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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杂志

16 只学会修理技能
是远远不够的：
技术服务的发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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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地震赛跑：
仅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在西西里岛上
建成了一个地震研究中心

效果极好的振动

在炽热的钢材加工中，

进入我们眼帘的产品一般都是粗糙的毛坯，但是，特
别是在采用“连铸法”生产的铸钢中，要求的生产精度
还是很高的。在铸模振动中，铸模砂箱由液压缸驱动运
行，准确地形成预给的振动，以保证在浇铸时不产生粘
附。这种振动不仅是在铸钢的表面形成最佳的表面质量
的基础，而且同时也是成为整个连铸设备获得高产能和
高经济效益的基本保证。由力士乐的部件所组成的成套
且相互协调一致的驱动与操作系统能够集成在任意的生
产系统当中，从而使用户能够在铸造流程中把振动的振
幅和频率与铸造速度始终实现最佳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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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必须从我们的头脑中开始！”

亲爱的读者：
当 初 在 互 联 网 刚 刚 问 世 的 时 候 ， 作为领军的应用者在我们自己的生产

就会失去与客户、供应商以及合作伙

在公司的高层中还曾经讨论过我们是

加工中积累丰富的经验。而另一方面， 伴的连接。然而，谁要是现在就一步

否也要接一个互联网的网口这样的问

作为领军的供应商竭尽全力地向市场

一步地在工业 4.0的方向上向前迈进，

题，而在今天看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推 出 适 应 于 工 业 4.0的 自 动 化 解 决 方

不仅与系统的伙伴合作，而且也将其

似乎很可笑：因为现在如果没有互联

案。更多的有关内容请您阅读从第10

诀窍联网，谁就会从一开始就搭上创

网的工业企业将会与世界隔绝，销售、 页开始的文章内容。

新技术发展的列车。由此我们可以肯

服务和生产将不再具有竞争力。这是

从我们自身的这两个角色中积累

定地说：工业4.0一定是短期、中期和

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面向未来的企

的经验表明：联网必须从我们的头脑

业是无法脱离开诸如联网这样现代化

中就已经开始。博世力士乐在很多的

科技的发展大趋势的，而更多的是要

项目中与机器制造商、最终用户以及

考虑如何及早地探索这些高新技术的

科研人员共同密切合作，我们与大家

应用可能性，并对其进行反复试验和

共享我们的先进理念和构想，并综合

有意义地付诸实施，从而展示出最大

专门的诀窍。正是在这些清晰明了的

的客户使用价值。

项目中，所有参与者都能很快地积累

博 世 力 士 乐 在 实 施 工 业 4.0的 进
程中采取了双重战略：一方面，我们

应用于下一个变革阶段的丰富经验。
谁要是不参与工业4.0的工作，谁

长期的正确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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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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拧紧螺栓

 既没有令人烦恼的繁琐电缆，又能够可靠完整地记录工作过程：无线电动螺栓扳手

Nexo 极大地降低了装配工作的难度。

带有繁琐电缆的螺栓扳手在装配工作中已经
成为过去：如今的无线电动螺栓扳手Nexo极大地
降低了在装配工中在很难抵达到的位置来完成拧
紧螺栓工作的难度，例如在汽车狭窄的内部空间
和在高过头顶的位置的工作，或在流水线上的工
作。这种轻结构的工具在其大显示器上通过红色
和绿色的颜色变换能够一目了然且清晰地显示出
螺栓连接的质量情况。它还具有完整地记录其工
作过程的特点：分散式控制器能够监控在每个工
作过程中螺栓连接的拧紧力矩和回转角度，并将
结果发送给一个接收站。
此外，Nexo还能在无线电信号盲区自动储
存数据，一旦恢复网络连接立即将其发送给接收
站。即使在更换蓄电池的时候也能保留所记录
的数据。Nexo的功率范围覆盖能达到65牛顿米，
并且已经经受了在无保养的状态下连续拧紧多达
50万个螺栓的试验。
 www.boschrexroth.com/tightening

大湖泊、小能耗

 www.boschrexroth.com/sytronix
 www.boschrexroth.ca

Photo courtesy Bill Bird

Tecumseh号货轮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大湖上
运营，它是第一艘配置了用于螺旋桨叶调整的
Sytronix驱动器的货轮。在对这艘已经有30年船
龄的货轮进行设备更新的工作中，加拿大的博
世力士乐为螺旋桨叶调整设备配置了一套全新的
带有变转速泵驱动器的成套系统。由于这种驱动
器只在需要改变速度的时候才向系统提供所需
的功率，所以，这套新的液压系统能够减少25%
的能耗。另外，桨叶调整设备在98%的行程中只
需要18马力的动力，而在以前则需要50马力的
动力。另外，Sytronix只产生很小的噪音和热
量，因而不再需要配备冷却系统，这在改善甲
板下的工作条件和营运成本方面也带来了很大的
优点。Tecumseh号货轮的营运商 Lower Lakes
Towing Ltd.公司还特别对本地的技术支持给予了
高度的赞赏。
 Tecumseh 号货轮上的新技术：作为第一艘货轮在这条船上采用了变转速泵驱动器用

于螺旋桨叶的调整。

MOTION
7

03 | 2015

全 部 掌控在手
博世力士乐法国以其先进的高科技电子操作手柄
4THEC5荣获了“大企业项目”类中的2015机电一体化大
奖。这个奖项八年来一直由三个最重要的法国机电一体化协
会联合颁发，今年的核心重点是用于行走机械领域的解决方
案和创新技术。获奖的先进电子手柄是这种机器设备的中央
操作元件。它完全达到了按 IEC 62061 的 Safety Integrity
Level (SIL) 2 和按 ISO 13849 的 Performance Level (PL) d
的要求，其设计使用寿命高达五百万次的换挡循环。

 力士乐的线性运动系统完全满足

了在高真空中的OLED生产加工
的高要求。

 www.boschrexroth.fr

完全无接触
用于大屏幕的新一代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的生产加工在洁净度方面对生产流程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仅有6个50纳米大小的颗粒就
会使产品完全报废，而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就有5
万纳米。在加工设备中，力士乐的线性运动系统
(LMS)采用纯电磁无接触的方式驱动基材托盘。
凭借控制器 NYCe 4000 能够使屏幕无颗粒地在高
真空室中定位，并且能够使众多托盘各自独立或
者同步地进行运动，从而大大简化了流程设备的
结构，并且能够缩短新产品的换工装时间。
 获得成功的博世力士乐法国操作手柄团队。

 www.boschrexroth.com/lms

准备好联网
意大利的机械制造商 C.B.Ferrari 公司在其用于涡轮机轮加工的、新的
五轴加工中心中采用了联网的解决方案。A156加工中心的操作方案和编程
工作完全通过各种智能设备来完成，操作方案采用的是多点触控应用和一个
集成的3D演示功能。这家公司借助于力士乐的平台 Open Core Engineering
开发了用于控制器的各种专用App，为此，力士乐为继续开发工作开放了
IndraMotion MTX 的程序核，因此，机器制造商可以自行使用高级语言来实
现个性化的功能。另外，集成的网络服务器 OPC UA 以及其它的网络技术也
开辟了对机床进行水平联网和垂直联网的可能性，凭借这种方式使工业4.0方
案逐渐地融入到日常的运行当中。
 www.boschrexroth.com/machinetools
 www.boschrexroth.com/oce

 C.B.Ferrari 公司制造的A156加工中心的操作

和编程完全通过各种智能设备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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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和拧紧
在A3系列轿车壳体的生产制造过程中，位于因戈尔施
塔特的 Audi AG 公司在连接技术方面全面采用了力士乐的
解决方案，在这里，高质量、高可用率和高安全性是毫无
疑问必须要达到的高标准，为此，焊接控制器PSI6000和带
有全自动更换螺栓扳手功能的350拧螺栓系统提供了必要可
靠的高质量保证。Audi公司在2012建成投产的N60生产车
间里每天要生产850辆轿车，429台焊接机器人根据不同的
壳体薄板组合全自动且保质保量可靠地焊接大约4500个焊

 Audi 公司在壳体的拧螺栓和焊接工作中采用了力士乐的最佳解决方案 ...

点，焊接控制器PSI6000配置有自适应电流/电压调节器和
集成的流程监控这两个重要的质量保证模块。质量的好坏
在A3系列轿车中的大量的螺栓连接工作中绝对是一个决定
性的因素，其中有250颗螺栓的连接工作是与安全性密切相
关的。高自动化程度、短节拍时间和尽可能小的空间需求
要求在机器人中要配置自动更换螺栓扳手的功能，350拧螺
栓系统由此保证了快速且无混淆的工具更换。
 www.boschrexroth.com/automotive

 ... 如焊接控制器PSI6000，它完全满足了生产中的高标准要求。

避免故障停机
力士乐凭借新的服务包 Online Diagnostics Network (ODiN) 能够为用户对
液压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连续且可靠的监控，因此能够及早地发现识别出关键
部件状态的变化，从而能够在由于部件发生故障而引起设备停机之前，启动必
要的维护和修理措施。这些功能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依赖于机器在工业4.0的
框架下实现联网所收集的大量信息数据和对其做出的评价。随着每个新设备的
连接，ODiN能够通过自学式算法改善其磨损预测。力士乐在与客户签订的维
护合同的框架下，能够给出对必要的维护工作的提示，并且能够完成这些工作。
因为只需更换那些真正受到磨损的零件，从而减少了维护成本。这种服务合同
特别适用于那些具有很高的停机费用的设备营运商。
 www.boschrexroth.com/odin
 ODiN: 拥有 Data Mining 支持的维护合同提

高了设备的可用率。

MOTION
9

03 | 2015

 用于M4负载敏感阀

的组配器给行走机
械的制造商带来了
多种产品类型、快
速设计和快速采购
的优点。

强大的功率
博世力士乐进一步扩展了液压径向柱塞马
达系列 Hägglunds CAb 的产品，新增了单位扭
矩在50/Bar牛顿米以下的紧凑款式。由于这种小
型轻便的驱动器具有以其特别高的功率密度为目
标的设计结构，因此特别适用于在注塑机中的应
用。这种马达具有市场上最高的功率密度的优点，
与类似的设备相比，其重量甚至轻三分之二，并
且仅需较少的能源消耗。
 www.boschrexroth.com/thebeast

减轻工作负担
行走机械制造商也受到了越来越短的创新循环周期
的影响。为了满足来自研发部门的加速产品形成流程的
愿望，推出了M4负载敏感阀在线组配器的新的升级版
本，力士乐由此为客户同时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帮助：一
方面，这种具有直观操作特点的工具提供了关于这个灵
活的阀产品族的快速总览和所需的设计资料。另一方
面，M4组配器利用一个扩展的、用于有限订货量的优
先程序和与eShop的连接，明显缩短了采购流程。
 www.boschrexroth.com/m4

扫描此二维码启动关于
新型径向柱塞马达系列
Hägglunds CAb 的视
频：
www.youtube.com/BoschRexrothGlobal

数字液压用于弯道行驶

 www.boschrexroth.com/transport

VR Group

芬兰的Pendolino高铁能够以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30%的速度在弯道上行驶。当列车以高于每小时80公
里的速度进入弯道时，设置在车厢走廊底部的六套液
压设备就自动提供相应的作用力促使列车倾斜，从而
顺利地通过弯道。这种倾斜列车早从1995起就已经在
芬兰投入使用了，但是，气候条件为这种技术提出了尖
锐的挑战。博世力士乐与坦佩雷理工大学合作开发了一
种数字式液压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对寒冷、高热和污
染等恶劣的条件都非常不敏感。即使在某个阀突然失
灵的情况下，列车仍能保持原来的行驶速度，不仅提
高了Pendolino的可用率，而且明显减少了维护成本。
 Pendolino 以高出30%的速度在弯道上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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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08年在全世界联网的物体首次超过了世

自动化地顺利运行。对于计划和协调工作将显示

界总人口的数量，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500亿，从汽

相关的信息，以此来保持在复杂的加工环境中的

车到用于生产加工的机器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这就为通过

决策能力。数字式管理系统收集所有的数据并对

生产加工的物理世界与信息技术的虚拟世界的巧妙连接为经
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和发展前景。即使是生产批

其进行很好的分类整理，为人们做出最后的决策
做好充分准备。

量为一件的产品生产加工也能在批量生产的条件下完成。在
创新的潜力不断地增长和被开发的同时，生产流程和库存也

全球范围内的开式标准

能够不断地得到优化，而生产成本和能源消耗也能不断降

为了使各种系统都讲同样的语言，就必须采用全球适用

低。在McKinsey调研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十年之内将能够

的开式标准，在这方面有不同的团队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同

由此实现十一万亿美元的经济增值*。

时在欧盟层面上也付诸了很多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德国的
工业4.0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最初是由联邦政府推动发起的。

为经济增值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美国，于2014年3月成立的工业网络联盟已经聚集了很多

走向工业4.0的步伐正在不断地加快，这不但具有很大

的国际性企业。“从博世力士乐的角度来看，向工业4.0方

的优势，而且完全符合逻辑性，因此，进行必要的投资是非

向的发展重点有两个方面的课题”，主管工业应用事业部

常物有所值的，即使是初看起来投资较高亦是如此。企业咨

和销售的博世力士乐执行董事会成员 Steffen Haack 解释说

询公司 Roland Berger** 在一份最新的调研报告中预测：欧

道。“一方面是自动化技术领域革命化的迅猛发展，尤其是

洲的公司将在未来的15年内必须要在技术研发、组织研发

在通过开式接口和公用的标准方面。另一方面是在这些讨论

和法律研发方面总共投资1.35万亿欧元。目前的情况是，当

中所形成的用于革命化的生产流程和业务方面美好的设想。”

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亦即借助于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来实
现生产流程完全自动化的目标还尚未完全地付诸实施。在机

有意义地去实现可能实现的事情

器层面上实现数字化在欧洲虽然几近完成，但是，至少在企

当自动化与IT行业比翼双飞共同成长的时候也需要一个

业流程中还有很多的单个解决方案还在应用当中，尤其是在

正规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合作伙伴，因为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够

软件范围内，还需要很多用于跨范围的技术信息及经济信息

很好地同时掌握横跨这两个领域的高端技术。IT与加工业领

方面的交流。但是，为了能够实现联网这个美好的愿望，就

域的专业知识必须要智慧巧妙地相互组合在一起，合作伙伴

必须牢牢地掌握更加复杂的高端技术 – 通过使用网络物理

必须要共同来开发解决方案的路径、产品、报价和合适的

系统来实现整个增值网的智能型自动化。中小企业的观望态

业务模式。“如果一个自动化技术供应商想要开发一个兼

度从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角度出发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容于工业4.0的业务模式的话，他就必须首先要把互联网技
在实际当中获得成功的实例还是屡见不鲜的，这就进一步明

术的思维方式和出发点变成自己的东西”，企业咨询机构

确显示了工业4.0是可以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的（在这方面

Blome+Partner的 Wolfgang Blome 强调说 (对此也请参阅第

的方法途径请参阅第12页上的文章）。

13页上的文章)。“而且他还必须很好地进行分析处理，确
定哪些部分他能够应用在工厂自动化上。”实现经济价值不

核心的力量是人
人在这个科技变迁的过程中作为使用者、设计者和决
策者扮演着极为核心的重要角色，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工作

再只是需要个性化的产品，而是企业是否达到使数据变成可
用的能力。在这里，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一
定能够把美好的设想变成现实。v

方式将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但是将不会出现人们众口谈论
的“无人工厂”。在实现联网的工厂中虽然工作标准要求
很高，但同时也很灵活。科学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有力支持，人与机器将携手并肩地工作，简洁的流程会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apping the value beyond the hyp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cKinsey & Company, June 2015, www.mckinsey.de/advanced-industries
**„Industry 4.0 – The role of Switzerland within a European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 Think Act, Roland Berger Strategy Consultants Holding GmbH,
March 2015, www.think-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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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捷 径 ，小 步 伐
博世力士乐以其双重的战略理念将发展的焦点聚集在极具重大经济意义
的工业 4.0 解决方案上。

博世力士乐作为自动化领域的专家级企业

中，产品也能够通过RFID芯片与生产控制系统进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分

行“对话”。每个马达都自动且无接触地向网络

散式智能”产品的研发工作。当时，这家企业

传递其型号的描述、当前所在的位置和还需要进

向市场推出了第一批纯电子式的伺服电机，并

行的工作步骤，这样就能简捷且经济地按照客户

在多轴控制系统方面积极开展研发工作，逐

的具体要求对产品进行喷漆，而且售后服务也能

步取代了含有高份额机械部分的集中式智能

够准确地追踪所需服务的时间点。

产品。当前已经开发的高端产品已有代表性的

博世力士乐在向客户提供所需的解决方案之

若干产品，这其中包括智能型无电气柜驱动器

前，就在诸如多样化产品生产线或自己的喷漆车

IndraDrive Mi，Open Core Engineering 接口技

间等项目中收集和积累了极具价值的实际应用经

术，凭借这种接口技术为客户开辟了能够访问控

验。“我们在联网生产加工领域既是领军的用户，

制系统程序核的新天地，并且把PLC自动化与信

同时也是领军的供应商”，博世力士乐执行董事

息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新一代的IAC多以

会成员 Steffen Haack 是如此解释这种双重战略

太网高响应控制阀，机械制造商借此能够把拥有

理念的。“在工作中，我们寻找出各种技术应用

相同硬件的智能型液压驱动器集成在不同的自动

的可能性，并将其以最快的速度付诸实施，以期

化环境当中。

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

这种专门的诀窍也应用在了公司自己的、获

在这些项目中所积累的良好经验将被很好地

得“工业4.0大奖”的、用于生产多种类型液压阀

运用到以后的开发工作当中，例如，新的服务包

的多样化产品生产线上。在这条生产线上配置了 Online Diagnostics Network (ODiN)。这种系统
所有传动与控制技术的具备联网能力的产品。智

能够连续监控液压系统的工作状态，而且能够在

能型装配站不仅能够针对每个工人的具体情况进

由于部件故障而引起设备停机之前，启动必要的

行个性化的调节，而且还能够通过RFID标签与企

维护和修理措施。这种系统尤其适用于那些由于

业的IT进行通信，在这里使用的是识别与数据承

停机会产生很高费用的大型设备的营运商，例如，

载系统 ID 200。生产线上的所有工具都与数据库

造纸工业、矿山业或者近海工业。液压动力站状

连接在一起，从而使产能提高了百分之十，库存

态监测系统ABPAC也能使用户能够使用具有权限

减少了百分之三十。

的智能设备随时监视当前的系统状态和计划安排

在瑞典Mellansel的工厂里，在马达喷漆设备

相应的维护工作。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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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还 缺 少 业 务 模 式 。”

?

Wolfgang Blome 呼吁必须把工业 4.0 在工厂的实际当
中付诸实施，企业必须要更多地认真思考和不断开辟新的业
务模式。

工业4.0的概念已经普及进入到工业生产实际当中去了吗？
工业4.0描述的是一个远大的宏伟目标：进入联网且数

工业4.0是一种加工技术和IT世界的多面结合。工业界当前
最为紧迫的任务在哪里呢？

字化生产的未来时代。在实际当中，工业4.0的概念尚未广

举一个来自自动化技术方面的例子加以说明：一套带

泛普及进入到工厂的实际当中，我们现在还处在自动化世界

有工程设计软件的控制系统现今仍然还是作为一个个性化的

与企业的IT分离的阶段。工业4.0的推动力量是互联网技术， 产品推向市场。这是一个制造商制造的专门的产品，只能
这种技术正在全力以赴地从消费者世界向生产加工世界融

每台机器配置一套进行销售，这就意味着在实际当中，销售

合。当前的自动化系统都是封闭的系统，而且也不是基于开

人员只能完成他所销售的控制系统的销售额。对于买家和用

放的互联网技术。这同样也适用于配套的IT系统，如果一家

户来说，不是仅占机器整个寿命费用30%的购买费用起决定

企业能够把企业IT、消费者IT和内置IT这三个技术领域完美

性的作用，而是占机器整个寿命费用70%的、在机器整个寿

地组合成一个平台的话，工业4.0就能够彻底地改变整个生

命期间所发生的费用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在产品的整个寿

产流程。

命期间对产品进行跟踪调查的话，就会发现机器的营运商可
能会需要后续的服务产品，比如说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在

博世力士乐在洪堡的工厂目前已经建起了工业4.0生产线，

这里，工业4.0的优势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而且成为自动

并且还获得了大奖，这不正是一个具体实施的典范吗？

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新的增长机遇。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标

是的，这是用于对工业4.0的优点进行试验、评价和对

准化的技术环境。现今，谈论最多的就是把云计算作为标

其经济使用价值进行证明的第一次实际应用。因为，有谁会

准的数据平台，但是，只有在大量的用户都共同使用大量的

在他的工作领域中对应用工业4.0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认识得

数据、并且保证以极高的数据安全性进行使用的情况下，才

非常清楚呢？只是对它进行纸上谈兵是不能代替对它进行实

是最有意义的。企业必须要实行开放，并且不再只是能够单

际应用的。正如同每项新技术一样，用户也必须拥有适应工

独使用数据，这就意味着业务模式必须要融入到开放的工业

业4.0的能力，并且在实际运用当中找到经济地使用它的可

4.0的构架之中。

能性。谁要是及早开始实施这方面的工作，谁就能占有绝对
优势并创造出强大的竞争力。

这是否也意味着必须要开放其创新流程呢？
这要取决于一个出发点，也就是企业进入工业4.0的出

尤其是从国际的角度出发，竞争压力有多大呢？

发点。如果一家自动化技术供应商想要开发工业4.0兼容的

工业4.0这个概念在德国描述的是生产的数字化。如

业务模式，他就必须首先要把互联网技术的思维方式和动机

何凭借高新技术开创出新的增长点呢？在这方面最好的典

变成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必须要了解其中的哪些部分能够应

范就是苹果公司，这个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诸如iPad和

用在工程自动化当中，这就为一个开放的创新流程创造了良

iPhone这些物理的产品只有借助于软件平台iTunes、开放

好的先决条件。互联网技术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的App-Store和互联网才能发展成为成千上万的业务。这也

的技术，其最初是来源于消费者世界，而且它并不属于某个

向世人展示了在自动化领域中使用互联网技术、云平台和实

企业和某个人，基于这种理解就能够开发出一个可高度扩展

时通信技术所能带来的空前巨大的增长潜力。

的云平台作为工业4.0应用的基础。

PRESENT
14

涉及到了哪些范围和行业呢？系列化生产厂家和汽车
工业的技术要求与单件生产厂家或固定资产工业的
技术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大批量生产商现今已
经在不断地对其生产流程进行优化，完全不同于
那些小批量的生产商，他们总是必须把焦点聚集在
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如果他们不是使用昂贵的工具
而是采用3D打印机来生产单件产品的话，可能将会在
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有一条对于不同的生产商
来说都很适用的规律就是：他们要能够根据具体的业务模式

drive & control

!

谁要是从今天起就立即开始行动的话，
谁就能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吗？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在一家
自动化企业中负责业务战略4.0的
话，我将把成立一个混合的专家团
队作为最首要的重要任务来完成，
这个专家团队要拥有互联网和自动化
的双重诀窍，要能够从一系列场景的建
立当中开发出令人信服的业务模式，并且利

用试点客户对其进行试验。

将其生产加工通过工业4.0来实现智能化和个性化的联网。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哪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呢？对于这些企业来
说，如何来计算工业4.0的投资呢？

哪些业务模式对于自动化企业来说是正确的最佳业务模式呢？
自动化企业必须把他们当前提供的产品引入到“云计

我认为中小企业能够从工业4.0中获益匪浅，因为这种

算控制器”中，这就意味着要把基于云计算的软件平台作

新技术一般是通用的，并且是建立在标准化的互联网技术

为新的技术基础用于所提供的硬件产品平台。对于这种平台

之上的。他们必须把这种技术集成在其周围环境当中，通过

来说，必须要定义出使客户和第三方能够可靠地进行工作

与正确的合作伙伴进行良好的合作，一定能够将其产品有目

的规则。这对于企业来说，就要求在进行正常投资的同时，

的地融入到工业4.0的世界之中。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

还必须要额外地在未来业务4.0中进行高额的投资。v

能够通过云平台来使用最新的数据用于新的服务产品，从此
能开辟出新的、广阔的业务领域。在云平台上所提供使用的
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创新潜力。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他们将从这种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中获得与大型企业相同
的利益。

Wolfgang

是自动化领域以及实

现在已经拥有了适用于工业4.0的成功的业务模式吗？

施自动化4.0方面的专

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提出过，并且也为此进行了一项

家。在过去的20年间，

市场调查分析。我们对固定资产投资、自动化和电子技术领

他作为一家自动化技

域的用户和供应商进行了调查询问，其调查的结果是：在

术公司的总经理和董

所有的企业中都对工业4.0这个议题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

事会董事为工业通信

其中的大多数企业都认为这只是他们现今产品的变迁发展，

的引入工作做出了积

而不是对当今世界进行的一场科技创新的革命。这种思想

极的努力，并且为

的危险之处在于，由于这种犹疑不定的行为，可能会使工业
中对工业4.0进行了试验工作。结果是：总是同样的试点项
目作为工业4.0应用公之于众。在已经安家落户的行业当中，
一个整体的工业4.0业务模式的企业最大可能将从现有的企
业中转变而来，因此，我认为不会是一个初创的企业。

全力开辟工业自动化的新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于2003年成立了企业咨询公司Blome+Partner。
www.blomepartner.de
Blome+Partner

企业错过大好的发展机遇。现在只有很少的企业在试验工厂

Bl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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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且无电气柜
几十年以来，博世力士乐的智能型驱动解决方案曾经为创新的机器方案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卓越贡献。如今，凭借更加先进的 IndraDrive Mi 能够实现全新的、模块化的机器方案，
而且还节省了用于驱动技术的电气柜。

电气柜

电源

机器

机器
模块 1

模块 n

控制系统

模块 1

模块 n

控制系统
电源

 传统的系统

 无电气柜的系统

对于机器制造商和运营商来说，机器和设备的产能在 “背驮”式解决方案
现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工程师们在200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这就是研发

在包装机中要求极高的运动流程都是通过复杂的机械装置来 了第一台电机集成的伺服驱动器 IndraDrive Mi。这种方案就
实现的，例如，在其中采用了凸轮或者减速器来运行，但

是：每台单个电机都将驱动电子元件直接“驮”在“背”

是，如今却仅由一台配置有智能软件功能的单个伺服电机

上，因此不再需要占用电气柜中的安装空间，而对于通信和

即可完成所有这些繁琐的运动。机器的产能之所以能达到

能源的供给仅需一条混合电缆即可解决，从而凭借第一代产

更高，是因为它能够快捷且灵活地转换到加工其它格式的产

品就减少了90%的电气柜体积。

品，但是，这种灵活性要求更多的是单个驱动器，并且强制
性地要求将更大的电气柜空间用于容纳动力电元件和控制电
子元件。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电气柜的连线和冷却
工作也越来越多。

为未来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于2012年问世的第二代产品为使用者们带来了更大
的灵活性，通过新的多以太网通信技术，能够把伺服电
机轻松地结合在自己的自动化周围环境当中。从那时

几十年的经验
早在1979年，博世力士乐就以其全世界第一批工业
生产成熟且无需维护的伺服电机引领了这种发展的潮
流，DIAX和EcoDrive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断向数字驱
动技术发展的成果。

起，IndraDrive Mi 就成为了市场上大受青睐的“通信能手”
型的驱动器。此外，博世力士乐还将经过认证的安全技术集
成在分散式驱动技术当中。
在2014年使电气柜成为多余的设备。通过对防护类型
为IP65的动力供给的开发工作，使产品具有更加坚固耐用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功能都集成在驱动器中， 特点，能够直接安装在机器中，因而不必把任何驱动系统
例如，对人、机器和工件提供全面保护的经过认证的安全技

的部件安装在电气柜当中，因此，机器能够实现全面的模块

术。工程师们经过不断探索研究继续开发了用于电驱动器的

化和自给自足，而且在以后需要时，还能够简便地扩展。至

分散式智能功能，因此，IndraDrive系列的产品于2003被隆

此，这种驱动解决方案的潜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大量的

重地推向了市场。机器设计工程师凭借这种解决方案能够持

软件功能以及适用于不同自动化环境的超强能力使其完全适

续不断地扩展机器的灵活性。

用于未来技术发展的工业4.0的应用。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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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学会修理技能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在机械制造领域中，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内容正在经历着很大的变迁，正在逐渐形
成一个新的结构、新的业务模式和对技术服务人员新的更高要求的趋势，创新网络“机械服
务平台”的创建者 Bernd Bienzeisler 如是说。
机械制造领域中的服务业务都在哪些范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果客户自己就能够完成很多服务工作的话，那么服务业务
呢？
的发展潜力在哪里呢？
我认为在服务业务方面将会发生三个很大的变化：第一
在这个领域中，这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因为自助服务是
个变化就是创新的技术将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将会改变与 与传统的技术服务的思维方式相背的，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服
客户的接口，这也涉及到了工业4.0这个题目，亦即全部信 务的工作量越大赚钱就越多。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工业4.0
息流和通信流的数字化；第二个变化将发生在研发与服务业 服务在传统的范围内不一定能促进盈利的增长这个问题，而
务之间的关系方面；第三个变化就是形成国际化的服务组织 盈利点可能在其它的地方：这就是来自高质量的咨询服务，
结构。
因为，客户需要有专门的高质量的服务，这也可能在新设备
的业务方面获得更多的盈利，或者是由于自助服务能够强化
客户接口将会如何改变呢？
与客户之间的联系而减少客户的流失量。这些都是很难预测
到目前为止，电话仍然还是主要的通讯接口，如果机器 的盈利点，因此，服务业务必须成为整个业务工作的一个重
出了故障，客户就会立即打电话给服务部门。对于这种情况 要组成部分。
还将会有其它的渠道供使用：自己的智能设备以及有关服务
的网站，在那里，客户不仅能够看到自己的服务历史记录、 制造商在未来将如何定位呢？
故障报告以及订单，而且还能很快地找到相应的提示，例如，
这个问题在我前面提到的第二个改变中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常见问题”网页可以得到很多问题的解答。在不久的 机器的技术设计和面向服务的业务模式必须强有力地组合在
未来，客户自己就能够完成很多的服务工作。
一起，这方面目前在企业中还没有完全得以实现。当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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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还仍然在运作着传统的业务模式：首先设计出高技术含量
的产品，然后定价并推向市场以及销售给客户。但是，服务
业务的运作模式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在这里，首要的工
作是要与客户进行交流和向客户提供能够解决他的实际问题
的解决方案。在中期的发展中，服务、设计和IT范围将会实
现更多的联网，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服务技术人员的职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与以前一样，服务技术人员这个职业依然会存在，但是，
他的专业能力将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不久前，我们对150
家机械制造商就关于服务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对企业成果
的影响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解决问题的技术
能力仍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它不能为服务业务的成果
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它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
销售工作与服务工作在这里的冲突如何？
的条件。最大的贡献来自与客户的通信和对话、独立的从公
从中期发展的角度来看，销售工作的重点将会更多地聚 司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以及向客户传递的服务的利用价值
焦在面向流程的咨询上：销售人员对客户的流程要了如指掌， 等这些诸多因素的组合。企业最需要比技术能力还要具备更
并且通过这些专业知识向客户销售相应的最佳解决方案。那 多能力的服务技术人员：这就是能够了解客户的流程、开发
些现在已经正在如此运作的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技术解决方案的途径、为客户进行咨询服务以及找到销售的
他们把服务咨询人员作为一个新的职能人员引进了组织结构， 潜力所在的全能型的人才。
服务咨询人员例行每年访问客户两到三次，询问客户哪里都
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客户还需要哪些必要的帮 听起来这好像是瑞士军刀。
助。这样运作的成果是非常显著可观的：这种服务工作模式
正是如此，而企业也很难寻觅到如此“多面手”的全能
带来了销售额的强力增长。
型的服务技术人员，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人们进行思
考，如何才能够利用创新技术和另辟蹊径的思维方式在未来
在这方面会出现新的企业行业吗？
为服务技术人员在解决各种问题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这在实际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些现在对数据评价 呢？这样一来，就不再需要必须具有全能的技术人员在现场
就已经驾轻就熟的公司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例如，谷 进行工作，而是拥有其它能力的人员即可解决问题。这同时
歌、苹果或者电信公司，而且在谷歌公司就已经有了这方面 也涉及到一个资格达标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企业一方面要
的方案。
加强技术服务与员工深造培训的工作，另一方面，成立公司
在此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在部件供应商与设备制造商 自己的培训部门来加强培养员工在这方面的技能，而这些只
之间的目标冲突。在新的服务业务中，大的部件供应商将会 有大型企业才能够负担。总而言之，只学会修理的技能是远
很快地提供特定的服务业务，而与他的客户设备制造商之间 远不够的。v
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前者想要把服务业务与驱动部件一起销
售，而后者想要把服务业务与其整个机器一起销售。这种业 w	请您在下列网站上阅读全部采访内容：
www.boschrexroth.com/trends-and-topics
务冲突至少在中期发展的过程中将会更加激烈，尤其是在工
业4.0的环境下，将会有更多的跨范围的数据供使用的情况
下，尤为如此。
这将对中小企业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国际化服务组织结构。机械与设备制
造业的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平均人数大约为250名员工，
这样的员工数量没有能力建立全球范围的服务网络。我的观
点认为，中小企业为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以所需的速度提供
统一的服务质量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与本地的服务业者进
行合作，为此，所需的知识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进行输送，
例如，通过数据眼镜。凭借这种技术，坐在技术支持中心的
人员就能与在现场的技术人员一样有如亲临现场，并且能够
为现场的人员根据具体的情况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这样一
来，国际合作伙伴就可以不必雇用高级的技术人员，因为，
在国际层面上也很难聘用到具有足够高技术水平的人员。另
一个可能性就是提供更多的前面所提到的自助服务。

Bernd Bienzeisler 在设在
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夫工业
工程与组织研究所负责“技
术服务工作”的课题，他也
是创新联盟“机械服务平台”
的创建者，在这个联盟中汇
集了来自工业界的服务业务
方面的精英负责人。一直以来，Bienzeisler都在
从事服务业务领域中技术、经济和社会变化方面的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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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4600
张纸巾是新的

高达

FLOWTOS机器每分钟的产能。

500

大约

1亿

个纸巾小包能够

个纸巾小包

每分钟用可选的纸巾数装满。

是全世界每天的产量。

柔和且安全
Winkler+Dünnebier 公司制造的FLOWTOS机器能够每分钟生产4600张纸巾，在这种
最先进的新一代机器的开发工作中，博世力士乐自始至终全程参与了该产品从计划开发到推
向市场的全部工作。

Winkler+Dünnebier (W+D) 公司对用于生产纸巾的新机
器的开发研制工作设定了极高的要求：新机器不仅仅只是能
够以相当于眨眼的速度把两层、三层甚至四层的薄纸加工成

电子传动取代机械传动
在以前的机器当中，都采用齿形带来协调各种机器的
运动，以这种机械结构来保证各种工具的同步运动，但是，

纸巾，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把它们包装成售卖的形式。另外， 这样不仅技术要求非常繁复，而且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对设
这家公司还要求在所有的生产流程中都采用相同的自动化部

备进行精细的调整，尤其是在更换格式或更换产品的时候更

件，以此能够使机器的制造生产流程更加简便快捷。在此项

是如此。为了缩短FLOWTOS的换工装时间，由一个“配方

开发工作中，W+D公司从一开始就把拥有20多年丰富行业

管理”功能来独立地完成这种调整工作。分散式伺服驱动器

经验的博世力士乐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结合到开发流程当中， IndraDrive Mi 与运动逻辑控制器 IndraMotion MLC 的组合使
这个具有“传动与控制专家”称号的合作伙伴陪伴了该产品

问题迎刃而解，采用这种系统解决方案能够仅用一个按钮即

从方案设计、机器调试直至推向市场的全部工作过程。

可完成设备运行的设置，从而使机器生产出来的纸巾的尺寸

Lower Lakes Towing Ltd.

 W+D 公司在新的FLOWTOS机器方案中全部采用了单边支撑的压辊，因此成为对操作者完全无障碍的机器。这就使直接

在机器上的工作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和数量能够完全匹配地装入一个小包当中。这种无需电气柜

计了一个中央背墙，所有的工具和驱动器都拧装固定在这个

的伺服驱动器 IndraDrive Mi 能够非常柔和稳定地工作，并

墙上，如此而使FLOWTOS成为一个对于操作者来说完全无

且还兼容于传统的控制器，后者由于其较高的功率要求而应

障碍的机器”，Jungbluth解释说，这就使直接在机器上的

用在电气柜当中，例如，用于大型压辊的驱动器，负责完成 工作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放卷、压平和压印材料带的工作。在FLOWTOS中，一个集
中供电系统负责从电气柜中向所连接的 IndraDrive Mi 驱动
器供给直流电，唯一的一条混合电缆负责完成电源的供给以
及Sercos场总线的通信，从而减少了90%的连线工作。

把精力用在更重要的工作上
早在机器的设计选型阶段，W+D公司就使用了力士乐
的各种技术支持工具，尤其要使用的是用于预编程的技术功

机器操作人员凭借电子运动控制器，能够在配方的更改

能的大型数据库。对于 Frank Jungbluth 来说，这种合作是

中方便地设置新的产品，并且能够在机器的运行过程中不断

受益匪浅的，他能够由此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自己的流程之

对流程进行优化。功能包FlexProﬁle在系统的背后自动匹配 上。这位设计规划专家主要使用的工具是IndraWorks，借
凸轮运动。“这与机械式匹配方式相比既简捷又快速”，在

此能够利用预完成的功能包而形成机器的基本功能。采用这

W+D公司负责FLOWTOS系统开发的 Frank Jungbluth 说

种方法通过简单的参数化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机器匹配的工

道。除改善换工装时间之外，W+D还设想通过一个开放式

作。“对于标准功能，我们不用每次都耗时费力地进行设计

的方案，在机器的操作、维护和无障碍方面树立一个新的 工作”，Jungbluth介绍说。
里程碑，因此，这家公司在新的FLOWTOS中全部采用了单

由于动态凸轮是由生产纸巾机器的运动控制器来确

边支撑的压辊，采用分散式伺服驱动方案使这种设想成为可 定的缘故，这样一来，集成在IndraWorks中的软件工具
能。“我们想要使机器完全采用悬臂式支撑，因此，我们设

CamBuilder就能全面地参与设计工作，利用这个工具就

Winkler+Dünnebier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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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博世力士乐的驱动器和控制器支持在FLOWTOS中的不同任务，从纸巾的集合 ...

 ... 到纸巾小包的分离。

能得心应手地对复杂的运动进行图像编程，并且能够通 了帮助。W+D公司的控制与传动技术部门的副总裁 Joachim
过预览功能在设计规划阶段对各轴之间的协调运动进行优

Loock 对整个流程做了如下的总结：“回溯整个流程的工作

化。系统开发人员仅需简单地按动按钮即可将所需的功能块

过程，我们把一个要求极高的项目非常完美地付诸实施。新

FlexProﬁle轻松地连接到运动程序当中。“我们对这种工作

的机器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安家落户，并且已经在世界各

效率和设计方式非常欣赏，因为，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把

地的众多客户那里昼夜不停地顺利运行，我们非常荣幸地选

精力全神贯注地集中在自己的流程解决方案上，而不是必须

择了正确得力的自动化合作伙伴。”v

把精力放在实现所需运动的驱动技术的细节之上。这种基本
功能包含在IndraMotion的供货范围之内，我们不必单独购
买”，Jungbluth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自始至终地全程支持
在整个产品开发流程当中，博世力士乐的应用工程师始
终通过电话或者是网络会议随时为W+D的员工们提供大力
的支持和帮助，从而大大简化了设计规划的流程。另外，力
士乐的机电一体化技术支持部门还通过演示和振动分析为这
家企业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由此得出的结果为机械部件
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在开发工作结束之后，博世
力士乐还满足了这家公司的需求，在现场的调试工作中提供

联系: Daniel DeTroy,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5334, daniel.detroy@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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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机 ”应 变
在船舶吊机的开发过程中常常遇到很多棘手的难题，而且必须要做
出很多艰难的决定，而凭借个性化设计的成套系统，诸如“辻产业”这
样的制造商就避免了这些复杂繁琐的麻烦。
如果想建造船舶吊机，就会常常必须要
面对怎样来选择产品这种棘手的难题。
邹兆荣先生是辻产业重机 (江苏)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辻产业”) 的液压工程师，以他多
年的工作经验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仅在驱
动系统方面他就必须在很多不同的方案之间
进行权衡和选择，以此来尽可能找到一个既
功能强大又节约能源的最佳解决方案。2014
年放在邹先生办公桌上的一份客户订单向他
提出了挑战，需求的是建造看似常规的船舶
吊机，不但要求其工作速率不能降低，又要
高效节能，且液压马达的转速在全载荷的情
况下需达到3300转/分钟，这个要求在当今大
型散货船甲板吊机的设计中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以前开式系统最大的优点在于全吨位快速下
放，节省了装卸货物的时间，但是其最大的
缺点在于下放的势能全都通过溢流阀转换为
热能，且液压马达的转速从未超过2800转/分
钟。邹先生非常清楚，如果新系统采用之前
的方案由来自多个供应商提供的部件组成驱
动系统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掉，热平衡会在80度左右。众所周知，温度
太高，油液就会失去黏性，油泵和液压马达
的工作效率降低，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
而新解决方案中，在环境温度高达40摄氏度
的情况下，系统工作温度不会超过60摄氏度，
如此一来，大大减少了因系统温度过高的停
机次数，增加了连续工作的时间，提高了吊
机的使用率。在节能方面也有突出表现，由
于采用闭式系统，当重物下放的时候带动电机
转动，将下放的势能转化为电能，这部分电
能可直接返回到船舶的电力系统中。将系统
的总效率由之前的约为60%提高到大约75%
，单单这一点就减少装机功率的15%的发热
量，同时这15%的热量需要进行散热，大功率
的散热器增加了能耗，所以整机大约可节省
25%的能耗。对于船东来说，这就是节省了
电能，节省了燃油，粗略算下每条船每年将节
省42000欧元的燃油成本。

成功完成订单
让辻产业感受到的高效，不仅来自解决方案，
也来自快速的供货周期。相对于一套复杂的系
新的伙伴，新的解决方案
统，从下单之日起到产品送达至全程协助调
在此背景下，辻产业首先想到了博世力士乐， 试结束，博世力士乐的供货调试周期仅为4个
一家专门为客户提供先进驱动与控制的公司。 月，比行业标准高出50%。“博世力士乐提供
博世力士乐中国海事应用团队从一开始就清 的全套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增加了产品的适
楚地知道，必须要定制化设计一套由液压系 应性，使我们的吊机能够满足更多客户的需
统、控制系统和管路系统组成的全套解决方 求，提升了辻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这
案。我们的团队在系统的设计中，全部采用 个新的合作伙伴，邹先生十分满意。v
了力士乐的元件，并且优化了各个部件之间的
配合，最大效率的发挥了每一个元件的优势。
联系: 朱毅，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司, 中国,
由于之前的系统通过发热将下放的势能消耗 电话: +86 21 2218-6032, yi.zhu4@boschrexrot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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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震赛跑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在梅西纳大学建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地震研究中心。博世
力士乐的工程师们在这个项目中做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他们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整个项目的
组织协调工作，并且圆满地完成了这个系统的设计工作，并为这个大型项目供货了用于地震
模拟器的所有部件。
全世界的地震科研工作者都在想着如何才能够防护地
震的破坏。这就是地震隔离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在地震时
用弹簧把地基支撑起来，就如同在房子下面加了一个减震器
一样。博世力士乐意大利的销售主管 Bruno Fazzari 对此作了

合作伙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要熟练掌握制造这种
特大尺寸工件的先进技术，因为，这个大型部件是一个由
37吨重的钢材制成的、尺寸为8.70米长、2.10米宽、1.60
米高的庞然大物。”项目中所需的液压部件也于同月在德国

如下解释：“在这里所存在的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地震隔离器
都只能以和实际的地震情况相反的方式进行试验。隔离器安
装在地基上，液压缸推动房子震动。”而实际上在地震时是
地面在震动而不是房子在震动，因此，位于西西里岛上的梅
西纳大学的学者们产生了这样的构想，就是建造一个新的地
震模拟器，利用这个地震模拟器，终于能够在真实的地震场
景下进行模拟地震的试验。
博世力士乐在这个项目的招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为
三个试验与科研系统装备技术设备的订单。由于要求完成
项目的时间非常紧迫的原因，意大利的项目团队在团队主
管 Andrea Palopoli 的带领下，在接到订单后，立即展开了
项目的实施工作。“2014年6月，博世力士乐意大利与客户
签订了项目合同，其中规定实验室必须要在2015年7月建
成，并从9月开始对科研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我们非常清楚
地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为期一年的紧张工作”，Jack
Bergmans说道，他是博世力士乐荷兰的项目团队的领队，
这个团队负责为意大利的项目团队提供支持。

的同事那里完成了订购的工作，在这个项目中所使用的部件
包括液压动力站、液压控制阀和电机泵组。Bergmans接着
说道：“所有的工作都同时展开。”到12月份时建筑公司已
经完成了地基、房屋内、外墙的建筑工作。

圣诞节盖上屋顶
当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已经准备加盖屋顶。“在
合同中已经明确写明这项封顶工作要在2014年完成。但是
在房屋封顶之前还必须要把抖动台和支撑梁安放到安装现
场，此项工作只有在屋顶封闭之前才有可能完成。”为此，
博世力士乐动用了两辆重型卡车从北意大利把设备运送到
西西里岛，并且从帕勒莫调来了一个大型吊车到现场完成起
吊作业。“此项运输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负责运输抖动台
的重型卡车甚至在运输途中压爆了两次轮胎，紧张艰苦的工
作一直持续到工作结束”，Fazzari介绍说。在12月23日晚
到24日凌晨，一个大型吊车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将抖动台和
支撑梁吊进了房屋，接着在圣诞节之后完成了屋顶的封顶工
作。Bergmans接着补充说道：“不得不说我们还是非常幸
绿地上的岩石
运的，因为在刚封顶不久，整个西西里岛降下了几十年来的
除了完成项目规划工作之外，博世力士乐还负责整个 第一场雪，而庆幸的是房屋已经封顶。”在建筑工作继续进
系统的工作和对基建项目的协调工作。“当我们来到要建造 行的同时，博世力士乐的员工们在一月份完成了抖动台和支
实验室的现场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绿地，上面还 撑梁的安装工作，紧接着在二月和三月完成了用于液压系统
矗立着一块必须要搬掉的巨大的岩石”，Fazzari如此描述 的电设备的铺设工作，并且将冷却器和电机泵组安装完毕，
道。就在六月接到订单的同一周内，博世力士乐的专家们就 至今年夏天，建筑工作按计划全部结束，在九月份整个实验
马上与梅西纳大学的科研人员一起开始了项目的运作，首先 室正式投入使用。“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将全部精力都集中
是建立用于模拟器的数学模型，接着是编写以此为出发点的 在既定目标上。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不惧艰苦的敬业
软件。八月份，Fazzari领导的团队给意大利的供应商下发了 精神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因此，能够按照既定的工程进度圆
生产单个部件的订单。“抖动台由一个 3.70 x 4.80米的大 满地完成了这个项目”，Fazzari总结说道。v
型钢板网格组成，在这里需要进行非常精确的焊接工作，对
于在总共大约40吨重的钢板的焊接工作，我们对每个部分都 联系: Bruno Fazzari, Bosch Rexroth S.p.A., 意大利,
进行了单独的验收。在支撑梁的建造中，要找到一个合格的 电话: +39 02 92365-806, bruno.fazzari@boschrexro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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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安装中的抖动台。右图：从房顶下放抖动台的工作要求必须有很高的精确性。

地震模拟器的工作原理

水平油缸
(y 方向)

水平油缸
(x 方向)

隔离器
 供货前的力士乐液压动力站正在接受检验。

抖动台
垂直油缸

支撑梁

地震隔离器的试验站
将地震隔离器安装在抖动台上面，并且用最大
2000吨的可变压力压在位于其上方的支撑梁上，作
用在隔离器上的压力模拟的是房屋的重量。总共四个
能够产生最大两百万牛顿压力的油缸分别在x和y方向
上使抖动台产生运动，整个系统能够在六个自由度上
进行运动。
 研究中心的建设工作仅有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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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常的情况下，JST的湿工作台清洗站是不会超过九米的长度的，而这家公司最近为一个海外的客户专门建造了一套配置有多个门架机器人的长达42

米的设备。

纯洁净的工作环境！
在 JST Manufacturing 公司的一个42米长的湿工作台清洗站上，要对用于半导体生产的
硅原料进行制备处理，对这种工作环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达到极高的洁净度。

硅在半导体的生产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原料，这种材料广 要求，在这条生产线上采用线性运动与控制技术实现了一个
泛应用于智能手机以及其它的电子设备当中。对这种原料进

既精密又耐用的完美组合。

行加工的环境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必须要绝对的洁净。JST
Manufacturing的湿工作台清洗站为此提供了可靠的必要保

22小时内完成4吨硅原料的加工

证，在这里经过生产加工后的硅块全部达到了99.99%的纯

湿工作台清洗站位于整个硅加工流程的最前端，在那里

度。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机器设备的长度是不会超过九米

首先把被称为“硅棒”的多晶硅棒打碎成最大拳头大小的硅

的，“前不久，我们为一家客户建造了一条长达42米、配置

块，然后将其摆在专用的筐内，装满硅块的料筐走过整个加

有多个门式机器人的生产线”，位于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的

工流程的每道工序。首先在一个加工池中对这些硅块进行化

JST公司的高级营运经理 Tony Bertagnolli 解释说。为了满

学腐蚀处理以去掉氧化硅和其它杂质，然后再对硅块进行浸

足机器人在这条生产线上能够轻松自如地完成搬运工作的高

泡、冲洗和干燥处理，接着将它们放在一个加热炉中进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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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士乐直角坐标机器人将装有硅块的筐浸入到加工池当中。

 铝型材框架和型材导轨导向系统必须非常准确地进行匹配，才能保证线

性单元的平稳运动。

化，加工成高纯度的硅棒用于电脑芯片的生产。JST设计的
超长湿工作台清洗站的加工能力非常之高，能够在22个小时

洁净的部件
“我们在A1单元中采用的一个布置在上方的线性门架是

为一个周期的加工作业中处理四吨重的硅块，为此，机器必 非同寻常的，这种设计很少在半导体加工中采用，其目的就
须每6.6分钟就必须清洗完一个重20公斤的硅块筐。

是为了避免在产品的上方形成颗粒。在经过了一系列在洁净

“为了满足这种极高的要求，就需要对湿工作台清洗站

室条件下进行的颗粒试验之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

进行特殊的设计，为此，我们开发研制了由A1和A2两个单

们在搬运系统中所采用的力士乐型材导轨导向系统和直线运

元组成的清洗站”，Bertagnolli说道。在大约七米长的A2单

动系统在工作中所产生的颗粒数量明显少于所给出的标准要

元上，工人负责装载硅块筐，然后，由一个两轴线性机器人 求，而力士乐的直角坐标运动部件完全满足了洁净度的极高
运送硅块筐走过五个酸腐蚀池和两个冲洗池。当硅块筐在X

要求是非常值得赞赏的”，Bertagnolli强调说。另一个尖锐

轴上运行的过程中，由这个两轴线性机器人把每个硅块筐一 的挑战是在线性机器人沿着它进行运动的A1单元当中，为了
个接一个地浸入到每个加工池当中。最后再通过一个空气闸

保证在整个长度上达到所要求的精确度，组合制作了六个3

室送入26米长的A1单元，在那里，三轴线性单元负责把硅块

米长和三个2.7米长的力士乐型材导轨导向系统，并将它们安

筐浸入到其它的浸泡池和干燥池当中。在这些加工工序结束

装在一个具有高强度的铝型材框架上。必须将这些元件准确

之后，加工完的成品会自动送达到客户的输送带上。

地连接在一起，以此来保证线性单元的平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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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这是因为所有的加工池都排列在一条线上的缘故。

为了保证硅块筐在Y轴上自左向右灵活自如的运动，JST “在此项应用中采用力士乐直角坐标搬运系统是最大的亮点。
也采用了力士乐的先进技术，在每个门架机器人中都采用了 我们凭借最先进的高新技术经过不断的刻苦努力，终于能够
一个配置有齿形带驱动器的CKR集成模块，它的运动由一台 准确圆满地满足了客户的高要求”，Bertagnolli最后自豪地
IndraDyn MSK伺服电机驱动。而配置带有滚珠丝杠传动系 总结说道。v
统的CKK集成模块的门架机器人则负责把装有硅块的筐浸入
到加工池当中，在这里，滚珠丝杠传动系统不仅必须要提供
所要求的转矩，而且也必须要承接所出现的轴向力。“力士
乐的CKK集成模块具有比其他厂商生产的滚珠丝杠传动系统
更加安全可靠和更加坚固耐用的优点，它们能够平稳且快速
地把硅块筐从加工池中升起”，Bertagnolli说道。A2单元的
结构和A1单元的结构基本类似，只是去掉了机器人在Y轴上

联系: Doug Luedtke, Bosch Rexroth Corp., 美国,
电话: +1 206 931-1664, doug.luedtke@boschrexroth-us.com

 JST Manufacturing 的湿工作台清洗站如此严格地加工处理硅块，使其达到了99.99%的极高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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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中的河水
博世力士乐为伊拉克的一个大型水利设施的整个液压设备进行了现代化的更新。这
是一个集防海水倒灌、船闸和回转桥多功能于一身的水利设施，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海
水倒灌而侵害植物，同时保证内陆的航运畅通无阻。
伊拉克的内陆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地区之一，尤其在

罗马尼亚于2014年7月获得了对这个水利设施的液压设备

盛夏时节高达摄氏51度的高温在这里常常是司空见惯的

进行更新的订单。这个项目得到了在德国总部水利工程

事情，从六月到九月期间降雨极为罕见，如果没有底格

项目部的大力支持，该部门承担了生产制造液压设备的

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的话，植物是很难成活的。 任务，这套液压设备由七个油缸和九个液压动力站所组
这两条河流的交汇处也是阿拉伯河巴士拉运河的起始源

成。在现代化的更新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这套设备

头之处，这条运河用于这两条河流无法到达的一大片沙

必须要能够提供比原来设备更大的工作力，为此，博世

漠地区的灌溉。但是，在水位很低的盛夏季节，就存在

力士乐的专家们设计了能够产生更大工作力的油缸，而

着波斯湾的海水倒灌进这条运河而危害植物的隐患和危

且还必须要完全匹配于原有的水利工程结构之中，这就

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情况的发生，于1977在运河快要

必须要在设计方面进行很大的改变。另外，油缸中还附

进入波斯湾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水利设施，它集防海水倒

加配置了位置测量系统，因而能够达到完成精确到毫米

灌、船闸和回转桥多功能于一身，博世力士乐为这个水

的运动，从而使闸门以及回转桥的运动更加精确到位。

利设施配套了液压设备。在这里总共有五个控制闸门用

设备的更新工作预计在今年年底结束。v

于拦截运河的淡水直至最高能达到海水的高度，从而防
止了海水倒灌进入运河当中。一旦运河的淡水被拦截到一
定的高度时闸门将被打开，河水便流入波斯湾。这个水
利设施还有一个功能：两个液压驱动的弧形闸门共同作
用形成一个船闸，并且连同一个液压驱动的活动桥能使

现代化的更新提供了更大的作用力

联系: Cristian Turturica, Bosch Rexroth S.R.L., 罗马尼亚,

在伊拉克的战争冲突中，这个水利设施也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损坏，因此需要进行全面的更新。博世力士乐

1

2

电话: +40 239 680-103, cristian.turturica@boschrexroth.ro
Harald Fentzahn,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1282, harald.fentzahn@boschrexroth.de

3

船闸的工作原理
当一艘船从高水位的淡水驶向低水位的海水时，首先将左面的闸门少许打开，使淡水流进船闸室内，使水位升
高达到水位平衡 (1)。一旦达到正确的水位时整个闸门就完全下降，船只可以驶入闸室 (2)。这时右面的闸门少许打
开，从而使闸室中的水位与闸室外的当前的海面的水位相平衡(3)。一旦达到相同的水位时船闸将会完全打开，船
只即可驶向波斯湾的方向。

george kuna@fotolia.com

船只顺利通过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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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于 Ropa 甜 菜 收 获 机 的 无 级 驱 动 器
Tiger 5 是 Ropa (罗霸) 制造的在制糖甜菜全自动收获机领域中的顶级机型，这款15米
的庞然大物配置了无级驱动链，并且借助于最先进的液压技术即使在倾斜的山地上仍能保持
平稳安全。
这款甜菜收获机拥有626马力的动力以及15.6升的气
缸排量，空载最高时速高达40公里，拥有33吨的自重
和30吨的甜菜载重能力。罗霸车辆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的 Tiger 5 以其极高的性能数据成为甜菜收获机领域中的顶
级机型，其独具一格之处完全体现在三轴甜菜收获机的无级
行走驱动装置和自动化液压式斜坡平衡系统上面，这些独具
特色的优点同样也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今年二月
在法国举办的“SIMA”农机技术博览会上，这款机型在甜
菜收获机的同类产品中荣获了“2015年最佳机器”奖，此项
大奖相当于农机技术领域的“奥斯卡金像”奖。
无级减速器：无牵引力中断向前驱动
626马力的驱动牵引力是由罗霸、意大利的减速器及
传动轴制造商 Omsi Transmissioni S.p.A 和博世力
士乐共同开发研制的无级行走驱动装置来传
递的。在巴伐利亚州Herrngiersdorf的

罗霸制糖甜菜收获机技术事业部部长 Michael Gruber 介绍
说：“我们希望凭借我们最先进的新技术远远超过我们的所
有竞争对手。通过这三家著名的公司强强联手演绎的“三重
奏”，共同奏响了取得巨大成功的辉煌乐章。”仅仅在这三
家公司的首次接触会谈之后的第四周，驱动装置的设计方案
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定量-变量-罗霸减速器 (CVR) 由三
台液压马达组成，布置在发动机室与第三轴之间。
在这种减速器中，最为特殊之处就是两台变量马达与一
台定量马达之间的完美组合运动。当需要最大牵引力的时候，
这三台马达同时起作用来起动机器。在需要提高车辆的行走
速度时，首先是具有最大减速比的变量马达向零位摆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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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到零位的时候即达到了转速的极限，这时通过湿式多片
离合器将其脱开。由于这台马达不再随同旋转的原因，所以
它也不再产生损耗。为了继续提高行走速度，第二台变量马
达同样也向零位的方向摆动，但是保持在接合的状态，在达
到最大行走速度时，只靠那台定量马达完成驱动工作。由于
马达具有较大的摆角和较少的流量损失的原因，所以减速器
具有很高的效率，因此，用户能够节约燃料的消耗。
这种高效的力传递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性能数
据。Tiger在田间运行时，通过电子控制把最大速度限制在每
小时18公里，而在转换作业场地的行走过程中能够达到最大
40公里的时速，无论在哪种场合，都无需换挡，而且也不会
出现牵引力中断的现象。Tiger在最高时速时仅需节约能耗的
每分钟1195转的转速，而在田地里以大于每分钟1100转的
转速即可进行收获作业。对于这种低转速的特性，研发人员
专门将其罗列在技术要求说明书当中，因为这是降低能耗的
一个亮点。
在操作 Tiger 5 时，只需通过按动按钮即可全自动地从
公路运行模式转换到田间运行模式，接着，卸载传送带、环
形升降梯、仓储蜗杆以及其它的组件先后打开运行，这些部
件全部采用液压驱动马达，而且通过传感器进行监控。与前
身机型相比，所有动作的速度都提高了50%。
在所有的场所都安全可靠
罗霸公司专门为 Tiger 5 开发了一套液压式车辆底盘系

统，配置有一个摆动式前轴和两个液压支撑的后轴，这与常
规的把中间轴用螺栓拧装在机架上的三轴排列方式相比，使
机器的车身侧倾程度减少了三分之一，安装在前轴和后轴每
侧的稳定油缸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样也由此改善了收
获设备的行距和深度控制的状况。
另外，甜菜收获机也能在复杂恶劣的地形上很好地进行
作业，凭借六个传感器控制的油缸能够使整个收获机相对于
坡面最大倾斜百分之十，从而始终保持在水平的状态。这种
两侧的平衡拥有很多的优点：对于司机来说能使其在工作时
更加舒适，因为，他总能始终保持在垂直的坐姿上更加安全
平稳地驾驶收获机。如果在极端恶劣的地形上，即使甜菜仓
库很高，收获机也能始终保持稳定和平衡，而在与此同样的
情况下其它的收获机早就倾覆了。
新开发的所有机器优点使 Tiger 5 甜菜收获机成为甜菜
农民和农机租赁企业最高效的工作机器。这种在提高日生产
力的同时降低营运成本的优质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特别受到客
户的青睐和欣赏，这同时也是罗霸、Omsi和博世力士乐强强
联手密切合作的完美成果。v

联系: Konrad Rossbach,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7308 82-2392, konrad.rossbach@boschrexroth.de

 新开发的所有机器优点使 Tiger 5 甜菜收

ROPA Fahrzeug- und Maschinenbau GmbH

获机成为甜菜农民和农机租赁企业最高效
的工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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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能器站
电机泵组

压缩空气单元

控制单元

润滑系统
液压油箱
阀组

  入口
     集装箱

用于炽热货运
的新力量
博世力士乐为大型钢铁企业 Tata Steel 供货了四个用于焦炭运输机中的即接即用式液压
设备集装箱，在集装箱中配置了用于机器的全部传动与控制技术部件。这种解决方案不仅完
全按照印度的这家钢铁企业的要求量身设计，而且也第一次在印度完成了生产制造的工作。

TECHNOLOGY
31

03 | 2015

 液压集装箱内部一瞥。

 制造完毕等待供货的集装箱。

印度的 Tata Steel 钢铁集团新建的钢厂在一期工程于 极高的防火保护能力，因此，这种集装箱完全适应于印度当
2015年底竣工之后，即可达到每年生产三百万吨钢材的产 地的气候环境和恶劣的钢厂工作环境。集装箱内的设备几乎
量，而在二期工程竣工之后，生产钢材的产量将达到每年六

全是来自于博世力士乐的部件：配置有电机泵组的液压动力

百万吨。在奥里萨邦Kalinganagar地区的钢厂中，庞大设备

站、蓄能器站、控制阀组、电接线箱等。博世力士乐的技术

中的一部分已经进入了设备的调试阶段，并将于2015年底开 人员完成了全部的管道连接、电缆接线，以及设备试验等工
始投入生产。Tata Steel 公司是印度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寄 作。所有的部件都共同为焦块运输机的各种传动与控制功能
希望于通过新建的钢厂来满足印度市场对钢铁的不断需求。 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证。“这种方案是专门为即接即用式的
在一块面积大约十四平方公里的场地将建成焦炭厂、烧结

解决方案而设计的，并且能够实现快速的调试工作，从而使

厂、高炉、钢厂和热轧厂等钢产品的加工厂。博世力士乐在 Tata Steel 能够非常简便易行地将其集成在焦炭运输机当中，
印度的公司为焦炭厂进行了项目的设计工作，并供货了四个 从而省去了在建造放置设备的厂房上的投资，另外，集装箱
液压设备集装箱，集装箱中配置了用于焦炭运输机的传动与

也能非常方便地进行远程维护”，Shah介绍说。另一个尖

控制设备的全部液压部件。在运输机把炽热的焦块从炼焦炉

锐的挑战就是必须把集装箱运送到远在1600多公里外的钢厂

运送到灭火车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其中包括

的运输工作。“由于集装箱的尺寸和重量的原因，我们专门

打开炼焦炉门、清洁炼焦炉门的密封以及对焦块输送过程的

研发了一种专用的运输设备，以保证集装箱在装载和卸载的

控制。这些炽热的货物最后通过灭火车被抖动出来，在这个 过程中免受损坏。”
过程当中将排放出很多和很热的烟尘和灰尘，一套抽吸系统
负责收集烟和灰并将其导入过滤设备中。焦炭在高炉中的作 令人赞叹的高质量
用是燃料和还原剂，用于从铁矿石中冶炼出生铁。

由于采取了这种相应得力的措施，所以供货工作进行得
非常顺利，当 Tata Growth Shop 收到完美无损的货物时感

在印度的第一套设备

到非常高兴。“我们的工程师们对这种极强的职业责任感

“我们是第一个在印度提供这种预制的、技术优化且即

和极高的工作质量大加赞赏并感到非常的欢欣鼓舞”，Tata

接即用式液压设备集装箱的制造商，这种设备专门匹配应

Steel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Sheshadri Kumar 说道。其中的两

用于这里的钢厂，是完全按照钢厂的要求而量身定制设计 个集装箱早已在2014年起开始进行工作，而另外两个也将
的。我们全程参与了从设备规划到安装的整个项目的全过

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在集装箱的整个使用寿命中，博世力

程”，Dipan Shah 解释说道，他是博世力士乐在印度当地

士乐在当地还设有专人为维护工作提供可靠的支持。v

公司的高级经理，专门负责这个项目的运作。这个项目的
订单来自于负责钢厂技术装备的 Tata Growth Shop 事业部。
四个大约七米长、三米宽、三米高，可进入的集装箱由博世
力士乐在生产基地Sanand生产制造，带有专用隔热层的双

联系: Dipan Shah, Bosch Rexroth (India) Ltd., 印度,

层墙壁用于保护箱内的技术设备免受水、灰尘和高热等环境

电话: +91 2717 67-8335, shah.dk@boschrexroth.co.in

因素的损害，通过集成的防火和火灾警报设施为设备提供了

电话: +49 9352 18-1225, houman.hatami@boschrexroth.de

Houman Hatami,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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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步骤即可选出
合适的驱动器

1

在驱动器的设计选型工作中，结构清晰
的工作步骤、基本的公式知识和基础技术知
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也是能够使机
器与驱动器实现完美匹配的先决条件。

不仅在新机器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驱动器进行设计选
型工作，而且在当对机器的要求发生变化时，或者在对机
器进行翻修时，也需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在设计选
型中，对所选的驱动器规格留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的话，就
不会是一个良好合格的设计。如果所选的驱动器的规格过小
的话，机器就无法达到所需要的性能，在最严重的情况下，
甚至必须要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用一个更强力的驱动器来取
代较小的驱动器。而如果所选的规格过大，则不仅购买的费
用会提高，而且由于效率很低的缘故，整个寿命周期的费用
也会随之而提高。那么驱动器设计选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项工作的任务就是：把电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最佳地
匹配于工作机器的特性曲线。

转速-时间曲线 根据所需的运动曲线，在考虑
诸如小齿轮、大齿轮、滚珠丝杠传动系统等输
出部件的情况下，计算出所要求的转速-时间曲
线以及由此得出的平均转速 (算术平均值)。

n

n = f(t)
navg
t

4

转矩-转速数值对 在一个曲线图上填入各单个
转矩及其所属的转速，以及在平均转速时的有
效转矩。

应用的工作点

M

M1...n

Mrms

n

技术知识是先决条件
软件程序能够在选择驱动器的计算当中提供很好的帮
助，例如，在选型设计中需要对多种类型的驱动器进行计
算时能够节省很多的时间。借助于力士乐的工程设计软件
IndraSize，用户能够在对IndraDyn电机和IndraDrive驱动
器的选型设计中，仅需输入相应的参数，即可非常简单地
完成驱动器的设计选型工作。虽然有这些工具的强大支持，
但是技术人员或工程师仍然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知识，只
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工作中全面考虑和识别出所有具有影
响的参量，才能对驱动器进行最佳的优化。无论是否运用
软件的支持，只需九个步骤即可准确地计算出合适的驱动
器。v
可在下列网站上
免费下载工程设计软件 IndraSize
www.boschrexroth.com/indrasize

7

确定所需的供给 在一个连接于直流电供给电
源上带有多个逆变器的模块化系统中，需要计
算出每个驱动器所要求的功率需求，并将他们
加在一起。输入的连续功率、反馈的连续功率、
尖峰功率和反馈能量这些数据都要加入到计算当中。

8

在中间回路中的附加部件 以与第7步所描述的
相同的方式，计算出在附加部件上的需求，例
如：制动阻力或者附加的电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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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械方面 现在需要把所有作用力换算成转矩
以及把质量换算成转动惯量。如果在驱动链上
配置有变速部件的话，比如减速器或齿形带联
轴装置，则要把所有的数值都转换到电机的轴
上。

3

转矩-时间曲线 利用从第 1 和第 2 步中得到的
参量即可计算出在电机上所要求的转矩。电机是
要输出转矩，还是要承接转矩，亦即是以电机的
形式工作，还是以发电机的形式工作，这完全取
决于力的作用形式。为了对驱动器的发热情况进行核查，
现在还要确定出转矩运行的有效值 (均方根值)。

M

M = f(t)
Mrms
t

5

选择电机 以获得的数值为基础来选择能够提
供所需转矩的电机。这个计算还必须要用电机
的转动惯量再次进行运算，然后再根据提高的
转矩对电机的选择进行核查，整个计算过程需
要一步一步地反复进行。

6

选择变频器 根据电机电流的需求值相应地选
择合适的逆变器或变频器，这个部件必须仅覆
盖从转矩要求中所得出的实际的电流需求值。

电机特性曲线图

M

Mmax

电机-控制器特性曲线图

Mcont

M

n

P

PDC = f(t)

PDC,cont

t

PDC,R,cont

W

Mcont

n

t

PDC = f(t)

Mmax

W = f(t)
t

9

电源接口和电磁兼容部件 现在要选择可能需
要的电源电抗器和电源滤波器，在这里，最主
要的内容是电源电流、在一个电源上所要驱动
的驱动器的数量、电机的电缆长度以及电缆和
电机上的寄生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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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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具有“聪明才智”且匠

有很多优点，从本身的角度出发它的重量很轻，工作起来非

心独具的“工匠”，我们随时都能找到它，即使是处在无线

常轻松自如得心应手！尤其是在那些不许出错的地方更能显

电信号的盲区，它也能把所有的重要信息都全部记忆在“大

示出它的强项：它能把所有的工作内容都准确地记录在案，

脑”之中，这在它需要进行充电而短时间内无法联网的情况

对于它的“同事”来说，不是理所当然地都随时带着测量工

下亦是如此。它所显示的结果非常明确清晰且简单易懂。在

具，但对于它来说这就是理所当然之事。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工作岗位上，尤其是在高于头顶的工作部位和在狭窄的工作

在它所工作的地方不会由于繁琐杂乱的电缆而绊到任何人，

空间以及在运行的流水线上，它都能展示出它的优势。它拥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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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将在所有送交的正确答案中进行抽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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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切法律途径。

在这里不会出差错

最新的焊接控制器PRC7300能够随时监控电流的情况，

并且在焊渣形成之前就能够识别出可能形成焊渣的危险。这种控制器能够对电流进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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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从而减少了由于焊渣的原因所引起的后续昂贵的修改工作。这种控制器保证了一个
很高的流程安全性和极高的焊点质量，不仅减少了调试的时间，而且还大大地简化了操作。
另外，它还减少了高达80%的能耗。凭借与各种常用通信协议的大量接口，这种控制器也完全
能够适用于应用在未来联网的生产环境当中。

Realiz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future today
Industry 4.0 changes the world of production and connects the virtual world to the
real world of machines. We use our expertise as an operator in our own plants and as a
provider of intelligent drive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to develop and continuously expand
our Industry 4.0 solutions. Initial results show the advantages. Among them are higher
productivity, more individual production and more efficient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This strong base creates new value networks and allows Industry 4.0 to become a reality
in your company.

Bosch Rexroth AG
www.boschrexrot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