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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杂志

18 一个对全体：在一个转台式多工位组合
机床中，IndraMotion MTX advanced
能同时控制多达144个轴的运行

智能工厂：
本地生产
全球控制
10

26 速度最快的铁路保养项目：
服务团队只用了48个小时就快速地
完成了一个铁路枢纽的保养工作

轻松吹走 !

要满足当前严厉有效的行走机械尾排的标准是一项非常尖

统成本的条件下更是如此。轴向柱塞马达A10VER完全满足了这种高要求，而且
不减少任何功能，甚至更好。例如在反转功能中，马达通过改变旋转的方向来轻
松吹掉冷却叶片上所积攒的污垢和其它的颗粒物质，A10VER在无需附加控制阀
的条件下，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这种功能，从而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Pixel Stories / www.stocksy.com

锐的挑战，尤其是在同时还要求缩小静液压风扇驱动器的安装空间和降低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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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将越过
工厂的围墙进行运作。”

Pixel Stories / www.stocksy.com

亲爱的读者：
只有我们自己已经很好掌握的东西

品和自动化解决方案当中。工业4.0首

这里，我们将更加紧密地与科研领域

才允许向客户提供，我们博世力士乐

先在本地的实际应用中付诸实施，然后

和网络领域，尤其是与您 - 我们的客

以此作为座右铭，在工厂层面上大力开

在未来实现全球联网，智能工厂将越

户开展广泛密切的合作，一步一个脚

展数字联网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向智

过工厂的围墙进行运作。

印地共同把智能工厂变成美好的现实，

能工厂这个热门话题的方向迈出了令

为此，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创造出先

伴随着生产加工世界不断发生的翻天

人可喜的一步。在把工业4.0解决方案

决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必须使用具有

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共同携手开创更

应用于我们自己工厂的项目中，我们

法律约束的标准，在工业层面上必须

加美好辉煌的未来！

以很小但很快的步伐向怎样通过联网才

使用进行数字联网的统一的语言，这

能使工厂更加智能化的正确道路上迈

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供

出了一步，而且即将推向在世界各地

应商或客户不能看懂制造商所收集

的工厂：无论是在德国的洪堡，还是

的生产数据，则这种收集工作将是

在瑞典的Mellansel；无论是在美国的

毫无意义的。长期以来，博世力士

伯利恒，还是在中国的西安，这种解

乐一直致力于开放的国际标准的开发

决方案都能通过与当地的加工条件相

工作，并且早已开发出了 Open Core

匹配而在当地安家落户。在这些项目中

Engineering 接口技术，从而在自动化

Dr. Steffen Haack 博士,

积累的宝贵经验将直接融入到我们的产

与IT世界之间架起了决定性的桥梁。在

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

致友好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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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团队意识将强势发展成为核心。” Albert Albers
教授指明了在设计和产品开发方面发生变化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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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产的产品种类和品种越来越多，而产品的加工批量却越
来越小，市场需求的波动越来越剧烈。应对这种发展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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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正确手段就是：创建智能工厂。这种智能型工厂不仅仅
只是优化了本地的生产加工，而且同时也实现了全球的联网。 18 一个对全体 在Pfiffner的电液转台式多工位组合机床
中，IndraMotion MTX advanced 能同时控制多达144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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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观测遥远的星空
俄罗斯宇航局在阿尔泰山脉的高
山上新建造了一座拥有世界最精确的
太空激光望远镜的宇宙天体观测中心。
这座宇宙天体观测中心可用于对宇宙
天体飞行物如陨石或卫星的运行轨道
进行准确无误的观测，直径为三米的
激光望远镜的镜头设置在一个三分式
的折叠穹顶之下，为了保证折叠穹顶
能够随时开启、关闭和准确地校准，
设备中配置了专门为这种应用而研制
的液压驱动装置。即使是在高山上遭
遇诸如强风、大雪、冰冻或者地震等
各种异常恶劣气候的环境下，装置中
所采用的液压油缸和比例阀等部件仍
能正常顺利地工作。虽然设备重达150
吨，但其定位精度仍保持在0.3毫米的
高水平上。
 采用液压驱动装置使阿尔泰宇宙天体观测中心的三分式折叠穹顶能够随时开启、关闭和

准确地定位。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ial-

hydraulics

在 河 流上更换设备

 www.boschrexroth.com/civil-engineering

Kier Services, Severn Trent Water

建造在英国北部提兹河上的一座大坝自从1991年建成
以来，就一直肩负着防止海潮倒灌控制的工作使命，而驱
动闸门运动的油缸必须要能够承受多种负载的作用，尤其
是出海口的水流和漂浮物的腐蚀作用很大。当专家们对设
备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油缸的活塞杆已经受损，严重的
后果可能会引发液压设备的完全失灵，鉴于要避免这种情况
的发生，果断决定要更换油缸。博世力士乐的新油缸活塞
杆的表面采用了力士乐专门为在恶劣环境中的应用所研制
的 Enduroq 2200表面涂层技术，不但使这种活塞杆的表面
非常坚固，而且具有良好的抗水流腐蚀和强冲击的特性。另
外，力士乐还为液压系统补充了一套先进的监控系统，以便
能够在未来及时监控发现部件损坏的情况。尽管在很复杂困
难的工作条件下，仍能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设备
的更换工作。
 油缸必须承受多种负载的作用，尤其是出海口的水流和漂浮物的腐蚀作用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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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墨西哥的一家

制糖企业的员工来
到设在Mellansel
的博世力士乐生产
基地，接受关于应
用驱动装置的技术
培训。

系统中的智能设备
由于在 IndraDyn S 产品组群新的MS2N系列
产品中采用了智能控制的电机，因此，在价格优
惠和无需附加部件的条件下，能够在工业4.0 的环
境中达到最佳的应用效果。这个系列的产品不但
覆盖了从4到360牛顿米的转矩范围，而且拥有更
大的功率密度和更高的能源效益。
 www.boschrexroth.com/edc

掌 握 马达
墨西哥的一家制糖企业 Ingenio Tamazula S.A. de C.V.
公司在它所属的一个工厂中采用了力士乐的紧凑型、大动力
的 Hägglunds CBm 马达，并且给力士乐公司下达了维护订
单，为此，Ingenio Tamazula 公司的员工造访了博世力士乐
在Mellansel的生产基地，接受了关于应用这种驱动装置的
技术培训。以生产总监 Sergio Martínez 为领队的代表团对
在瑞典的生产基地针对产品的应用所举办的培训感到非常的
满意和欢欣鼓舞。

 MS2N 系列的 IndraDyn S 同步伺服电机适用于在联网的工

厂中的应用。

 www.boschrexroth.com/cbm

联网的一天
2015年11月中旬的一天，博世和博世力士乐共同
在法国Rodez的博世工厂举办了关于研讨工业4.0议题的
TechDay学术论坛，大约150名来自法国各地的企业高级
经理、记者和“Alliance pour l’Industrie du futur”的
成员接受邀请，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天的学术活动。与会
者与这两家企业的大约30名专家理论联系实际地就这个
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每一个演讲都进一步深入浅出
地论述了关于数据安全和人员以及服务在联网时代所扮
演的角色等方面的议题。在两个专题讨论中，与会者针
对工业4.0是否对企业的生产加工领域产生巨大的变革影
响以及企业如何引进数字解决方案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在一个大约300平米的大型展厅中，博世
和博世力士乐向与会者展示了从 Open Core Engineering
接口技术、ABPAC液压动力站到ActiveCockpit等自己研
发的解决方案。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y-4-0

 大约150名到访者充分利用了在法国Rodez生产基地举行的TechDay

学术论坛的机会，论坛的核心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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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全国巡展
在印度，冶金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市
场。在去年为期两周的全国巡展中，博世力士乐
印度的员工们向客户展示了应用于钢铁行业的一
系列优质产品，其巡展行程高达4000公里。在去
年的10月份，客户造访了在Bangalore,Mumbai,
Ahmed abad, Delhi, Jamshedpur, Ranchi和
Kolkata等各地的巡展活动。在巡展活动中，向客
户充分展示了用于钢铁和散货等应用领域的解决
方案，从单个部件到系统直至整个项目，五花八
门应有尽有，其中也包括了钢铁生产和精加工领
域的应用，还有应用于重工业行业的轴向柱塞泵
以及新开发的 Hydraulic Motion Control 等产品。
在巡展活动中，专家们也与客户共同探讨了关于
能源效益和工业4.0方面的重要议题。
 www.boschrexroth.com/metallurgy

 Tata Steel 公司的经理和博世力士乐的经理为在印度Jamshedpur的巡展活动揭幕。

John Deere GmbH & Co. KG

快速停机

 防止损坏：用于自走式青贮饲料收割机的静液压快速停机系统HyStop

具有非常可靠和紧凑的特点。

在收割青草或玉米这些青贮饲料的作业中，一旦有外
来的金属物体进入自走式青贮饲料收割机当中，就随时可
能会损坏昂贵的机器设备。如果采用机械停机系统来停止
带收割耙的预压滚筒的方式很容易受到干扰，这样不仅磨
损量很大，而且还必须手动解锁，为此，博世力士乐与
John Deere 公司一起共同研发了一套静液压快速停机系统
HyStop。它能够快速制动滚筒，但仍然很有柔性，即使在
极高的转速时亦是如此。这套系统几乎达到了无磨损工作的
理想效果：在实际试验中进行了10000次触发的试验之后，
工程师仍未找到明显的磨损痕迹，所以，这套系统能够在自
走式青贮饲料收割机的整个使用寿命中使用而无需更换。另
一个优点就是这种液压快速停机装置不需要附加制动阀，而
完全是通过专门为此设计的闭式回路轴向柱塞单元的摆动来
实现制动功能，这就明显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其结果是：
机器制造商凭借HyStop不仅需要较小的安装空间，而且它
的重量还比其他的机械式或液压式紧急制动系统要轻很多。
 www.boschrexroth.com/mobile-hydrau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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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力士乐的先进技术

印刷《纽约时报》。

新鲜印刷
在美国著名的报刊《纽约时报》、《波士顿
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印刷工作中，现在
也都采用了力士乐的先进技术。博世力士乐美国
公司获得了将报纸印刷生产线技术升级到当前世
界最先进的技术水平的订单。迄今为止，印刷生
产线的机器仍然还是采用老式传统的天轴进行传
动，博世力士乐美国与系统集成商EAE公司共同
合作，不仅对电子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并且
还安装了新的驱动和控制装置。在这个项目中，
合作伙伴总共把四套印刷机更新到了当前世界最
先进的技术水平。
 本地的高新技术：博世力士乐在武进新建成的研发中心为本地的市场

 www.boschrexroth.com/printing

开展研发工作。

量身定制开展研发工作

全部在线一览无余

在中国，博世力士乐将其本地的科研和开发工作集
中在新建成的武进生产基地的研发中心来完成。工程师
和科研人员在那里为本地的市场开发量身定制的解决方
案。开发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工厂自动化设备制造、工程
设计以及行走机械应用等领域。研发中心的装备包括跨
技术范围的机器试验模型、软件和试验设备，该中心除
自用的研发区域之外，还在创新实验室中提供有与客户
和最终用户共同运作项目的空间，例如，在可进行不同
组配的试验动力站上能够进行用于液压系统高能源效益
方面的对比测量。传动与控制学院同样也在研发中心安
家落户，在这里能够在所有的传动与控制技术方面开展
面向实际应用的职业教育和深造培训的工作，此外，还
有一个配置有产品模型和演示屏幕的大展厅，向客户展
示博世力士乐范围广泛的各种优质的技术产品。

ActiveCockpit是一种用于加工工业的互动通
信平台，它不仅能连续地在线收集、过滤和显示
生产数据，而且还能够帮助用户实时发现潜在的
问题，从而能够快速地给予解决。这种基于浏览
器的软件能够借助于App和Widget进行扩展，而
且由于其基于角色的用户界面而使用起来特别方
便。ActiveCockpit是力士乐多产品生产线的核心
组成部分，并荣获了工业4.0的大奖。
 www.boschrexroth.com/activecockpit

 实时监控一览无余：凭借ActiveCockpit，用户始终能对

整个生产加工情况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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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
本地生产
全球控制
当今的市场发展趋势是所需要生产的产品种类和品种越来越多，
而产品的加工批量却越来越小，市场的需求波动越来越剧烈。应对这
种发展趋势的有效正确手段就是：创建智能工厂。这种智能型工厂不
仅仅只是优化了本地的生产加工，而且同时也实现了全球的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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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想象出机器人和人有可能在无隔离防护墙的条件下 寻找世界范围的标准化
手挽手一起工作吗？工件和工件托盘能够自行与机器进行通

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 Steffen Haack 解

信对话吗？工作位置能通过蓝牙标签来确认操作者，并相应

释说:“在实现这些之前，我们首先要战胜两个挑战。其一，

于具体的操作者进行专门的调节吗？而在现今的生产加工领

我们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应用开放的通信标准；其二，

域中，先进的高科技已经把我们的想象变成了毋庸置疑的现

我们必须继续在数据安全领域下更大的功夫。”虽然已经拥

实。三个例子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通向未来智能工厂的途径已

有了很多用于智能工厂方面的元素：如传感器能够测得每个

经开启。但是在未来，生产网络和供应商网络还将实现全球

工位的状态；智能驱动器能够直接设定地址；匹配的软件能

的联网，亦即智能工厂将要“越过”工厂的围墙进行运作。 够综合和分类所有的数据，从而形成信息基础。但是，并不
智能工厂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工厂中的所有元素都必须通
过互联网技术进行联网，包括机器、人和产品都通过这个网

是大家都能懂得这些基础元素。
还缺少的是全球有效的互操作性标准，用以克服语言的

络进行通信交流。人们可以做如下的想象：工件可以通过内

障碍。在全球范围内正在积极努力开展必要的标准化工作，

置的数据载体被准确确认，从而能够使加工工位准确地知道

寄希望于在中期未来能够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在数据安全

下一道工序是什么。在装配工位，知道哪个零件要按什么样

保障方面也有很多工作小组在开展工作，以便在所有的范围

的顺序进行装配。因为，工位能够准确无误地确认当前的零

都找到必要的安全解决方案，各国政府也在制定与此相应的

件，所以，能够通过Pick-by-Light功能来指导装配工进行装

法律框架。

配，指令他下一步需要用什么工具装配哪个零件，例如，在

智能工厂方面的专家 Detlef Zühlke 教授预计，智能工

这里把智能型拧螺栓器设置在匹配于要装配零件的正确拧紧

厂全面铺开至少还要经过十年的时间(见从13页起的采访)，

力矩上。

这期间不仅还有很多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企业对加工

感谢数字通信技术使工厂中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够获得准
确必要的信息，他们能够一览无余地获得关于订单运作状态

设备经常是在六到十年的运行时间之后才进行更新改造，这
样才能实现合理的投资回报。

的信息，在流程运作可能会出现故障或者瓶颈时，能够自动

在所有的问题都得到满意的答案之前，各色的公司无论

获得警报。在全球的加工网络中，这些在未来也可能会超越

大小都能够自己开始起步，在实际中积累丰富的经验，以运

国界得以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计划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用到通往智能工厂的道路上。v

进行匹配的生产流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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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应用
本地匹配
在通往工业4.0的道路上，博世力士乐在自己工厂的实践中积累了适合在
全球范围应用的极有价值的实际经验，其远大目标就是：联网和智能工厂。

博世力士乐以其多产品生产线迈出了通向智能工厂道路

生产大型液压驱动装置用于传送带、造纸厂或大型船舶舵。

的第一步，以此为例展示了未来在智能工厂中可能的运作情

在对这些全球应用的马达进行维护服务的工作中，工程师们

况。但是，工业4.0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实现，它是一个

采用了增强现实技术和智能眼镜。例如：当服务技术人员在

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演变过程。“通过在我们自己工厂中的

客户的机器前面戴上智能眼镜时，他所看到的景象同时就传

实践证明，我们能够很快地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并且能够快

送到在Mellansel的博世力士乐的电脑上，使坐在电脑前的

速地进入到下一步的工作”，博世力士乐执行董事会成员

机器专家如同身临其境一样看到机器的具体实际情况。然

Dr. Steffen Haack 博士解释说。在洪堡的多产品生产线上， 后，用一台立体摄像机通过显示屏对他的手进行摄像并传递
已经获得了经过实际检验的成果，目前正在中国的工厂中以

给客户，在那里重新显示在技术人员的数据眼镜上，由此看

类似的形式付诸实施（例如在武进工厂），并匹配于当地的

起来就像真的直接在机器中一样。

实际要求。西安的工厂也正在为实现智能工厂做准备，在那

为此还建立起一个语言连接。“我们无需大型宽带

里RFID标签已经成为变频器售后服务的基础工具，因此能

来进行数据传递，我们仅需一个3G移动无线连接即可”，

够通过App进行错误识别和进行远程服务。

Mellansel的工业4.0子项目经理 Anders Palm 说道。虽然这

同样积极努力开展这方面工作的还有在美国的伯利恒工

两名员工相距千里之外，但是，他们能够共同完成所承担

厂。在那里，使用二维码和力士乐的ActiveCockpit已经把

的任务。“这套系统具有很多优点，不仅客户得到了快速的

透明性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伯利恒的管理层力求努力推动未

服务，而且我们也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出差费用。另外，在

来的工厂不断向前发展，已经制定了未来的四年发展规划。 Mellansel的工程师借助于智能眼镜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工
在洛尔的电子技术工厂已经通过MES模块和MAE模块实现了 作时间”，Palm说道。
ERP系统的垂直集成，由此能够对加工工位、刀具、预警和
快速远程服务的实时状态进行监控。

在自己的项目中开展工作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博世
力士乐的专家们也积极参与了全球范围的标准制定工作，以

除利用数据实现远程维护之外，博世力士乐的工程师也

此来大力推动工业4.0的进程。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积极参

已经在试点项目中使用了智能眼镜，以此为在服务工作中的

与了在 Detlef Zühlke 教授领导下的凯泽斯劳滕大学技术创新

员工提供支持和帮助。博世力士乐公司在瑞典的Mellansel

SmartFactory KL e.V. 协会的工作(见从13页起的采访)。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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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演示可行性。”
Detlef Zühlke教授从2005年起一直从事应用于智能工厂的基础元素方面的研究工作，
凭借其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演示设备向人们演示了智能工厂的可行性。

Zühlke 教授，对于您来说智能工厂意味着什么呢？

过快，在工厂范围内完全改变成理想的智能工厂，还没有任

对于我来说，智能工厂就是当前“工业4.0”宣传口号

何人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设备的机械式和电子机械式的集

下的最核心的内容。智能工厂作为举足轻重的关键元素将成

成看起来是必要的，但是，一个生产者怎样获得数据和接

为未来工业企业的核心，并且对是否具有超强的竞争力起着

口来进行监控、计划、控制和演示制造商专门的产品呢？这

决定性的影响。具体来说，智能工厂就是加工模块将成为自

就推动了与工业界的合作进程，共同建造今天已经存在的

给自足的物体，在工厂中把它们都水平和垂直地联网，并且

SmartFactoryKL的工业4.0试验设备。我们有意地放缓了前

与新的控制世界组合在一起，在这里，它们相互之间都能进

进的脚步，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跟上发展的步伐。

行通信，并且实现即插即用的方案。
SmartFactoryKL 是如何做的呢？
十几年来，您一直从事着智能工厂这个题目的研究，现在所
取得的成果如何呢？
这十几年间工厂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我们把来自16个不同制造商的模块和系统以我们共同
制定的标准为基础进行了水平和垂直的联网。我们不仅只是
进行很多纸上谈兵的讨论，而是进行脚踏实地的实践行动。

种新的发展也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虽然如此，我对我们

请让我用标准以太网的例子来解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

所取得的成果还是很满意的。我们在 SmartFactoryKL 中建成

的标准，但它并不是在工业范围使用的，对于真正的实时应

了一个由不同的制造商的模块组成的数字式生产加工系统， 用来说并不适用，因此，我们欢迎 Open DeviceNet Vendor
由此来演示智能工厂的可行性。

Association的倡议。借助于 Optimization of Machine Integration，它能够提供一个开放的机器数据模型，由此而使

走到今天所有的经历都是一帆风顺的吗？

我们朝着工业以太网标准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通过与博士

不是的，我们有时也走了很多弯路，例如，我们在

力士乐的合作，我们将在2016年把新的数据模型集成在加工

2005年刚开始的时候，无线上网还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新鲜

间当中，没有至今为止的大力合作，就无法实现这种先进的

事物，我们认为这个感觉“非常好”，“没有电缆也能成

理念。如果仅仅围着桌子坐着去说我们需要这些或者那些，

功”，然而直到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了无线上网是与频带宽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创新的可能性，

度和安全的无线控制距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经过两年

这就需要我们共同进行实际试验，找到错误的根源所在，并

的工作实践所得出的结论是：还要回归到有线控制上来。在

识别出界限，以便共同继续进行规划。

此期间，我们也灵活地改变了我们的战略，其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2008/09年在智能驱动器上加配了信息物理系统，它

现在已经在工业界有了第一批试验设备，您的看法如何呢？

们作为部件组合通过数据基础设施而具备了通信的能力，这

很多公司都感到了压力，都希望在这方面继续前进。同

两个部件成为我们在2012和2013年汉诺威博览会上我们自

时，他们看到市场上也没有可买的现成产品，所以就要自己

己建造的演示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都很完美也很顺

动手，如同博世力士乐在洪堡工厂的多产品生产线那样，其

利，但是还不能真正投入使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结果

它的公司也以不同的出发点迈出了同样的第一步。这在发展

是大踏步的改进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还是要求过高、步伐

的早期阶段是很正常的现象，即使是借助于RFID的纯粹的

PRESENT
14

drive & control

零件跟踪和控制还不能算是智能工厂，但是，每一个成功都

因为，能够为NC机床或PLC编程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常短缺，

是始于足下的。

还需要填补这方面的人才空白。

本地的成功能复制成全球普及的范例吗？

美国的方式有别于其它国家的方式吗？

当然如此，例如在博世力士乐洪堡工厂的成功试点范例

其决定性的区别就在于美国具备很强的IT能力。智能工

就能够作为标杆典范应用在美国或中国的工厂当中，当然也

厂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信息与互联网技术、机器世界和自

需要在当地的匹配工作。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部件之间的

动化。德国的工业掌握着机器、嵌入式数据、拼接和自动

顺利协同运动，为此在未来复杂的场景中也不是仅仅由产品

化，而美国的公司则主导着IT行业。

来控制生产而没有中央监督，这种情况只适合于没有太大加
工难度的简单的生产加工，而在复杂、多样化的生产加工中

什么时候我们能在日常工作中全面普及智能工厂呢？

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制造商不能突然在生产线上无限制

至少是在十年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同时这也取决于

地增加存货，流程必须要计划有序地进行，要设置中央控

在工厂设备中的投资回报周期的长短，企业需要一个六年到

制，分散在当地的只是进行细微的匹配。

十年的投资安全性，没有人在两年之后就由于有信息物理部
件可用就更换设备，因此，未来的功能有可能就隐藏在软件

我们向前看：什么是最大的挑战呢？

当中。总体上讲，我们正前进在正确的道路上，可行性试

我们需要全世界范围的标准化。根据我的预测，在通信

验、共同合作、进行实际试验 – 这些就是至关重要的关键

协议方面的语言混淆问题还将伴随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在

环节所在。我们需要经验，我们需要试点设备，我们需要那

数据安全保障方面，我们还必须要做很多的工作，不论是在

些相互开放和与科研机构共同为未来努力奋斗的企业。v

数据安全还是在防止网络犯罪方面以及在企业运行安全方面
都是如此。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开展得太少，我们必须从单
纯的学者思维中走出来去思考产品，因为，安全也需要一个
工程流程。在智能工厂的法律框架下，还有一些没有得到解
决的问题。最后，还有对新的业务模式取得信任和开创出新
Prof. Detlef Zühlke

的职业的问题。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谁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呢？
德国虽然在这方面损失了一些时间，但是，其它的国
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日本的发展情况与德国基本相似，但
是，由于海啸善后工作的原因而损失了几年的时间，使“智
能工厂”这个题目在2015年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是一

Prof. Dr.-Ing. Dr. h. c. Detlef Zühlke 博士

个最有可能成功的国家，因为财力和人力都已经具备，所以

教授是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DFKI) 创新工

现在完全取决于理念问题，我预计当前在中国还不会出现突

厂系统科研部的主管和在凯泽斯劳滕的技术创

飞猛进的情况。但是，中国人的动作非常之快是毫无疑问的，

新 SmartFactory KL e.V. 协会的发起人，他与

当他们在机械制造业成功走向世界市场之后，在这方面也应

工业伙伴一起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用于智能

该能够尽快取得成功。

技术的、跨制造商的科研和演示平台。这种工
业4.0设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即插即用式

在美国的进展如何呢？
当前，美国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在生产加工落
后十年之后，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学会现在进行了大规模的
投资，旨在大张旗鼓地振兴制造业，在五年之内给五个大
型中心每年各提供3.2亿美元的资金供使用，这是一笔丰厚
不菲非常可观的资金。但是，美国的同行们表示，他们至少
还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赶上我们的 SmartFactoryKL 的水平，

可购买的功能部件能够连接在生产环境当中。
期间已经拥有40个成员的技术创新协会共同致
力于工业4.0付诸实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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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发 工作的有 力 助 手
如果将注塑机 (SGM) 从塑料加工行业之中排除出去的

用于电动SGM的电动驱动装置都应有尽有。凭借这种具有

话，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自从这种机器于上世纪五十 宽广覆盖面的专门知识也能够实现具有复杂要求的混合驱动
年代在工业领域中声名鹊起以来，博世力士乐就一直与机器

的SGM，无论是液压式、电动式还是机电式，博世力士乐

制造商紧密地合作，伴随着机器的不断发展，推动着机器的

都为这种机器的驱动技术发展开创了一个又一个非常重要的

研发工作。现今，博世力士乐一站式为这种机器提供各种驱

里程碑，从而使驱动技术为这种成型加工机器的多样化以及

动类型的技术：从配置有定量和变量泵的变速泵驱动装置到

满足其加工的专门要求作出了卓越的、重要的贡献。v

配置有液压驱动器的注塑机

用于合模单元柔性
且准确运动的比例阀

下料器比例阀

剂量设备液压缸

用于模具运动和
提供关闭力的
液压缸

用于动态
且准确注塑的
高响应控制阀

塑化驱动器，
塑料制备

机器的大脑：
机器控制系统
用于变速泵的
变频器

变速泵驱动器
Sytronix –
机器的心脏和
中央供给系统

液压式注塑机驱动装置的发展里程碑
1975 首批型号为4WRZ的比例阀应用于注塑机的
合模运动。
1977 第一个带伺服阀的电液调节装置应用于径向
柱塞泵
1979 采用径向柱塞泵和轴向柱塞泵A10的驱动系统
与之前的系统相比节约了大约30%到40%的能源。
1990 引进比例液压调节的轴向柱塞泵 DFE

1997 第一台配置力士乐场总线阀的注塑机
2009 新的变速泵驱动器Sytronix能够节约高达80%
的能源。
2015 专门为注塑机开发研制的液压式径向柱塞马达
Hägglunds 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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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取得最佳的创新成

果，跨学科的合作团队在
未来将更加重要。

“团队意识将强势发展
成为核心。”
企业必须具有更高的敏捷性才能更好地开展产品研发和设计工作，并且也对已经成熟的
东西进行重新审视，Prof. Dr.-Ing. Dr. h. c. Albert Albers 博士教授提出了这样的严格要
求，进而他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发展前景的蓝图，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以
及如何来应对这些尖锐的挑战。
孤独的、形单影只的工匠在现今的社会已经成为对过去的一 发阶段就要把在产品环境当中的技术特性和经济变化考虑在
种浪漫的记忆。那么未来的设计人员将如何工作呢？
团队意识将强势发展成为核心，因为像以前那样孤独工
作的发明家已经无法了解如今所需的范围广泛的先进专业知

内。因此，在未来他就必须采用从客户到客户这样的思维方
式来开展工作，必须对每个技术要求说明书都要提出效益增
长和客户受益等方面的问题。

识，专家们必须把他们精深知识的精髓集合在一个能够形成
创新的公共平台上。设计或软件开发人员不再是形单影只地

在未来的几年内哪些改变将会重点推进呢？

工作，而是相互合作共同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但其前提条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产品和流程在很多行业都发生了很

件是要具有强大的通信交流的能力，另外，我们还需要具备

大的变化。新的材料、机电一体化、主动反应式机械系统以

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迄今为止，设计人员首先要等待技术

及光电机械系统都在被不断地采用，另外还有新的数字式生

要求说明书，这是他开展设计工作的前提基础，这样循规蹈

产流程、数字式加工方法以及数字式自动化等等，这些都特

矩的工作方法在未来将不再适用，因为，他必须在产品的研

别涉及到了产品开发的设计者。对于他们来说，来自不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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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新技术的组合为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科研方面进行必要的投资，并且要与高校、供应商、客户

性，由于虚拟的世界与物理的世界的共同生长而使产品更加

以及合作伙伴组成强大的网络。必须对企业的流程进行认真

复杂化，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潜力，因此，进行产品开

检查，是否具备所需的高度敏捷性。此外，还要针对不断

发必须具有更高的敏捷性。

变化的要求进行专业知识方面的匹配，我认为在这方面还需
要进行必要的培训，例如在MBSE范围的培训。虽然“活到

为此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和工具吗？

老，学到老”早已是一句口号而已，但是，如果不学习新的

是的，在方式方法上我们需要进行方式转换。在科研领

知识和不与时俱进，我们就无法实现工业4.0这个宏伟的目

域一贯采用的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方法就是一切从零开

标。最终，人仍然是实现创新的核心，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充

始，但在实际工作当中，企业的开发工作往往都是以某代

分的准备，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从每个人做起。当今在企

产品为基础而开始进行的。这种方案和可能性就要求必须寻

业中已经有很多通向成功的途径。我们必须对至今已经成功

找新的方法、新的途径和新的战略，从而能够达到所要求的

的东西重新审视地提出疑问，这是一项我们必须面对的非常

高度敏捷性。在希望获得通用的工具方面，我们白白浪费了 尖锐的挑战。v
15年的时间，在未来，我们更加需要来自不同范围的专业权
威以及很多各种不同的专业工具。在这方面我认为基于模型
的系统工程 (MBSE)* 是一个很好的具有未来指导意义的途

*MBSE 代表的是在跨专业的系统开发中全面的、计算机可判读的模型的利用，从而能够形成“互
相认识的”智能型的、联网的模型。

径，但是还缺少连接于专业模型如CAD产品模型的接口。我
也特别期待着我们能够把在软件开发的运作方式运用到对机
器和车辆开发的工作当中，这就是说，利用测试版本尽早在
试验阶段就可以把客户结合到开发工作中来。由于不断增加
的复杂性和在大系统中包含很多子系统的缘故，而使这种挑
战变得异常的尖锐。
在这里如何来保证安全性呢？
只进行纯粹的虚拟研发，亦即只采用物理数学模型来对
实际运行的风险进行检验是不够的，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
采用物理模型进行实时的演示具有很大的机会。一个大趋
Prof. Albert Albers

势就是我们在产品开发的初期阶段就采用物理模型来开展工
作，例如快速成型就将引起开发流程的极大变化，在这里人
的因素仍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职业教育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呢？
我们不仅要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考虑到复杂性，而且在职
业教育方面也要对此加以考虑，但是，我们不要把重点全部
都放在重要的专业上面，同时也要放在关注社交技能方面。
我们不仅需要传授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也必须要高水平地
传授技术方面的横向技能，这就是系统工程的最佳途径。在
此，我们必须要放弃对于全面性的要求，我们不能面面俱到
地传授所有的东西，而是创造出主动的学习环境，在此环境
之下，教师将扮演陪伴团队的学生们进行学习的角色。
工业4.0这个题目正在方兴未艾，怎样才能在当今找到正确
的最佳途径呢？
企业必须对自己所蕴藏的潜力具有前瞻性，为此必须要

Prof. Dr.-Ing. Dr. h. c. Albert Albers 博士
教授从1996年起领导着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KIT) 的产品开发研究所IPEK。在教学中，他
特别注重教学内容的新结构和有目的地把新的
教学方式付诸于实践，并且致力于把专业知识
和社交技能的传授教育结合在设计和产品开发
领域的教学之中，为此，他利用卡尔斯鲁厄教
学模式开发和实现了一系列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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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转台式多工位组合

机床中，必须要同时控制
24个加工工位 – 这是
IndraMotion MTX
advanced 的最大亮点。

K. R. Pfiffner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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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全体
在Pfiffner的电液转台式多工位组合机床中，多达144个轴同时运行，对金属工
件进行钻孔和锯切加工，仅采用一个CNC控制器即可控制所有轴的运动 – 这就是
IndraMotion MTX advanced 的最大亮点。
转台式多工位组合机床拥有极高的工作效益， 的款式能够在60个NC通道中控制250个运动轴，其中
其原因就是环形布置的加工工位可以同时对工 包括最多60个主轴驱动器，对于Pfiffner的转台式多工
件进行加工。在这种机床上，用户能够高效益地加

位组合机床来说是绰绰有余的。

工大批量的各种零件：从汽车零件到卫浴零件；从锁

在最新的Pfiffner机床系列中组合了最多24个加

匙技术、电子技术到通讯技术。但是，这种加工方案

工工位。这种基础模块每个都配置有一至五个电动和

也向制造商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挑战：就是必须同

液压NC轴以及一个主轴驱动器，因此总共可配144个

时控制大量的运动轴。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种

轴，而且还可以增加，例如，由一套附加的搬运系统

CNC控制器能够单独完成对所有运动轴的控制工作。 来完成上、下料的工作。电液轴负责完成紧凑的进给
“迄今为止，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转台式多工位组合机床

任务，因此在基础模块中仅需很小的安装空间，在这

中把多个NC控制器组合在一起”，K. R. Pfiffner德国

里，Pfiffner公司采用了力士乐的带位置控制的无电气

公司的总经理 Uwe Krause 是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柜单轴控制器IAC-Multi-Ethernet，所需的电子元件全
这样不仅提高了进行编程的时间和费用，同时也延长了 部集成在控制阀中。如同智能型IndraDrive伺服驱动器
加工循环的时间。

一样，它们也分散式地连接在闭环回路当中，从而减
轻了控制器的负担。驱动器通过基于以太网的实时标

一台控制器控制250个运动轴

准Sercos与CNC控制器进行通信。

Pfiffner公司已经为遍布世界的客户供货了2700
多台转台式多工位组合机床，因此成为在这个领域
中的领军企业。几十年来，这家公司一直在关注着控
制器市场的发展趋势，力争找到最理想的CNC解决方

工程设计简单方便
新的转台式多工位组合机床与标准机床相比，其
编程和调试工作非常复杂，而且经常会很枯燥无味。

K. R. Pfiffner AG

案。“因此，当力士乐向我们介绍 IndraMotion MTX “我们通过与博士力士乐的专家们紧密合作，在不到一
advanced 的时候，我们紧张地期待着能够获得良好的

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该项目的开发工作，这在我们复

结果”，总经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这种控制器是

杂的转台式多工位解决方案中是绝无仅有的”，总经

CNC系统产品组群中性能最强的类型，它被安装在功

理强调说。在这里Pfiffner把整个PLC和CNC软件全部

能强大且紧凑的工业电脑中，配置有先进的多核处理

进行了新的开发。程序员和调试员利用工程设计软件

器，可拥有极高的计算能力和极大的储存能力。目前

IndraWorks完成了所有的工作。软件工具、预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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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功能，例如位置控制并进行参数化。调试向导软
件按逻辑指导调试工作，建议所需的参数值，并且帮
助防止错误的发生。“新的机器软件如此模块化，使
我们能够在未来把它们应用在我们的所有机器当中”，
Uwe Krause 如是说。全部原有的可视化功能都能继续
使用。对于转台式多工位组合机床的营运者来说，一
个独特的优点就是：“我们已经考虑到客户自己能够
对机器的组配进行更改的愿望，在新机器中，他们能
够把自己的功能加入到一个单元当中，或者从一个单
元中去掉，这是一个我们用于开展销售工作的一大亮

K. R. Pfiffner AG

点所在。”Pfiffner已经向客户供货了第一批配置有

 模块化的软件使营运者能够自己对机器的组配进行更改。

IndraMotion MTX advanced 的机床。客户的反响非常
好，Uwe Krause 介绍说：“在节拍时间、精确性、可
用率方面，尤其是在机器的短换工装时间方面的优秀
特性远远超过了客户的期待。借助于力士乐的CNC系
统解决方案，我们把整个业绩提高了大约20%。”v

技术功能和开放的标准组合在一起，加速了整个工程
设计流程的进程。
对于Pfiffner来说，机器安全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重

联系: Rolf Weber,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6062 78-501, rolf.weber@boschrexroth.de
Michael Biedermann,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711 51046-114, michael.biedermann@boschrexroth.de

要的因素。研发人员在这里也很快获得了符合标准的
满意成果，仅用一个控制器和集成在驱动器层面的安
全功能，我们就方便地实现了一个全面的安全方案”，
Uwe Krause 说道。IndraDrive驱动器负责分散式监控
大量的安全且认证的运动功能。凭借力士乐的安全区
模块，Pfiffner在安装工作中附加地节省了时间和材料。
研发人员无需上级的控制器就可以在一个安全区内通
过 CIP Safety on Sercos 方便地把驱动器与一个区模块
连接起来。在那里，它们把安全的外围设备如传感器
中央连接起来，这样就省去了在每个驱动器上外围设
备的双通道接口。

两种产品用于所有的情况：
IndraMotion MTX advanced 和 performance
IndraMotion MTX

快速集成智能型液压设备
博世力士乐的另一个特点也为加速项目的进程做

advanced
用于高要求的CNC控制

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独树一帜的传动与控制设备制

器。60个通道，极优秀的

造商，这家企业将其几十年在电液技术领域的应用经

计算能力和很大的储存器，

验融入到 Motion Control 的软件当中，借此对液压和

在提高要求时可继续扩展。

混合驱动器的控制战略进行了优化。这种控制器能自
动补偿流体技术的非线性，用户可以方便地选择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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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加工
Solanki Mechanical Works 公司开发了一种用于对各种各样首饰进行加工的CNC机
床，其中力士乐的传动与控制解决方案 IndraMotion MTX performance 在这种机床中负
责控制和协调所有加工工序的工作。
具有独特印度款式的戒指和手链在中东和亚洲大部分地

用，而且还保证了用户所要求的生产能力和功能。垂直主

区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青睐，尤其是独具匠心的、带有精

轴的转速高达每分钟50000转，水平主轴的转速高达每分钟

美复杂图案和纹饰的印度金首饰更是独领风骚。为了满足大

8000转，三个线性轴用于进给，五个回转轴用于多轴加工，

型首饰店对具有可重复性高质量特点的、精美的产品样本上

另外还有一个刀具更换轴，它们全部都紧凑地布置在加工间

的商品大批量的需求，在这个行业中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

内，因而能够以极高的精度完美快捷地完成对具有平面和凸

工业化生产加工的趋势。Solanki Mechanical Works 公司坐

面的戒指和手链的加工。无论是在车削、铣削、开槽还是在

落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Rajkot，为了采用机械化来加工大批

钻孔加工中，尤其是在精美的金丝图案和纹饰的加工过程

量的首饰，这家公司研制了一款精密的CNC机床。这家公司

中，机床的精密性都扮演着决定性的重要角色。在机床上所

的客户群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南非等地的首饰制造商。

加工的各种各样的首饰中，有些甚至是轻如羽毛，即便是在
如此的情况下，进给轴的重复精度仍能达到五个微米，而回

车削、铣削、开槽和钻孔

转轴和摆动轴的最大定位误差仅为0.008度。

在 新 的 九 轴 加 工 中 心 MW-DF9中 ， 采 用 了 由 力 士
乐 的 IndraMotion MTX 与 具 有 多 通 信 协 议 能 力 的 驱 动

复杂的运动

控制器 IndraDrive Cs 和同步伺服电机 IndraDyn S 所

在对带有凸面的戒指和手链的加工过程中，必须要进行

组 成 的 CNC整 体 解 决 方 案 ， 不 仅 大 大 节 约 了 系 统 费

圆插补或自由曲面插补等非常复杂的控制计算工作。对于所
有必要的算法和功能，如特殊机械运动，IndraMotion MTX
都能作为标准的功能供客户使用。利用开放的、基于以太网
的实时标准Sercos，使控制器达到了很短的数据交换循环时
间，例如与智能型驱动器以及其它的外围设备如快速的I/O
耦合的数据交换的循环时间。凭借这种机床，首饰生产商能

IndraMotion MTX

够以可重复的高质量在最短的加工周期内生产出各种各样精

performance

美漂亮的首饰。v

带12个通道的系统解
决方案，用于在工业
环境中要求极高的加
工机床。

联系: S. Dharmieshvar, Bosch Rexroth (India) Ltd., 印度,
电话: +91 98457- 00939, Dharmieshvar.s@boschrexroth.co.in
Hetal Sanghvi, Bosch Rexroth (India) Ltd., 印度,
电话: +91 99747-19196, Hetal.Sanghvi@boschrexroth.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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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压
获得理想
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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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制造业中，越来越多的零件都是利用金
属粉末压制成型的。过去采用的繁复的切削加
工所制造的复杂零件如今都可以采用这种低成本的加工方法
来制造。位于巴伐利亚州Lenggries-Fleck的 Frey & Co. 公
司生产的校准压机就是为此而专门设计的，利用这种压机把
烧结加工后的零件压实到最终所需的形状，“因为零件在经
过烧结之后总会有些变形，所以这道工序是必不可少的。我
们采用校准压机对零件进行校正并同时压实材料的晶体结
构”，Frey公司的技术总监 Kaspar Waldherr 解释说。Frey
公司生产的这种轴向压机的工作压力为 315 bar。在新的KA
系列中，首次采用了新开发的即插即用式力士乐解决方案，

Frey 公司的校准设备把烧结完毕的
零件压制到最终的形状，机器中采用了
即插即用式力士乐液压运动轴。

这是一种自给自足型的运动轴，在这里，伺服驱动器的久经
考验的功能与液压的高功率密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节约且安静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总会重复地遇到液压缸已经停
止了运动，而中央的液压动力站还要继续运行的阶段”，
Waldherr说道。与传统的解决方案相比，伺服液压轴 (SHA)
仅需要较少的电能，因为，电动伺服装置始终将其电机转速
与泵的功率需求相匹配，因而省去了控制带来的节流损失，

 校准压机采用 315 bar 的工作压力以极高的安全水准压实烧结后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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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冷却需求也随之而减少。“我们在这里的节约成本是极为

结构紧凑且无需大油箱

可观的，并且明显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SHA轴还具有

Frey机器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它只需很小的安装空间、液

其它方面的优点，由于给控制块中的泵加上了护罩，所以工

压与电子技术组合形成的机电一体化使其成为可能，这种

作起来特别的安静。由于中央液压动力站在流程终端时为了 系统在工作时仅需很少的耗油量，因此不需要特别配置油
保持系统的压力仍要继续运转的缘故，因此，车间里的噪音

箱，“以前要需要一个容积为1000多升的油箱，而现在已

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三个SHA轴在运行中明显地

不再需要，甚至在用于核心流程需要附加的液压设备时也

安静无声”，技术总监解释说道。

是如此。我们不但可以省去换油的工作和费用，而且还省去

在 控 制 装 置 方 面 ， Frey采 用 了 标 准 的 IndraDrive伺 了用于防止油泄漏的昂贵的保护设施”，Waldherr解释说。
服变频器，并将同样也是来自力士乐的运动-逻辑系统

在轴向压机中，除三个伺服液压轴外，还有其它的设备功能

IndraMotion MLC 结合在一起。在驱动和控制软件中包含了 也是采用类似的节能型液压设备驱动的，在这里，Frey公司
自动考虑流体技术特性的专用SHA数据库。因为液压运动都

采用了力士乐的紧凑型标准动力站 ABPAC，它能够进行非

是由伺服驱动装置辅助完成的，所以能够应用所有已经成熟

常准确的组配。

的功能，例如轴控制功能和基于驱动器的安全技术功能，因

2015年底在慕尼黑举办的ceramitec展览会上，Frey向

此，Frey能够相应于 EN ISO 13849-1 的标准设计出安全的

人们展出了第一台这个系列的压机。Frey在未来将继续在压

Performance-

机中采用力士乐技术，因为力士乐技术给这种压机带来了仅

Level e (PL e) 水准。在这种机器中，当发生故障和错误的时

需很少的液压管道的快速安装时间、很小的噪音、很少的能

候，对于人和机器的最高级别的安全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因

源消耗以及改善环境保护等优异的特性。v

轴向压机，使其在标准范围内达到了最高的

为在操作这种机器的过程当中也采用手工上料。“这种手工
上料的操作方式是针对小批量生产加工设计的，在这里，安
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Waldherr解释说。

 紧凑型标准动力站 ABPAC 能够准确组配。

联系: Edgar Perez,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89 12714-322, edgar.perez@boschrexroth.de

 SHA 轴的电动伺服驱动器总是仅供给必需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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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
印后工作者
用于印后加工的机器必须在数字印刷方面时刻跟上
快速灵活的前进步伐，美国的 VITS International 公司
采用博世力士乐的整体系统研制出了
印刷机的创新解决方案。

 SPRINT Variable Data Finishing 系统以高达每分钟450米的速度把不同的印刷材料加工成最终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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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印刷个性化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还是印刷个人的邮

在内联款式中配有10到12个轴，在复杂的离线款式中最

件等等，只要是品种和花样繁多的印刷品，数字印刷绝对是

多配有30个轴。每个模块都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从印好

唯一的首选。所需的数据直接从电脑传递给印刷机，图片、 的纸带中制作出最终的产品：这些工作包括从纸带的导向
文字和各页面都可以灵活地进行编辑和更换。在此之前，虽

到折叠；从切割到页面堆垛。在印后加工中最尖锐的挑战

然喷墨印刷机与卷筒胶印印刷机相比，在印刷速度上还是比

是：即使是在多条纸带的情况下也要达到非常准确的套印校

较落后的，但是，如今同样也能够达到每分钟200到300米

准。Salamone解释说道：“每一页都只有千分之一毫米的

的纸带速度，因此，现在这种印刷技术也适用于印刷量较大

印刷长度误差，这看起来误差似乎并不是很大，但是，几百

的印刷工作。但是，由于速度的提高再加上不断变化的印刷

页之后就可能形成很大的套准误差，所以，必须进行准确的

数据，使得印后的加工更为复杂化，因为，即使是在印刷内

套准调节，从而形成完美的印刷品。”

容多变的条件下，也必须在对印刷品进行切割、分类和页面
组合后，要形成可阅读的最终成品。

智能型自动化解决方案

美国纽约州Blauvelt的一家企业 VITS International 公司

对于这种复杂的工作，VITS公司委托 Parks Consulting

及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决定要开发用于印后

International 集团的 Bruce Parks 公司来寻找最佳的解决方

加工的坚固型适用于工业应用的系统，并在这个领域中独占

案，这是一家系统集成公司，在把力士乐自动化解决方案应

鳌头成为领军的企业，这种系统必须要具有很高的、能够应

用于印刷系统的实际工作当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

对印后加工速度和复杂性的技术能力，必须以极高的质量既

家公司与VITS的团队一起在控制系统中采用了自动化平台

能完成离线印刷的印后加工，也能圆满地完成内联印刷的印

IndraMotion for Printing。“这种IndraMotion for Printing的

后加工”，这家世界领军制造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eirdre

工程设计工具广泛用于绝大部分的纸张印后加工的设计工作

Ryder 说道。

中”,Parks说道。以自动化解决方案的PLCopen-konformen
功能块作为基础，SPRINT团队把“Clear Channel”套印调

快速解决方案–内联和离线

节集成在设备之中，这是VITS公司首次把博世力士乐的整体

这家企业采用 SPRINT Variable Data Finishing 系统设

解决方案应用在印刷机当中。Deirdre Ryder 对结果感到非

计了一种新的机器方案，新机器能够以高达每分钟450米的

常满意：“我们配备有力士乐最先进技术的机器已经遍布在

速度把不同的印刷材料加工成最终的成品。凭借拥有专利的

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的产能和多样性都非常好，我可以自

“Clear Channel”套印调节，机器能够以极为准确的精度每

豪地说，它们都在无故障地圆满完成着各自的工作。v

分钟切割准确套准的几千页纸，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机器
能够在印后加工中具有如此之高的加工能力。
这套SPRINT系统拥有两种类型：一种款式是内联系统，
紧接在数字印刷机之后，对单个纸带进行印后加工。在第二
种款式中，最终的成品例如书籍，都是由多条预印好的纸带
而加工完成的，这种款式的机器以独立的离线系统的方式进
行工作。“根据所要求的多样性，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只有博世力士乐才能够为我们提供所需的、如此精密先进的
控制技术产品”，VITS公司新产品开发主管John Salamone
如是说。
SPRINT系统由模块化的各自独立驱动的部件所组成。

联系: Jim Hulman, Bosch Rexroth Corp., 美国,
电话: +1 847 645-3753, jim.hulman@boschrexroth-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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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最快的铁路保养项目
48 小时：博世力士乐中国的服务团队在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的液压设备
保养项目中就经历了这样的倒计时，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业。

 轮渡栈桥港口是粤海铁路的‘咽喉’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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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初，新开通的粤海铁路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建

的运动由三对万向节支撑的液压缸电子控制式同步完成。迄

设的第一条跨海铁路，它不仅结束了海南岛不通火车的历 今为止，栈桥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畅通的运行记录。为了继续
史，还成为了中国铁路网历史上的一项标志性的工程，从而

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专门为设备制定了定期检修计划，在

使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前进了一大步。保证铁路正常运营的 一个固定的保养维护周期内对液压缸进行更换。
关键是：轮渡要能够可靠地装载和卸载。在粤海铁路轮渡管
理部部长王锋看来：“轮渡栈桥可以说是粤海铁路的‘咽
喉’要道，一旦这里出问题，整条粤海铁路就无法正常运

时间紧迫
栈桥设备中所采用的液压缸的重量高达1.4到14吨。负

行，继而就影响整个国家铁路网的运行！”细心观察一下两 责此项工作的服务团队决定把整个工程分4次施工，每次更
个栈桥港口的接驳情况就能证实这种情况，如果是淡季每天

换三个液压缸，第一次施工时准备了3个新的备件液压缸进

约承担10次以上的作业，而旺季则会增加至20到30次作业。 行更换。这对于铁路公司来说，也意味着要承担4次风险，
因为在每次更换时，都必须要中断铁路运输，负责部门预算
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液压设备

了强制停运的每天损失大约在30万欧元。因此，留给博世力

用于摆渡轮船接驳的两个轮渡港口都各自配置了三个栈

士乐负责该项目的服务经理刘杰的时间非常紧迫：“虽然客

桥，用于接驳乘客、汽车和各种客货运列车。接驳乘客和汽

户方规定了每次60个小时的时间，但我们在施工时必须按照

车的栈桥采用单坡道，各配两个液压缸运行。长达90米用于 48小时马不停蹄地作业来倒计时完成任务，要留出足够的时
各种类型列车的轮渡栈桥由三段绞接相连的坡道组成。栈桥

间来处理意外的事件，绝对不能因为我们的问题影响了整体

 长达90米的列车轮渡栈桥由三段绞接相连的坡道组成。栈桥的运动由三对液压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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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用于栈桥保养维护工程
的重型机械：

广东

广西

香港
澳门

1

座 16 吨吊车

2

座 50 吨吊车

3

海南

辆重载卡车

2

 粤海铁路把海南岛与中国内陆的铁路网连接在一起。

个 600 吨
液压千斤顶

铁路网的正常运行”。这对于在现场作业的

彬说道。经过多项试验确保了液压缸正常的

团队来说就是要与时间赛跑。在项目作业中， 功能特性，仅在两周内维修合格后的液压缸
不仅要更换液压缸，而且也要更换8000升的

又运返更换现场，用于下一次的更换工作。

液压油以及相应的管道。

吕彬说道：“除技术方面的问题之外，在施
工的时间安排上也非常严格，中国铁路总公

两天连续作业
服务团队由12名工程师、60名员工和

司要求施工方案细化到具体每一步骤需要耗
时多少分钟都要经过审批，施工中必须严格

电工组成，另外，还为团队配备了大型作业

遵守时间的安排。”最终我们取得了成功：

工具，例如，吊车和重载卡车。液压缸的拆

在员工们的共同努力下，每次铁路停运更换

卸工作是最困难的工作，在工作中必须要随

设备的工作都按计划圆满完成，使铁路的各

时灵活应变。含盐的空气已经腐蚀了液压缸， 项工作都按时恢复了正常运行。v
因此给拆卸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拆卸
加工作的员工都必须随时聚精会神地工作，

1

个用于油单元测量
的试验单元

3

40

并且采用轮班工作的方式。
工程中采用一拆一装的方式进行更换，

个油箱

拆下的旧油缸马上运输到博世力士乐常州
有限公司进行维修，在那里，由专家进行专
业鉴定，确定哪些零件需要进行维修或更
密封和阀必须要更换”，服务项目工程师吕

液压千斤顶

个油泵

中必须要避免继续造成二次损坏，因此，参

换。“活塞杆仍然处于完好的状态，但是，

2

个 400 吨

联系: 刘杰, 博世力士乐 (常州)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电话: +86 519 8351-5192, Jie.liu2@boschrexrot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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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驱动装置,
良好的混合原料
为了能够对不同的橡胶混合原料进行最佳的揉捏和滚压加工，就需要配置强大的驱动装
置，因此，个性化橡胶混合原料专家KRAIBURG公司在其设备中完全采用了力士乐的Hägglunds驱动器。
无论是生产车窗雨刷还是冷却软管等产品 – 首先必须

机器的功能必须设计得如此强大，既能够加工软的混

要制造出合格正确的橡胶原料，因此要使用配置有转子的捏

合橡胶，也能加工硬的混合橡胶。因此，对于KRAIBURG来

合机才能制成橡胶混合原料，接着，把这些混合原料放入炼

说，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驱动器必须在整个转速范围内都能

胶机中，不断反复地通过滚筒轧制成细密均匀的橡胶材料。 以额定转矩运转，而Hägglunds驱动器完全能够满足这种极
其混合原料的配方正确与否决定了原材料在以后的应用中的

高的要求。

功能特性和使用寿命，因此，KRAIBURG公司建立了拥有针
对各种实际应用的大量配方的数据库。

快速停机
KRAIBURG的员工为了能够完成大量的订单任务，始终

欧洲最大的混合多样性

全神贯注地在炼胶机旁工作，切割混合原料，并将其放置在

KRAIBURG公司设备规划部的员工 Günther Beisser 介

滚压机上，因此，操作的安全性就成为这家位于上巴伐利

绍说：“我们的客户向我们订购大约4000种不同配方的混

亚地区的公司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滚筒标准中规定，在

合材料。”这样如此广泛的订货范围，对于KRAIBURG来说， 紧急情况时滚筒必须在继续转动57.3度之前停机，而采用
最为重要的就是在一台设备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产品。 Hägglunds驱动器的滚筒仅在转动10度时就能停机，这是
我们在市场上所能找到的最好最满意的数值”，Beisser解
释说。另外，这种急停功能还为每个滚筒扩展了一个反转单
元，在急停的情况下，如果滚筒达到了它的最大滚压距离，
这个单元将使滚筒反转。
除功能和安全特性非常重要之外，能源效益的意义也
越来越重大，所以，这家企业目前正在与博世力士乐密切合
作，力争开发出具有更高能源效益和节省电能的液压动力站
的控制系统。v

联系: Holger Huebing,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在炼胶机中橡胶混合原料正在均匀化。

电话: +49 2102 409-230, holger.huebing@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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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的 3-D 打印机
具有长使用寿命的力士乐线性技术部件完全满足了 voxeljet 3-D
打印机极高的精度要求。
有底切的、具有非常复杂几何形状的产品”，位于巴伐利

大的变化。在汽车制造业和精美家具的生产加工以及在建筑

亚州 Friedberg 的 voxeljet AG 公司的系统设计经理Bastian

应用等领域，尤其是在铸造厂的砂芯制造中，这种打印机早

Heymel介绍说。“我们的生产加工虽然无需切削刀具，但

已成为未来生产加工业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打印机采用这

是，我们机器中所采用的部件完全能够达到金属切削机床中

种积层加工法，以砂子和塑料作为原料全自动地精密打印带

所应用的高标准，亦即具有极高的使用寿命和精确性，尤其

voxeljet AG

随着3-D打印机的问世，整个生产加工世界也发生了巨

 快速的3-D打印机：带齿形带驱动器的线性模块极大地缩短了层面打印之间的辅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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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线性技术部件。” voxeljet AG 公司作为慕尼黑理工大学

3-D 打印工作

的周边企业成立于1999年，现今，这家企业已经拥有了各
打印头在直角坐标轴上按照定义好的轨迹在

种规格的、种类繁多的3-D打印机。
作为高产能的通用型打印机是VX1000机型，用户使用

盛装砂子或塑料颗粒的料箱上运行。在此过程中，

这种打印机能够制造出用于铝合金铸件的砂芯、汽车零件

通过10000多个喷嘴把无机粘结剂以准确定义的

或建筑设计师所使用的单个物体。在Y轴上的Gantry轴配置

形状喷洒在散落的材料上，然后，砂箱的箱底降

有两个带齿形带驱动器的线性模块，它负责VX1000的打印

低100到300微米，新填层的砂子灌入砂箱，这些

头的运动，其运动速度高达每秒五米，因此大大缩短了每

颗粒粘结在喷洒了粘结剂的轨迹上，而没有喷洒

层打印之间的辅助时间。在X轴上，另一个配置有滚珠丝

到粘结剂的地方则粘不上砂子。这个过程不断地

杠传动系统的线性模块以0.005毫米的重复精度完成准确的

循环往复直至零件加工完毕。

定位运动，它推动在两个滑台上重20公斤的打印头做精确
且同样的运动，这是3-D打印机能够达到高精确性的重要先
决条件。“在VX1000上可达到 600 dpi 的打印分辨率，换
算成42微米，这就要求打印头的定位精度要小于五微米”，
Heymel是如此介绍机器极高的精密性的，voxeljet机器要在
这个精度范围内进行运动。另一个带线性模块的Gantry轴在
Y方向上负责砂箱托盘的运动。
防止砂粒和其它颗粒的污染
“一个决定性的要求就是抵抗砂粒和其它颗粒的污染，
以及在某些流程中防止溶剂的污染”，Heymel解释说，因
voxeljet AG

此，对于voxeljet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滑台上线性模块与外
界隔离的护罩，另外还包括对侧向密封件和线性模块的端面
护罩，这样就使其不受任何外来物体的侵蚀和污染，即使在
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也能达到很长的使用寿命。根据不同
的机器规格，防护罩的材质采用的是聚氨酯高性能塑料护
罩或者是不锈钢护罩。由于从2014年起就在线性系统中采
用了高精密的滚珠滑块BSHP，所以，进一步延长了部件的
使用寿命。在Z轴上，voxeljet为砂箱底配置了力士乐的滚柱

在世界市场上
长期以来， voxeljet公司一直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运作，

导轨导向系统。“在VX1000打印机中，当流程开始运行时， 这 家 企 业 于 2014年 在 美 国 设 立 了 代 表 处 。Heymel说 道 ：
在这个轴上没有负载，而在结束时，砂箱要灌满大约400公 “我们已经把机器销售到美国、南非和亚洲市场。因为，我
斤的型砂和粘结剂”，Heymel介绍说。在每循环仅有小于

们的机器在客户那里始终是长期持久地连续工作，所以，对

350微米的极微小的运动和极高负载的工作条件下，只有无

于我们来说，博世力士乐在全球范围运作，并在售后服务方

间隙的滚柱导轨导向系统才能长期满足要求。与线性模块

面能够快速地供应备件的优势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值得信赖

不同的是，滚柱导轨导向系统不采用全封闭的形式，虽然如

的。”v

此，由于力士乐密封方案的缘故，它仍然也能达到很长的使
用寿命。“十二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各种实际应用中采用这
种系统，至今为止尚未出现故障失灵的情况”，Heymel说
道。在流程的终端，砂箱通过机器底面上的力士乐滚珠滑道
滑出，并被送到砂箱更换部位。

联系: Kersten Erhard,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721 937-9754, kersten.erhard@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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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液体对液压件的磨损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泵和马
达的影响更大。随着液压系统的快速发展和对液压系统的要求不断提
高，关于液压油的标准已经落后于发展的步伐，因此，目前博世力士乐
提供了一种与最新技术水平相匹配的、新的对液压油进行评价的方法。

什么是流体评级呢？

为什么需要进行流体评级呢？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液压设备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不断

流体评级是一种新的、标准化的对液压流体的评价方

明显的提高，压力、温度和油的循环次数都提高了很大的幅

法，博世力士乐采用这种方法来接近实际地对流体的性能，

度。在相应的关于液压油的标准 DIN 51524, ISO 15380 和

以及流体与核心的液压件泵和马达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试

ISO 12922 中，有效的最低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再反映

验。在这种方法中，对流体的技术特性值在合理性和符合标

出对液压流体的高要求，其结果就显而易见了：当液压件使

准性方面进行检验，如果被检的流体符合了要求，则被填入

用某些流体时，在运行了相对很短的时间之后就已经出现了 未来供客户使用的评级名单中。
磨损现象，而在使用其它液压流体时，即使是在工作了500
个小时之后也仍未出现磨损的迹象，而这些液压流体全都满

它的用处是什么呢？

足了关于液压油的标准中的要求。迄今为止，机器制造商只

此项服务给润滑剂和添加剂制造商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能以流体制造商的数据为依据或采用费用高昂的试错法来确

性，就是对所生产的流体进行中性的评价，而不取决于个别

认核实液压流体是否合格。

的情况。由此而使机器制造商和营运商能够改善运行的安全
性以及降低泵和马达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其维护
费用和停机的损失。

这种方法如何来运作呢？
流体在定义的力士乐液压部件中，在高负载情况下，以
不同的循环方式运行若干工作小时，其中包括高温也包括
运行时间

145 h

粘度等工作条件，然后，由专家按照标准化的方法检查流
体与液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得出最终结论，例如，在这
里包括磨损情况和材料的兼容性。为了能够准确地做出评
价，要测量零件的重量变化和尺寸变化的情况，并且同时
对零件的表面进行目检评估。另外，还要附加地在试验前、

运行时间

 来自 RFT-APU-CL 泵试验的对比图：

145工作小时与510工作小时的对比。

510 h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对流体的状态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泵马达组合，以及所使用的流体，还要进行其它必要的分析
（见右侧的举例）。
 www.boschrexroth.com/ﬂuidrating

Zffoto / www.fotolia.com

对液压油的
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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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流体

名称

矿物油基和类似的碳氢化
合物基的液压流体

环保型液压流体

不易燃的液压流体
– 不含水

不易燃的液压流体
– 含水

标准

DIN 51524

ISO 15380

ISO 12922

ISO 12922

文件

90220

90221

90222 / 902251

90223 / 902251

902352 博世力士乐评级名单 902452

流体评价

HL
HLP
HVLP
和其它

评级

1

适用于力士乐轴向柱塞单元

2

HETG
HEPG
HEES 部分饱和
HEES 饱和
HEPR

HFDR
HFDU (酯基)
HFDU (乙二醇基)
和其它

HFAE
HFAS
HFB
HFC
和其它

适用于博世力士乐行走机械应用 – 泵和马达

举例 RFT-APU-CL
(Rexroth Fluid Test Axial Piston Unit Closed Loop)

A6VM060EP

试验流程

Corner-Power 试验:

磨合运行试验：
为了使液压部件达到相同的试验出发状态，
通过一个磨合运行试验使零件达到同样的
水平。
运行时间: 10 小时
压力: 250 bar
转速: 2000 转/分
温度: 60 °C

在低粘度情况下部件的最大负载 (压力和转

摆动循环试验：
在高压和低粘度的条件下，使泵和马达的
摆角摆出和摆入，主要对切变情况、防磨
损性能和材料兼容性进行检验。
运行时间: 300 小时
压力: 450 bar
转速: 4000 转/分
温度: 100 °C

评价指标

速) 。主要对切变情况、防磨损性能和材料
兼容性进行检验。
运行时间: 200 小时
压力: 500 bar
转速: 4000 转/分
温度: 100 °C

A4VG045EP

要求：闭式回路如同在静液压行走驱动
器中
结构：液压泵A4VG045EP和液压马达
A6VM060EP

1. 流体与零件之间的交互作用
– 测量零件的重量变化和尺寸变化
– 材料兼容性
– 对零件和零件表面进行目检评估
– 油分析 (试验开始,试验期间,试验结束)
2. 对长期运行情况的评价

TECHQUIZ
34

drive &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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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要寻找的创新产品就在 F1 赛车团队完美的控制室

我们创新技术的睿智之处就在于: 它把所有重要的信息都

当中：它在赛事进行的过程中负责收集和综合所有的数

清晰易懂地展现在用户的面前，并一目了然地显示在一个

据，并对它们进行必要的计算，然后实时地传递给控制室

大型触屏上，当然也可以显示在移动电子器件上。如果控

内的工程师，因而工程师能够在赛车的行驶过程中对赛车

制室中的技术人员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对其进行

的各种性能机动灵活地进行优化：无论是在阴影下温度高

扩展，甚至是可以用App的形式。这样一来，工程师就能

达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还是赛道在下雨湿滑的恶劣条

纵观所有的信息资源，从而就知道采用哪些杠杠能够挖掘

件下，都能保证赛车既安全又快速地在赛道上疾速飞驰。 出赛车的更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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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30日。将在所有送交的正确答案中进行抽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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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手指的灵敏感觉

凭借诀窍、技巧和知识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器件上进行娴熟的操作，早

已是大多数人驾轻就熟的事情了，好象已经融入到他们的血液当中。SCIV操作台把这种简便易行的操作方式也运用到了
舞台控制技术之中。这种新的SCIV操作界面的多触屏功能给操作员提供了各种操作的可能性，既可以利用操作杆和起动
键来操作各种功能，也可以采用直观的触屏方式来操作各种功能。除此之外，在 SYB 3.0 舞台控制器中的附加软件功能
也极大地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性和可用率。

反复抬起和放下，经常来回行走，这样的工程机械工作原理对于博世力士乐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不仅如此，我
们对于客户对机器的高要求也同样了如指掌。因此，我们的理念是在力求提高挖掘机、轮式装载机、铺路机等工程机
械的性能的同时，努力降低排放。博世力士乐凭借传动与控制系统方面的强大优势，在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的形势下，
使客户如愿以偿地降低了能源成本。我们根据客户的各种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最佳解决方案，帮助工程机械制造商制造
出具有高能效、低排放，而且精密性极高的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商要同时面对国际市场和本地市场的不同需求，
为了满足所有这些需求，博世力士乐将竭诚为客户服务，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而我们遍布全球的销售和服务网
络正是了解世界市场的最好窗口。我们凭借独一无二的技术诀窍以及多年丰富的应用经验，不遗余力地为客户不断创
造出一流的创新产品！

Bosch Rexroth AG
www.boschrexroth.com/construction-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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