

芳、OEM技术部经理陈志平、技术培训

部经理周靖以及客户代表为大家分享了

他们与贝加莱合作的心得体会。

贝加莱中国区总经理肖维荣博士就“我

们自信的竞争力何在，我们如何弄潮未

来的发展趋势”等议题做了深刻的开篇

讲演。贝加莱是客户弥足珍贵的伙伴资

源，具备专业的应用开发团队和行业开

发数据库。基于几十年的坚持和专注，

对目标行业知识积累为贝加莱开拓了面

向未来的广阔视野。贝加莱具备三大竞

争要素：创新、方案和面向未来的技术

实现，通过对于传统优势行业控制系统

的标准化，使得贝加莱的竞争力得到了

大幅度提升，客户已深刻体会到合作共

赢带来的领先优势。 

来自贝加莱总部国际合作经理Franz 

Enhuber、过程 /HMI /软件研发经理

Martin Reichinger、Raimund Ruf、

Werner Paulinr等分别介绍了贝加莱

的产品 (控制系统、工业计算机、通用

运动控制、统一软件平台Automation 

Studio)。软件研发经理Werner Paulin的

中文开场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更为精

彩的是它对于Automation Studio这一平

台如何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应

用展开的论述获得了场上嘉宾的阵阵喝

彩，Automation Studio不仅仅是开发工

具，而是一个融合了配置、项目管理、

团队协作、编程、调试、诊断维护的一

体化、面向所有对象的平台系统，使得

它能够成为持续创新产品设计的卓越自

动化软件平台；贝加莱OEM技术经理

陈志平的演讲，将方案标准化，参数设

置而非编程、降低调试周期、缩短Time 

to Market这些新的概念与B&R已经完

成的各种实际应用结合起来极大地吸引

了客户，这将为其创造更具竞争力的系

统设计，这一理念体现了B&R在OEM

机械设计领域里的领导者地位；来自国

内某烟草行业的叶磊先生则以讲故事的

方式生动的描绘了过去数年里与B&R合

作经历，如何从不了解到深入合作的过

程，烟草机械的控制需求极其苛刻，然

而,B&R强大性能使得他们在烟草机械项

目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过程自动化

领域的李其奇先生站在客观的角度介绍

了在北方地区热网中B&R系统的应用实

例，开放、灵活性以及良好的技术支持

使得他们在获取热网控制系统竞争中处

于优势地位。

    

“持续创新”是贝加莱公司的发展理念

和工作核心，本届会议主题“创新橙

就未来”亦是对贝加莱企业文化的完

美诠释，并向客户传达了更坚定的理念 

“与贝加莱一起铸造核心竞争力To be 

competitive with B&R”。

资 讯 扫 描

公 司 新 闻

创新“橙”就未来，与贝加莱共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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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期盼已久的POWERLINK中

国用户组织在苏州西山宝岛花园酒店阳

光会议厅正式揭牌成立了。B&R(China)

总经理肖维荣博士、上海仪表所的自动

化行业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瑜先

生、步进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池家

武先生、山东大学数控技术研究中心的

张承瑞教授、上海自动化仪表所的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张继培先生、上仪股份总

工程师包伟华先生共同为POWERLINK

中国用户组织揭牌。

这代表着POWERLINK技术在中国正式

成立了其市场、技术支持机构，意味着

将更加积极的推动这项前沿技术在中国

的研究、应用与合作。

 

POWERLINK是最早在全球范围内投入

使用的实时通信技术，2003年其始创公

司B&R将其完全让渡并与众多发起者共

同成立了EPSG (Ethernet POWERLINK 

Standardization Group)组织，向全球推

广这项前沿通信技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机器制造商和流

程工业对于实时通信的要求愈发强烈，

中国本土的自动化厂商更多的开发高性

能的产品，为了响应这一迫切的需求，

由B&R、研华科技、步进科技、上仪股

份、上海仪表所、山东大学等众多的公

司、企业、研究机构共同组织发起成立

POWERLINK中国用户组织。

P O W E R L I N K技术是一项开源技术

(OpenSource)，可植入各种硬件平台，

无需任何私有的硬件，如ASIC芯片，成

本低廉，无需License费用和专利权的

追溯问题，这使得这项技术具有无限的

前景，对于中国国内自动化组件的制造

商、研究机构、大学等而言是一个非常

好的契机，可以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性能运动控制、I/O、总线型仪器仪表，

那些以前使用CANopen，Modbus/TCP

协议的企业也能够实现快速的移植和升

级到高速实时以太网。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景

辰先生为POWERLINK中国用户组织致

辞，董景辰先生站在中国自动化产业在

工厂自动化和机械自动化发展的迫切需

求角度阐述了实时通信技术对于中国自

动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POWERLINK

的源代码开放将为中国本土企业的

自主研发带来新的契机，对于成立

POWERLINK组织作为领导单位表示积

极的支持和祝贺。

来自EPSG(EUR)的技术开发经理Stefan 

Schoenegger先生则对POWERLINK

技术的特性、优势进行了描述，并

代表E P S G ( E U R )祝贺中国用户组织

成立，POWERLINK中国用户组织与

EPSG(EUR)是并行的机构，相互独立运

行而在技术和市场方面共享资源。

POWERLINK中国用户组织由秘书长张

继培协调日常事务管理，下设市场推广

组和技术支持组，市场推广组主要组织

相应的POWERLINK技术资料、路演、

技术研讨会，进行POWERLINK技术的

宣讲和推广等，技术支持组则为开发者

提供技术培训、支持以及发展合作伙伴

等工作。

开源技术，引领潮流

左起：贝加莱中国区总经理肖维荣博士、上海仪表所自动化行业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瑜先生、山东大学

数控技术研究中心的张承瑞教授、上海自动化仪表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继培先生。



近日，瑞典知名设备制造商阿法拉伐(Alfa 

Laval)选择贝加莱作为新的合作伙伴，主

要就领先的基于PLC的控制系统进行合

作，合作的目标是贝加莱自动化技术在众

多领域的应用。将来，强有力的控制系统

将用在现代分离程序中，例如工业用液体

的处理或卡车、轮车发动机曲柄轴箱气体

的清洗等等。

 “对我们来说，除了贝加莱创新的产品和

高效的工程软件工具Automation Studio

以外，与贝加莱员工紧密合作也非常重要。

幸亏有了贝加莱全方位的支持，我们才得

以大大减少研发次数并提供具有国际竞争

力和高性能的方案”，阿法拉伐全球自动化

经理Peter Blomberg先生说道。

贝加莱产品以其高端的功能性和可靠性通

过了美国的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UL)认证。除了满足UL所有标准外，新的

自动化组件在恶劣操作条件下的耐用性也

表现的非常突出。

知名设备制造商阿法拉伐与贝加莱进行技术合作

百余贝加莱产品通过UL认证

100多个新的组件通过了严格的UL安全检

查认证。测试的内容包括温度测试、高电

压测试和其它测试。针对组件的技术缺陷

的仿真也是UL测试中的重要一环。

阿法拉伐全球战略采购总监Björn Tore Olsson先生(左)，贝加莱总经理Hans Wimmer先生(右)

其中，新一代伺服驱动器ACOPOSmulti

也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测试。由于有了独

特的冷却理念设计，为产品提供了众多构

造上的自由，新的伺服驱动器除了柜内安

装、穿墙式安装外，还提供冷却板安装，这

种冷却理念可以为您节约大量资金并提供

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的最高等级的可靠

性保证。

另外，新家族成员X20 SafeIO同样可在恶

劣的工业环境中表现出最高性能和高可靠

性。此I/O在执行中央式或分布式任务中，

都会随着负荷的增加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总之，贝加莱所有新产品都符合UL认证，

可以保证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可在苛刻环

境中运行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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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推动公司发展

10月25日，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现代化厂区里，鲜花锦簇，彩球飘

扬，陕西北人“2009年第十二届新产品

演示暨技术交流会”在热烈喜庆的气氛

中隆重举行。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维荣博士作为贵宾出席了本次新品演

示会。贝加莱是一家全球领先的自动化

解决方案供应商，在印刷机械控制技术

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它的无轴传动方

案将套色算法、色标检测、独立驱动、

实时通信技术融于一体，真正实现整体

的解决方案。

在这次新产品演示会上，陕西北人所展

示的机型中有70%采用了贝加莱的控制

系统。在现场，各位嘉宾、客户朋友争

相传阅印刷样品，对产品优异的印刷性

能和印品质量给予很高的评价。尤其是

卷筒料卫星式柔性版印刷机演示现场更

是人头攒动，该机采用了贝加莱的无轴

传动技术，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印品精

度高、生产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控

制技术先进且节能环保，成为现场的一

个巨大亮点，受到了参展客户的一致好

评。     

会议期间，作为陕西北人最重要的战略

合作伙伴，肖维荣博士代表贝加莱公司

向参会嘉宾作了精彩演讲，使大家更多

地了解到贝加莱的产品和控制技术，分

享了贝加莱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和愿景。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有着40

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国内凹版印刷机制

造的龙头企业。作为贝加莱工业自动化

的战略合作伙伴，他们和贝加莱在印刷

机制造领域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双方

将继续紧密携手，一如既往地为中国印

刷制造业的发展和振兴而不懈努力。

自1979年以来，高层次创新的产品与

方案以及密切贴近客户的服务已成为贝

加莱成名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过去

30年间，贝加莱一如既往地为机器制造

商与系统集成商寻求新的自动化技术，

并已发展成为全球自动化领域中最大的

私营企业之一。众多的技术里程碑以及

遍布60多个国家的销售与支持网络使这

一总部位于Eggelsberg的奥地利公司成

为全球认可并广受追捧的合作伙伴。在

2008年，贝加莱遍及世界的1700名雇员

实现了3亿欧元的营业额。

自动化行业与贝加莱(B&R)无轴凹版印刷机控制技术

自贝加莱公司创始以来，在其总部从开

发到生产的紧密协作，同样是贝加莱公

司发展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

外，位于Eggelsberg的公司总部扩建使

得这家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厂商凭借

其有利的战略位置获得了明显的优势。

 

贝加莱公司总经理Hans Wimmer先生

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市场提供技术领

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我们拥有一个强大

的开发团队，并将每年总营业额的17%用

于研发投资，对于所有新的开发项目，我

们总能保持较短的创新周期。”

多年来，伴随众多新产品的开发，贝加

莱显著加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并且继续发展壮大。在1980年，高度

专业化的Unicount系列计算器和可自

由编程的Unicontroller PLC被列入当时

最先进的自动化产品之中。公司根据

公认的重要市场需求，进一步迈出了

发展的关键步伐，如在1993年决定生

产PC，在2001年引入全新的通信网络

POWERLINK，为客户提供了富有竞争

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同时，许多创新

是通过综合软件解决方案得以实现的，

贝加莱的Automation Studio为其所有自

动化产品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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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贝加莱驱动产品家族ACOPOS推出

的全系列变频器——ACOPOSinverter填

补了贝加莱驱动产品组合的空白，更大程

度上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新的全系列变频器ACOPOSinverter与现

有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一起构成了完整

的驱动系列。

作为一家集控制、显示和驱动技术为一身

的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贝加莱不断进

行产品延伸并为客户提供最佳化的集成

自动化方案。现有设备通过串口、X2X或

POWERLINK接口无缝集成在拓扑网络

中，不仅减少了布线，还避免了对陈旧第

三方组件进行编程。变频器全产品系列与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完全集成进一

步简化并加速了设备投产或系统运行。

贝加莱推出新的系统诊断管理器（System 

Diagnostics Manager），为用户提供多种

诊断选项。基于贝加莱实时操作系统，此

工具允许用户通过网页浏览器(Intranet 或 

贝加莱推出全系列变频器——ACOPOSinverter

快速高效的系统诊断管理器

Internet)随处对设备进行无缝系统诊断。

现在无需配置或操作系统设置的用户特

定诊断工具了，也不必使用Automation 

Studio软件工具，使用诊断选项的唯一条

件是网页浏览器和TCP/IP，通过网页连接

进行无缝系统诊

断来分析系统。

通过使用系统

诊断管理器，用

户可以在项目试

运行、现场测试

和机器运行期

间，简单快速地

ACOPOSinverter 产品系列包括3种机

型：ACOPOSinverter S44、X64 和P84

。其大中小功率机型覆盖范围：0.18 -500 

kW ，因此可以满足所有设备制造商的需

要。应用领域涉及与伺服驱动连接的泵控

制、传送带控制的所有复杂应用。

访问诊断数据。不管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快

速访问的方式，可为您节约大量的资金和

时间。

多种不同的诊断选项

除了系统配置和运行参数分析以外，该工

具还具有软件分析功能，软件分析可用来

检测目标系统的软件单元和版本；使用新

的诊断工具功能可以迅速检测到目标系

统的硬件设置；所有连续的任务记录提

供了机器运行过程的详细信息；系统记录

表通知用户在机器启动和运行期间的系

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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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X67 I/O系统带有IP67防护等级，

方便安装在开关柜的外面，可以完全自由

的应用在各种拓扑中，执行的速度与集中

式解决方案一样。由于带有IP67保护等

级，X67模块可以安装在机器的任何位

置，保证在恶劣条件下仍保持高性能和高

强度。

开放式I/O布局

紧凑型X67系统符合人体工程学，可以在机

器的任何地方使用，因此可根据应用需要，

进行分布式自动化控制。该系统跨度达25

公里(模块间距可达100米) ，这样用户就不

贝加莱最新推出专为小设备设计的ACO-

POSmicro电源模块。该模块的电源电压

范围在3x 380 - 500 VAC之间，符合国际

通用标准，并提供了标准的参数设置和错

误诊断，可以通过现场总线读出在任何时

贝加莱分布式X67 I/O系统 优化您的成本

“多才多艺”的智能产品

必为了模块的放置而烦恼了。

另外，该系统可为数字量输入和输出自由

设置参数，连接到所有标准型总线系统确

保高灵活性和高适应性。

为设备和系统制造商降低成本

对用户来说，使用分布式I/O架构意味着为

降低成本提供了无比的潜力。安装、布线和

调试将变得更快更容易。X67系统卓越的

持久性也为您的投资提供了安全保障。

间内的状态信息，包括：负载评价、输出电

压改变或制动斩波器阈值。这样，接近电

源极限的操作可以很容易地被中央控制系

统检测到，随时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此模块的输出电压范围

在36 - 80 VDC之间。有

一个额外的24V直流输

出可以提供2A电流给

其它控制器件。这种新

的电源模块是为持续

输出1kW而设计的。该

直流供电模块的最大

特点是拥有一个总线

接口，通过总线连接配

置即可轻松调节输出

电压，无需手动调拨。

为了应对大能量反馈到电源的应用，该模

块提供斩波器输出，为连接外部制动电阻

器提供了方便。

  

连接到所有现场总线系统

此模块区别于其它电源模块，创新性的提

供了总线接口。该接口支持多种标准现场

总线连接通讯，如： Profibus DP, Profi-

Net, EtherNet/IP, CANopen, DeviceNet 

和POWERLINK等。有了这种多样性选择，

方便用户进行简单集成后即可应用。贝加

莱高兼容性高开放性的X20和X67总线控

制器支持以上多种主流现场通讯，可以与

此款ACOPOSmicro电源模块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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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处理 - 彰显锐意锋芒

众所周知，今天的剃须刀市场竞争相当激烈，毕竟它是一个价值数十

亿美元的产业。如果你想在这一行业获得成功，那么你就必须在很短的

时间里推出新产品，即使在前一代产品备受好评的情况下，也应力争为

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剃须体验。Wilkinson Sword GmbH是一家全球领先

的剃刀和刀片制造商，持续创新的产品一次又一次地令市场为之惊叹。

即使在他们的产品装配生产线上，这一卓越表现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

现，而这些都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持。其中，贝加莱新一代工业PC，凭

借稳定而可靠的通信与信息处理技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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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使用石器和贝壳去除身体上的毛发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现在，带刀片的

剃具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刮胡效

果也得以改善，以至于我们祖父辈的人

都还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然

而，尽管新一代产品不断推出，它所面

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如何提高我们的

剃须品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在这

一领域中实践创新的佼佼者Wilkinson 

Sword。

剃具的生产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一副好的剃须刀的设计和制造拥有相当

复杂的技术工艺，需要精确到微米级。

全新的材料，比发丝还薄的刀片以及

用户能够感受到的刀片极小的偏差与调

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为什么Wilkinson

对剃刀装配生产线提出极高要求的原

因。

100%确保品质

Wilkinson Sword公司追求的是垂直一

体化生产，这样便于保护自己的知识

产权，并且可以确保无缝质量控制。剃

刀的所有组件都是在公司位于Solingen

的工厂进行制造，而后在自己设计的装

配线上进行组装的。例如，各种剃须刀

的塑料部分是用自有的注塑机设备生产

的，刀片的硬化、削磨、精加工和涂层

处理这一系列工艺过程也都由Wilkinson

公司自己来完成。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图

像监控程序观察并控制重要的生产流

程，确保诸如每一个刀片都能精确地安

装于剃刀头部这样的工序顺利进行。

在过去，这些复杂的处理任务都是由各

种计算机系统，包括一些标准台式机和

所谓工控机来完成的。但是，它们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并不能

贝加莱工控机 APC620系列

APC620系列具有五种不同的外观设计，可扩展处理器性能，非常适合各种类

型的工业应用。该款工控机结构紧凑，且内部无电缆连接，确保了极高的可

靠性 - 即使在极其恶劣的工况下 - 也能保持全天候持续运行。

■ 双独立显示技术(Dual Independent 

Display)支持与最多8个面板相连从

而优化操作

■ SDL(Smart Display Link)接口简化与

面板接线

达到Wilkinson的要求，而且这些整机与

备件也没有长期的供货保证。

APC620：长期供货且运行可靠

因此，Wilkinson公司为了很好地解决

这一问题，开始在市面上寻找新的工控

机，并逐步淘汰现有的计算机。在与贝

加莱的初步接触中，他们就对其工控

机产品APC620印象深刻，同时被这一

奥地利自动化专业制造商长期的供货保

证、完整的备件供应以及卓越的概念设

计与生产品质所深深吸引。

■ 集成UPS电源为操作系统提供安全

关机

■ CF卡适合工业环境下的数据存储

■ 灵活的CD/DVD滑入式驱动器

■ 每台工控机在交付前都进行过广泛的

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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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kinson Sword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772年，1805年更名为　

　　　　　Wilkinson Sword

员工人数：约800人

公司地址：Solingen(德国)、美国、中    

　　　　　国、委内瑞拉

产品服务：剃刀和刀片等剃具产品

网址：www.wilkinson-sword.com

利用视频图像监控对剃须刀头部进行无缝

质量控制令消费者可以真正从中获

益，也使Wilkinson能够持续

为用户提供最佳的剃须

品质。

尽管如此，W i l k i n s o n公司仍然对

1.8GHz处理器是否能够为装配线上使

用的图像处理应用程序提供足够强大的

性能保障心存疑虑。现场集中测试令

Wilkinson公司的技术人员完全打消了这

一顾虑。在无风扇设计的APC620中使

用CF卡可以取代容易出错的硬盘驱动，

但这样是否可能导致数万次数据写入后

无法提供安全的数据存储。当然，在经

过测试后，这样的担心也被消除了。

CF卡：持续可靠

今天，已经有几十台贝加莱工控机

运行在位于S o l i n g e n的装配生产线

上了，Wilk inson公司的工程师们对

APC620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表现非常

满意。他们还对CF卡拥有如此长的使用

寿命感到非常惊喜。由于Windows XP 

Professional操作系统需要频繁访问内

存，因此最初估计CF卡每6个月需要更

换一次。然而迄今为止，运行在生产线

上的APC620中的CF卡还没有更换过。

因此，Wilkinson公司的管理人员对运行

如此完美的工控机赞不绝口。

对贝加莱工控机有了非常积极的使用

体验之后，这一剃刀制造商立刻就将

APC620作为公司标准进行了集中采

购。因此，贝加莱工控机的身影出现在

了Wilkinson生产线上所有需要视频图像

处理系统的地方。

如果在未来的某一时刻，APC620无法

满足性能方面的要求时，贝加莱的产品

系列也已准备好了应对方案：这就是贝

加莱最新工控机APC810系列。第一批

APC810已经通过了Wilkinson公司的广

泛测试，并且在所有方面都符合他们的

预期。因此，Wilkinson公司已经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迎接未来关于产品创新方面

的挑战，并且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图像

处理系统。

结论

并非所有工控机都具备同样优异的性

能 - 这是很多系统操作员需要面对的事

实。产品故障、缺乏备件以及不兼容

性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会中断生产

进程。然而，就像在该案例中你所看到

的，你是可以在市面上找到令人信服的

替代产品的。从长远来看，类似著名的

剃须刀制造商Wilkinson这样的公司都希

望避免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那么从现

在起他们就应该对系统做一些类似刀片

锐化般的处理，认真考虑一下到底怎样

的自动化方案才真正适合工业环境下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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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先进的CNC解决方案对于

石材加工而言至关重要，对石料

进行精确的直线或曲线切割要求

加工设备附带一些特殊功能。西

班牙石材切割机制造商Maquinar-

ia Canigó公司携手贝加莱共同创

建了一款CNC系统，该系统只需

要几个操作步骤就能对石材进行

各种各样的切割。

CNC系统的高度柔性化特征和人性化

的控制概念使新型石材切割机HTO-XA-

LOC-R成为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机器解决

方案。该机器的主要优势体现在，设备

拥有极短的调试时间并且附带一些特殊

功能。

高度柔性化的CNC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创新的机器概念，控制系

统需要对现有设备中的所有组件进行整

合，并提供高度柔性化的CNC系统以优

化运动控制。

该款切割机的显著特色是，全新的刀头

能够将石材切割成非常标准的形状(如直

线切割、曲线切割等)，整个过程可以利

用计算机系统实现。借助贝加莱软件，

机器操作员并不要求拥有G代码方面的

知识或CNC设备的操作经验。“高度灵

活的CNC系统的实现对我们来说太重要

了，它使我们的设备可以完成各种各样

的精确切割任务，”Canigó公司技术经

理Jordi Daranas解释道。除了执行典型

tion Studio作为编程工具，显著缩短了

石材切割机的调试时间。

降低50%接线成本

在今天的设备制造业中，缩短“Time to 

Market”以及降低设备制造成本显得尤

为关键。为此，Maquinaria Canigó公司

的工程师们决定采用针对远程I/O连接的

底板设计。因为POWERLINK通信总线

简化了运动系统布线，所以接线成本可

以降低50%。

Maquinaria Canigó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81年

员工人数：65人

公司地址：Banyoles（西班牙）

产品服务：开发并制造石材切割机

网址：www.canigo.com 

的G代码程序外，系统还必须具备多轴

控制能力以实现各种不同的运动控制和

机器功能。

通过在G代码解释器与控制软件之间实

现同步，绝大多数定位由PLC运算并同

步传输给经过设置的G代码解释器。在

半自动化运行模式中，无需写入或生成

G代码就能运行标准程序，操作员可以

通过选择不同的形状轻松实现各种标准

石材的切割。

贝加莱Power Panel提供了一个非常人

性化的用户界面，很适合Windows XP 

embedded操作系统，用户可以直接在

这款控制面板上设计各种形状，而后

的所有切割运动都由系统运算并执行。

含有安全功能的整个系统运行在一个紧

凑型高性能X20 CPU上，该CPU可以对5

轴CNC系统进行控制，并与Safety CPU

和ACOPOS伺服驱动器互联以实现快速

数据交换。Canigó使用贝加莱Automa-

先进CNC技术实现石材精确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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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能

够使用起重机械来建造极其庞大

的建筑物了。时至今日，起重机

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

化，但是它的机械结构在经历了

几个世纪的完善后显著提高。最

早期的起重机操作依靠人力、动

物和简单的举升设备，后来改由

蒸汽机驱动，然而今天内燃机、

电机和液压系统共同将起重设备

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如今的起重机用途广泛，产品应用从车

间用小型旋臂起重机到建筑用大型塔

吊，它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一些难以想象

的任务，安全高效地搬运日常所需的材

料。

今天，先进的起重设备制造商高博(Gor-

bel)正在为行业创新铺平道路。这家始创

于1977年，总部位于纽约州Fishers的美

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世界领先的起

重机和辅助提升设备供应商。

目前，高博公司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高

架物料输送方案，起重重量从50磅至40

吨。产品系列包括悬挂起重机、轨道起

重机、龙门起重机、旋臂起重机和各种

人性化提升设备。他们的最新产品是智

能辅助提升设备G-Force，该设备符合

人机工程学原理，非常适合托盘搬运。

安全输送重物

应用于智能起重设备的控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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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G-Force智能辅助提升设备将G-

Force的专利技术和工业驱动系统结合

在一起，这种独特的结合提供了一种符

合人机工程学的起重概念，它可以处理

重达300公斤的重物。

现代控制技术确保了设备内置的计算机

系统可以感应货物的重量并调整设备，

这样95%的货物重量由该设备负荷，

而操作员只需提升剩下5%的重量。G-

Force智能起重设备特别适合高速机动

生产环境中的物料精确定位。现在G-

Force技术因其人性化优点已被用户广

泛接受。另外，系统具备的智能响应功

能实际上消除了操作员失误及其引起的

终端产品和工作区设备损坏。

可扩展且低成本

该新型提升设备的独特优势是，贝加莱

为其提供的控制系统拥有极快的响应速

度，驱动器可以直接快速执行已获得专

利的控制运动算法和“漂浮模式”功

能，这样操作员只需简单启动手柄就能

搬运各种各样的重物。

贝加莱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控制

高博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77年

员工人数：300人

年营业额：3500万欧元

公司地址：纽约州Fishers和阿拉巴马

　　　　　州Pell City(美国)

产品服务：高架物料输送方案提供商

网址：www.gorbel.com

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这就使G-Force

系统可随意扩展以满足更为复杂的行业

应用要求。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通过

增加额外的X20 I/O模块来扩展系统，

附加的X67模块通过与操作员手柄上的

CAN接口相连控制起重设备的抓手，该

系统甚至能够扩展支持两个驱动器及手

柄前后操作。

众多功能 - 一款软件实现

高博通过Automation Studio将所有系统

功能汇聚到一个软件包中并从中获益。

这款机器开发软件也可以轻松集成到所

有G-Force产品以及其它如Easy-Arm这

样的产品中。

由于新的控制系统具有广泛的扩展能

力，高博公司才得以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做出快速响应。高性能贝加莱自动化组

件的使用已经让新型G-Force智能起重

设备成为一项相当可靠的高架物料输送

方案。

使用G-Force智能起重设备的操作员只需提

升5%的货物重量。

通过X20和X67模块

可以非常方便地创

建集中式或分布式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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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PA Controplant是法国阿尔

斯通公司(Alstom)专为能源应用

领域设计的电厂控制与自动化系

统。由于该领域要求极高的系统

可靠性和可用性，因此阿尔斯通

决定使用高度分布式的系统架

构，网络也就成为了该控制系统

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除了Modbus TCP之外，阿尔斯通选择了

Ethernet POWERLINK作为其控制系统的

现场总线。在完成控制系统设计之前，阿

尔斯通需要对POWERLINK技术的一些主

要特点做一番全面了解。在得出POWER-

LINK最重要的特点是冗余之后，公司就将

其作为系统标准加以使用。这一具有冗余

功能的确定性网络为电厂自动化的开闭环

控制提供了高水平的可用性。

多年来，以太网技术已经在管理操作网络

和系统网络中得到广泛应用。由POWER-

LINK现场总线构成的整个网络架构基于

成熟且标准化的以太网技术，该以太网网

络拥有众多优势：网络设备及协议标准化，

降低成本，便于维护，提高性能，减少自主

方案过时的风险等。

阿尔斯通与能源管理业务(EMB)

阿尔斯通是全球交通运输和电力基础设

施领域的先驱。在电力方面，她是综合电

厂、电力生产服务以及空气质量监控系统

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全球27%的发电量

来自于阿尔斯通，她的技术适用于所有能

源形式(天然气、煤、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阿尔斯通电力部由五方面业务组成：电厂、

轮机、能源和环境系统、水电以及能源管

理业务(EMB)。能源管理业务部为能源基

础设施提供持续的效率改善，从燃料供

应到电力生产与消耗，符合清洁能源和创

新电厂集成(Plant IntegratorTM)理念。该

业务部除了在传统电厂和新型燃煤电厂中

POWERLINK助阿尔斯通

电力实现网络技术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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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碳捕捉(捕集)和封存储装置外，还引进

了新技术对电厂中的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

测，这些新技术的开发将进一步加强阿尔

斯通在清洁发电领域的地位。随着全球碳

交易计划的不断推进，电厂管理解决方案

需要对碳注册系统和碳交易市场进行灵

活地整合。

阿尔斯通的能源管理业务主要集中于以下

四个核心技术领域：

■ 电厂自动化 - 电厂DCS系统，控制系统

与设备

■ 电厂管理 - 电厂与输配电优化，系统监

控与仿真

■ 电网与变电站设计 - 离相封闭母线设计

■ 电力电子 - 励磁，自动电压调节和无功

功率控制

阿尔斯通的能源管理业务部能够提供完整

的交钥匙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以优化贯穿整

个能源价值链的能源效率，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通过高效的电厂自动化控制，通过全新

的电厂管理软件对电厂进行日常运行安

排、资产管理和系统实时仿真，全面提

高电厂效率。

■ 通过提高电厂运行灵活性自动控制发电

量，这意味着在一天内可数次起、停发

电机组。

■ 通过确保电能质量为用户提供优质供

电，不论是电网频率(有功功率)还是电

压管理(无功功率)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

决。

针对能源管理业务，阿尔斯通推出了一套

控制系统，并将其命名为ALSPA。阿尔斯

通的ALSPA CONTROPLANT DCS系统

主要针对电厂控制与自动化市场。

ALSPA

基于特定硬件组件和标准通信网络的

ALSPA系统含有灵活且开放的分布式系

统架构。ALSPA产品系列支持电厂运行

的众多核心功能，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系统

拥有多重安全和可用性特点如自测试、控

制器和通信系统冗余、时间同步和1ms时

间戳精度、容错以及控制室设备掉电时系

统继续自主运行等。ALSPA产品系列可用

于DCS系统(热电、水电、核电等)及电厂设

备控制，针对电厂设备主要包括下列控制

产品：

■ ALSPA现场控制器

■ 锅炉保护和控制管理系统Controflame

■ 蒸汽轮机控制器Controsteam

■ 燃气轮机控制器Controgas

■ 发电机自动电压调节和励磁控制器

    Controgen

该控制系统围绕三方面组件构筑而成：

■ 带软件和硬件的控制室人机界面。

■ 工程管理工具对整个电厂进行统一规

划设计包括：DCS系统、设备控制系统

以及采用单点接入与唯一数据库的仿

真装置。

■ 多功能控制器和现场控制器实现众多自

动化控制与保护功能，拥有减少现场布

线、容错以及便于扩展系统等优点。

所有这些组件都是通过快速以太网实现互

联的(见图1)。

ALSPA系统网络

操作层主要位于控制室，因此工业制约因

HRSG & WSC 
Controller

Automation cell      
Multi-Function 

Controllers

I/O Controllers

ALSPA 
Field Networks

BOP & Electrical 
Controller

Operator 
Stations

Core RT 
Servers

Historian 
& IMS 

Servers

Unit Network

Site Network Engineering 
workstation

EMS, PPS, 
IMS Reports

Video Wall

Firewall

Web 
Thin Clients

WAN

Condition 
Monitoring

Steam Turbine 
Controller

OLC

CLC

Protections

Gas Turbine 
Controller

OLC

CLC

Protections

图1：联合循环发电厂 - 典型架构

12/2009 17

技 术 专 题



HMI & Historian Engineering 

Site network
Fast Ethernet Technology

Fast Ethernet Technology
Unit network

Ethernet Technology

Automation Cell

Cell network
Deterministic Fast

X20系统I/O模块由三部分组

成，简单直观的设计提供了

极高的I/O密度，有助于用

户快速创建方案以应对自动

化任务的挑战。

素较少，一般采用标准快速以太网作为交

换网络。

控制层基于成熟的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

连接DCS系统三层结构。容错环形拓扑结

构确保了系统具有高可用性。由于标准以

太网采用ＩＰ协议(TCP/IP和UDP/IP协议)

，因此它无需确定性。控制层的数据传输

速率为100Mbits/s或1Gbits/s，采用光纤

电缆或铜质电缆。

现场网络位于现场层，因此制约因素也最

为苛刻。在现场层中互联的设备通常具有

很高的可用性要求，因而需拥有冗余功能

和一个高可靠性的网络(见图2)。

现场网络演变为基于以太网的解决方案

日新月异的电力市场应用对网络性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基于高速以太网的全新技

术也应运而生。

阿尔斯通在众多工业以太网技术中选择了

两项技术，一项无任何确定性限制，而另

一项则拥有极高的实时确定性要求。

经过了广泛的选择之后，阿尔斯通决定

采用Modbus TCP作为非确定性现场网

络。Modbus TCP因其对第三方设备具有

广泛开放性得以入选。

由于确定性实时现场网络需要使用分布

式I/O，因此实时以太网网络要求简化系

统架构，集中处理单元控制器内部数据，

降低系统安装、维护和组态成本。此外，

确定性实时以太网还要求通过网络实现

基于时间戳的时钟同步功能，无需特殊的

外部电缆就能将同步数据和信号传输到

现场控制器。

确定性实时网络：选择POWERLINK作为

现场网络的原因

如果说非确定性网络的选择是容易而又自

然的话，那么确定性硬实时网络的选择就

显得相对复杂。阿尔斯通对现有硬实时以

太网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希望该技术能

够满足下列要求：

■ 开放且独立的标准，基于标准组件

■ 市场认可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 标准化设备和组件降低成本

■ 基于标准以太网

■ 从网络技术的全球推广中获益

■ 基于所有最新通信协议的通用解决方案

■ 无特殊硬件要求

■ 成熟可靠的安全通信技术

■ 电厂控制系统从成熟可靠的通信解决

方案中获益

■ 高性能的安全以太网协议(满足安全等

级SIL3)

■ 高确定性实时网络

■ 标准的数据传输速率为100Mbits/s

■ 通信网络确保确定性和实时性

■ 确定性实时数据实现微秒级传输

一般而言，电厂往往需要运行几十年，这导

致技术的长期可用性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

的选择标准，因此基于以太网的解决方案

应该具有一个相当长的生命周期。为了完

成这一目标，最为安全的方法就是选择一

项基于标准硬件的标准化技术。当然，预

想依靠一家供应商或一项使用十年就淘

汰的技术是不可能的。在经过长期研究、

建模和仿真分析后，阿尔斯通最终选择了

POWERLINK作为其控制系统的现场网

络。

全新的网络架构

由于现场网络采用了POWERLINK，因此

整个系统网络架构完全基于成熟和标准的

以太网技术。这一独特的基于全以太网的

网络结构拥有众多优点。首先，它使用户对

网络设备和协议(TCP&UDP/IP协议) 进行

了标准化。其次，即使

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对有

图2：ALSPA控制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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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EPSG，Ethernet POWER-

LINK Standardization Group)的

开放性使阿尔斯通得以长期分享

该专业技术并将其应用于高可用

性的控制系统中。因此，“高可用

性”技术工作组由阿尔斯通牵头

成立，目标就是对POWERLINK

中的“高可用性”技术特色进行发

布。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要求是，在

不修改目前POWERLINK规范的

前提下维持这一技术与现有设

备完全兼容。该技术工作组顺利

完成了这项目标，并将“高可用

性”添加作为现有POWERLINK技术的一

项标准。

这样，阿尔斯通就能利用具有高可用性的

POWERLINK网络来对电厂运行进行自动

化控制了。确实，万一控制硬件发生故障或

电缆损坏时，一些关键的应用程序必须确

保安全，防止功能中断。如果一台带控制

功能的IPC中断运行，那么另一个控制单元

需要立即“注意”到故障，并承担起继续运

行的任务从而避免延误运行造成的风险。

由阿尔斯通实现的电缆冗余功能可以轻松

完成本地化故障检测，避免数据丢失(无循

环时间损失，无需重置时间)。

POWERLINK技术的高可用性已经通过一

种先进的模型检验方法得到了验证。在完

成了所有的模型建立和技术开发之后，为

了确认计算结果，阿尔斯通进入了密集的

仿真分析阶段。仿真分析还可以测试系统

在一系列关键场景下的系统功能性。经过

长期深入的验证阶段之后，阿尔斯通确定

了控制系统具有高可用性，系统随即便投

入了运行。

阿尔斯通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28年

员工人数：超过80000人

年营业额：187亿欧元

公司地址：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

产品服务：阿尔斯通是交通运输和电

　　　　　力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领

　　　　　先企业

网址：www.alstom.com    

冗余展示

源网络设备(交换机和HUB)的需要从而导

致网络本身的价格十分昂贵，分布式系统

架构、标准化网络设备及协议、减少布线

(只有以太网和总线拓扑结构)以及网络设

备同步运行也能大大减低网络的总成本。

然后，这一充分基于以太网的网络增加了

性能更高的运行及维护设施。最后，使用

标准的以太网技术可以遵循以太网不断发

展的轨迹，而且可以从整个以太网用户团

体的研发投资行为中获益而无需增加额外

的研发成本。

POWERLINK是一个基于标准以太网组件

的纯软件解决方案，它在与标准以太网设

备的完全兼容性方面拥有显著优势。例如，

其中的一项优势是，它允许使用光纤技术

访问远程设备(几公里外)，光纤网络的优

点是它可以架设在电磁干扰区。

阿尔斯通推动POWERLINK发展：高可

用性

阿尔斯通一直以来都在推广POWERLINK

技术，希望其“高可用性”技术特色成为一

项标准。Ethernet POWERLINK标准化

结论

阿尔斯通通过将POWERLINK技术集成到

现场网络中，已经证明了在电厂控制系统

中使用工业以太网的众多优势。他们非常

高兴地看到POWERLINK标准的诞生并且

对此充满信心，因为这项技术具备所有关

键过程控制所必需的技术品质。

随着最近宣布开源POWERLINK解决方案

(openPOWERLINK)的技术发布，阿尔斯

通深信这将推动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设备制

造厂商采用这项技术。

高度分布的控制系统架构将网络视为系

统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系统需要采用高

性能以太网的原因，而且基于标准以太网

设备是一项基本选择。此外，阿尔斯通所

提供的系统必须是标准的、成熟的和可

靠的。

通过技术改进，阿尔斯通获得了更多的专

业技术，同时也将推动进一步的技术开发

活动。此外，整个POWERLINK用户也将从

中获益，因为EPSG已经将一些新的功能标

准化，且向所有人开放。就目前来说，利用

以太网技术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而且还

可以确保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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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滑动轴承可用于减小发动

机运行过程中曲轴与凸轮轴上产

生的摩擦，同时避免由此产生

的发动机损坏与故障。总部位

于奥地利Laakirchen的米巴公司

(Miba)，是全球领先的各类轴承

生产及轴承镀膜溅射设备制造

商。基于贝加莱Automation Stu-

dio开发平台以及采用POWER-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摩擦引起的能源浪费

对于确保交通运输系统包括汽车、火

车、飞机、轮船等的经济性、耐用性和

环保性来说至关重要，通过为旋转零部

件选择合适的轴承可以确保这一点的实

现。位于发动机与轮毂之间的动力传动

系统采用滚动轴承的现实已被普遍接受

的今天，内燃机本身也是滑动轴承的一

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它们主要用于减小

发动机运行过程中曲轴与凸轮轴上产生

的摩擦，同时避免由此产生的发动机损

坏与故障。由于滑动轴承的使用要求越

来越高，相关规范也越来越严格，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其质量、耐用性和精

度。

汽车制造工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米巴是一家总部位于奥地利Laakirchen

的全球性公司，在其主要业务领域 - 粉

末冶金、滑动轴承和摩擦材料方面均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是国际发动机行业和

汽车制造工业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米

巴公司成立于1927年，最早是一家发动

在米巴公司溅射设备的真空室中，零部件表面

通过阴极蒸发(溅射)工艺镀膜。

集成安全技术提高轴承加工效率

LINK通信总线的集成安全技术，

使得这些设备实现了全自动化运

行，不仅缩短了系统的调试时间

而且提高了系统的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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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itlager)负责制造。他们从1949年就

开始生产用于大型柴油发动机的全套滑

动轴承产品，包括轴瓦、轴衬和止推垫

圈等。

发动机滑动轴承的主要部件一般采用非

合金钢，但是其中防摩擦衬垫则是根据

具体规格采用合金材料开发的。米巴公

司拥有自己的冶金研究实验室，并且将

合金材料的开发视为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他们的表面材料通常采用溅射工

艺处理(也称阴极蒸发)。溅射与老式电

视机的显像管制造方式类似，就是在真

空状态下使原子从阴极逸出并在物体表

面形成一层薄膜的工艺。

米巴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27年

员工人数：超过2700人

公司地址：遍布全球11个国家

产品服务：米巴生产高科技、耐用性

　　　　　的发动机零部件，包括粉

　　　　　末冶金、滑动轴承和摩擦

　　　　　材料

网址：www.miba.com 

备超过20个伺服驱动器和数量众多的

阀岛。大约两年前，米巴针对更大型的

零部件处理开发了一个全新的系统。那

时，他们决定开发一个带安全功能的自

动化系统。“虽然该自动化方案已经运

用了10年，但是我们只需利用软件对系

统做出一些小修改，”米巴软件开发工

程师Gerald Hochmuth高兴地说道。系

统开发在短短几个月中就完成了，包括

全新的显示系统。“然而，对于我们来

说，系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无缝集成了

安全技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

果真空室密封泄漏，那么就必须中断阴

极高压并使其快速平稳地接地。

X20　I/O节点上的Safety　I/O模块通过

POWERLINK通信总线与集中式Safety 

CPU相连，并对系统进行监控。无离散

布线可以加快系统调试，而且广泛的诊

断功能也能够在系统出现错误时提高系

统响应速度。

“在短短数月时间里，我们就完成了整个自

动化方案的实施，包括一个全新的显示系统

和集成安全技术，这都要归功于贝加莱的开

发工具Automation Studio。”

Gerald Hochmuth

软件开发工程师

米巴公司

机零部件生产和修理厂，然而今天他们

的产品可以在遍布全世界的汽车、火

车、轮船、飞机和电厂中找到。

发动机滑动轴承由位于美国俄亥俄

州McConnelsvil le的米巴轴承集团

(Miba Bearing Group)和位于奥地利

Laakirchen的米巴滑动轴承公司(Miba 

溅射工艺由一系列自动化设备实现，

这些设备是米巴在上世纪90年代开发

的，从实验室测试到生产的所有流程

都是由米巴独自完成的，它们不仅用

于米巴自己工厂的生产而且还被提供

给有相似需求的其他厂商。除了镀膜与

温度控制单元外，在主配电站周围每台

溅射机还专为零部件连续表面处理提供

了六个真空室。

多年来，自动化溅射设备一直就是贝加

莱控制器的应用领域。在最新设计中，

贝加莱集中式X20 CPU负责控制整个设

Safety I/O模块安装于八个X20 I/O站

上，通过POWERLINK通信总线与整个

系统特别是集中式Safety CPU相连。

在较早的溅射设备中，安全系统不得不

借助离散布线与系统内所有相关数据点

互联，但是现在，通过在快速以太网总

线上实现安全信号路由可以最大限度地

节省布线。“总之，我们能够大大减少

系统调试时间，”Gerald Hochmuth声

称。“此外，这一改变还有利于我们及

客户显著改善对系统的持续维护。”

系统因无需大量布线加上额外具有诊断

和远程维护功能从而得以简化。在Au-

tomation Studio中的系统记录本(Log-

book)中可以方便地查看所有模块的错

误信息，当然也可以通过远程访问的方

式得到信息，这不仅增加了系统易用性

而且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大大增强了

系统可用性。

“软件升级至Automation Studio 3.0

版本在这里体现了双重优势，”Gerald 

Hochmuth说道。“集成安全技术不仅

使我们技术人员加快了系统开发周期，

而且让我们的客户也可以从先进的诊断

功能中获益。”借助贝加莱的集成安全

技术，作为关键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商的

米巴公司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行业中的领

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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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集成安全技术有助于降低

机械设备的开发与制造成本，相

比传统方案，集成安全的解决方

案占据了更小的配电柜空间，不

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而且更易

于设计并实现系统。印后设备制

造商飞勒(FERAG)是最早应用贝

加莱技术的公司之一，在设备的

产量与竞争力方面获得了持续提

高。

当一家制造商在升级或更新设备与系统

时，他们通常会寻求新的方式来降低生

产成本，或者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获

得更多功能。然而众多自动化供应商的

产品却集成了不同的工程开发工具或者

使用独立的安全控制器，因此设备制造

商们都非常乐意省去与不同自动化供应

商的沟通成本。

来自飞勒公司(FERAG Verfahrenstechnik 

GmbH)的MultiLog捆绑式堆积机证明这

并非是一厢情愿。随着他们第二代堆积机

产品的开发成功，飞勒不仅提高了机器性

能，而且使设备的安装与维护更方便，而

这一切都无需额外花费。

这是通过更换过去的自动化方案得以实现

的，以前来自不同供应商的显示、I/O、

驱动和安全控制系统都相对独立，而现

在统一的自动化架构则是基于强大的贝

加莱技术。

打破性能瓶颈

“我们在处理旧的软件与硬件时非常不方

便，”飞勒电气工程部经理说道。“当采

用来自贝加莱的整体解决方案后，我们不

仅解决了该问题而且进一步打破了可以想

象的性能瓶颈。”

该专家指出，由于印刷行业中早已普及的

轮转印刷机的产量不断提高，因此印刷后

道处理设备的性能也应及时跟上。轮转印

刷机主要适用于大量生产报纸、杂志、目

录、传单、书籍以及其它种类的印刷品。

更为复杂的产品如电话本，是由各种不同

书帖组成的。这些书帖从轮转印刷机中生

产出来之后必须立即存储。

一些专门从事活件如广告宣传册及其它不

定期印刷品印刷的打印店也经常需要临时

存储产品，如伴随报纸发送需提前印刷的

广告插页。

集成安全，经济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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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情况或类似情况下，以“捆绑堆”

形式存储印刷品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有效方

法，这也是飞勒MultiLog堆积机发挥作用

之所在。它可以接收并码堆从轮转印刷机

中印刷好的经过折叠的上千份书帖。飞勒

堆积机的特色之一就是其幅面大，书帖尺

寸(190 x 135mm至500 x 320mm)；另

一大特色是其码堆结构宽松，这避免了

因书帖弯曲变形或油墨涂污而导致的成

品质量下降甚至印刷错误。此外，容易

调整纸张薄厚的压纸辊还可以处理薄至8

页的印品。

POWERLINK取代CAN

飞勒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体现在因书帖的纸

张组成与厚度不同以及书帖之间空气含量

不同从而导致处理难度加大，而且与现代

化高性能轮转印刷机配套使用的MulitLog

也需要拥有与此相当的极高的处理速度。

用于活件印刷的轮转印刷机的典型处理速

度在每小时60000至70000份。“然而最

近，我们首次遇到了处理速度达120000

份/小时的印刷机，”飞勒电气部门经理

说道。“我们过去的系统架构，即采用一

条CAN总线驱动设备的六个伺服轴而另一

条CAN总线连接I/O和变频器，对于应对

这样的处理速度有其局限性。”因此，

为了规划设备升级，飞勒开始寻找CAN

总线的替代品，尽管CAN有足够潜力应

对现有直至未来的技术发展。“我们需

要在POWERLINK和EtherCAT之间做出

选择，”飞勒经理解释道。来自另一家

著名自动化厂商的产品出于技术原因率

先被排除在外之后，多种因素支持飞勒最

终选择了POWERLINK，正如飞勒公司经

理的总结：“基于我们过去对贝加莱产品

有着非常好的使用体验，因此我们选择了

POWERLINK，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贝加

莱拥有可靠的集成安全技术。”

集成安全体现灵活性

飞勒公司是首批运用贝加莱集成安全技

术并从中获益的测试用户。“布线变得

更容易，而且相比使用电流接触器加紧

急停止回路或独立安全控制器的传统方

案，我们可以节省更多安装导轨空间，”

飞勒公司负责MultiLog软件开发的工程师

们赞扬道。这些软件专家们强调，除了节

省材料和安装成本外，集成安全技术的另

一大优势在于灵活性：“我们首先实现了

原机器的一些功能，包括急停按钮、安全

门功能和双手操作，其次就是设计一个全

新的安全方案。”飞勒的技术人员正在计

划将带“安全速度”的安全驱动器与安全

光幕结合以取代双手操作功能。“利用集

成了工程开发工具Automation Studio的

贝加莱安全技术，该方案及其它方案都更

易于实现。我们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修改一

台机器的安全概念，因为这一般只需要在

软件上加载新的项目而非修改布线，”他

们解释道。

飞勒准备利用贝加莱安全技术的灵活性进

一步提高生产力：“我们打算增加一个堆

积处理单元至MultiLog设备。由于采用了

集成安全技术，因此即使当操作员更换码

堆板，打开安全门或中断光幕的情况发生

时，捆绑式堆积机也能够进行无中断运

行。这一安全方案在我们原来的系统中

根本就无法实现。”

全新MultiLog堆积设备的处理速度高达120000份/小时。

采用POWERLINK通信总线的MultiLog设

备有能力实现最高的处理速度。

飞勒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1年

员工人数：130人

公司地址：莱比锡(德国)

产品服务：印后设备制造

网址：www.fer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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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山到餐桌的品质保障

盐制品从盐山到最终用户的过程

中需要经历一系列开采和加工

步骤。奥地利盐业公司(Salinen 

Austria)针对整个过程，采用来

自贝加莱的APROL过程控制系统

对整个制盐生产线进行了改造。

这一全面的自动化解决方案由兰

精技术公司(Lenzing Technik)实

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过程

的安全性，而且显著减少了设备

维护。

目前，奥地利的盐矿开采与生产牢牢地

掌握在奥地利盐业公司手中。公司经营

的盐矿位于Altaussee、Hallstatt和Bad 

Ischl，那里的盐通过钻井开采法从盐岩

中提取出来，经由管道输送至建立于

1979年的Ebensee中央盐厂，盐水经过

过滤后采用热压缩的方式获得纯盐，最

后，盐制品经过包装准备装运。通过约

1亿欧元的再投资(包括一个蒸发器、一

个储藏室、一座成品仓库以及众多辅助

设备)，公司的生产能力大大加强，自从

2007年11月起每年的盐产量可达110万

吨，盐储存量达30万吨。

除了适合家庭和餐厅使用的著名的Bad 

Ischler牌食用盐外，不仅除冰盐可以提

高冬季道路的安全性，而且工业盐也是

玻璃、纸、金属和纺织等行业生产中的

基本元素。此外，Ebensee盐的另一大

用途是提高器皿的光泽，Ebensee盐厂

生产的高品质、高纯度Pharmasal牌医

用盐还能用于医药产品的生产。

逐步达到全面过程自动化

在2003年，公司迈出了对控制系统全面

改造的第一步，那时从采矿、初加工到

完成原盐加工的整个生产过程都是由一

在最后生产阶段中，经过包装
的盐运输至仓库途中。背景中
的操作终端采用贝加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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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采矿与生产线一览无余：采用贝加莱APROL过程控制系统的中控室。

盐是一种重要的膳食补充，在

确保交通安全的同时还是众多

产品的宝贵原材料。图中显示

的是位于Ebensee盐厂中央储

藏库中的除冰盐。

个中央控制系统执行评估的。系统之间

的根本性差异导致传统自动化方案实施

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技术障碍：虽然盐水

过滤和盐加工都是在盐厂中的大型过程

处理系统中进行的，但是众多盐矿却是

由大量独立的分布式系统构成的。

奥地利盐业公司希望拥有一个统一的

过程自动化系统，通过它可以在位于

Ebensee的中控室中对所有矿区和生产

区进行监控。在此过程中，公司还希望

利用各个生产领域中的专业知识降低维

护/服务费用，并且改善工艺流程。公司

的愿望还包括拥有统一的工程设计和操

作理念，制作一致性文档，集中访问生

产与存档数据以及解决相关用户界面问

题等。

第一步 - 选择技术

和许多类似项目不同，他们做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选择技术而非寻找公司。最

终，公司决定采用来自贝加莱的APROL

过程控制系统。“我们相信该系统在过

程层的可扩展性十分出色，这使得我们

公司标准化的组件能够与整个系统高度

兼容，”奥地利盐业公司电气设备维护

部经理Sigfried Haslauer说道。“另一

个决定性因素是，系统I/O硬件可同时适

用于集中式和分布式系统结构，而这通

常只能通过使用缓慢的调制解调器线路

来实现。”

其次，该系统在设备维护方面拥有众多

优势，例如即使在没有维护合同的情况

下也能保证备件的及时供应，软件和硬

件拥有出色的性价比，免费热线提供技

术支持以及低成本的系统升级。“一

流的信息技术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IT项目经理Andreas Feichtinger

补充道。“我们不仅可以在任意的操作

员站和商用PC上进行工程设计，完成各

个层的版本控制，而且操作系统还可以

保持高度的安全性且易于安全升级。此

外，管理层可以通过Web访问生产数据

和过程图像，并且无需支付额外的设计

或许可证费用。”

经验丰富的系统总承包商

在上奥地利州拥有临近的开发、生产和

培训中心同样有助于奥地利盐业公司做

出最终决定。极短的响应时间、没有语

言障碍、迅速的决策制定、灵活满足客

户要求如定制化软件功能库，这些都是

公司通过贝加莱选择系统执行伙伴的重

要因素。

最后选定的合作伙伴是兰精技术公司，

他们在贝加莱过程控制技术与带众多第

三方系统接口的大型过程自动化系统实

施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兰精技术

公司的独立开发部拥有贝加莱测试设

备，有能力对APROL系统进行仿真分

析，而且公司可以在尽可能短的停车时

间里对系统进行修改，并且在不中断生

产进程的情况下用短短数月完成全新系

统的改造。

单单提高系统可用性就是一项巨大的成

功。这是通过贝加莱具有高鲁棒性、可

带触摸屏操作的高性能工控机APC810

加以实现的，它可以进行无风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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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7年11月起，

奥地利盐业公司

Ebensee盐厂每年的

盐产量可达110万

吨，盐储存量达30万

吨。

美味可口的虾在现代饮食中占

据着持续而重要的地位，高自

动化虾场正在一步一步取代以

传统农业生产设备为主的虾养

殖场，数年来在该领域的技术

进步已经促使养虾业成为一项

全球化的产业。

全世界约75%的虾出自于亚洲虾场，

其中中国和泰国是两个最重要的虾生

产国。在水产养殖领域中最著名的当

数位于曼谷(泰国)的正大集团(Cha-

roen Pokphand Group)，她是全球

最大的动物饲料生产商之一。正大

集团委托位于布里斯班(澳大利亚)的

Bitwise公司为Cikampek(印尼)虾场

设计一个自动喂料系统，该系统使用

的就是来自Bitwise的ProBatch控制

系统。Bitwise公司是贝加莱多年的

合作伙伴，因此他们的控制系统也是

基于贝加莱的技术。

无缝集成生产过程文档

原料首先经过磨碎、称重等预加工

程序，然后按要求从筒仓直接装入

袋中，从进料到成品包装的整个生

产过程完全分批完成。

这种系统控制应用不同于传统工厂

控制的方面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需要记录大量数据，并将各种原料

加工路径的数据归档。为了在不中断

硬盘运行，通过POWERLINK通信总线

连接X20 I/O系统，该I/O系统针对不断

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样拥有极其灵活与

强大的响应能力。然而，现实中的优

势主要体现在系统维护方面。“在不

增加人员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使产量翻

番，”Sigfried Haslauer说。“系统的

远程维护和诊断功能使其得以实现，在

所有区域我们都使用相同的用户界面，

这样可以降低人员培训费用并且将他们

分配到任意区域工作。”由于大大降低

了备件的库存，因此公司在财务上拥有

非常低的资本承诺。

合乎逻辑的第二步

系统实施的初步成功让奥地利盐业公司

下定决心在盐制品的最后生产阶段也采

用APROL过程控制系统。这里最大的挑

战就是，该异构系统有不同的控制系统

需要同步协调，有众多复杂的接口用于

交叉通信。其次，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

下，有必要在现有空间狭小的机柜中进

行滚动作业。

改造项目第二步的成效体现在：一方

面，从采矿到仓储的整个制盐过程拥

有了一个统一的系统；另一方面，操作

数据的获取与自动运输系统进行了彻底

整合。公司上下统一的用户界面以及所

有子系统生产数据透明度的增加都显著

提高了生产可靠性，确保公司可以向每

一位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质量保

证。

由于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将制盐过程中的

所有流程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去，奥地利盐业公司现在已经做好了充

分的准备，可以快速有效地应对市场对

于他们的“白金”盐的需求。

奥地利盐业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79年

员工人数：375人

年营业额：6530万欧元(2007年)

公司地址：Ebensee(奥地利)、捷 

　　　　克、克罗地亚、匈牙利、

　　　　意大利、斯洛文尼亚

产品服务：盐矿开采与各种盐制　

　　　　　品生产

网址：www.salin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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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wise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9年

员工人数：10人

公司地址：布里斯班(澳大利亚)

产品服务：提供自动化和过程控制技

　　　　　术，ProBatch控制系统

网址：www.bitwise.com.au

虾：比以往更受欢迎
由于CPU的处理能力强大，因此很容易

应对项目应用中2000多个数字量I/O和

200多个模拟量I/O。此外，众多独立串

口也使安装极具成本效益。”

项目应用含有多个用于冗余数据管理的

服务器，如针对趋势分析和报告。PC可

以通过PVI接口访问基于PLC的数据，这

使得ProBatch服务器能够同步处理运行

系统与SQL数据库之间的信息。

远程维护节约时间和成本

虽然正大集团的虾饲养站位于印尼，

但是Bitwise的工程师们却能够随时访

问系统，不论使用Automation Studio

还是在必要时使用SQL服务器，他们都

能在布里斯班随时对系统进行快速简单

的维护。

提高成本效益

Jason Zarew认为，能够将源代码简单

导入项目对系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版

本管理(Version Management)甚至能够

轻松维护定制化系统。“因此，我们得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所需的编程量。”这

位技术总监还指出，通过调用DVFrame

函数库中的函数可以完成与外部设备的

数据交换，这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接口连

接方式，可以实现系统与第三方设备如

重量变化指示器、条形码扫描器和其它

设备的互联。

生产的情况下维护设备，还经常需要更

改生产步骤。手动干预的情况也必须追

踪 – 这是通过带条形码扫描功能的PDA

实现的。

PLC完成高效的数据管理

“通常这种数据密集型的工作是由基于

Windows的PC来处理的，但是这将使

工厂受制于PC平台，”Bitwise公司技

术总监Jason Zarew解释道，并继续阐

述：“我们的ProBatch系统有能力在

PLC上存储并管理所有这些重要信息。

这意味着，贝加莱控制器在处理工厂自

动化的同时还要进行数据管理。内存容

量大是贝加莱控制器的主要特点之一，

虾饲养站的控制室中显示并监控ProBatch控制系统的所有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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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最大的冰淇淋生产

商，Rosen Eiskrem公司拥有大

量生产设备。伴随着不断的产品

创新，公司在改建与扩建现有生

产线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也

就难怪，当现有系统组件停用

时，Rosen Eiskrem知道他们应

该做些什么。正如在这篇应用案

例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近他们

对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进行了系统

改造。

Rosen Eiskrem公司是欧洲最大的私

营冰淇淋生产商，其工厂位于德国

Waldfeucht-Haaren、Nuremberg和

Prenzlau。

自从2006年底收购了Nestlé Schöller公

司的生产线之后，Rosen Eiskrem公司

的冰淇淋年生产能力就已经达到了2.3

亿升。他们超过90%的销售额来自于自

有品牌产品，这些产品提供给零售商店

和大型廉价超市出售，剩余部分则来自

于Cassie品牌和餐馆零售。

及早认清趋势，快速采取行动

“有了这样的生产能力后，认清正确的

市场趋势并且快速采取行动就显得尤为

重要，这样我们的销售伙伴就能在销售

旺季来临之际凭借一些新思路为客户带

来惊喜，”Rosen公司开发与销售主管

Michael Müller解释道。

精致、美味、品种繁多的冰淇淋产品一

直以来就是Rosen公司的品牌保证。他

们在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总是不断采用

优质的原料和先进的工艺。

自从2000年以来，公司已经投资了数

千万欧元用于每年的设备现代化改造，

从而扩大了工厂生产和仓储能力，这为

公司进行更为大胆的创新活动奠定了基

冰淇淋的“诱惑”，谁能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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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 Eiskrem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67年

员工人数：1100人

公司地址：Waldfeucht-Haaren、

　　　　Nuremberg和Prenzlau(德国)

产品服务：德国最大的冰淇淋生产商

网址：www.roseneis.de  

“精致、美味、品种繁多的冰淇

淋产品一直以来就是Rosen公司

的品牌保证。新产品的开发离不

开优质的原料和先进的工艺。”

Michael Müller

开发与销售主管

Rosen Eiskrem公司

础。在Haaren工厂，他们总能根据最新

市场趋势做出产品创新并引以为自豪，

因此公司正在不断地将设备扩大分类，

添加必要的加工流程以适应并完善整个

冰淇淋生产过程。

适合冰淇淋创新的技术

为了生产一款新的带棒香草冰淇淋BIG 

CARAMEL，公司需要扩建现有生产设

备。由Rosen和其合作伙伴开发的一款

人工操作的计量工具需要配合生产线同

步电动运行，但是由于这一传统的驱动

技术已经不再采用，并且在有限的时间

里想要获得该技术需花费极高的成本，

因此公司借此机会更换了一家新的供应

商。在评估各种潜在供应商报价的时

候，Rosen公司的选择标准是基于公

司服务，产品性价比，特别是方案的长

期可用性。最终，他们决定与贝加莱进

行合作，针对该项目选用了ACOPOS系

列产品。这些人性化、智能伺服驱动器

的特点是拥有极高的定位精度，可以确

保冰淇淋中焦糖的准确计量，从而满足

Rosen高品质的产品标准。

5.7英寸Power Panel触摸屏确保在新生产线上拥有最

大的操作舒适度。

Rosen公司将控制和显示平台的改造也

交给了贝加莱：操作员站的HMI采用了

5.7英寸Power Panel触摸屏，它负责对

计量工具进行控制。该计量工具的进一

步优化还涉及到采用直接驱动技术取代

气压缸，从而进一步提高性能。当然，

公司与贝加莱的一些其它合作项目目前

正在进行或筹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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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各种地形条件并允许修

改或添加技术功能，混凝土搅拌

机必须极其灵活，机器模块化结

构和恶劣的现场环境对控制系统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出色的

可靠性和操作安全性之外，市场

还期待产品拥有最佳性价比。采

用贝加莱的现代化技术可以做到

这点，丰富的I/O模块带各种现场

总线接口，从而使不同制造商设

备的整合成为可能。 

混凝土搅拌机用于生产满足各种需要

的混凝土，机器不仅要符合各项技术标

准，而且还必须能够适应各种现场地形

条件。需要根据不同要求来设计机器及

其组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针

对机器技术功能的修改、添加和扩展，

自动化系统需拥有高水平的灵活性。斯

洛伐克Qel s.r.o.是一家领先的混凝土搅

拌系统及生产线的电气设备供应商。在

该领域中，公司在经营的15年中完成了

超过120个项目。

混凝土搅拌系统

混凝土搅拌系统包括各种独立的单元和

使用X2X Link连接

I/O模块，确保快速

实现数据通信。

适用于各种地形的混凝土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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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搅拌机

控制系统的任务是确保安全可靠的搅拌

操作，它主要是对电机和搅拌机顶盖关

闭机制进行控制，搅拌筒的间接驱动控

制也是必需的。今天，大多数搅拌机都

配备了稠度测量装置，此外，搅拌系统

中还装有用于湿度测量的微波传感器和

温度传感器。

混凝土管理

混凝土管理设备包括混凝土筒仓、混

凝土计量秤以及由变频器控制的配料螺

旋。计量秤或雷达传感器用于测量筒仓

中的物料量。为了避免产生大量粉尘，

混凝土搅拌机还必须装有空气过滤器，

利用振动原理自动去除空气中的粉尘。

此外，使用传感器也能保护筒仓，避免

仓内压力过大。

输送砂石

砂石在卸料斜槽中称重或在输送带上经

应变式传感器测量。如果使用砂石车，

那么它们由变频器、终端位置感应器和

安全终端位置感应器控制。砂石筒仓包

括一到两个振动装置，确保精确装料。

在要求极高的应用中，筒仓中的砂石量

是由雷达传感器来测量的。如有必要，

雷达传感器还能用来测量沙子中的水

分。这样，凭借采集的测量数据就可

以对混凝土预搅拌进程进行相应的调整

了。

水量测量

水量首先由带两个控制阀的计量秤称

重，接着使用并联式流量计进行更精确

的测量。

添加辅料

混凝土是根据不同应用场合的具体要求

生产的，因此它的特性也不尽相同。今

天，在混凝土生产过程中不加入任何成

分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少量辅料主要是

使用泵和计量秤添加的。

除了优化控制程序外，贝加莱自动化系

统还能确保执行混凝土搅拌机的安全规

程。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不仅要创

建基于数据库的报告和统计表，而且还

必须连接公司更高一级的数据系统。

远程I/O分布降低成本

Qel公司采用X20/X67系统组件来控制新

的混凝土搅拌机，这些模块在现场机柜

中互联，通过X2X总线实现快速数据通

信，其优点是简化了输入和输出模块分

布。I/O模块按需分布，不仅减少了接线

量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

在创建表格、图形或进行数据库管理的

时候，可以通过带TCP/IP协议的以太网

总线连接控制系统，这是基于带OPC服

务器的PLC实现的。通过这种方式设计

的控制系统能够轻松扩展 – 对制造商来

说意味着高度的灵活性。

Qel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4年

员工人数：20人

年营业额：210万欧元(2007年)

公司地址：Bardejov(斯洛伐克)

产品服务：为混凝土搅拌系统及生产

　　　　　线提供电气设备

网址：www.qel.sk  

在大多数情况下，混凝土搅拌机使用的

控制器不仅集中在混凝土搅拌机本身，

而且还要处理许多其它与混凝土生产并

不直接相关的设备，这些设备也包含在

Qel所提供的产品中，包括回收、砂石

及水加热、保温、照明设备等等。由于

贝加莱技术灵活且具有开放式架构，因

此非常适合不同系统的优化整合，从而

满足各种要求。

通过连接到OPC服务器

实现控制系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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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工业领域，而且在医院病床、卡车、工作台和播种机上也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 – 这就是

电子线性传动器。在许多应用中，她们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以来，电子线

性传动器在工业用户群中已经拥有越来越多的拥趸，他们正在将传统方案如液压轴和气动轴抛

弃。著名线性传动器制造商力纳克(LINAK)与贝加莱一起抓住了这一趋势，就产品设计方面进行

了合作。一个演示应用就能说明，将线性传动器融入机器与设备中是多么的简单。

线性传动器非常适合调整医院病床和工

人工作台的高度及角度等应用，且表现

得游刃有余。它在汽车生产和机械设备

制造领域正变得日益普及，大有逐步取

代液压与气动方案之势。

“对于电子传动方案来说非常有利的一

项是，合适的电源系统可以轻松地为电

子线性传动器供电，”丹麦电子线性传

动器专家力纳克在全球最大的分公司德

国力纳克公司(LINAK GmbH)公关主任

Christian Renner指出。“因此，不再需

要液压回路加液压泵以及压缩空气回路

加压缩机的方案。”这不仅降低了组件

成本而且大大简化了车辆及机器构造。

此外，电子传动器的运动可以更精确地

控制，对于环境也更有利：电子传动器

通常比气动轴方案更节能，而且可以完

全消除液压油泄漏的隐患。

“一些卡车及移动交通信号灯制造商意

识到了这些优势，并且已经开发出了不

带任何液压组件，完全由电子驱动的产

品，”Renner补充说道。电子传动器的

开发使这些成为可能，它非常适合在恶

劣环境下操作，并且可以提供所需的动

能。而在过去，动力只能由气动或液压

驱动来实现。

强大而快速

力纳克是线性传动器生产领域的先行

者，专为不同的工业应用场合设计并提

供优秀的产品。力纳克已经开发了针对

工业自动化应用的科技系列(Techline)传

动器，包括LA35和LA36这两种型号。

因为它们拥有极高的防护等级(IP66 动

态，IP69K 静态)和其它标准特性，所以

特别适用于各种恶劣的工况，众多选项

(例如，霍尔效应发生器和电位器用于相

对位置或绝对位置反馈)与广泛的行程范

围都使它们成为完成特定任务的最佳选

择。这些传动器(推拉方向)可以实现极

大的推力，在许多情况下能够取代液

压或气动驱动。例如，LA36的最大承

载力可达10000 N，最大速度可达160 

mm/s。

为了尽可能简单地让用户能够将传动

器集成到机器中去，力纳

克的工程师们已经开发

出了带一些基本功

能的控制与操作

单元。

占据强有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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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演示应用中，贝加莱模块直接控制力纳克

的电子线性传动器。

LA36线性传动器非常适用于一些移动“越野”设备，如农业、林业和建筑机械。

“当用户使用的控制器功能更强大且操

作更简单时，他们对于同步、运动以及

驱动器的联网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些我们都无法忽视，”Renner解

莱会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

线性电机 – 简单集成

双方合作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工程设

计和操作都非常人性化。在一份毕业设

计中的演示应用对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

证明：“该演示应用的核心是贝加莱的

X20和X67系统电机模块，它们用来直接

控制LA35和LA36，传动器集成霍尔传

感器而无需额外信号转换。因此，可

以在控制器或显示系统中进一步处理

传动器信号，”力纳克负责该项目的

学生Christopher Herget解释道。“用

户可以利用这些贝加莱I/O系统所提供的

所有通信选项。”当贝加莱方案的用户

使用力纳克传动器的时候，他们依然可

以在工程开发环境Automation Studio

中简单高效地创建完整的控制和显示应

用方案。

LA36线性传动器和X67电机模块的组合

表明，力纳克与贝加莱的产品可以实现

完美的互补：仿佛X67模块就是专门为

其设计的，正好连接电源并通过霍尔传

感器控制两个LA36传动器。

现在，贝加莱与力纳克的合作为线性传

动器带来了广阔的使用空间。这些线性

传动器没有液压或气动传动器的缺点，

而且从配置、安装到调试都和双方公司

的其它电子驱动产品一样方便。

力纳克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07年

员工人数：1500人

公司地址：工厂位于丹麦(总部)、斯洛

　　　　　伐克、中国、美国；分公

　　　　　司遍布世界超过35个国家

产品服务：设计并生产电子传动设备

网址：www.linak.de

“我们选择与另一家公司合

作，将两家的产品组合为一个

完整的方案，而不是白费力气

去重复开发自己的I/O系统、控

制器和显示单元。很明显，贝

加莱会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

伴。”

Christian Renner
公关主任

力纳克公司

释说。“我们选择与另一家公司合作，

将两家的产品组合为一个完整的方案，

而不是白费力气去重复开发自己的I/O系

统、控制器和显示单元。很明显，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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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食品加工生产线来说，停机

更换标签卷筒或由于基材撕裂而

停车不仅不方便，而且耗费成

本。因此，CFS公司提出了一个

理念，允许在不中断机器运行的

情况下更换标签卷筒。新型贴标

机具有完全模块化的结构，可以

满足各种应用要求，来自贝加莱

的多达16个ACOPOS伺服电机以

及控制与显示技术为其提供了必

要的动态特性与贴标精度，操作

也十分简便。

“在典型的午餐肉或奶酪加工线

上，7.5%至12%的停机是由贴标设备引

起的，”位于德国Wallau的CFS Germa-

ny GmbH的标签与印刷产品经理Michael 

Brandt解释道。其中绝大部分停机时间

花费在更换标签卷筒上面。考虑到高性

能包装机械的典型速度(标签卷筒每分钟

转8圈，每圈可以贴16个标签)，事实上一

卷5000个标签的卷筒仅用40分钟就能用

完并不令人惊讶。如果采用热转印机，

那么就需要花费额外停机时间用于更换

碳带。如果标签基材特别薄、特别软或

是采用打孔标签，那么传统机械就会面

临一些其它问题，以及为意想不到的基

材撕裂而停车。

剥标机与贴标单元分离

位于Wallau的CFS竞争力中心的包装机械

与贴标机专家们通过提出全新的理念来

解决这一问题，并将其应用到新型贴标

机TiroLabelNT中去。这款贴标系统是市

面上首台允许在机器运行时更换标签卷

筒的压敏贴标机。机器的创新体现在创

建了两个独立的剥标与贴标单元，而这

两个功能在过去是集中在一个机器结构

中的。可活动的贴标单元从固定的剥标

机上取下标签，然后将它们放置在产品

上，最后装有弹簧的“机械手”将标签

压紧到产品上。

配备两个剥标单元的机器可以允许在不

中断设备运行的情况下更换标签卷筒：

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必须以此构造机器

并为其设计程序，一旦第一台剥标机上

标签卷筒为空或碳带用完时，贴标单元

就能够自动移动到第二台剥标机工作。

由于在第二台剥标机运行时能够在空剥

标机上装上标签卷筒，因此机器得以保

证连续运行。由于采用了来自贝加莱先

进的模块化系统和革命性的驱动与控制

技术，Michael Brandt和他的CFS团队成

功实现了这一创新。

灵活配置

由于在每一条生产线上因更换标签卷筒而

引起的停机情况不尽相同，因此CFS提供

了多种型号的TiroLabelNT贴标机。入门

级TiroLabelNT 201拥有一个剥标机和一

个贴标单元；带两个剥标机和一个贴标

单元的TiroLabelNT 202每分钟可以生产

120至170个包装；高端产品TiroLabelNT 

203带有两个剥标机和两个贴标单元，可

以满足最为苛刻的应用要求。

“带两个剥标机的贴标设备相比简

单地减少停机时间来说拥有更多用

途，”Brandt强调说。“用户还可以为

产品贴上第二个促销标签，诸如‘买1送

1’或者‘即刻打折20%以上’，因而节

省了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两个剥标

机和一个贴标单元不够用，那么还可以选

择带两个贴标单元的贴标机。

贝加莱技术让其成真

更换卷筒，优势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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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7年(利乐拉伐集团收

　　　　　购)

员工人数：2200人

公司地址：遍布全球超过60个国家

产品服务：全球领先的食品加工与包

　　　　　装机械供应商

网址：www.cfs.com 

全新的TiroLabelNT机器概念只能通过新

技术来实现：由于剥标机和贴标机不再

是一体的，而且机器运行时，剥标机需

固定于一个最佳位置以确保实现特定包

装形式，因此在每一次循环周期后，贴

标单元必须返回剥标机。“为了实现与

传统设备相同的产量，贴标单元必须比

以往运动得更快，”Brandt解释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贴标机使用线性电

机的原因，它可以以2g的加速度驱动贴

标单元。除了提高产量以外，这还是一

项绝对免维护的技术，因为它不需要齿

形皮带等部件，所以也就避免了不必要

的磨损。”电机是由贝加莱ACOPOS系

列智能伺服驱动器控制的。“贝加莱立

刻同意着手处理集成线性电机以及创建相

关的驱动软件。对于选择贝加莱我们深信

不疑，我们不仅信任他们的控制与显示技

术 – 如同我们所有设备所呈现的那样，而

且非常信赖他们的驱动技术，”Brandt

说道。对于TiroLabelNT来说，驱动技术

的应用十分广泛：贴标系统总共使用了

16个伺服电机。

卷筒驱动取代机械耦合

剥标单元单独需要两个伺服电机(或ACO-

POS驱动器)：和贴标单元一样，剥标单

元也必须运行得更快，从而避免不必要的

延迟。在这里，伺服取代了为标签卷筒放

卷的步进电机，过去用于卷筒收卷的机械

耦合也已被伺服电机所取代。“即使在更

高速度下使用更现代的标签基材，伺服系

统的扭矩控制也能防止不必要的标签带松

动和振动。总之系统会以更为柔和的方式

处理材料，”Brandt补充道。

对于CFS选择的分布式架构，贝加莱驱

动器能够给予最佳支持：每个模块化剥

标单元都拥有自己的配电柜，柜中除了

驱动器外，I/O模块也来自贝加莱。“无

论是ACOPOS驱动器还是X20 I/O系统都

是非常节省空间的。即使针对线性电机

的驱动器也十分小巧，”Brandt兴致勃

勃地说道。

贴标机的控制功能是由上游包装机械

(PowerpakNT或PowerpakRT热成型机)的

控制系统提供的。该控制与显示方案基于

贝加莱工控机APC620，它已作为标准化

组件广泛地应用于CFS的设备中去。热成

型机的架构已经建立，因此在添加贴标机

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POWERLINK

网络中增加一个Hub。如有必要，该架构

甚至可以进一步扩展至包含更多贴标机，

对于包装机械的配电柜则没有任何变化。

使用MATLAB®/Simulink®进行仿真与代

码生成

TiroLabelNT的现代化理念与技术和CFS

工程师们所使用的先进开发工具与过程

十分匹配。“很难使用传统方式开发像

TiroLabelNT这样的机器的控制软件，

无论运动顺序还是软件管理都十分复

杂，”Brandt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使用MATLAB®/Simulink®开发机械

结构、过程顺序、定时处理以及生成控

制程序的原因。”这确保了，在仿真中

实现的生产能力同样可以在现实情况中

完成。该CFS的专家对于用户从中获益方

面充满热情地说：“操作员可以直接输入

想要的针对某一包装形式的标签数，并获

得即时的反馈，表明是否可以实现。如果

可以，控制器就会自动设置所有相关的参

数。过去机器在逐渐完成预期包装量后停

机的方式已经被淘汰了。”由于每个贴标

单元为了完成指定数量的标签都会以一个

合理的速度工作，因此这也防止了机械损

坏，并提高了贴标定位精度。

总之，采用全新贴标系统取代传统贴标方

案意味着，机器拥有更高的处理能力，实

现更高的精度，节省更多的资源与空间。

此外，标签卷筒能够置于安全盖板外，

机器清洗更容易，卷筒更换也更符合人

机工程学设计。

新型TiroLabelNT贴标机经过创新设计后，一旦第一个剥标机上标签卷筒为空时，贴标单

元就会迅速移动到第二个剥标机继续工作 – 然后就能在不中断机器运行的情况下从容地

为空剥标机装上标签卷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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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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on PC
可在恶劣环境下使用的高性能工业计算机

来自贝加莱的工业计算机Automation PC：机柜式安装、无风扇、无内部电缆、高性能CPU配置：Intel® Pentium® M, 

Core™ Duo, Core™2 Duo, 和 Atom™ processors、双屏独立操作显示、远程显示扩展、1Gbit Ethernet、可集成UPS、

电子存储盘、硬盘阵列DVD驱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