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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杂志

18 应用于木材加工业的产品族：
凭借 Sytronix 系列的产品为锯木厂
节约了大量的能源

更高层面的能源效益：
关注整个价值流
10

24 完美的三明治包装机：
利用正确的自动化技术实现了
更多的产能和加快了产品更换的速度

需 要 付出很 多吗?
这是不需要的! 因为，力士乐的先导式插装溢流阀明显地
减少了迄今为止所需部件的数量：这种新的溢流阀在溢流压力
为 190 bar 时，能够每分钟溢流 3500 升的流量，一个新的
溢流阀能够取代原来15个插装阀。这种按照压力设备准则进行
检验的安全阀不但极大地简化了液压回路，而且也大大降低了
材料成本和安装费用，并且也把运行中的检验工作量降到了最
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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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自动化技术领域
我们正处在通过水平联网和垂直联网而进入
更高级的能源效益层面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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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在发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CO2和其

用的专业技术知识。在未来，企业能

种极好的方式方法当然也可以普及应

它有害物质的排放，对此，高能源效

够在整个价值流中更好地对能源流进行

用在整个工厂当中。

益在为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

测量和控制，这正是我们目前开辟新

了最切实有效的卓越贡献。根据法律

途径的发展方向。

我们所研发的开放的接口和智能
的软件功能是实现联网和高能源效益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初见成效取得

自动化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我们非常

发，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业用 了一定的成绩：凭借力士乐研发的通用

高兴能够与您携手并肩同心协力地打开

的规定和从自觉地承担责任的角度出
户希望通过采用高能源效益的机器和设

系统化方法和智能控制的液压系统能够

备来减少电能的消耗，这种发展趋势

节省高达90%的能源。利用智能的软件

仍将会继续持续下去。

功能向回路输回或中间储存回收的电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了开辟新途

能，而使从电网中摄取的电能尽可能多

径的可能性：目前在自动化领域我们

地保留在系统当中，进行反复循环使

正处在通过工业4.0的水平联网和垂直

用。在这里，高能源效益的系统解决方

联网而进入更高级的能源效益层面的

案把电动耗能部件和电液耗能部件共

过渡时期。我们能够把数据转化成可

同组合在一个功率分流系统当中，这

这扇通往高能源效益的大门。
您的

Dr. Steffen Haack 博士
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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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层面的能源效益：关注整个价值流 正如 Gunther
Reinhart 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讲到的那样，在生产企
业中，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只关注单个机器扩展到了
关注企业的整个价值流上面，并且已经成为工业4.0
的一个集成的组成部分。

在近海领域的成功 40年以来，博世力士乐一直都在为近
海应用领域提供液压部件，并且为这个领域开发了大量的优
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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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们需要拥有允许发生错误的勇气！” 仅靠新的创新产品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开发新的业务模式才能取得最终的成
功，Karolin Frankenberger 教授如此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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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木材加工业的产品族 在美国的一家锯木厂，营运商
凭借博世力士乐的变转速泵驱动器大大提高了产能，同时也
节约了很多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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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碾轮 Hamm公司在其新制造的压路机中采用力士乐
的部件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行，例如，在机器中采用了
GFT 8000 减速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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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玻璃加工技术 格拉斯曼机床 (北京) 有限公司采用了
一套先进的动态刀具补偿CNC控制系统，使加工流程更加安
全可靠且精确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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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三明治包装机 Kangaroo Brands 公司采用力士乐的
自动化技术圆满地实现了产品的快速更换，并且提高了三明
治包装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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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在整个收获季可靠地工作 液压直接驱动器保障了印尼
一家企业的甘蔗压榨机安全可靠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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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地安放到深海海底 安装船借助于主动海浪补偿系统将
成吨重的机器设备在有数米高海浪的恶劣环境下安全可靠地
沉到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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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的 “双胞胎” 在德国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船闸中是如何
借助于电液驱动器来实现节水和节能的。

前景远大的跨学科专业 机电一体化系统早已成为我们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司空见惯的系统，但是，机电一体化究竟是什
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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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找答案：创新 如果您认真阅读了 drive&control 杂志，就
可能赢得一份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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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交通
在交通高峰时段，每小时有6000
多辆车通过这座365米长、22米宽的架
设在迪拜河上的浮桥。波斯湾海上交通
的分支把迪拜市中心与周边的市区分
隔开来，而这座在阿联酋独一无二的
六车道浮桥把迪拜市中心与其它城区
连接起来。为了使司机能够在涨潮和
落潮时都毫无问题顺畅地通过桥梁，一
个由力士乐提供的液压式桥面匹配装
置能够把引桥的斜坡与桥面自动化地
进行匹配。这种博世力士乐的解决方
案既兼顾了桥梁结构的安全性，也兼
顾了驾车过桥的司机的安全性。当然，
这座浮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
在几年后将在这里建造一座固定的大
桥来取代这座浮桥。
 一座六车道的浮桥极大地减轻了迪拜市中心及其周边市区交通拥挤的负担。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ial-

hydraulics

机车维修
无论是上班族、学生或者是郊游者都乘坐巴
伐利亚欧博兰德城际列车(BOB)在慕尼黑与周边
地区的各站点之间川流不息地往返穿梭，这些火
车的各终点站包括Bayrischzell、Tegernsee和
Lenggries。为了对机车进行法律规定的主检修工
作，BOB委托在奥地利的博世力士乐公司对总共17
辆柴油机车的液压系统进行全面的检修及更新换
代的工作。这个项目要持续几年的时间，直至2016
年底才能结束。每辆机车的计划检修工作都要持
续六周的时间，因此必须对检修工作进行周密细致
的计划和准确的协调。在把机车的零部件拆开之
后，对机车的液压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及现代化更
新，最后在博世力士乐的生产基地帕兴对其进行验
收。为了能够快速地完成这些工作，预先在仓库中
存放了足够的更换备件，所要进行修理的零部件全
部达到了与新的系列供货的产品相同的质量标准。


www.boschrexroth.com/service

 博世力士乐对巴伐利亚欧博兰德城际列车的17辆机车进行全面的检修和现代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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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自动行走在试验场地上
无人驾驶的轮式装载机自动行走在芬兰Tampere理工
大学的一个专门的试验场地上，科研人员正在那里对这种自
行式建筑机械在不同地面上行走的性能进行检验，这些试
验的地面包括石子路面或地面砖路面等，在这里也对在不
同的条件下尾气排放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测量。在机器的液
压和电子控制系统中大部分的部件都采用了力士乐的产品。


 标准的部件保证了很高的可靠性、很低的成本和很

少的能耗。

www.boschrexroth.com/wheeled-loaders

标准化的模拟试验台
用于进行大量的飞行和汽车驾驶试验
的新的机电式运动平台全部采用标准部件
制造，这对于用户来说就意味着保证了很

Photo copyrights: Waagner Biro Gulf L.L.C.; Bayerische Oberlandbahn GmbH; Tampe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T); Bosch Rexroth AG

高的可靠性、很低的成本和很少的能耗。
此外，这种新款式的模拟器在加速度、速
度、转向和噪音方面的性能也得到了非常
明显的改善。
 www.boschrexroth.com/motion

 未来的前景：在 Tampere理工大学试验场上的自动行走式轮式装载机。

 连续获奖：在美国的博

世力士乐获得了第三
个“Advanced Manufacturing Award”大
奖和第二个“Golden
Mousetrap”金奖。

喜获两项大奖
博世力士乐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生产基地

造自己的机器人，并且与其它的团队进行比赛。这个团队在

连续第三年获得了由“Charlotte Business Journal”和

第一年就在地区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并且获得了参加2014年

“Central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颁

世界冠军赛的资格。另外，变转速泵 Sytronix SvP 7010 也

发的“Advanced Manufacturing Award”大奖。这家企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获得了由“Design News”杂志颁发

业与“Olympic High School”学校共同获得了在“Best

的“Golden Mousetrap”金奖，此项金奖表彰的是最优秀的

Collaboration”奖项中的大奖。在美国的博世力士乐与这所

产品设计。这是博世力士乐在三年内获得的第二个“Golden

学校在很多项目中进行了合作，以此来培养年轻人的技术能

Mousetrap”金奖，而2013年的金奖颁给了力士乐的A1VO

力和为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另外，这两个合作伙伴还组

变量泵。

建了第一个机器人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学生们可以发明建



www.boschrexroth-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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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抖动代替 人 工 采 摘
在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的 一 个 家 族 式 企 业 COE
Orchard Equipment Inc. 公司所生产的水果收
获机能够恰到好处地抖动果树，以此来完成水果
的采摘工作，从而省去了采摘杏子、桃子或坚果
等水果繁重的人工体力劳动，并且能够在很短的
时间内完成收获任务。为了对两台抖动机进行更
新，这家制造商当时寻找的是一个更好的液压
解决方案，美国的博世力士乐与当地的销售伙伴
Hydraulic Controls Inc. 公司一起承接了这个项
目：仅在首次接触后的八周之内就为液压系统供
货了泵和马达的样件，它们使机器的性能明显得
到了改善。 COE Orchard Equipment Inc. 公司
对力士乐供货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支持工作感到非
 COE S7 Side-Mount Tree Shaker 抖动机正在抖动一颗坚果树。

常满意，因此很快就给在美国的博世力士乐公司
下了后续两个项目的订单。


www.boschrexroth-us.com

灵活 机 动
由 Terex Port Solutions 公司制造的自动化
Terex® Gottwald 集装箱运输车AGV川流不息地在
港口轻松自如地运行，以完成在港口和货场之间
繁忙的运输工作，它的承载能力高达70吨，采
用的是电动驱动且完全无人驾驶，而且非常安
静无噪音并无排放。这种安静的庞然大物的制
造厂家设在杜塞尔多夫，在车辆的精密液压转
向系统中，这家制造商完全采用了力士乐的先进
技术：即可扩展和可编程的液压式轴控制系统
HNC100-3x，这种系统也能集成在已经存在的控
制结构之中，它与中央PLC之间的通信速度非常
之快，其运动轴能够毫无延迟地接收给定的转向
角度。另外，Terex Port Solutions 公司对技术方
面的另一个优点也确信不疑：这种轴控制系统能
够每天24小时全年360天不间断完美顺利地工作。


www.boschrexroth.com/hnc100

 凭借液压式轴控制系统HNC100-3x的帮助，集装箱运输车在汉堡的HHLA集装箱港口
(CTA) 轻松自如地行驶，无排放而且无人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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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式科研
 Fit4SILENCE-

博世力士乐作为战略伙伴积极参与到设在Lemgoer的

App 取代了噪音
测量仪器。

Centrum Industrial IT (CIIT) 之中。这家企业希望在那里开
展对用于工业4.0的组装技术进行战略性的深入开发工作。
在CIIT中，竞争对手们在各种项目中密切开展合作，以此来

App 取 代
测 量 仪器

挖掘以自动化为基础的在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巨大潜
力，从2015年中期开始首批研发人员将到达那里开展工作。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y-4-0

力士乐新的噪音测量App对于那些想要在一个
具体的应用场合对噪音进行快速测量的工程师来
说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工具，因而不再需要一个附
加的测量仪器，因为，已经定标的智能手机凭借
这种App能够达到专业测量仪器所能够达到的准确
度，用于安卓操作系统的Fit4SILENCE可以免费进
行下载。另外，博世力士乐的客户可以通过联系按
钮索取一个用于附加功能的注册密码。此外，这种
App还包括了用于外啮合齿轮泵的力士乐SILENCE
PLUS 技术的有关信息。

Photo copyrights: COE Orchard Equipment Inc.; Terex Port Solutions; Bosch Rexroth AG



 Günter Krenz (左，博世力士乐) 和 Jürgen Jasperneite (CIIT) 签署

了未来合作伙伴的协议。

www.boschrexroth.com/silence-plus

智能液压
在未来的联网自动化系统中，液压系统将具有与电
驱动器一样强的智能和通信能力。新的液压动力站系列
ABPAC现在就已经能够达到这种高要求。借助于分散式
智能设备和集成的传感器包能够测量所有的工作状态：
例如油的质量、工作压力或温度等，并且能够通过开放
的接口与上级的控制层面或者具有相应权限的智能设备
进行通信联系。ABPAC系列的产品适用于工业机器的所
有应用场合：从切削机床到木材加工机床的应用；从压
机到塑料机械的应用。

 适用于工业4.0的液

压系统：ABPAC液压
动力站。

www.boschrexroth.com/ab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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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层面的
能源效益：
关注整个价值流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实现更大的能源效益目标不仅是在现在、而且在未来也将继续是企
业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能否取得成功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当前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单个机器
扩展到了关注企业的整个价值流，以此来挖掘出能够获得更大的能源效益的潜力。

Illustration copyright: Bosch Rexroth AG

在企业的生产加工中，更高的能

更新中，时刻强烈关注能源的生产能

目前，另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创造

源效益在很多企业中无论是出于何种

力，而且不断地采取了各种得力的节 了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节能的先决条件：

原因都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因

能 措 施 ： 如 能 源 效 益 型 的 系 统 规 划 、 即所有设备的水平联网和垂直联网以及

为，电能的消耗是运作成本当中最重要

效率优化的部件、按需求工作的机器、 适用于工业4.0应用的机器。几乎不需

的首要因素。企业的自觉承担责任意

制动能源的回收利用等，这些最先进

要做更多的工作和投入更多的费用即

识和法律对CO2排放的限制只有通过降

的现代化机器在大幅度提高产能的同

可在这种方案中对整个能源流进行测

低能源消耗才能得以实现。在那些增

时，消耗的能源也极少。

量、评价，并且沿着整个价值流来进

长的地区如亚洲地区并不是任何时候

即使是在机器这个层面仍然还存

一步提高能源效益。在未来，一个上级

都随时有电能可用的，有时要限制用

在着更大的改善能源效益的潜力，但

的控制系统能够凭借这些数据识别出一

电量。

是，根据科研联合会FOREnergy发言人 个优化的高能源效益的样本，这是避

在那些工业国家如德国可再生能

Gunther Reinhart 教授这样的专家们

免出现峰值能耗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

源的份额在不断地增加。根据风力的

的观点，下一个更大的进步将出现在

例如：在每个工班开始的时候，可以

大小和阳光照射的程度而发出的电量波

工厂的层面上，例如：他在大量的机器

把机器在时间上先后错开起动。另外，

动性极大，例如，在欧洲的电能交易

上已经实施的能源交换的措施。智能

在工厂生产的运行当中，通过在各机

所的交易结果显示出了极大的价格差

型软件功能在一个运动轴制动的时候， 器相互之间的能源交换来改善能源效

异，在一天之内即可出现非常大的价

将电机的工作模式切换到发电机的工 益的状况。

格波动：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和瑞

作模式，由此而产生的电能可以提供

自动化技术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

士的多国联合电能交易所EPEX中，每

给在同一个中间回路中其它的用电部

的准备。它拥有分散的智能设备和在

兆瓦电能的价格在24小时内就会出现

件所使用；也可以将其储存起来；还

这种方案中用于进行数据交换的开放

高达800%的波动。*

可以将其输送回电网。迄今为止只是

的接口，因此，工业用户在不久的将

在机器本身实现的能源交换被扩展到

来即可实现更高等级的能源效益型的

在过去的数年中，很多生产企业

都 已 经 明 显 提 高 了 他 们 的 能 源 效 益 。 了在机器之间的能源交换，从而开辟了 生产加工方式。v
他们在对设备进行新的投资和现代化

继续提高能源效益的更宽广的途径。

*来源: www.epex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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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全集 成的先进驱动技术
来 实 现更高的能源效益目标
在工业应用和行走应用领域中，显著提高能源效益的卓越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创
新的软件功能与液压和电驱动装置的完美有机组合开辟了崭新美好的、特别广阔的发展前景。

液压技术以其超强大的功率密度和坚固耐用的优良特

泵驱动器的转速和对泵的摆角进行控制的方式来实现对流量

性在驱动技术领域中独占鳌头，在现代化的系统解决

的控制，由此而形成了无级可调式液压减速器，例如，压机

方案中，利用此项技术的优越优势与很高的能源效益巧妙地

制造商已经把这种特性应用在整个上柱塞驱动器中。对于线

结合在一起。在过去，液压动力站总是为系统供给最大的

性运动，力士乐开发了一种自给自足式轴的组装系统，同样

流量，即使是在流程不需要太多的流量时亦是如此，而现

的伺服驱动器既能驱动机电轴，也能驱动液压轴。伺服液压

今，在越来越多的机器和设备中采用了变转速泵驱动装置， 轴拥有自己的液压回路，无需由中央液压动力站来供给能源，
它可根据需求量的不同对流量和压力进行最佳的控制，例

因此，机器制造商可以在几乎相同的机械结构、软件配置和

如：Sytronix产品族。在日常工作中，在部分载荷的情况下， 最大能源效益的条件下，根据功率的等级在一个机器族中自
转速会随之降低，由此减少了液压系统对能源的消耗。在木
材加工机床、注塑机或切削机床中能节省高达80%的能耗，
而在个别的场合如在压铸机中甚至能节省高达90%的能耗。

由选择驱动技术。
伺服液压轴通过利用智能的转速控制，在能耗方面能够
达到机械传动轴的能耗水平。另外，集成的压力蓄能器能够

在新一代模块化的液压动力站ABPAC中，这种能源效益

储存一定的压力和流量，当马达关闭时再释放出来提供给系

与未来的联网可能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动力站利用分

统使用。这种优异的特性尤其是在当同时有若干个大型驱动

散的智能设备和可选择的传感器包能够连续测量所有的工作

器起动需要大量的能源时，为了防止出现耗能尖峰是非常有

状态，并且通过开放的接口与上级的控制层面或者与拥有相

用武之地的。

应权限的智能设备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顺畅的通信。

在这种全集成的解决方案中的功率分流工作采用纯电动
的方式来实现，无论是采用机电式，还是液压式或者是自给

液压减速器 – 电功率分流
到此为止，研发工作还要继续下去，接下来的一步就是
全集成的液压，在此的关键词就是 Hydro Gear：通过同时对

自足式轴的伺服驱动器都能回收制动能量，并且通过中间回
路提供给其它的耗能部件使用。另外，还具有把回收的能量
储存起来和重新输回电网的可能性。

 “Smart Energy

Mode”把尽可能多的
能源保留在系统当中，
并多次进行重复利用，
这就大大减少了所需的
电功率。
 Sytronix产品族中的变转速泵驱动器能够节省高达90%的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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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能源效益

通过智能行走液压实现很少的排放

带有“Smart Energy Mode”的IndraDrive的智能式能

在过去几年里，对于行走工作机器的新的尾排极限值标

源管理将多个供给和回存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

准逐步生效，在欧盟国家已经在进一步讨论制定更加严格的

能源尽可能多地保留在系统当中，并多次进行重复利用，以

标准。制造商常常是只能通过对机器进行“瘦身”的方法来

此来覆盖负载峰值。控制系统保证了一个与电源电压无关的

达到尾排的标准，他们在机器中采用了较小的柴油机，并且

中间回路电压，并且同时还使用了电容器或动能储存器。以

将最大的转矩转移到较低的转速范围，这样就对行走液压和

一台冲床为例，在保持产能不变的情况下，即可减少25%的 工作液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们必须在减少能源输入的
功率需求，因此，所有的电源部件和供给部件都可以采用较
小的尺寸。

前提条件下，至少也要保持提供与迄今为止同样的工作能力。
博世力士乐通过利用行走液压控制系统与发动机管理的

在电驱动技术方面，力士乐也开发了新的最佳方案。无

联网来应对这种尖锐的挑战。系统解决方案 Diesel Hydraulic

电气柜的驱动技术 IndraDrive Mi 把驱动电子元件与电机融合

Control (DHC) 负责把所提出的行走液压和工作液压的负载

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成的单元。通过持续不断的开发，设

要求事先传递给柴油机，此项工作由相互协调一致的、用于

计人员现在也能够将全部电源部件合理分散地设置在机器上 发动机控制的博世控制装置和用于行走液压和工作液压的力
面，尤其是包装机的制造商特别钟爱于这种可能性，以实

士乐控制装置共同来完成，因此，柴油机通过DHC的给定值

现机器方案的模块化和减少机器所需的占地面积。安装人员

始终只是提供行走机器当前所需的功率。所取得的成果是非

能够仅用一条用于电源供给和通信的混合电缆将最多30台 常显著的：例如在伸缩式装载机中柴油能耗和尾排都减少了
IndraDrive Mi 连接起来，这些串联连接的驱动器能够很简便
易行地在其驱动链内相互之间进行能源交换。此外还有一个
优点就是也省去了能耗很高的电气柜的冷却装置。

20%。
这种智能式解决方案在辅助驱动器中也同样降低了能耗，
如同在静液压风扇驱动器的例子中所显现出来的那样。机械
式的与转速相连的风扇在转速降低时不能提供足够的冷却功

开放式跨机器的能源管理
Illustration copyrights: Bosch Rexroth AG

无论是电驱动器还是液压驱动器：力士乐凭借Open Core

率。在静液压风扇驱动器中，柴油机控制系统将当前的冷却
需求传递给行走液压的控制元件，再由它通过变量泵按照实

Engineering技术提供了大量的把机器层面与上级的IT系统连

际的需求来控制风扇的转速。因此，在实际中，轮式装载机、

接起来的可能性。这些包括用于基于PLC的自动化的所有软件

挖掘机、割草机以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如大客车等能

工具以及更多的其它工具：这家公司作为第一批供应商利用集

够由此节省最多百分之五的柴油，这也在机器的整个使用寿

成的接口技术 Open Core Interface 很好地建起了通往IT世界的

命期间减少了运营成本。v

桥梁。采用高级语言编程的功能能够直接进入控制系统和驱
动器的程序内部，最终用户能够应用其控制系统直接进行测
量和控制能源流，博世力士乐从此开启了沿着整个价值流来
持续提高能源效益的大门，而且是超越了机器的界限。

 Open Core Enginee-

ring 技术在机器与IT世
界之间搭架起了桥梁，从
而开启了沿着整个价值流
来提高能源效益的大门。

 伸缩式装载机凭借系统

解决方案 Diesel
Hydraulic Control 能
够使能耗和尾排都降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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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效益 将成为工业 4.0 的
一 个 集 成的组成部分。”
采访慕尼黑理工大学的教授 Dr.-Ing. Gunther Reinhart 博士。

能源效益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者一个什么
样的角色呢？

能源灵活性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要尽量避

实际的情况如何呢？
对整个工厂的耗能数据进行分析，

我更喜欢把“能源效益”这个题

免能耗峰值。我们了解到，在越来越多

就能够很快地看出哪些措施仅需很少的

目定义为“能源产能”，这个课题正在

的机器中能够自动回收制动能量，然后

投资即可付诸实施。常常是仅需创造出

全球形成强劲的发展趋势。斯堪的纳维

再输送给其它的用能部件使用，这种方

更多的透明度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有

亚国家在这方面是先驱的表率，他们比

式在未来将扩展普及到整个工厂。在生

很多的因素都取决于员工本身，实际经

德国还要略胜一筹。在中国，废气排放

产线上必须要准确地同时起动所有的主

验表明，通过员工行为的改变就能够节

和大城市雾霾的严重危害是这个课题不

轴吗？如果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起动而

省大约30%的能耗。

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现在美国在这

平衡能耗是否会更有意义呢？

个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从原则上讲，
随着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的提高，电能

哪些技术挑战是当前的焦点呢？
我们所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在过去的数年间已经在机器的

的价格也随时会发生大幅度的波动。从

只有被测量过的东西才能够被改变， 改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把具

能源消耗用户的角度出发，也需要具有

相应的测量仪器现在已经出现在市场上， 有很大潜力的得力措施付诸实施：在液

更大的能源灵活性。能源灵活型工厂主

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之内，所有的新机

压方面实现了按需提供供给功率，而在

要依靠三个支柱：包括能源储存器在内

器都将配置相应的测量技术。接下来的

电驱动器中实现了制动能源的回收再利

的楼宇技术、生产计划及生产控制系统、 第二步就是从这些数据中获取知识。

用，下一个所面临的尖锐挑战就是功能

机器。

强大的能源储存器的研发工作。在实验
室中已经开展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认为蓄电池技术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开始进行大规模生
教授 Dr.-Ing. Gunther Reinhart 博

产蓄电池的时候，我们也将会取得很大

士曾经担任过BMW汽车公司的生产车间

的进展。当然，利用水能、压缩空气能

主管，在1993年被聘任为慕尼黑理工大学

和动能的方案也很有重要意义。

企业经济与组装技术教研室主任。2002年
又返回到工业界工作，担任机械制造企业

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IWKA公司分管技术和市场的董事。2007

能源效益将成为工业4.0的一个集

年重新回到慕尼黑理工大学他原来所在的

成的组成部分，超越企业界限的联网是

研究所担任所长，并且从2009年起兼任设

能够获得更大能源灵活性的先决条件。

在奥格斯堡的机床与成型加工技术弗劳恩

在未来，生产计划和生产控制系统也将

霍夫研究所机电加工机床能源效益项目团队的主管。他还是巴伐利亚科

承接能源管理的工作，并且对所存在的

研基金会所资助的FOREnergy科研联合会的发言人，这个科研联合会针

电能需求进行数据交换。智能工厂和智

对能源灵活型工厂的方案和技术解决方案开展科研工作。

能电网将一起成长并发展壮大。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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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海领域的 成 功
大约在40年前，博世力士乐就已经开始为近海应用领

量的优质部件和系统，从抗海水腐蚀的液压部件到重载驱动

域提供液压部件。为了进一步扩展在这个领域中的专门知

装置；从专门的近海大型液压缸到电子驱动与控制系统。属

识，这家企业于1977年年中在荷兰成立了当地的分公司， 于供货范畴的当然还包括用于防腐保护的、拥有专利的液压
在那里的一个专家团队专门负责很多的大型项目的工作。最
引人注目的项目是1987年抬升挪威的Ekofisk海上钻井平台
的项目。现今，博世力士乐能够在近海领域中为客户提供大

缸活塞杆Enduroq表面涂层。
下面的钻井船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了仅在一个应用当中就
采用了多少个解决方案。v

用于船舶驱动器/推进器、
一般的钻井设备

船上与近海吊车、

钻头驱动装置

螺旋桨驱动装置

冲洗泵

的一般设备

钻井平台驱动装置

动力站

起升装置

控制块

钻杆平衡装置

电子控制系统
阀

海浪平衡装置

泵

Direct riser tensioner (DRT)

马达

Wireline tensioners (WLT)

液压缸

船上与近海吊车
船舶驱动器/推进器
一般的甲板机器
起锚机和

Photo copyrights: Prof. Dr.-Ing. Gunther Reinhart; Seadrill Ltd.

螺旋桨驱动装置

系泊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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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们 需 要拥 有
允许发生错误的勇气!”
瑞士圣加仑大学的教授 Karolin Frankenberger 博士认为，企业在未来要想取得最终的
成功，仅靠先进的创新产品是不够的。

为什么业务模式在未来要比产品更为重要呢？技术创新的流

着，必须总是要向市场推出新的东西，而新东西一旦进入市

程不再有重要的价值了吗？

场，很快就会被复制。另外，工业领域的界限也在不断地发

对于获得强大的竞争优势来说，创新一直都是非常重要

生变化：来自其它领域的新的竞争强手也不断地涌入市场，

的，但是，仅靠产品或技术创新的发展就能取得成功的时代

例如：拥有 Apple Pay 支付系统的苹果公司，或者是吞并了

已经过去了，在这里，可以例举出很多的理由：经济全球化

Nest公司的谷歌公司。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超越对手，只有

的趋势将继续持久保持下去；来自于远东的竞争者加入到竞

采用新的业务模式才有可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创新的产

争的行列；产品的使用寿命一直都在不断地缩短。这就意味

品已经不再重要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同步工程：人们需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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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同时也需要将其推向市场的新的业务模式，只有这

必须要密切关注未来！最为重要的方法是要经过试验的验证，

样，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市场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才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具体来说，就是应该在一个较小
市场上的有限的客户范围内对新的业务模式进行试验。如果

一个业务模式是由什么来组成的呢？

能确认试验成功当然是最好，如果确认试验不成功，则要重

我们将其定义在四个核心基点上：第一点是对用户的

新进行新一轮的试验。在这里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没有

承诺：我要生产哪些产品？我要提供哪些服务？第二点是隐

承受失败的勇气，就不会轻易取得成功。因为没有任何人能

藏在背后的流程：我要如何进行运作？是自己独立还是与伙

够预知未来的业务模式是怎样的。人们必须要进行反复的试

伴合作？我的销售模式如何？第三点是客户方面：我需要发

验、修改和匹配工作，这是一个极为繁琐和要求极高的流程。

展新的客户吗？我有一个扩展的客户网络吗？第四点是销售
额模式：我如何获取盈利？是通过产品销售，还是通过服务
工作或者是通过租赁来实现？

技术型企业需要新的预测模式吗？
不，他们不需要新的预测模式，他们应该充分利用那
些已经现有的模式。最为重要的是应该利用这些预测不断对

企业如何自觉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呢？

自己的业务模式进行考察和思考，自己的业务模式在未来将

如今，很多企业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很强的自觉意识， 会是怎样的。应该尽可能多地开发出不同的未来业务模式，
尤其是在那些传统的行业中，管理人员都认识到他们必须要

并且将它们在自己的市场上采用“试错法”进行试验。我认

做哪些工作，但是，很难做到的是将这些认知转化成实际行

为这正像一个建筑师一样：他首先要做好计划，然后再建造

动，很多企业都在这里止步不前了。我与很多公司进行过合

一个模型和进行试验，看客户对此是否能够满意。

作，特别是很多大型的企业，他们都对改变业务模式感到非
常困难，因为，这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他们现有的
物流系统、日常业务以及产品创新和技术理念。

您认为企业今天要做哪些工作才能取得明天的成功呢？
首先，他们必须对已经现有的业务模式提出疑问：如
果不能够再获得盈利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个新的业务模式

企业如何才能改变现在的实际状态呢？
所有的这些都涉及到必须要改变管理制度，不但必须要
具备很高的知识和透明度，而且您们还必须要拥有允许发生

将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当他们今天还在获得最好盈利的时
候，就必须要居安思危地考虑到以后可能会有业绩下滑情况
的发生。v

错误的勇气！另外，您们还必须要鼓励人们进行改变，给他
们自由的空间和正确的工具，而且还要提供必要的关联。因
此可以说，通过改变业务模式取得成功是一项综合的工程。
所有的业务模式都会有一个失效的日期吗？或者能够对它们

Photo copyrights: Prof. Dr. Karolin Frankenberger; Bosch Rexroth AG

进行动态延长吗？
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式的优越之处：业务模式完全能够
继续向前发展。我们从我们的科研项目中得出如此的结论：
所有的业务模式并不真正是全新的，而是从现有的业务模式
中复制或转化而来的，在市场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衍生出
新的业务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传递给其它的行业，甚至能够
导致一场技术革命。
我何时能够知道一个来自于市场的信号对未来的影响是否是
至关重要的呢？我怎样来区别这个信号是真正的发展趋势，
还是昙花一现呢？有什么相应的好方法吗？
对此来说，没有什么相应的好方法，您必须自己留意
和细心地进行观察都有哪些发展趋势，它们可能会对自己的
业务模式在当今和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里强调的是

教授 Dr. Karolin Frankenberger 博
士是圣加仑大学创新管理研究所企业经济教
研室的副教授，她是业务模式创新专家中心
的主任。她的科研重点是业务模式及其创新。
她参与了圣加仑业务模式导航器的研发工作。
www.bmi-lab.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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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木材加 工 业 的 产 品 族
在 Idaho Forest Group 公司的木材加工厂中，无论是在树干的翻转工作中，还是在树
干的加工当中，力士乐的Sytronix产品族中的产品都为这家木材加工企业提高了生产能力和
节约了大量的能源。
在美国爱达荷州的Lewiston这座小城中设有一家北美

身，因此，根据具体的应用领域能够节约30%到80%的能

洲最大的木材加工厂，在 Idaho Forest Group (IFG)

源，而它给锯木生产线带来的优点更是显而易见：因为每根

的木材加工厂里，总是弥漫着切割树干时所带来的新鲜锯

树干的形状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这套全自动的设备必须灵

末的味道。在这里，树干一根接着一根地快速在生产线上运

活地相对不同尺寸的树干进行匹配加工。在生产流程需要较

行，根据需要每分钟可以生产出高达180米的板材，而且是

小的功率时，控制系统就要降低泵驱动器的转速，这不仅节

以符合客户要求的尺寸全自动地进行生产，所附带的产品是

约了很多的能源，而且也明显降低了工作时的噪音。针对于

在同样的生产线上还落下很多木屑。在Lewiston小城中的

客户的专门解决方案，在加拿大的博世力士乐成立了一个专

这家木材厂是这家企业的总共五个木材加工厂之一，这家企

门的项目团队，这个团队由来自木材加工行业的技术人员、

业是美国最大的木材生产商之一。在木材加工厂中，采用了 当地的销售人员以及来自液压和控制技术领域的设计部门和
由芬兰HewSaw公司建造的锯木生产线，生产线上的机器由

服务部门的人员所组成。这个团队所取得的最好成果就是：

HewSaw开发制造，加拿大的博世力士乐为其配置了部件和

设计完成了这条由HewSaw公司建造的应用在北美地区的最

液压动力站。研发机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明显提高产能和 大的锯木生产线。
能源效益。
两个产品族的组合
节约能源高达 80%

在此项应用中所采用的最新技术是：博世力士乐的

基本出发点就是力士乐的Sytronix系列产品，这种变 工程师们首次将两个不同的Sytronix产品族完美地组合在
转速泵驱动器将液压和电子的各种功能特性和优点都集于一 一起使用，包括三个 Sytronix DFEn 5000 和一个 Sytronix

02 | 2015

SvP 7000。在液压系统中所应用的DFE系统的变量泵负责
压力和流量的控制，轴向柱塞泵的DFEn控制电子元件计算
出相应的能源需求、匹配于压力和流量需求的最佳的泵的工
作点以及变转速电驱动器的最佳工作点。在IFG的锯木生产
线上，这三个泵负责为总共100个液压轴供给能源，而SvP
系统则应用在负责树干翻转装置的进给驱动器中。因为这种
系统也适用于回转轴的控制工作，并且具有很高的动态特性
和调整精度，所以也能节约大量的能源。树干翻转装置负责

Photo copyright: HewSaw Machines Inc.

把树干翻转到最佳的锯切位置，由此能够明显提高IFG的木
板产量。通过这两个Sytronix产品族的有机组合，实现了最
大的产能和极高的能源效益。另外，还有一个优点也获得了
HewSaw及其客户IFG的青睐：这种解决方案不仅具有高精
密性和高能源效益，而且还可以利用远程诊断功能对力士乐
部件进行监控。v

联系: Rodney Trail, Bosch Rexroth Canada Corp., 加拿大,
电话: +1 506 457- 0330, rodney.trail@boschrexrot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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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路机必须具有最好的压实能

力、极高的刚性和山地操作的机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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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
碾轮
力士乐的部件为Hamm股份公司生产的
压路机的应用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障。
压路机的前车是一个大型的碾轮，后车配置有驾驶
室、发动机和大型的车轮，通过一个三点摆动关节机构
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这种机器的设计方案能够使重型碾
轮在地面上产生高达50吨的压实力。无论是在智利的里奥
布兰科峡谷建造水库的工程中，还是在常年积雪的奥地利
Tiefenbachferner河谷建造大坝的工程中，压路机都起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不惧任何恶劣的环境条件，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具有脏污、灰尘和振动的环境条件以及从零下
40度到零上50度的环境温度对Hamm生产的H系列压路机的
机器部件都提出了异常尖锐的挑战。
这段历史要回溯到2010年，当时在建筑机械行业内到
处都传得沸沸扬扬，不仅是欧盟而且美国也都纷纷宣布将在
2014年把尾排极限值标准 IV/Tier 4 final 付诸实施。这是一
个真正尖锐的挑战，因为在很多机器方案中都没有设计能够
安装所要求的部件的空间，因此，当时Hamm公司决定，不
仅要重新设计发动机、尾排颗粒过滤器和氮气处理装置，而
且要致力开发一代全新的压路机。而且目标也雄心勃勃：将
在2013在慕尼黑举办的全球最重要的建筑机械bauma博览
会上展出全新的样机。
无需经过实验
从计划简图到前期系列产品问世仅有三年的时间，这
绝对是一个异常超高的目标，因此，产品的研发人员首选

Photo copyright: Hamm AG

了久经考验并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作为产品设计的研发伙
伴。从2000年起，博世力士乐就一直是3000系列Hamm
压路机的部件供应商和系统合作伙伴。博世力士乐能够及
时地为新的H系列压路机提供了新的8000系列减速器单元
HYDROTRAC GFT。这种集成式行星轮减速器与液压马达的
组合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优点：将最大工作压力提高到了500
bar，因此，这种组合成为了新的Hamm压路机的振动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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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驱动器的首选。“压路机的关键部件是驱动链和振动碾

柴油微颗粒过滤器的环保型四缸柴油发动机驱动。即使是

轮”，Hamm公司的产品经理 Reiner Bartsch 说道，他接

在环境温度高达零上50度的条件下，这种柴油发动机通过

着说：“我们在土方工程领域的客户除期待着具有极高的

智能空气输入也能满足非常严格的欧盟等级IIIB /Tier 4的尾

可靠性和压实能力之外，还期待着在任何行驶的状态下都

排标准。

具有足够的转矩”，因此，功率是最为重要的指标。另外，
压路机还必须具有最好的压实能力、极高的刚性和山地操

无打滑的最大牵引力

作的机动性。Hamm公司H系列压路机的项目主管Thomas

最大的挑战是在振动碾轮上，它不仅靠碾轮的自重进

Bletscher补充说道：“例如，在垃圾填埋场工程中，压路

行压实，而且还通过一个被称为回转抖动器的偏心重物的

机必须要克服高达60%的坡度，因此，需要具备强大的动

旋转产生振动将额外的能量传递给地面进行压实。由于减

力。”静液压驱动器为满足这些高要求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速器和马达都直接安装在碾轮当中的缘故，所以这些部件
都必须承受振动的影响，因此，Hamm与力士乐一起共同

行走应用的行星轮减速器

设计了坚固耐用的安装框架和轴承。插装式斜轴变量马达

相应于压路机艰苦恶劣的应用场合，Hamm公司采用

A6VE采用电子比例变量控制，由于其具有很大的控制范围

了坚固型长寿命的设计结构。另外，紧凑的结构、大范围

而满足了高转速和高转矩的要求。这个马达通过机器管理系

的减速比和输出转矩，以及简便的组配性也是对静液压驱

统Hammtronic来进行调节，能够实现全自动的牵引力控制

动器重要的衡量标准。在8000系列的GFT中根据不同的

和防打滑控制。司机可以通过按钮在20到40赫兹之间对用

选型，一个二级或三级机械式行星轮减速器负责把输入的

于偏心重物旋转的回转抖动器的驱动器进行调节，标准化地

能量转化成转矩。Hamm公司在轻量级压路机中采用了规

编程了两个不同的用于产生振动的振幅，这样就能对各种

格为 GFT 8130 的二级行星轮减速器，而在重量级压路机

各样的地面都能进行相应的设置。

中采用了规格为 GFT 8140 的三级行星轮减速器。在8000
系列GFT中，首次能够集成力士乐71系列的A6VE液压马
达，以此来进一步提高整个驱动单元的功率密度，正因为
A6VE/71具有很大排量的缘故，才使这种功率的提高成为

前进在成功的道路上
仅仅在压路机开始系列生产的两年之后，产品经理
Reiner Bartsch 就为H系列压路机及其部件的高质量提供了

可能。它与其前身系列相比，转矩提高了大约10%，因此， 很好的实例证明：“在要求极高的出租业务中，机器完全
功率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从而行驶功率也得到了明显的

无故障地工作了4000到5000个小时”，因此，H系列压路

改善。

机成为这家位于巴伐利亚州Tirschenreuth的建筑机械制造

在11吨到16吨重量级的压路机中，无论是在轴驱动

商所生产的最为成功的机型之一。v

器，还是在碾轮驱动器中，都采用了力士乐的部件。用于
振动的飞轮重量同样也是采用一台型号为A2FM的斜轴式
马达驱动的。液压系统的压力由一台力士乐的A4VG变量泵
供给，这台泵则由带有先进的内燃技术、尾气处理装置和

联系: Michael Natrop,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2302 877-164, michael.natrop@boschrexroth.de

 8000 系列GFT行走驱动器适用于

轮式或履带式车辆，如压路机、
农田喷洒机或载重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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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玻璃加工技术
为了能够对玻璃进行安全可靠且完美准确的铣削加工，格拉斯曼机床（北京）有限公司
采用了一套先进的动态刀具补偿CNC控制系统。
如果您希望达到漂亮满意的效果，您就要完全相信格
拉斯曼机床的高超技术水平。这家致力于玻璃加工行业15
年之久的中国企业专门生产制造用于加工室内装修玻璃和

件即可完成对多台机床的编程工作，这就大大降低了对操
作工人的技术要求，从而简化了车间的管理。
70%的格拉斯曼机器都出口到世界各地。IndraMotion

家具玻璃以及对艺术装饰玻璃进行抛光加工的机器设备。 MTX micro 控制系统拥有 200 V 至 500 V 的阔电压输入，保
博世力士乐的 IndraMotion MTX micro 控制系统是玻璃加

证了在输入电压有所波动时系统的稳定性。另外，只需按

工机床的“中枢神经”，作为格拉斯曼立式数控玻璃钻铣机

动按钮即可对机器的全部数据进行储存或重新调用。同时，

和CNC数控玻璃刻花机等产品的主机核心系统指挥着设备

博世力士乐的全球服务网为客户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从前

的正常运作及逻辑动作。

期图纸的设计到样机和机器的调试等多个环节都提供了全力
的支持，为保证格拉斯曼机床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区

特殊的问题

的正常工作保驾护航。v

由于玻璃质脆而易碎，因此，采用像在金属加工中那
样的刚性刀具补偿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因为玻璃马上就会
被损坏了，所以，格拉斯曼采用了一种动态刀具补偿管理系

联系: 萧瑞华, 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司, 中国,
电话: +86 21 2218-6106, sw.siu@boschrexroth.com.cn

统来解决这个问题，IndraMotion MTX micro 的两个CNC通
道使其成为可能。第二条通道专门用来提供补偿，能够在
加工过程中补偿磨轮损耗量，以实现对各轴的动态管理和速
度的准确控制。另外，带有自动化总线Sercos接口的数字

Photo copyrights: Lepro/iStockphoto.com; Bosch Rexroth AG

式智能伺服驱动器IndraDrive以其高显、高增益的伺服系统
进一步提高了加工精度。
具有操作简便的竞争优势
在格拉斯曼售后部经理李鹏看来，“玻璃加工机床的
操作者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没有经过数控系统专门
的培训，这就对操作系统在智能化和易用性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必须让操作者毫不费力地就能使用机床。”博
世力士乐 IndraMotion MTX micro 控制系统的控制面板恰
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短板，自定义的界面让机床操作起来更
加简便易行。CNC控制系统的集成式以太网接口能够轻松
地把多台机器与网络连接起来。当客户需要把多台机床通过
网络连在一起的时候，只需要一位工人掌握格拉斯曼的软

 玻璃加工的精度：控制系统动态补偿磨轮损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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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 的
三明治 包 装 机
Kangaroo Brands Inc. 公司所采用的设备能够简捷快速地把七种类型的三明治包装
在四种不同规格的纸盒当中，这家企业利用一条配置了力士乐自动化技术的包装线实现了
快速更换产品且高产能的作业。

当 年 ， 美 国 威 斯 康 星 州 密 尔 沃 基 市 的 Kangaroo

可以把驱动器直接安装在机器内，而无需在电气柜中占用安

Brands Inc. 公司开始生产供应肉夹馍和三明治的时候， 装空间，从而也减少了电气柜的冷却需求和整个机器的零件
都是由人工手工进行包装单个产品的，但是，不久之后，一 成本。仅需一条用于能源供给和通信的混合电缆连接于电气
些大的连锁店如沃尔玛超市也开始关注和青睐于这种美味的

柜的电源接口和第一台 IndraDrive Mi 之间即可，并从那里

食品，所以订单量每个月都在不断地快速增长。“因为，我

继续连接到其它的驱动器上。

们也要向大型商场和超市供货，所以，我们必须开始把夹肉

“由于采用了力士乐 IndraDrive Mi 的缘故，与以前的

三明治用纸盒进行包装之后销售”，Kangaroo公司的厂长 设备相比，我们能够把连线的工作量和其它的机器零件减
Justin Rice 解释说。这家企业使用了能够盛装4到14个三明

少60%”，Ultra Packaging公司副总裁 Bob Stockus 解释

治的四种不同规格的包装纸盒。

说，他接着说：“由此降低了40%的连线成本，而且我们在

为了解决提高食品的包装产量和在包装过程中不断增长

现场安装的工作速度也加快了40%。”这种机器的核心是

的复杂性的问题，Kangaroo Brands 公司决定投资购买一套 力士乐的L25运动逻辑控制系统，它负责所有轴的同步运动
自动化包装设备。这套设备要能够快速且高效地更换不同规

的协调工作。IndraMotion MLC 是一个高度开发的自动化平

格的纸盒，而且要能够在工厂正常运作的过程中安装在狭

台，它提供有一个宽带开放接口。在Veronica纸盒机中采用

窄的空间内，Rice 带着这种高要求找到了 Ultra Packaging 了 Sercos III 接口，以此来保证伺服驱动器的精密性和高效
Inc. 公司。“我们与 Ultra Packaging 公司之间建立了长期

的同步控制以及不同的机器功能的控制。

的伙伴关系，我们已经从他们那里购买了一些其它的机器设
备。在决定采用包装流程自动化的机器设备之后，这家公司 快速的纸盒更换
的Veronica纸盒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在Kangaroo公司的生产流程链中，一个斜面的输送带
负责把由两台筒形塑料袋机包装好的三明治输送到Veronica

很少的电缆和很低的成本
Ultra Packaging 公司把这种七轴的机器应用在这种要

输送带的高度，在那里，员工们坐在八个包装工位上负责
把三明治放进由机器折叠好的纸盒当中，当纸盒被装满后，

求高度灵活性和快速更换纸盒规格的应用场合。Veronica纸

再由Veronica机器将其封闭。根据Rice的观点，选择这种机

盒机把切好的纸盒板折叠成纸盒，并将其运送到填装位置由

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能够简捷顺利地更换不同的纸盒规

员工进行填装，然后封闭纸盒并粘贴好。在这里，力士乐的

格。“在正常的一周工作日之内，我们要为客户进行16到

IndraDrive Mi 产品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每个机器轴都由 18次的纸盒更换工作，每次更换大约都需要10到15分钟的
一个安装其内的驱动单元来驱动运转。这种单元由力士乐伺

时间。我们为此专门培训了四名员工，他们能够借助机器上

服电机组成，驱动电子元件集成在电机的壳体之内。因此， 的触屏式HMI完成更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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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ica 纸盒机每分钟能够包装大约240个三明治。

隐 藏 在 这 种 带 有 10英 寸 彩 屏 的 简 单 易 行 的 力 士 乐

的话，Veronica机器还有备用的产能可以继续提供使用”，

VCP 35 操作终端背后的是一个L25运动逻辑控制系统，它通

Stockus解释说道。对于这家企业来说，此项投资已经获

过IndraWorks来进行编程工作，允许操作人员既可以对

得了丰硕的成果。Rice说道：“凭借Veronica机器，我们

Veronica本身，也可以对运送产品的输送带进行操作。模块

每年能够节约15万美元的营运成本。这套设备已经完全超

化的 IndraDrive Mi 也能够在仅需很少的工作量的条件下集

出了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并且还能不断打破我们现在生产产

成附加的轴。另一个采用Veronica的理由是机器较小的尺寸， 量的纪录。配置了力士乐驱动与控制系统的Veronica设备是

Photo copyright: Bosch Rexroth AG

因为在Kangaroo公司的生产车间中的空间大小受到了限制， 一个非常高效的解决方案，完全满足了客户不断增长的高要
因此，Ultra Packaging 把对输送带的控制也集成在Veronica

求。”v

的控制系统当中。
每分钟能包装240个三明治
Kangaroo公司凭借自动化的包装流程能够明显提高了
产量，现今，每分钟能够把大约240个三明治包装在不同规

联系: Dave Boeldt, Bosch Rexroth Corp., 美国,

格的纸盒当中。“如果Kangaroo公司还希望继续提高产量

电话: +1 847 645-3654, dave.boeldt@boschrexroth-us.com

TECHNOLOGY
26

drive & control

节能的
“双胞胎”
明斯特船闸是横跨欧洲的船运水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之一，其新建的两个“双胞胎”
船闸室既节约了用水量，又同时节约了能源。

 这个姊妹船闸保证了大型发动机船舶和顶推船队的顺畅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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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载重卡车的货运能力相应于每年通过船闸的船运能力。

立升的水要在每次行船过程中在两个船闸室之间进行交换。

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是德国最繁忙的水上运输通道之

由于液压系统所具备的特性，可以把产生动力的设备和

一，它不仅把莱茵河、威悉河和易北河紧密连接在一起，而

驱动液压缸分开布置，把液压动力站安装在船闸下面的一个

且也是通往中欧横贯东西的水上通道中的交通要道。在明斯

加防护的房间之内，只有直接安装在闸门和水口上的液压缸

特的南部运河段上先后于1899年、1913年和1926年建成了 能受到喷溅水的影响。船闸中采用的总共16个液压动力站每
三个船闸，总共能克服6.20米的河道落差。长期以来，这个 个都由两个双重配置的电机-泵组合所组成，所采用的力士
解决方案为运河的运输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但是

乐轴向柱塞泵A10VSO在工作时噪音很小特别安静，而且泵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内河的船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主

的工作效率都远远超过了90%。另外，在明斯特船闸的液压

要依靠的是拖船运输，而如今主要是依靠大发动机的船只和

系统中采用的是环保型的、生物快速降解的液压介质，采用

长达189米的内河顶推船队。

这种介质工作的液压泵也达到了与采用矿物油工作的泵相同
的使用寿命。

环保型的新建船闸

具有2200毫米行程的液压缸以其450千牛顿的启闭力负

因此，联邦政府水上和船舶交通管理局决定建造一座新 责开启和关闭重达52吨的人字门。所有的液压缸都配置了防
的双生姊妹船闸，新船闸拥有两个同样的船闸室，其可用尺

腐保护，可用于长期工作。博世力士乐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

寸为190米长和12.5米宽。此项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南段扩 开始生产用于水利工程和用于海洋应用的液压缸陶瓷涂层的
建工程中的重要举措将为扩大航运范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活塞杆，自此之后，这家企业不断地对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
它能够明显增加迄今为止每年平均通过16000艘船舶和顶推

的应用领域和在不同的极端环境中应用的成千上万的大型液

船队的数量。为了保证这项从1991年就开始投建的工程不影

压缸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评价，由此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

响正常的船运业务，决定将此项新建工程分阶段进行。第一 论：可靠的防腐保护不是完全依靠活塞杆的涂层，而是由涂
个船闸室于2009年就已投入使用，而它的姊妹闸室于2014年

层、摩擦学和密封技术的合理正确的组合应用才能保证范围

4月也已交付使用。每年通过这对姊妹船闸的货运总量相当于 广泛的和长期的防腐保护。
51万多辆卡车的货运总量，因此，明斯特船闸为减轻德国的
Photo copyright: Bosch Rexroth AG

公路运输负担和减少CO2的排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在

无接触位置测量系统

每次船只过闸的过程中，在这对姊妹船闸之间能交换8000立

完全集成在液压缸中的位置测量系统CIMS(Cylinder

方米的水，从而在大大减少了耗水量的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

Integrated Measuring System) 采用无接触式的方法测量活

能源，因为采用这种方式也减少了把河水必须从低水位的河

塞杆的位置。博世力士乐的工程师们与博世集团的汽车工业

中泵到高处的水量。在船只过闸的整个过程中，设备的所有 专家们密切合作共同研发出了新一代的CIMS传感器，这种
运动都由力士乐的电液驱动系统来完成，这套系统负责开启

传感器具有特别坚固耐用、抗振动和抗撞击的优质特性。这

和关闭船闸的开启门和人字门、沿着闸室长度方向布置的八 种系统没有任何磨损零件或对活塞杆有不良的影响，设计在
个水口和两个横向水口负责船闸室的放水和灌水工作。

活塞杆涂层下面的环形凹槽在由测量系统所生成的磁场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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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米是上游船闸门的宽度。

动而产生信号的变化，CIMS传感器高精度地测量信号的变

在每个液压缸中都同时布置了新一代的传感器及其前身系列

化，并对其进行评价。技术人员能够通过PC或者PLC控制器

的传感器，这样就能实时地对它们进行比较和进行优化。v

调取观察集成测量系统的工作状态，并对其进行评价和处理。
在明斯特船闸所采用的液压缸中，力士乐在每个液压缸中都
设计了三个CIMS传感器，借此保证了双重设置的位置测量。

联系: Arnold Habermann,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这是新一代的CIMS传感器的第一次实际应用，所以，力士乐

电话: +49 9352 18-1009, arnold.habermann@boschrexroth.de

姊妹船闸的功能
当第一个船闸注满水 (高水位 (1)) 和第二个船闸放空 (低水位 (2)) 时，即
可开始船只的过闸过程，此时13.2米宽的上游闸门 (3) 和下游人字门 (4) 都已

3

3

经关闭。
6

在每个闸室的两个长侧面都设有两个纵向水渠(5)，通过两个横向水渠
(6)将它们分别连接在一起，当船只过闸时，水从高水位的闸室流向低水位的
1

进水设施灌满水。在水渠中总共设有十个水口用于调节水位的高度。
由于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没有自然河流的缘故，所以，从下游闸门流入

低水位

这时下游行船的闸室继续向下把剩余的水放空，而与此同时另一个闸室则由

2

高水位

闸室，通过水在两个闸室之间的交换，使两个闸室内的水位达到相同的高度。

5

5

5

5

运河的每升水都非常宝贵，都必须用泵重新泵到高水位的河道再重新加以利
用。在这里，这个姊妹船闸就凸显了它们的优点。在每次行船的过程中，在
两个闸室之间都要交换8000升的水，这相当于每个闸室所需水量的一半，所
以，明显减少了要向高处泵回的水的流失量，从而就大大减少了水的消耗量
和降低了泵所需的能耗。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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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保在整个收 获 季 可 靠 地 工 作
在印度尼西亚，力士乐的液压直接驱动系统确保了甘蔗压榨机安全可靠地工作 – 从而
也保障了大批农民们的收益。

从甘蔗中榨糖是一种要求很高和
很繁琐的工作：因为，榨糖工作特别
依赖于天气的变化，而且生产条件也
十分恶劣，这种特殊的情况也是甘蔗
压榨机 Krebet Baru 1 在印尼爪哇島
上所要面临的艰苦工作环境。“每年
的甘蔗收获季节大约持续六至七个月，
在这个季节里，我们的客户必须要完
全信赖我们的机器设备，因为，不但
榨糖的生产必须昼夜不停地运作，而
且无论供货的甘蔗数量多少，生产线
都要以不同的速度运行”，博世力士
乐 原 材 料 处 理 行 业 销 售 部 的 Tomas

 力士乐的液压驱动系统由四台 Hägglunds CBM 马达、泵动力站、控制系统和管道连接所组成。

Kallin解释说道，他同时也负责用于蔗

Photo copyright: Bosch Rexroth AG; Illustration copyright: Bosch Rexroth AG

糖生产加工行业的部件销售工作。

提供很高的转矩，这就保证了一个很高的出糖率，在这套设

以前，甘蔗压榨机 Krebet Baru 1 的营运者 - 国营企业

备中，这种紧凑型马达既节省了安装空间，也减轻了轴和轴

PT Rajawali Nusantara Indonesia (RNI) 经常会遇到像设备

承在冲击负载时的负担。“这种直接驱动系统具有一个很大

中的减速器突然失灵这样令人很棘手的问题，因此，这家企

的功率范围，与常规的驱动装置相比，能够获得更好的满意

业决定要在其甘蔗压榨机中采用一种既可靠又多样化的减速

效果”，RNI的研发与技术经理 Hari Widodo 强调说。另外，

器。这套设备通过对甘蔗进行清洗和压榨，经过五个阶段的

博世力士乐在当地的售后服务部门的专业人员能够为整个系

流程才能从甘蔗中把蔗糖压榨出来。机器设备的工作条件是

统及时提供机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一个真正尖锐的挑战：冲击负载、高温和长期承受水的冲洗

必须要进行连续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把甘蔗压

以清除灰尘等是日常工作所面临的艰苦环境。另外，天气的

榨后的废料甘蔗渣烧掉，以获得蒸汽用来驱动一台发电机运

变化和要求极高的原材料也进一步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如果

转，所产生的电能供给整个工厂来使用，因此如果生产停止

在某一天下雨的话，甘蔗压榨机 Krebet Baru 1 就没有原料

的话，用于发电机的锅炉就要重新起动。驱动装置的可靠

可进行加工，因为甘蔗是无法储存的，收获后的24至36小

性不仅给RNI带来了好处，“而且也使要把当天收获的甘蔗

时之内必须进行加工，否则就会腐烂。为了能够夜以继日马

运送给工厂的农民们获益匪浅”，Tomas Kallin 说道。这同

不停蹄的连续作业，压榨机就必须要减速运行。

样也适用于必须要对设备进行补充调节的情况：“紧凑型
CBM马达既节省了安装空间，也允许系统根据变化的产能

连续作业

要求进行合理的匹配，而不必使设备停产。”v

RNI在力士乐的液压驱动系统中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这套方案由四个 Hägglunds CBM 马达、泵动力站、控制系
统和管道连接所组成。CBM马达即使在很低的转速下也能

联系: Tomas Kallin, Bosch Rexroth Mellansel A.B., 瑞典,
电话: +46 660-87192, tomas.kallin@boschrexroth.se

TECHNOLOGY
30

drive & control

稳妥地安放到
深海海底
在海上高达数米海浪的恶劣环境下，谁要想把成吨重的设备稳妥地顺利安放到海
底，谁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为此，SBM在其设备中采用了力士乐的主动海
浪补偿技术。

一个黄色的水下钻孔钻头正在目标准确地稳稳沉入黑暗

不变。这套系统以这种方式最少能够补偿90%以上的垂直运

的海底，它的最终目标是一个海底的油田。在它到达所预

动，最大负载高达150吨。力士乐的主动海浪补偿系统与其

定的准确位置之前，不但必须要克服大约3000米深的海水， 它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采用独一无二的设计方
而且还要不能偏离所预定的位置，而在海面上是感觉不到这

案，将液压缸和气动缸组合在一套系统当中。

种高难度的工作状况的：海面上高达数米的海浪拍打着荷兰
一家近海领域SBM公司的安装船上下颠簸，为了保证吊装的
缆绳不被拉断而使这套昂贵的设备能够顺利可靠地下沉到深

来自两个世界的最佳组合
这两种技术实现了完美的互补：气动缸作为被动部件

海的海底，必须采用一种先进的特殊技术的支持，这就是主 负责对静负载的部分进行补偿，而液压缸作为主动部件提供
动海浪补偿技术。

所需的工作力，例如，用于克服摩擦损失或惯性等动态的影
响，在此，仅需要很小一部分动态工作力来驱动卷扬机，这

睿智地应对大自然

对于SBM来说明显地节约了能源的消耗。这套系统同样也

这种解决方案特别安全可靠，而且工作原理也非常简

在恶劣的海况下，始终保证了设备的可靠运行以及操作人员

单：一个 Motion Reference Unit (MRU) 单元负责随时测量

和负载的安全。这套设备中的大型液压缸活塞杆表面采用了

船只受海浪作用而产生的垂直运动的数据，一个具有极快

Enduroq 2200 表面防腐涂层，两层保护层使活塞杆具有极

响应速度的控制系统快速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并立即将

高的抗磨损和优异的抗腐蚀特性，这种金属表面防腐技术是

其传递给缠绕着缆绳的液压卷扬机系统，然后液压缸按照所

博世力士乐的专家专门为近海应用而开发研制的。另外，重

收到的数据准确无误地驶出或驶入与船只垂直运动相同的

要的设备部分都采用了双重或多重配置，为了尽可能不启

量，从而使绕过导向滚轮的下沉缆绳相对于海底的位置保持

动这些备用部件，三个直接布置在液压缸上的集成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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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er Integrated Measuring System (CIMS) 始终对液压
缸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全面的支持
博世力士乐为SBM提供了整套的最佳解决方案，所需的
系统部件几乎全部都是公司自己生产的产品，这些包括液压
动力站和液压缸、压缩空气供给单元、控制范围的软件、控
制柜和操作面板。在SBM的第二个订单中还增加了使用集成
的遥控监控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使用户能更加安心坦然

Illustration copyright: Bosch Rexroth AG

地工作，将深海设备安全可靠地下放到海底的目标位置。v

联系: Arnold Krielen, Bosch Rexroth B.V., 荷兰,
电话: +31 411 651-318, arnold.krielen@boschrexroth.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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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景 远大的
跨 学科专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很多像这样早已司空见
惯的机电一体化系统：如激光唱机、数码相机、电子自
动售票机、自动化减速器等等，但是，机电一体化究竟
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给出正确的答案。

机电
机械

什么是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是机械、电子和信息学科在一个功能载体上的最大程

机械软件

度的结合体。从原则上讲，这种结合要尽可能达到最高的完美程度，通

电子技

过所有分功能之间的协调组合运作以实现整体的完美功能，因此，非常有
必要将整个机电一体化系统放在产品的整个寿命循环上来考虑，从开发、设计、
制造和使用直至最后的回收利用，始终作为一个全面整体的链条加以考虑。

信息技术

发展潜力

回溯

1969

1978

日本的安川电机株式会社

在汽车防抱轴功能 (ABS)

首次提出了“机电一体化”这

的开发工作中，首次用电子传

随着信息技术
的不断飞速发展，机电
一体化系统在未来将会变得

个专业名词，这家从事生产工 感 器 和 电 子 控 制 器 对 机 械 功

更加智能化。现在就已经在很多科研

业机器人的公司用这个名词用

能进行了补充，这些电子元件

项目中证实了机电一体化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来表达在精密机械领域中越

负责储存和处理各种相关的技

例如在机器人系统的开发工作中，机电一体化

来越广泛的机械与电子完美组

术信息。通过这些传感器、控

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医疗领域

合的应用。安川电机株式会于

制器件和液压轴功能化的结合

应用的意义也越来越重大，所以，未来的机电

1972年为这个专业名词申请了 保证了制动装置的整体功能。

一体化系统不仅仅只在提高功能方面发挥其巨大

专利。

的作用，而且也将在安全和可靠性方面做出卓
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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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机电一体化系统一般由一个完成承载或运动工作的机
械基础结构和用于测量系统或周围环境信息的传感器所组

关键部分是执行机构，他们负责把调节变量转换成作用于
基础系统的力、运动、电压或其它的物理量。

成，另外，还有对信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评价和处理并
生成调节变量的微处理器。机电一体化系统的

运动

能源流观察

基础系统
(多数为机械式)

能源供给

环境
执行机构

传感器

测量值

调节变量

电子技术

化

反馈

使用

基准变量

微处理器

信息流观察

职业教育和培训
自1998年起，机电一体化在德国被承认为职

如果没有机械、电子和信息技术

电子技术软件

的共同作用，很多先进技术不可能
得到迅速的发展，例如在高加工精度的
机床中，只有利用传感器识别出机械结构的

业教育范畴中的一个正式职业。而第一个机电一
体化大学专业学科的出现则是早在1991年，当时，
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成立了德国第一个机电一体
化教研室。

弱点，再经过智能的信息处理进行补偿后才
能达到具有极高的加工精度的效果。

新的教学系统：
博世力士乐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教学以
及在工业领域的员工培训开发了一套新的机电一
体化教学系统 mMS 4.0。这种模块化的教学系统
具有工业4.0的能力，是专门为机电一体化教学而
设计的，它将气动、机电一体化以及可选项的液

研发工作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开发流程起始于机电一体化的草案
设计，在这个方案的设计中，必须对系统部件的动态特性

压基础技术融合在一个单元之内。
信息:
www.boschrexroth.com/trainingsystems

用计算机辅助计算，对建立模型、参数确认、控制与调节

博世力士乐机电一体化培训：

系统的设计进行反复的试验，直至研发出一个优化的系统，

机电一体化基础知识

5天

然后，再以计算机演示模型的虚拟样件为基础进行功能优

机电一体化 – 错误查找与设备调试

5天

化，最后得出用于进行设计的具体细节。

机电一体化培训 – 培训系统

3天

信息和报名：
training@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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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全盘的考虑。针对整个系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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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答 案：创 新
如果您认真阅读了本期 drive&control 杂志，所要寻找的创新
答案就在您的面前。

我们所要寻找的创新产品来自于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技

血液指标和血压”都正常吗？理所当然，它始终都能与智能

术，在当今的数字时代能够产生质的飞跃而一跃成为现在

手机、平板电脑等取得联系，并且与其周围环境进行信息交

的创新产品。它经过全方位的“锻炼”而拥有“强健的体

流。当然，它仍然保留了原有的传统特性，在所有的应用领

送交答案，参加有奖竞猜!
您猜到了所要寻找的力士乐创新答案吗？请您将答案发送到drive-control@boschrexroth.de，便有机会获得亚马逊在线购
物网站的价值100欧元的兑奖卷。送交截止日期为2015年8月31日。将在所有送交的正确答案中进行抽奖。排除一切法律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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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确的时间点上爆发
在运动场上撑杆跳高的竞赛中，运动员必须能够以完美高超的技巧在正
确的时间点上爆发出所需要的最大能量，而这对于机器的营运者来说也有类
似相同的要求：为了能够对机器和设备以尽可能高的能源效益进行选型设计
和更好地应用，必须按照实际的需求来控制机电能量的消耗是必不可少的事
情。力士乐的通用型智能变频器能够按照实际需求来控制机器的转速，从而
明显降低了泵、空压机或风扇的能耗。

}

Rexroth considers all angles
for our energy efficiency

Combine you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als with your financial ones. If you are
looking to save energy and increase your produ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just changing
the details isn’t enough. You have to consider your entire system and set all applicable
levers in motion. The Rexroth 4EE system – Rexroth for Energy Efficiency – shows
you which four levers those are. We take a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together with
you, not only taking the use of energy-saving products into consideration, but also
examining the potential for energy recovery and optimum demand control. The result:
reduced operating expenses, lower CO₂ emissions, and optimized processes.

Bosch Rexroth AG
www.boschrexroth.com/energy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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