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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为了扩展自动化产品线，我们已经加快了新产

品的研发步伐，这会使客户从中获益，而且也便

于我们提供更多更新的行业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在机械结构中引入了全新的电机-减速

器积木式原理，消除了原本在电机供应商和减

速器供应商之间的沟通麻烦，这一完整的驱动

程序则完全来自于同一家供应商。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不懈努力地加大机器人技

术与CNC方案的开发力度。我们最新开发的标

准程序包，不仅大大缩短了机器的调试时间，

而且还能使用户快速上手。

随着公司逐步实现内部物流中心的全自动化，

我们已经能够提供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成本上

都堪称创新的解决方案，并将此方案应用到物

流行业中去。

此外，APROL过程控制系统中新增的一些功

能，令我们可以为工业楼宇自动化提供更多可

选择的解决方案。

祝您阅读愉快！

Andreas Enzenbach

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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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贝加莱工业自动化公司成功收购

了位于吉尔根贝格（Gilgenberg）的蒙

迪艾尔（MONDIAL）电子有限公司。新

业主贝加莱会将投资应用到战略产品的

研发上并加快国际扩张的进程。

收购后的蒙迪艾尔公司的业务重点仍是

新能源技术（包括楼宇自动化）和车辆

自动化方面。该公司的目标是发展技术

创新，不断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

位。

 
蒙迪艾尔开发车辆自动化、新能源技术

（包括楼宇自动化）产品

贝加莱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工业自动化

产品和控制系统解决方案的国际知名自

动化厂商，始终以技术为先导，注重持

续的创新能力。三十多年的发展，贝加

莱在“total solution”的系统平台架构上

资 讯 扫 描

公 司 新 闻

公 司 新 闻

B&R为扩展其ACOPOS驱动单元接口模

块的产品线而开发了BiSS编码器接口模

块。

BiSS全数字双向传感器接口是一个开

贝加莱成功收购蒙迪艾尔

BiSS编码器接口卡

不断推出前沿的产品和技术，并不断拓

展和完善自身的产品线。几十年的项目

积累，让贝加莱拥有一支强大而团结的

技术团队，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为越

来越多不同行业的客户服务，并不断刷

新行业市场的销售奇迹。

源且无需授权费用的通信标准，它允许

传感器数据被同步、安全、及高速的读

取，BiSS接口具有高传输速率以及严格

的错误检测机制。

                                               

这些优势使得BiSS编码器接口尤其适用

于高性能要求的场合，例如大内径全数

字中空轴编码器，或是高速运动下要求

高鲁棒性、绝对值的直线运动测量。

BiSS插入式接口卡是一种对ACOPOS驱

动编码器反馈系统的扩展，为高挑战性

自动化项目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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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用户识别的RFID技术

由于安全技术是一个成本敏感且具有高投资风险的开发，所以，长期

以来，自动化业界需要一个通用标准。EPSG建立基金会来完成此标准

并发布OpenSAFETY-第一个完全开放且适用于所有自动化领域的安全

通信方案。其通信循环在微秒级,由TÜV认证以确保最小的响应时间。

它适用于SIL4系统,经过软件的互操作验证,EPSG在2010年HMI展会上

发布最为流行的SERCOSIII,Modbus TCP,EtherNet/IP和POWERLINK

四个以太网协议的OpenSAFETY。

EPSG积极的支持OpenSAFETY在任意传输协议上的实现，例如，提

供认证和一致性测试支持。OpenSAFETY的开放性同样是在法律意义

上的开放：协议可以在开源软件BSD授权下自由下载,为此提供了一个

针对所有用户的面向投资安全和对所有制造商及工厂操作者降低其开

发成本的插件。

由于射频设别技术（简称RFID）在自动

化领域中的不断集成，所以在物流、生

产跟踪和工业IT结构中RFID技术可以很

轻松地链接机器和系统终端设备。大多

数基本数据交换（BDE）和接入系统都

是基于13.56 MHz的RFID系统，这就意

味着B&R的最新的RFID创新技术是与国

际标准ISO 14443 和 ISO 15693相兼容

的。这种RFID技术便于控制单元中的用

户识别，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系统制造

领域。人机界面上快速可靠的用户识别

能够确保系统达到最高的安全等级。用

户只需持有自己的标签或用户ID使得系

统可以识别，这种距离限制为几厘米远

才能读/写用户标签或用户ID的装置，可

以避免系统无意识别地识别仅是路过该

设备而非操作该设备的员工。

由于方便集成，防护等级最高可达IP69K 

紧凑的设计和预制的USB电缆使射频识

别单元的防护等级最高达到IP69K，并

且不需要增加额外的保护罩壳，这些特

点都使后续的射频识别单元的安装变得

更加简单。

射频识别单元使用22.5毫米的标准开孔

尺寸，灵活地安装并集成在开关柜的门

上或者操作单元的壳体上。这种安装不

但可以确保全方位的IP65防护等级，而

公 司 新 闻

公 司 新 闻

EPSG发布第一个通用安全标准

且由于RFID模块在B&R操作单元上的无

缝集成，所以能使用户受益于它的卫生

设计和IP69K防护等级。B&R提供了非

常可靠的用户标识系统，甚至可以满足

工业界的最高卫生要求，如在饮料、食

品和药品等生产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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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晚，荣格2010塑料工业技术创

新奖颁奖典礼在上海浦东淳大万丽酒店

隆重举行。在这次荣格工业传媒所发起

的塑料工业领域技术创新评选中，贝

加莱注塑机控制器SmartMold获得了软

件、控制及自动化领域两个奖项中的控

制系统“技术创新奖”。

本次颁奖旨在表彰那些为塑料工业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的创新产品和技

术，涵盖了整个塑料工业产业链上的

各个环节，包含材料技术、注塑技术、

挤出与吹塑技术、模具、控制系统与

软件。由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荣格工业

传媒发起，评委来自中国塑料工业行

业协会、成型技术专家委员会以及企

业代表。此次颁奖中，包括德马格、

海天国际、博创、ENGEL、Wittmann 

Battenfeld等塑机制造商与贝加莱共同获

奖，这些获奖产品均代表目前注塑技术

的最新发展与创新技术，这也足以印证

此次颁奖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SmartMold是专为注塑机而设计的，并

且按照“标准化“理念实现的控制器，

这里的“标准化”涵盖几个内容：

“通 用 性”--能够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

油压注塑机；

“易操作性” --标准的操作流程与画面

设计，非常友好的人机交互，易于理解

并快速学习；

“无需编程”--通过内建的工艺逻辑序

列设置、参数配置方式即可完成系统构

建，无需复杂的编程过程； 

“快速面市”--即使不是很熟悉它的工

程师在三天内也能完成该系统的安装调

试，快速出机，响应市场需求。

SmartMold设计所代表的是未来OEM机

器控制系统的潮流，它将控制技术的硬

SmartMold获得

荣格工业传媒2010年度

塑料工业“技术创新奖”

公 司 新 闻

件、软件与行业Know-how紧密集成、

并通过标准化的硬件生产来降低成本，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市场，高速成长，需

要更多快速组建满足行业需求的标准型

控制器。



贝加莱纺织机械控制前沿技术聚焦

贝加莱：提供风电控制全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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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新 闻

公 司 新 闻

资 讯 扫 描

2010年6月23日下午，由《今日自动

化》杂志和贝加莱合办的“第三届纺织

机械自动化研讨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适逢CITMA的盛大展开，来

自恒天集团、太平洋机电、太行纺机、

山西鸿基、沈阳宏大、苏拉（金坛）、

卡尔.迈耶、陕西恒鑫、盐城纺机、盐城

宏华等50多家公司企业多达150名研发

经理、电气工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并

就纺织机械的自动化提升进行了交流。

贝加莱提供在棉纺、织造前准备、织

造、后处理及化纤、无纺布等整个纺织

机械领域的各种类型机器的控制系统设

计，在欧美及中国有众多的企业采用贝

加莱的系统，通过贝加莱与客户的深度

合作，共同解决了国内纺织机械自动化

中的众多前沿控制技术。本次会议，新

萌自动化技术的栾永琦总经理介绍了基

于贝加莱系统的清梳联解决方案，这一

方案将未来棉纺从开清、混棉、梳棉、

在2010亚洲风能大会上，自动化技术的

领导者贝加莱为风力发电行业自主研发

粗纱、细纱整个流程进行整合，提供了

整厂生产效率提升的硬件、软件、网络

架构设计的整体解决方案，代表着未来

棉纺技术的发展方向。

的厂商，展示了一个全集成的风电控制

开发平台。

对于国内自主研发风电控制的制造

商、系统集成商而言，贝加莱所提供

的是一个真正完整、灵活、开放的自

动化系统平台。PCC高级语言编程、

ACOPOSmulti直流供电的伺服系统、

集成S I M U L I N K仿真分析工具包、

B&R Safety Technology、Automation 

Stduio、专家模块等等都是贝加莱风电

控制的优势所在。

除此之外，满足苛刻的环境要求、远程

维护、高稳定性、风力发电厂的监控等

要求，这些都可以在B&R的全集成平台

中实现。



贝加莱技术助力卫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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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AlpinaTec是一家来自奥地利萨尔茨堡(Salzburg)的特殊设备制

造商，为航空航天工业中的高频天线及望远镜反射镜的自动调

整与定位系统提供创新而专业的解决方案。公司在控制与驱动

技术上非常信赖贝加莱自动化技术-包括工业PC、总线技术和

电机。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全球的信息被高速地进行处理与传

播。商业与私人通信在瞬间实现，技术人员相隔数千里也能够在同一个产品开发项目

中完成合作，通过远程维护解决问题。通过卫星导航系统，我们在客厅中就能轻松地

获知发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重大事件，享用无比精确的天气预报。自从爱因斯坦时代开

始，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宇宙万物是如何运行的知识就与日俱增。

航空航天工业已经可以实现所有这些事物的发展：人造卫星绕地球同步运行，它借助地

面卫星站实现高速通信。数据以高频无线电信号的方式往来于地球与太空之间。位于地

面站的抛物面天线拥有相当高的精度，以保证可靠的数据传送。天线的定位必须十分精

确，因为即使天线的方位角发生微小的偏移也会导致通信中断，这样耗费巨大成本进入

轨道的卫星将变得毫无价值，为我们探究宇宙奥秘的射电望远镜也将毫无用武之处。

为了确保这些传送路径持续发挥作用，望远镜上的反射镜需将焦点准确地对准信号源，

地面卫星站的天线定位需持续调整，而且卫星在发射前，它上面的天线需要在专为航空

航天工业设计的测量暗室中进行极其精确的调校。

在Medusa项目中，调整单元的C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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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仿真暗室包含测量卫星天线特性的抛物面镜、双曲面镜和平行镜。（照片来源：欧洲宇航防务集

团EADS Astrium公司）

下图：在MEDUSA项目的集成自动化组件中，供电单元、X20模块、ACOPOSmicro步进控制器以及6个

步进电机都来自贝加莱。

AlpinaTec Technical Products GmbH为

该项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家小

型公司位于萨尔茨堡市郊的Köstendorf

镇。AlpinaTec公司由HTD Burger于2004

年创建，主要专注于开发与制造天线及望

远镜反射镜的调整与定位机电一体化系

统。“针对基础研发，我们已经与数家

奥地利的大学与研究中心展开合作，”

项目经理Gunnar Grabmair说道，他于

2008年从Wels技术学院毕业后加入Alpi-

naTec。“我们自己开发运动控制以及基

本的自动化与传感器系统。”

“Medusa”和“Frontics”是AlpinaTec

针对一些德国航空航天公司的两个最新的

开发项目。其项目任务是：一个用于测量

发射前卫星天线特性的25x25米的仿真暗

室。抛物面镜、双曲面镜和平行镜被用于

对来往于地球和卫星轨道间的信号的扩散

与收敛进行模拟。除了定位系统与控制器

外，高频测试系统还需要使用所谓的“地

面机械支援设备”（MGSE）支撑测试对

象。虽然这些卫星以后都在地球轨道上运

行，但是它上面的所有组件都必须在地球

重力的影响下进行高精度的自动调整。

灵敏的机械元件都是通过贝加莱组件实现

运动与控制的，六个步进电机确保对定位

单元进行精确的配置，该定位单元安装在

AlpinaTec专为Medusa项目设计的一个框

架上。步进电机由三个ACOPOSmicro步

进控制模块控制，每个模块可以为两个步

进电机提供脉冲信号。而同步电机可以用

于驱动更大型的机械设备，如同在Fron-

tics项目中看到的，同步电机由ACOPOS

三相伺服驱动器控制。整体控制是由处理

能力强大的工控机APC620来完成，在它

上面运行了AR010 Soft PLC。

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实时通信能力，

因此，该方案中的两个X20 CPU均可以

11/201010



AlpinaTec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2004年
员工人数：3人
公司地址：Köstendorf(奥地利)
产品&服务：机电一体化装置

网址：www.alpinatec.com    “地面机械支援设备”
（MGSE）支撑测试对象与调整单元（右
侧灰色部分）。

AlpinaTec公司总经理Peter Burger(右)以及负

责借助贝加莱组件设计机械装置的项目经理

Gunnar Grabmair。

通过POWERLINK和CAN总线连接分布

式I/O。而编码器模块用于评估线性传感

器。最后，机电一体化装置从电源单元中

获取所需电能。

“我们花费了约一年时间寻找合适的自

动化技术合作伙伴，”Gunnar Grabmair

说道。“我们优先考虑能够提供从控制

器到电机的高质量的全套方案供应商。”

随着项目的进展与系统的运行，选择贝加

莱作为合作伙伴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

非常看重贝加莱技术专家所提供的出色

的支持，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的本地化服

务，”AlpinaTec公司总经理Peter Burger

说道。“虽然对于供应商来说，这是一些

相对较小型的项目，但绝对不意味着都是

些想当然的事情。”

对于AlpinaTec来说，最为重要的是，

使用贝加莱组件的整个方案拥有极高

的品质。“测试设备中没有多余的空

间，”Peter Burger说。“然而ACOPOS

设备与X20模块极其紧凑，因此我们能够

将所有电子器件都安置在一个小型的穿

墙式配电柜中。”另一项标准是，贝加

莱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发出方案。“

项目时间紧迫，这些硬件组件能够完美协

调，体现了贝加莱的优势，”Grabmair确

认说。“在统一的软件环境中就能为所有

控制与驱动解决方案进行工程设计，单一

的开发工具实际上确保了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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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自动化产品线涉及整个生产过程所需的一切，从单轴运

动控制到生产设备的全部功能实现。最近，贝加莱在机械结构

中添加了一个重要的连接，向满足所有这些需求又迈近了一

步。这些带行星齿轮减速器的电机，结构紧凑，性能优异，令

控制与驱动技术更贴近运动的机器部件，安装也更容易。

齿轮电机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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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自动化已成为机械设备制

造业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先进且统一的

机器解决方案将机械制造与控制技术融

为一体。带电机与控制器的驱动技术是

实现电子组件与机器相关部件连接的重

要组成部分。电机是一种特殊情况，因

为它们通常既不属于电子组件也不属于

机器相关部件。

贝加莱针对各种行业应用，提供范围广

泛、具有高动态特性、功能强大的步进

电机、三相同步电机、伺服电机和扭矩

电机，除了将这些电机连接至机械结构

外，还为自动化客户提供完整的自动化产

品线。“我们将自己视为一家能够为所有

自动化技术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公司，这种

理念是该行业所必须具有的，”贝加莱驱

动技术业务部经理Stefan Schiele说道，

该部门成立于2008年。“通过提供完整

的产品系列，发挥产品的协同效应，我们

能够解决许多客户面对的接口问题；这些

产品包括更高级别的控制系统，过程与运

动控制技术，一直向下延伸到法兰盘。”

“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在与客户紧密合

作的情况下，严格按照他们的详细规

范进行开发的。”

Stefan Schiele
驱动技术业务部经理

贝加莱

不仅仅是一个标准连接

“带齿轮减速器的电机为实现各种不同

行业应用中的理想设置提供了更多可能

性，”贝加莱机械制造工程师兼减速器

产品经理Christian Schmeitzl分享了他的

观点。在许多情况下，功率、速度和扭矩

的必要组合只能通过减速器实现。在不需

要扭矩电机提供精度与控制能力的时候，

无论从成本还是从安装直径上考虑，这都

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从今年年中开始，贝加莱就已推出与一

级、二级甚至三级行星齿轮协调配套的

8LSA、8JSA、8LVA和80MP系列电机。

贝加莱提供的同轴行星齿轮的减速比范围

从i=3至i=512，采用轴输出、直角输出和

法兰输出。这令那些机械设备厂商能够轻

松地将这些传动产品应用到当前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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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齿轮减速器的电机为实现各种

不同行业应用中的理想设置提供了

更多可能性。”

Christian Schmeitzl
产品经理

贝加莱

贝加莱预安装行星齿轮减速器的电机是对其自动化产品线的补充。它们可以带法兰输出，并通过减小背
隙提高性能来提升入门级产品的性价比。

去，而无需改变现有的工厂标准。

贝加莱的减速器有两种设计方案可供选

择，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防护等级（IP54

和IP65）以及背隙不同。公司还为客户提

供一种比较经济的订货方式，就是减少不

同减速比的数量并提高订货量。

通过利用专为不同电机类型设计的安装板

以及嵌入式平衡型电机轴固定系统，可以

实现一种最佳的电机减速器连接方式，非

常有效地预防电机内的径向力。

减速比与背隙新标准

与他们的电子产品不同，贝加莱并不自己

生产电机和减速器。“这些产品都是我们

在与客户紧密合作的情况下，严格按照他

们的详细规范进行开发的，然后我们将这

些产品委派给一些欧洲著名的电机与减速

器制造商进行生产，”Stefan Schiele声

明。

这使得贝加莱在已建立的标准中有了新的

突破。贝加莱通过重新对背隙设置限定，

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了更大的优势：当其他

著名的供应商将其入门级减速器的背隙定

为20-25弧分，并针对12-15弧分的型号收

取额外费用时，贝加莱可以在同等价格下

提供8-12弧分的标准型减速器。对于那些

要求极高精度的应用来说，贝加莱还可以

提供具有更高性能且低于1弧分的减速器

设计。

功率密度高

产品系列中的一大亮点是与电机直接安

装的8GM行星齿轮减速器。这基本上包

含了8LV系列电机与同一壳体中的减速

器。该齿轮箱恰好定位于电机轴上，这

种安装方式无需使用加固系统，因此针

对动态应用可以实现高性能的控制，而且

节省空间；特别是当它与ACOPOSmicro

系列紧凑型伺服驱动器一起使用时尤其如

此。在1.3kW以下功率级别中，这一组合

是市场上长度最短的齿轮电机。因此，该

单元可以使机械制造商们减小系统重量，

并且比以往节约更大的安装空间。

和所有贝加莱产品一样，这些电机/减速

器组合完全集成于贝加莱的系统环境，

并且可以借助软件对驱动系统进行设计

和优化。

“我们能够通过全新的预安装减速器系

列帮助客户进一步简化他们的机器结

构，”Christian Schmeitzl说。“我们在

维持产品价格标准的同时，使它们满足了

我们自己提出的高要求，并且提高了产品

质量水平。”贝加莱客户的收益不仅来自

径向力与径向间隙的高度可扩展性，而且

来自真正的自动化专家始终伴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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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全自动内部物流中心

在位于Eggelsberg的贝加莱总部工厂扩建期间，一个全自动的物料仓库也在同步建造。这个内

部物流中心拥有极其现代化的产品存储/检索设备和托盘物料搬运系统，它由TGW Systems Inte-

gration GmbH实施。控制、显示和驱动技术全部来自贝加莱。该物料仓库占地总面积6600m2，

货架高度超过19m，长度达72m，可容纳18000个托盘。

全自动物流理念由贝加莱技术控制

在双面货架的通道中，有5个由通道引导

的存储/检索设备，每小时可以精确地存

储和/或检索300个欧式托盘，确保了高

性能、全自动物料处理。这些存储/检索

设备与上下两层8个调试站点相连，可以

利用物料处理系统自动输送来自两个方

向的托盘。行之有效的X20控制与I/O系

统用于确保这一复杂而先进的存储系统

的最高性能。整个安全技术解决方案利

用X20 SafeLOGIC和X20 SafeIO组件，

通过POWERLINKsafety技术构建成一个

分布式架构。贝加莱Automation Panel用

于系统显示，它让操作员输入重要的控制

参数变得简单而直观。此外，他们在每一

个操作员站都可以看到整个系统以及系统

组成部分。

现代化远程维护机制允许从任何位置下载

完整的系统诊断信息，包括系统当前活动

状态信息至单独的I/O通道，并通过短信或

电子邮件发送程序。

高精度与高能效

所有存储/检索设备以及物料处理系统上

的驱动器都使用来自贝加莱的伺服驱动技

术。即使欧式托盘重达1000kg，它们在以

2.5m/sec2加速度输送72m的距离后，仍然

能够确保精确定位。高能效是另一个重要

的优势，贝加莱伺服驱动器所具备的能量

再生技术，将日常运行中的能源成本降低

了约1/3。

控制系统直接连到SAP

SAP R/3 LES（物流执行系统）用于库存

管理与物流控制。存储系统使用的控制器

通过SAP R/3 TRM（任务资源管理）模

块直接连到SAP系统，因而无需使用额外

的物流计算机以及高维护的数据接口。在

SAP R/3中，可以专门规划任务的执行顺

序并规定存储/检索策略，它们都可以做

出迅速调整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物流要求。

SAP系统通过在固定调试站点上的贝加莱

工控机Automation PC处理库存变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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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自动存储系统完全配备来自贝加莱的控制、

驱动和安全技术。

弹簧磨削成形
弹簧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用于汽车悬架、床垫或圆珠笔中。为了确保

弹簧按预期实现其功能，它的两个端面必须进行精细加工。这就是为什么在弹

簧生产过程中，每一个加工步骤都需要复杂制造技术的原因。

生产汽车悬架弹簧的最后一步，是对弹簧两端进行磨削，从而使弹簧按规范安

装于汽车悬挂系统中。韩国机械制造商DSM总部设于Siheung，她与贝加莱联手

推出了一个针对精密磨削的高性能解决方案。

过移动数据采集设备控制并确认内部物料

输送，从而保证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获悉产

品的当前状态。

因此，在成熟的存储系统中集成贝加莱技

术就可以得到既经济又节能的物流系统整

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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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高品质磨削效果的动态运动

首先弹簧在两个用于精密加工的磨削单

元之间被夹紧，然后位于机器顶部与底

部的磨削单元进行上下运动，并对弹簧

两端进行同步研磨，直至弹簧总长度达

到规定值。复杂的运动规划是完成高质

量磨簧的关键因素。对弹簧上面的接触

压力（以及弹簧张力引起的作用力）进

行目标控制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挑战。

在贝加莱驱动概念的引领下，通过使用

先进的ACOPOS系列驱动器和变频器，

这台磨簧机能够根据弹簧尺寸完成最优

化的动作。将所有自动化组件全部集成

于Automation Studio，显著缩短了调

试时间。“全新的驱动系统使我们提高

了磨削速度和运动精度。我们与贝加莱

一起，能够迅速实现这一复杂的运动规

划，”技术经理Jaeho Yoo分享道他的

观点。

一切与精度有关

对产品长度进行精确测量是磨簧工艺的

最后一步，因为弹簧的最终长度决定其

主要特性。机器的自动化概念还使系统

能够直接集成测量传感器。具有实时能

力的现场总线POWERLINK确保所有测

量快速可靠。

现代化的显示概念

使用Power Panel 400可以使数据管理和

编程变得更加方便。现代化的操作理念

对于处理磨簧机频繁的人机交互也相当

必要，而且利用可视化工具Visual Com-

ponents可以简化操作界面的编程。

“全新的贝加莱系统不仅可以简化机器

的工程设计，而且还能显著降低接线成

本，并缩短调试时间。这使我们能够迅

速而全面地满足客户的需求，”Jaeho 

Yoo总结道。

DSM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2007年

公司地址：Siheung(韩国)

产品＆服务：CNC磨簧机及其他弹 

　　　　　　簧制造与加工设备

网址：www.dsm-spring.co.kr

在贝加莱驱动概念的引领下，这台磨簧机能够根据

弹簧尺寸完成最优化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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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CNC设备制造商都

面临着创新的压力，但是在他

们中间，并非所有厂商都拥有

完整的专门从事自动化方案开

发的电子与软件部门。他们需

要获取各种标准CNC功能并

以此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然

后只需将自己的规范补充到这

些CNC功能中去就行了。结

合PLC编程的CNC应尽可能简

单，并且可以运行在单个CPU
上。贝加莱能够提供一套完整

的解决方案，包括硬件、可视

化、仿真以及自己的标准CNC
软件包。该方案整合了所有机

械制造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从

而推进了机械制造商们在自动

化方面的创新开发活动。

融合过程控制与运动控
制的CNC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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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业是一个创新领域：在过去几年里，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给这一行业带来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创新变得习以为常。客户要求提高产量，由此驱使机械制造商

们试图将越来越多的功能封装入每一台机器设备，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在非生

产性任务如夹紧工件上的时间。其结果是：运动轴越来越多，定位越来越精确，插

值时间越来越少。但同时意味着：传感器越来越多，输入与输出点数快速增加。当

实际加工与生产工艺已经优化至物理极限阶段，许多制造商关注于为内部物流程序

作瘦身以及实现整个生产单元的自动化，包括所有操作设备，有时甚至覆盖整条生

产线和整个生产车间。

另一方面，机械制造业并不具有革命性。良好的传统不会被随意抛弃，只有当它成为

新事物发展的障碍时才会被舍弃。传统意义上，PLC控制的输入与输出过程和CNC

控制的运动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对许多制造商来说，机器人控制器则完全

是第三种情况。因此，相关制造商时至今日仍然在分别提供基于不同硬件的单独的

PLC和CNC解决方案。这两种方案的编程不同，因此无法显示在相同的面板中，也

无法同步运行。这对于整合带有大量传感器、执行机构和机器人操作设备的数量众

多的高速轴来说并非易事。

贝加莱的客户现在能够轻松自如地应对这些任务，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由硬件

产品和软件选项构成的完整的流程链：有连接各种外围设备的高速POWERLINK总

线系统，智能驱动技术以及作为开发与实时操作系统的Automation Studio，它为显

示应用程序、PLC逻辑、运动控制、CNC和机器人技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平台。

当然，各种类型的功能之间存在着转换，但是机器开发人员一般都能确定在何处转

换，并且确定在何处准备转换方能使之后的操作最有意义。

一些大型机械设备制造商都深知这一点，并且非常欣赏贝加莱自动化技术能够让他

们对加工、定位和显示任务进行自由组合，这些任务既可以轻松实现同步运行，也

可以以合适的速度执行，即使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亦是如此。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来自奥地利制造商Fill，这家公司基于运动机器人的加工中心被称为Robmill，它可以

在一个通用硬件平台上实现机器人技术、PLC处理以及CNC通用运动功能。

然而，不只是那些生产复杂设备的大型机械制造商会且必须将大量精力投入自动化

技术的开发，大多数CNC制造商也会不断开发各自的产品来为客户提供最有用的解

决方案。这样做不仅可以应对日渐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所集成的运动轴和加工工

艺越来越多，而且，在减少设备占地空间和所需能源的同时，增加了设备的效率和

速度。贝加莱的通用运动控制技术（Generic Motion Control）结合了CNC和PLC功

能以及从步进电机到液压系统的执行机构，可以在单个硬件平台上和统一的显示系

统中实现，诸如Fill这样的公司也都能够从中获益。通过POWERLINK连接的I/O和安

全设备简单易用且节省空间，Automation Studio能够提供统一的自动化工程设计环

贝加莱标准CNC软件包的目标是，为整个生产
岛提供统一的自动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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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的CNC面板和外部手持装置非常符
合人机工程学原理。

境，这些都体现了相当大的优势。

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标准软件包，它

能包含CNC自动化的所有方面，它能利

用各行业最先进和最有效的技术，它还

能轻松扩展自定义功能。这个软件包应

该作为每一台机器开发的核心，而不要

求整个开发部门都使用，且完全无需编

程。总之，对于那些想专注于各自核心

竞争领域且想在电子与软件方面获得最

大支持的机械制造商们来说，他们需要

一个入门级的软件包。

专为CNC设备设计的快速入门软件包

贝加莱认识到这一需求，开发了CNC

标准软件包。贝加莱德国分公司战略

经营发展经理Markus Sandhöfner说

道。“CNC设备制造商们第一次有机会

获得一个完整且同质化的解决方案，它

可以提供所有关键的CNC功能，易于使

用的标准显示系统以及专门开发的硬件

和仿真工具。”

甚至显示程序也是设计好的，因此在很

多情况下，程序可以按照原样执行而无

需任何修改，但这并非是必须的：由于

该显示程序是利用Visual Components创

建的，因此客户可以修改，扩展或者简

单调整它以适合自己公司的企业形象。

它拥有7种现成的预编程操作模式供客

户使用，包括自动、单步和仿真模式。

该应用程序还附带完成了主页面、程序

页面、数据页面和诊断页面，进一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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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标准CNC软件包包含一个实时仿真环境，可以对整个机器或NC和/或PLC代码进

行仿真。贝加莱还提供诸如对生产过程进行离线3D仿真的贝加莱机器人仿真(B&R 

Robotic Simulation)工具。

Markus Sandhöfner（43），现担任贝加莱（德国）公

司的战略经营发展经理，他是CNC与运动控制领域的

专家。

在卡尔斯鲁厄大学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并在普福尔茨

海姆（德国）和谢菲尔德（英国）完成工商管理学习

后，Markus Sandhöfner曾担任机电驱动技术产品经理

及办事处经理一职，并负责一些重要客户的管理工作。

他于2001年加入贝加莱公司。从2002年至2008年，他

主要负责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分公司的开发与销售工作，然后在奥地利总

部担任国际销售经理一职。在2009年，Markus Sandhöfner成为贝加莱德国公司的

管理层成员，负责整个公司的战略经营发展。

作者简介：

“贝加莱标准CNC软件包不

仅可以使我们的客户快速入

门，而且能够让他们在无需

控制器厂商提供定制化编程

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实现创

新，从而确保其产品拥有独

特的卖点并完全受到保护。”

Markus Sandhöfner

战略经营发展经理

贝加莱（德国）公司

短了Time-to-market。

在一个典型的CNC环境中，显示程序必

须经常显示长表格，但又必须紧凑而易

于操作。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贝加莱专

门开发了一个15”垂直面板，它拥有众

多功能开关和按钮，非常适合在恶劣的

工控环境中使用，即使操作员携带手套

操作也没有问题。由于机器操作员通常

需要在够不着面板的情况下登入，因此

手持装置的使用为机器操作提供了充分

的机动性与灵活性。

该硬件使用Automation Runtime操作系

统，它是对所有程序单元进行实时处理

的基础。这里，CNC功能并不像其他制

造商提供的方案那样运行在一个单独的

控制器上，而是运行在和PLC逻辑同样

的处理器上，因而能够在尽可能短的循

环时间内完成分时多任务处理。

不像许多市场上的CNC单元只提供一个

CNC通道，贝加莱的解决方案是没有这

方面局限性的。目前是限制为8个CNC通

道，每个CNC通道有9个轴。但是不久，

这种限制也将成为过去。就这点而言，

剩下唯一的局限性就是所使用的CPU的

处理能力了。

CNC软件包还包含一个实时仿真环境，

它运行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主要用

于办公室环境，允许进行机器或NC和/

或PLC代码仿真，可以与机器操作并行

使用或者用于机器流程的半实物仿真。

“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为机械设备制造

商们提供预制CNC套件已经有一段时间

了，”Markus Sandhöfner说道。“贝

加莱标准CNC软件包不仅可以使我们的

客户快速入门，而且能够让他们在无需

控制器厂商提供定制化编程的情况下完

全自由地实现创新，从而确保其产品拥

有独特的卖点并完全受到保护。它还能

为他们所有的自动化组件提供最先进的

技术，更轻松地满足按客户要求提高产

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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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携手Veltins搅动

啤酒市场

C. & A. Veltins啤酒厂与贝加莱树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想共同把APROL过程控制系统

建立为啤酒酿造行业的标准解决方案，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逐步在酿酒设备中完成对新系统的

实施。他们希望在足球世界杯期间行动-这对于酿酒行业来说是四年一度的盛况。凭借灵活的机

制、创新的精神和超前的思维，这两家公司成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使

APROL过程控制系统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在，贝加莱已经将自己视为酿酒行业中传统标

准方案供应商的重要竞争者，期待能够搅动这一市场。Veltins是第一个实施贝加莱解决方案的啤

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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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本可以从原有供应商中选

择一个过程控制方案来完成对系统的现

代化改造，但我们有意决定采取一项新

的措施，”Veltins公司负责过程控制技

术的Dirk Bartmann强调说。

“我们始终相信，一家新的、富有创

新精神的供应商可以为我们带来全新

的理念与新的想法，”这位Veltins的专

家继续说道。“贝加莱是完成这项任务

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一方面，他们的

APROL过程控制系统非常适合开发成我

们行业的标准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

们发现，贝加莱作为一家中型公司具有

灵活的机制与创新的精神，能够应对这

项艰巨的挑战。”

共享成果：APROL酿酒行业解决方案

贝加莱不仅要使APROL满足酿造业的要

求，而且还要对Veltins的发酵区、酒窖

以及周边的工艺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

因此这些行业属性肯定都进行过测试。

总之，项目需要创建50000个图像宏、

超过11000个功能图以及近2000个过程

图。此外，贝加莱的产品取代了大多数

已过时的自动化产品，包括控制室中的

产品，其余部分主要是组件如变频器和

其它设备如制冷控制器，这些都得到很

好地整合。

贝加莱2005系统提供总共25000个硬件

I/O通道，在30个独立机柜和50个挂墙

机柜内进行了重新接线，并采用了全新

的技术，包括13个贝加莱System 2005

控制器。经验丰富的贝加莱系统合作伙

伴Actemium公司帮助规划并实施了该项

目，包括对配电柜的架构与安装。

多种设计规范的实施不会影响Veltins的

日常运行，只有在开关连接时会造成短

暂的生产中断。为此，项目被划分为若

干个阶段。仅需花费一个无生产任务的

周末就能完成对啤酒生产设备区段中受

控制器管理的整个电气设备的重新接

线。为了启动设备，I/O通道会与原有

的控制器再次连接，暂时继续使用老的

自动化程序。然后，将各个生产阶段中

原有系统的功能逐步移植到新的控制器

中。

显著的胜利

显然，分阶段的项目改造非常成功：虽

然现代化改造项目的实施正值足球世界

杯的举办，但是这项赛事期间的生产高

峰并没有给Veltins啤酒厂带来丝毫生产

瓶颈。

“即使项目改造仍在进行之中，我

们依然有能力避免生产停车，这是

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主要原因之

一，”Bartmann总结道。由于大量生

产工艺相互关联而诊断又十分有限，因

此项目在改造阶段相当敏感。

贝加莱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凭借其高可靠

性的产品和长期的供货保证很快获得了

Veltins的认可。该方案不仅能够解决已

知的项目问题，而且可以创造更多项目

改善的机会。

“在发酵区和酒窖中，APROL将我们

在众多曾经需要手动控制的生产区实

现全自动化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摒

弃了所有人工操作，进一步提高了产品

质量，”Bartmann阐述道。“关键是

APROL基于LINUX，作为一项开源解

决方案，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

在系统中集成Profibus自动化组件如S5

和S7控制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通过

TCP/IP或带WLAN的工业笔记本都可以

实现与APROL的通信。”

可视化检查确认：生产情况良好。

将公司EPLAN数据直接集成到APROL系统中能够使调试过程更快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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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tins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824年

年营业额：2.62亿欧元(2008年)

员工人数：570人

公司地址：Meschede-revenstein

　　　　　(德国)

产品＆服务：顶级啤酒及啤酒混 

　　　　　　合饮料

网址：www.veltins.de

通过APROL系统的“并行工程”，多达10位工程师可以一起并行工作，执行各自指定的工艺流程。

架构清晰且维护简单的2005系统-贝加莱模块

化I/O与控制系统-在Veltins酿酒厂运行。

关注酿造过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在新的控制室中有9个操作员站和一个

独立的监控站，即使操作员不在控制室

内，他们也可以通过强劲的笔记本电脑

对整个酿造过程进行全面的监控，并完

成必要的设置。操作员可以通过该系统

了解所有工艺流程，因此他们甚至可以

处理远离当前位置发生的事件。“我不

只是收到一个错误消息-我能立即检查是

什么引起了错误。例如，我可以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阀门锁定，而不必像以

前那样先去查看编程设备。同事们确实

都喜欢这样，”Bartmann说道。

APROL系统另一大显著的特征是，它

可以使用其它厂商的软件工具创建界

面。“无缝集成软件工具如EPLAN View

或CADISON简化了工程设计，因为数

据、符号和名称并不需要转换。这当然

有助于我们在项目的逐步改造中，在短

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Bartmann

解释说。“更重要的是，维护人员能

够确定错误发生的地点以及需要何种备

件，而不必翻阅手册或步行至发酵区和

酒窖。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从APROL应用

程序中调用CADISON数据库。”

A P R O L通过审计追踪功能（A u -

dit Trail）完成数据的采集与使用-在

Veltins，APROL管理超过750万个过程

变量-该酿酒厂可以立即获取大量与啤酒

酿造工艺和生产相关的信息。这带来的

优势相当明显，正如Dirk Bartmann所指

出的：“在将系统转变为APROL之前，

我们可以获取大量信息，但是这些信息

往往只能是Excel表或手工记录的形式。

导出数据并制成清单报告，这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APROL能够自动完成这些任

务，轻松地实现数据的分组与链接。”

现在Veltins能够对生产过程中产品的各

个批次进行跟踪，如果有客户投诉-此

类事件已有发生-Veltins就能找到问题

所在，并确定是否其它批次的产品也会

受到影响。“APROL为我们提供了更多

信息，使我们可以更快速地获取这些信

息，便于识别并纠正错误，更轻松地优

化流程，”Bartmann补充说。

由于Veltins利用现代化改造更新了自动

化技术，因此服务与维护得以大大简

化，设备及常用的自动化组件现在都已

集成到这一集散控制系统中。

鉴于APROL与贝加莱自动化技术提供

的众多优势与全新的可能性，Dirk Bart-

mann最后予以了非常积极的评价：“我

们已经创建了一个覆盖控制层至现场层

的统一的解决方案，可自由访问，且具

有极高的可用性与适应性。我相信，我

们为将APROL建立为酿酒行业的理想系

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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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瓦楞纸板生产新时代

美国机械制造商MarquipWardUnited已经凭借其高端旋转模切机

ServoGrafix，成功打入全伺服驱动瓦楞纸板加工设备市场。这

一北美领先的瓦楞纸板生产与加工设备制造商，将美国强大的

机械制造能力与先进的贝加莱自动化解决方案结合到一起，进

行了这项全新的创新。ServoGrafix拥有出色的生产能力、高品

质的模切与印刷以及高可用性等特点，极大地降低了机器的运

行成本，并已成功征服了来自欧洲大陆的第一位买家：德国瓦

楞纸板包装制造商P-Well。

蓝色的薄雾浸入P-Well GmbH公司总部巨

大的生产车间，它位于德荷边境小镇Bad 

Bentheim。有许多重型叉车在庞大的瓦

楞纸板生产与加工设备之间穿梭，它们如

此迅速地通过走廊，运送着尺寸与形状各

异的瓦楞纸辊和瓦楞纸堆，连这里的参观

者都看得应接不暇。

“在竞争激烈的瓦楞纸板市场中，产品

丰富且交付时间短意味着巨大的竞争优

势，”P-Well公司Bad Bentheim工厂经

理Tino Lorenz明确指出。“因此，我们

为客户提供各种版式与设计的瓦楞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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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P-Well的众多要求：MarquipWardUnited强大的机械制造工艺与贝加莱先进的控制技术相结合，打

造了一款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全新旋转模切机。

通过MarquipWardUnited机器方案中的直接印

刷对所生产的纸板进行加工。

并按订货量提供48小时递送服务。”

对于工厂经理来说，设备发生故障的情况

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当故障发生后，工

厂中的众多系统没有可用的备件。因此，

确保机器的产量与可靠性成为生产设备购

买与否的主要标准。

旋转模切机适用于高级柔版印刷

这家公司在为其Bad Bentheim工厂购买

第一台旋转模切机时，抱有非常高的期

望。他们的目标是，在瓦楞纸板上采用

直接印刷，并进一步将材料加工为瓦楞

纸板包装，从而打造一条完整的产品线。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构思了一台旋转

模切机，它的生产能力强，浪费少，运行

高效、平稳、精确。“总之，我们希望机

器与别人的不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充

分体现竞争优势的解决方案，”Tino Lo-

renz分享了他的观点。

在他们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P-Well发

现了MarquipWardUnited（MWU）。当

时，这家美国领先的瓦楞纸板设备制造商

专门针对欧洲印刷市场推出了这台机器，

意欲重新夺回那里的市场份额。

完美的结合：贝加莱与MWU

“MWU提出的机器概念非常符合我们的

计划，”P-Well公司Bad Bentheim工厂

经理声称。“贝加莱在瓦楞纸板行业中的

声誉在不断地上升，MWU强大的机械制

造工艺与贝加莱先进的运动控制方案相结

合，确保机器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生产能

力，功能全面且易于操作。”

P-Well达成了预期，决策

者的开拓精神也得到了很

好的回报。经过两年努

力，公司现在拥有一

个无与伦比的解决方

案：由于在众多方案细

节上做出改进，这台机

器每小时最多可以生产

11500张瓦楞纸板，并

将每1000m2纸板的加工成本尽可能降至

最低。该设备针对P-Well的高级柔版印刷

配有4个色组（最多可达10个），体现了

产量高、环保、浪费少（即使更换墨水和

批次）和精度高等优势。

这些突出的特点是通过利用伺服电机实现

的。47个贝加莱ACOPOSmulti系列伺服

驱动器用于驱动P-Well四色印刷机中的52

个伺服电机。这也包括与印刷单元轴无齿

轮直接连接的电机-这是一项显著提高精

度的解决方案，相比传统方案它更具鲁棒

性，能耗也更低。

伺服驱动技术提高印刷精度

更高的印刷精度还要归因于，这些伺服都

采用独立驱动。这意味着，即使在印刷过

程中，如有必要也可以以不同的速度驱动

印刷滚筒，而且还能临时调整印刷长度。

这样可以弥补带感光树脂印版的柔印所固

有的图像失真，从而显著提高印刷质量。

由于用户界面采用了面向过程的设计

（SmartControl）而非面向机器，因

此，ServoGrafix能够将由于操作失误引

起的印刷错误降低到最少。这样可以确保

操作都以工作流程为导向，并且符合人性

化设计。系统操作员不再需要输入个别参

数如幅宽，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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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quipWardUnited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68年

年营业额：2亿美元

员工人数：1000人

公司地址：Phillips(美国)

产品＆服务：瓦楞纸板生产、加

工、后道处理设备以及纸品

加工设备。

网址：www.marquipwardunited.com 

使用与第三方系统相连的

贝加莱伺服驱动技术对印

刷过程进行精确地调整，

大大提高了印刷品质。

与生产相关且有意义的值，如印刷图像的

位置。然后，控制与驱动解决方案就会自

动处理所有必要的设置。操作员只需花费

很短的学习时间就能利用到机器的全部潜

能。

来自贝加莱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不必再依赖不同的供应商，因为

贝加莱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这使

我们变得更轻松，”MWU德国子公司纸

品加工设备部的产品与项目经理Thomas 

Hartmann解释说，他负责P-Well公司新

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这一点与其他

一些因素如贝加莱方案的高可靠性和统一

性相结合，构成了我们最终将贝加莱视为

首选自动化技术供应商的决定性因素。贝

加莱让我们与我们的客户可以装备精良地

迎接未来。”

Tino Lorenz证实了这一点，并且非常

认可贝加莱技术给其公司带来的明显优

势：“作为最终用户，我们看到的一个主

要优势是，贝加莱在纸板行业机械供应商

中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而且由于

贝加莱方案具有开放性与统一性，因此设

备更容易融入整个系统中。”然后P-Well

的工厂经理说得更加明确：“实际上这意

味着，在生产过程中调整程序是可能的，

而且系统控制器针对后续任务可以轻松访

问、保存并调用机器所有的关键数据。其

结果是，设置时间更短-这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优势。”

贝加莱：模范服务

包括设置在内的机器操作可以获得贝加莱

集成安全技术的最佳支持。71个X20系统

安全模块控制总共280路通道。“我们是

第一批使用这些模块的用户，”Thomas 

Hartmann补充道。“虽然这项全新的技

术会带来一些阵痛，但是贝加莱的响应是

非常快速有效的。他们在位于Eggelsberg

的公司总部对整机的驱动与控制结构进行

了复制，并解决了问题。这种服务水平还

是值得很多公司借鉴一二的。”

付出的努力终究得到了回报：随着新型模

切机“ServoGrafix”的推出，MWU和贝

加莱显著提高了高端旋转模切机的技术门

槛。“这台机器相比欧洲的同类产品，

性能更优越，更富竞争力。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开发下一款机器的

原因！”Thomas Hartmann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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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加工行业中，为食品提供出众的口味、质地、香味和营养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确保消

费者的食品安全，许多产品在出售前都必须进行杀菌与消毒。利用加热摧毁病原体的热处理技

术，不仅可以防止消费者生病，而且还能延长产品的保质期。

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ALKAR-RapidPak, Inc.是一家专为肉类加工行业提供热处理设备的知名供应商。该公司还供

应分批加热系统、连续蒸煮与冷冻系统以及卧式/填充/密封包装设备。这些设备可用于即食类食品如肉类、鱼类、奶酪和禽类的冷

却、烟熏、干燥以及冷冻。许多著名的名字出现在了ALKAR-RapidPak公司的客户名单中，如卡夫（Kraft）、莎莉（Sara Lee）、

康尼格拉（ConAgra）、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 Foods）、嘉吉（Cargill）、泰森（Tyson）、荷美尔（Hormel）以及Bar-S。

中央控制系统缩短安装时间

在2006年，ALKAR-RapidPak开始重新设计他们的分批加热炉。在过去的生产线上，每个加热炉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控制单元，然

而在新的方案中，只需一台工控机APC620就能实现中央控制。考虑到热处理的环境条件相当苛刻，自动化组件需要具备极强的鲁

棒性。导致设备停车最常见的原因是，显示单元因为污垢和水而受损。过去由于控制与显示集中在一个单元中，因此PC与面板都

不得不进行更换并重新编程，这一过程不可能只更换显示程序，因此既花费时间又代价昂贵。为此，ALKAR决定为他们的新系统

耐高温高鲁棒性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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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一个中央控制架构，可以实现一个工

业PC控制多个加热炉。该方案还允许分

批加热炉所使用的控制与显示元件进行分

别更换。对于显示系统和一些附加功能来

说，高可靠性和高鲁棒性也十分重要，尤

其是在极其恶劣的工控环境下。ALKAR

与贝加莱一起很快就为分批加热炉开发

出了一个易于操作、诊断和维护的系统。

APC620-坚固耐用耐高温

随着APC620的使用，ALKAR现在已

经拥有了一个针对热处理应用的工业解

决方案，可以应对极端恶劣工控环境中

的冲击、振动和高温。内部无PC元件

接线、牢固的电路板、可选大容量内存

（CF卡）以及鲁棒性机械结构都最大限

度地保护APC620免受损坏。“在过去，

我们经常遇到高温下的硬件问题，但是现

在我们的客户已经可以从设备24小时的可

靠运行中获益。”控制工程部经理Luke 

Titel说道。

防水流喷射

新的可视化硬件要求能够在经常使用水流

喷射的冲洗环境中操作。无菌状态和卫生

条件也是食品加工行业中需要首先考虑的

问题。Automation Panel拥有不锈钢表面

和IP65防护等级，足以提供必要的鲁棒

性，无缝且坚固的密封垫片最大限度地

确保了食品生产过程的卫生洁净。集成

于Automation Panel 920中的RFID单元

可以识别用户。过去，显示单元与不断

更换的PC硬件保持一致非常耗时，不同

的供应商几乎每六个月就要对系统进行升

级。为了节省时间，系统初始化安装使用

了一些画面，因此每当硬件进行更换时，

这些画面都必须进行调整与测试。然而，

由于贝加莱组件具有长期可用性，自从新

Alkar-RapidPak公司简介：

员工人数：150人
公司地址：Lodi, Wisconsin(美国)
产品&服务：分批加热系统、连续

蒸煮与冷冻系统以及卧式/填充/密
封包装设备供应商。

网址：www.rapidpak.com

的控制系统于2007年推出以来，初始画

面就已经不需要做任何更改。“硬件保持

不变使得我们能够轻松地在集成组件时复

制系统。这加快了系统的安装进程，因为

没有新的软件需要安装。我们只需使用一

个CF卡就能简单加载画面，从而消除潜

在的错误，”Titel解释道。

贝加莱模块化、无风扇运

行的工控机APC620，符合

人机工程学设计，拥有最

佳的灵活性。高鲁棒性机

械结构确保工控机在长期

恶劣的生产环境中拥有最

高水平的可靠性。

由于系统采用中央控制架构，因此Alkar可以从清晰的工艺流程和较低的硬件成本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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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磨边更完美

多年来，英国设备制造商Ashton Industrial Ltd.关注的焦点之一

就是如何实现玻璃的精确磨边。在Automation Studio和贝加莱

硬件的帮助下，公司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一款多功能紧凑型全自

动玻璃磨边机。

Ashton Industrial的新型玻璃磨边机SeamMaXX拥有独特的设计，与其他制造商设

备相比占地面积更小，因此更节省空间和成本。

Ashton公司是玻璃处理方面的专家，针对不同规格的平板玻璃，生产种类丰富的全

自动磨边设备。这些高速磨边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工操作量，因此能够确保出色

的磨边效果。玻璃切割片从炉中取出后，第一步就是对边缘进行磨削，以防止玻璃

在随后的钢化过程中发生破裂。

Automation Studio节省集成时间和维护成本

新型SeamMaXX机器概念形成的主要标准是减少安装时间，提高运行可靠性，

增加设备生产能力。“我们想与一家自动化供应商结为伙伴，希望其创新技术能

“花费在现场安装与调试上的

时间从原来的3周缩短为仅仅5
天，且无需使用众多不同的软

件程序。”

Nick Elliot
控制系统经理

Ashton Industrial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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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ton Industrial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83年
年营业额：500万英镑(2008年)
员工人数：23人
公司地址：Harlow(英国）

产品＆服务：玻璃磨削与加工设备

网址：www.ashton-industrial.com

给我们的机器方案带来长期的竞争优

势，”Ashton Industrial公司控制系统

经理Nick Elliot解释说。“传统上，我们

会花费大量时间对新系统进行编程。对

于SeamMaXX来说，我们将这些时间投

入到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及实施全新

的自动化方案上去了。”

贝加莱解决方案为Ashton提供了实现全

新编程的契机。Automation Studio可以

对一个项目中的所有控制、驱动和显示

组件进行管理。工程师们可以从精简各

种规划、调试和诊断工具中获益。缩短

调试时间以及减少维护工作量都进一步

提高了机器的竞争力。

全速高效的玻璃磨边

来自贝加莱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能够使

Ashton Industrial公司快速生产功能强

大的玻璃磨边机。X20和X67 I/O模块加

快了分布式控制拓扑的实施。具有实时

能力的现场总线POWERLINK实现了远

程I/O模块与ACOPOS伺服驱动系统间

的高速数据传输，确保了高速磨削的精

确控制。

除了该精巧的拓扑结构体现的技术优

势外，现代化的机器配置也显著提高

了SeamMaXX系列的成本效益。用户

界面采用带15”触摸屏的Power Panel 

420，它为机器操作员提供了所有工艺

的详细显示，直观易用。集成诊断功能

使Ashton将光电元件的调试时间从1天

缩短为仅仅15分钟。

Automation Studio在编程与调试阶段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花费在现场安

装与调试上的时间从原来的3周缩短为

仅仅5天，且无需使用众多不同的软件程

序。此外，该诊断工具还为ACOPOS伺

服驱动器的调试提供了详细的数据。在

贝加莱软件工具的帮助下，我们的工程

Automation Studio协助基本编程，从而缩短了玻璃磨边机的调试时间。

师们不仅可以在梯形图中对简单的过程

进行编程，而且能够在结构文本中实现

一些更为复杂的功能，”Elliot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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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滚筒的激光清洗系统

机器的滚筒清洗系统是印刷设备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项任务

过去是由人工操作的，今天却主要由自动清洗系统来完成。这

些自动化系统运行相当高效，但是它们所使用的化学药剂却会

对环境带来危害。然而，西班牙机械设备制造商Sitexco则已经

利用现代激光技术开发出了一个既高效灵活又节能环保的清洗

系统。

柔和的表面清洗

该机器解决方案的一大优势是，它可以控

制功耗。例如，激光强度可以根据滚筒或

网纹辊上的污物残留量进行调整。和使用

化学药剂或塑料球的传统清洗工艺相比，

利用激光对表面进行清洗更加柔和，因为

它不会损伤滚筒或传墨辊。该方案的另一

大优势是，它可以提高处理速度。利用激

Sitexco新一代机器可以利用贝加莱ACOPOSmicro和步进电机技术处理极其精确

的定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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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寻找具有高可靠性的控制器和

驱动器，从而增加机器的精度与速度，减少

维护要求。贝加莱易扩展的解决方案能够在

我们的所有机型上得以实现。”

Erico Cruz
总经理
Sitexco公司

贝加莱ACOPOSmicro与步进电机让Sitexco全新激
光清洗设备处理定位任务时更加精确可靠。

光甚至可以对直径达6米的滚筒进行快速清洗。这一清洗系统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当

两个附加滚筒旋转滚筒或传墨辊的同时，激光束对其材料表面的残留污物进行挥发。

易扩展的贝加莱技术

这一具有高可靠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不仅加快了清洗过程，而且减少了所需的维护

量。新系统达成的另一个目标是，它能够灵活地处理所有尺寸的滚筒和网纹辊。“我们

希望找到一个可以满足所有机型要求的解决方案。最终我们发现贝加莱能够提供一个具

有最佳可扩展性的解决方案，”Sitexco公司总经理Erico Cruz解释说。“我们的清洗

设备需要一个更小一些的控制系统。Power Panel 400集控制和显示于一体，它让我们能够为客户

提供广泛的系统属性，并为他们创造强大的竞争优势。”X20 I/O模块、变频器和ACOPOSmicro

之间通过X2X Link连接，从而实现高速的数据传输。Power Panel用于操作针对定位控制的步进

电机，而SDC库允许步进电机像伺服电机一样被控制。“过去，我们不得不使用伺服电机，因为

步进电机无法提供可靠的定位。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内置编码器的贝加莱步进电机，它为我们提

供了精确而可靠的控制，具有很好的性价比，”Cruz说道。

Power Panel 400上的图形性能对Sitexco来说也很重要。高品质32位彩色显示器为激光瞄准提供

了强大的支持，从而确保最佳的清洗效果。

经过很短的开发时间，Sitexco就将这一高可靠性的清洗设备投入市场。他们与贝加莱一起，成功

地开发了这一控制系统，它能够满足激光清洗设备的所有要求，并确保最高效率。

Sitexco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2009年
员工人数：14人
公司地址：Girona(西班牙)
产品＆服务：为印刷标签行业和

食品饮料行业开发并制造

机器

网址：www.sitex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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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检测，提高质量
快速验瓶，降低成本

对于啤酒生产而言,瓶子的破损、瓶口、瓶

侧、残夜等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啤酒生产的

质量，验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环。不符

合要求的瓶子进入生产线，不仅生产出来

是非合格的产品，并且有可能会给设备造

成损害，一旦造成停机，危害更为严重，

不合格的灌装、生产的潜在风险等等都是

巨大的成本，而这些必须被很好的解决。

然而，对于高速的生产而言，传统的人工

方式验瓶显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快的速度需

求，而进口的验瓶系统极其昂贵,因此他们

决定选择合适的控制器厂商共同解决这个

问题。

全面检测，合格进入下一道工序

EBI(Empty Bottle Inspection)系统的关键

在于检测系统的数据必须被高速采样并

处理。第一个关口是异型瓶以及破损的

瓶子，这些瓶子是不可以进入验瓶机内

部的，以免给机器造成损害,，第二个关

口是侧壁检测，确保没有污痕或严重破

损，第三个关口是瓶口无破损和污斑，

第四是瓶底，然后是旋转后再检测另一

个面的侧壁，再是残夜的检测。

这个严格的视觉检测系统能够保证进入

下一道工序的瓶子是合格的，不会为一

个不合格的瓶子灌装，从而大大降低了

不良品率。

高速信号与图像处理

这个系统采用了最新的视觉系统，通过特

殊设计的LED光源打光、CCD拍照并将数

广州万世德是中国本土啤酒饮

料设备制造商中的领先者,这

家公司成立于1996年，在过去

的十数年里，依赖其在技术上

的专深而快速占领市场，包括

燕京、青岛、华润、可口可乐

等大型啤酒饮料企业都信赖并

使用他们的设备,目前他已经

是中国包装机械市场的Top5级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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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德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6年
员工人数：320人
公司地址：广州(中国)
年营业额：2000万欧元(2009年)
产品&服务：针对食品饮料行业开

发并制造包装机械

网址：www.vanta.cn  

据信息传输到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对图

像进行处理，并判断是否有存在不合格的

瓶子状态，并及时告诉后段的剔除系统将

不合格瓶子给予剔除。对于残夜的检测则

采用高频发射器发出高频信号，对于有残

留液的瓶子经过此检测模块时，引起高频

信号波动，通过判定信号的波动，将判定

的不合格瓶子的信息送达控制系统。

为了跟踪整个过程瓶子的状态，独立的编

码器系统被安装在整个机器的过程中，这

要求系统能够快速采样这些编码器系统并

予以处理,而这些都对控制器的实时性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在最开始，他们也曾使用

了其他的控制器产品来实现这一系统，但

并不理想。

TPU之妙

经过与贝加莱工程师团队的技术交流，

他们欣喜的发现，贝加莱的PCC所拥有

的TPU（时间处理器）功能会是一个很

好的解决方案-TPU功能具有输入识别/输

入边沿触发计数器、输出比较器、脉宽调

制等功能，并且，只需经过简单的配置而

几乎无需编程，就可以在程序中调用其功

能块，实现对编码器的准确跟踪，快速地

对光电触发发出的信号做出响应。另一方

面TPU功能的DO模块也能快速地实现剔

除不合格瓶的动作，它可以快速地输出剔

除的启动信号给执行机构。

TPU功能很好的解决了原来存在的系统信

号滞后和读取不够及时的问题，并且TPU

功能无需额外增加任何成本，它借助PCC

多任务系统的处理能力，对CPU的资源进

行了优化调度来实现，因此，它在硬件上

无需增加任何投资而只需简单的软件设置

即可，这充分体现了PCC所具有的强大而

灵活的功能。

线性补偿拟合器

协调好上位的检测系统和空瓶在

高速运动状态下的剔除器动作是

这个系统的关键，为此工程师们

设计了一个线性补偿耦合算法用

于给出在空瓶高速运动下，系统

命令和动作之间的位置线性补偿值，以便

在检测系统给出结果和执行之间形成准确

的耦合协调关系。为了去建立这个模型，

工程师们在MATLAB/Simulink里模拟了整

个控制过程并仿真出系统的耦合曲线，它

会根据系统的速度、瓶子的类型、系统的

各个关键电气执行机构的参数建模，并模

拟出一个补偿曲线对其线性化处理，使得

剔除器能够根据现场的工况而建立一个补

偿值给予执行机构。

这个补偿算法由MATLAB/Simulink仿真，

并将该模型打包成一个补偿功能块，进入

Automation Studio后生成一个线性补偿函

数，由操作者设定条件，系统自动计算补

偿，从而能够实现高速状态下的自动补偿

值。Automation Studio所具备的这个能力

给予了系统软件设计大量的时间节省和高

效的编程。“Automation Studio提供了我

们对于机器控制的想法的简便实现-这非

常奇妙”，万世德电气经理这样评价道。

PVI轻松实现PLC与IPC的通信

在上位系统，他们采用了Visual Basic开

发了Windows界面下的验瓶系统软件，它

具有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显示、

存储等功能，这个Windows下的程序如何

与PLC进行通信却成了一个问题。然而，

贝加莱PLC的PVI功能使得这个问题轻松

解决。

今天，这个系统在一个36000瓶/小时的啤

酒线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个新产品的

推出使得万世德在验瓶领域赢得了很好的

口碑，很多厂商对此感到浓厚的兴趣。

总结这次合作，万世德总经理刘远强说:”

通过与贝加莱的合作，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显然，这种合作是

极其有意义的，我们将更进一步尝试更高

性能的系统开发。下一步，我们将计划开

发速度达到60000瓶/小时下的高速验瓶，

与贝加莱的合作使得我们对此非常有信

心”。

对补偿曲线进行线性化处理的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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