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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的证明

吊车是属于大型大动力的机器设备，当它在进行下
放重物的操作时，它的绞盘必须要能够特别灵敏地工作。例如，在港口的货物
搬运工作中，吊车要尽可能地把集装箱以精确到厘米的精度准确稳妥地下放
到目标地点。诸如像这些应用场合，用户完全可以充分地信赖力士乐新的
GFW 5000 减速机系列产品的优异特性，它的九缸发动机极大地改善
了机器的运行特性，从而使吊车司机能够极为准确迅速地完成货物的
定位工作。此外，这个产品其它优秀的性能数据也同样令人信服和称
奇：减速机以极高的功率密度覆盖了从7000到105000牛顿米的
扭矩范围 – 这已经相当于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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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必须要为人服务，
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亲爱的读者：
随着数字化高新技术逐渐进入我

为历史。在智能工具上打字、滑屏和

时可用是非常必要的。在联网的工厂

们的工厂，迄今为止的工作方式现今

滚动的操作方式将会使人与机器之间

中，人与机器和服务工作之间最佳的合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趋势在

的合作交流更加简便通畅，这种工作

作是顺利地实现流程运作的坚实基础。

未来的发展中还将继续下去，其中最

方式在未来将成为工业领域中的标准运

技术必须要为人服务，而不是反其道

为典范的例子就是人与机器之间进行通

作方式。

而行之。

信的人机界面。来自消费领域的发展

对于机械制造商和工厂规划人员

趋势可以看作是工业领域应用的先驱： 来说，这种新的操作舒适性是工业4.0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数据眼镜等智

在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能工具将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工厂的

人机界面将在一个复杂的生产加工环境

生产运作当中，诸如像与平台无关的

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好地为操作人

编程语言这样的网络技术将是未来决

员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各种与生产计

定性的发展趋势，如此一来，在机械

划和工作协调的相关信息将被随时调

制造领域中的操作就明显地简单易行

用出来，以便能够及时在现场为做出

了。终端和静态的用户界面很快将会成

相应的决策提供支持。在此，信息随

致友好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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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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机器：最默契的朋友   为了能够在智能工厂的
生产运作中使人与机器实现最佳的密切合作，
就必须让他们讲共同的语言进行顺利的沟通交流，
以实现他们之间直观且不能混淆的通信。

“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Andreas Gebhardt教授
在采访中介绍了在增材制造加工法中存在的发展潜力、潜在
的风险以及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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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的大坝  在墨西哥Malpaso拦河大坝弧形闸门驱动
系统更新工程中采用的新的液压解决方案将成为未来大坝
翻新改造工程的标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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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安全技术功能。

26

高堆垛，低能耗  一种静液压-机械驱动链为卡尔玛 (Kalmar) 公司生产制造的正面吊高能效搬运集装箱的作业提供了
安全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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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内外和谐 NuLine 公司在其用于生产大型塑料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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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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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运输中的液压阀
密集高效的运输作业和很短的装船时间在国际远洋运
输行业中早已成为标准的运作方式，而实现这种运作方式
的先决条件是船舶发动机要具有很高的工作能力和很短
的保养时间。在这方面“Fuel Injection & Valve Activation
(FIVA)”- 阀也起到了不可小觎的帮助作用，这种阀不久前
在Hapag-Lloyd船运公司的 Kuala Lumpur Express 号集装
箱货轮上已经投入使用。FIVA阀以极高的工作精度负责控

制燃油喷射和控制排气阀的任务，它以高精密的工作质量保
证了很小的能耗和很低的尾气排放。另外，这种阀还特别坚
固耐用和具有很高的可靠性，这是它能够具有长使用寿命和
低运行成本的可靠保证。FIVA阀至少也能完成2.5亿次负载
变换，这相当于大约五年的运行时间。
 www.boschrexroth.com/engines

 借助于FIVA 阀，

Hapag-Lloyd

实现经济性远洋
运输：Kuala
Lumpur Express
号集装箱货轮。

来 自 远 方的 帮助
快捷完美的售后服务能够帮助用户把故障停机时间降到
最低的程度，以使机器能够达到最大的生产率。力士乐的
Hägglunds原装服务凭借Hägglunds InSight Live 软件利用全
新的技术，通过远程维护能够为客户提供及时快速的支持和
帮助。客户的服务团队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者数据眼
镜来采集现场的信息，并立即将其传递给远方的专家，然
后，专家可以实时地帮助现场的服务人员找到解决问题的最
佳方案，或者帮助进行参数的设置。在此要感谢虚拟现实技
术大显神通，才使专家能够把曲线图、工具或者一只手直接
显示在所采集的图像之中，由此而提供了准确的技术帮助。
 www.boschrexroth.com/service/hagglunds

 现场服务：借助于 Hägglunds InSight Live 软件，服务人员宛如总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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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集成式变频

GAMI Global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stitute

器的液压动力站
CytroPac 与类似
的定量驱动装置
相比能够节约高
达 80% 的能源。

 在中德工业 4.0 技术展示创新中心，可以在一条智能组装线上积累

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

小空间，大动力
在最小的空间中提供最大的全液压动力：在最
新的液压动力站CytroPac中，集成了节省能源的
Sytronix驱动器、完全连线的变频器和工业4.0接口，
并且实现了静音屏蔽。力士乐对应用于机床行业的
最大为四千瓦的小型动力站进行了全新的改进设计，
简捷的电连接、用于控制的通信以及液压回路和冷
却水回路集于一身，动力站可以即接即用。
 www.boschrexroth.com/cytropac

学习工业 4.0
导向与测量
全球先进制造研究所 (Global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stitute) 在位于苏州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中国
研究院 (KIT) 建立了中德工业4.0技术展示创新中心，其
创建的背景是“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战略发展规划，
根据计划，中国将达成从“制造大国”变身为“制造强
国”的目标。但是，迄今为止尚还缺少切合实际地培养
专业人才的具体措施，因此，对于那些在中国进行生产
的企业来说，职业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在技术展
示创新中心建立了一条用于生产液压阀的智能组装线，
而在组装线上采用了大量的博世力士乐技术。它可以根
据不同的应用目的进行配置，并且装备了不同的工业4.0
应用，因此可以在不更换工具的条件下生产不同类型的
阀产品，而且与此同时还能够在屏幕上实时地显示出有
关材料和生产流程的技术信息。工件托盘上配置有电子
数据储存器，由它给出具体的生产流程信息，明确规定
哪种类型的阀应该在哪个工位上进行生产以及都需要哪
些材料和加工工序。

当今，对机器设备的运行精度和速度的技术要
求在不断提高，在这里，进行绝对位置测量并传递
给控制器的、具有高分辨率的测量系统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角色。力士乐利用IMS-A把这样的绝对位置
测量系统完全集成在滚珠导轨导向系统和滚柱导轨
导向系统当中。这种系统的测量精度完全可以与光
栅尺传感器的测量精度相媲美，而且对污染、振动、
碰撞和磁场干扰等影响因素也不敏感。
 www.boschrexroth.com/ims

 www.boschrexroth.com/showcase_i4.0

 IMS-A 完全集成在滚珠导轨导向系统和滚柱导轨导向系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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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itz Hydro

潮汐发电
韩国始华湖潮汐发电厂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潮汐发电厂，装备有10台发电机，
合并发电容量高达254兆瓦，因此可为一
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提供电能。这座发
电厂坐落在一个长达12.7公里的西海岸水
坝旁，这座水坝形成了一个人工湖。当年
为了解决人工湖受污染的问题，韩国政府
决定在大坝上钻孔，通过大规模的海水流
通来改善始华湖的水质，并与此同时将水
流应用于潮汐发电厂。博世力士乐奥地利
为此项目制造了十台客户定制的液压动力
站，用于控制进入透平机的水流，它的作
用是在高达八米的整个潮汐冲程中负责调
节透平机的导向叶片和工作叶片，使透平
机能够获得最佳的工作效率。
 www.boschrexroth.com/civilengineering

 韩国始华湖潮汐发电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潮汐发电厂。

维护就意味着 节 约
由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IET) 和博世力士乐共
同制作完成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主动性维护常
常会节约很多费用，但在过去的五年中，在英国
仍然有半数以上的制造商减少了用于维护方面的
预算，而同时对工程师的要求则不断地提高。在
300名受访接受询问的人员当中，有三分之二的
人认为，他们要进行维护的设备的规模在不断地
增加，而四分之三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工作器具
比五年之前要复杂得多。另外，调查结果还显示
了50%的工程师每年只有五天甚至更少的时间用
于参加技术培训。
 www.boschrexroth.co.uk/UKmaintenancereport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只

有很少的资金和培训时间用于
维护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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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发展的
液压缸传感器
液压缸测量系统CIMS能够准确可靠地测量大
型液压缸的活塞位置。长达20多年的大量实际应用
充分证明了这种系统所具有的极高性能。最新款的
CIMSmart测量系统采用了来自汽车工业领域的技术，
它能够准确地记录重要的应用数据和状态数据，例
如记录位置和温度等数据。CIMSmart完全集成在力
士乐的大型液压缸当中，在实际应用中几乎适用于
所有的应用环境。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ial-hydraulics
 ActiveAssist 引导员工一步一步地完成装配工作。

睿智的
助理系统
 CIMSmart 能够记录重要的数据。

既快速又精确
新的力士乐输送系统ActiveMover能够以比传统
输送系统快十倍的速度更换工件托盘，从而明显提
高了在短节拍应用中的生产率。不仅如此，在精确
性方面也绝不逊色：ActiveMover的工件托盘能够以
高达 +/– 0.01 毫米的重复精度运行到任意位置，由
此进一步提高了流程的安全可靠性。
 www.boschrexroth.com/activemover

博世力士乐在其多类型产品的生产加工中，以
不同的工业4.0解决方案为其员工提供大力的支持和
帮助，其中很典型的实例就是  ActiveAssist，这种系
统正在博世力士乐工厂中的实际日常应用条件下进
行测试。它利用传感器引导员工进行工作，并且辅助
员工一步一步地进行装配工作。为此，这种助理系统
借助于RFID来确认要装配的工件，并且通过连线从上
级的MES或ERP系统中下载相应的工作计划，紧接
着，ActiveAssist顺序为员工显示工作步骤，指示从
哪个容器中取出哪些零件和必须怎样进行装配，在此，
用于标记取料容器和显示工作指令的投影仪以及Pickto-Light模块随时供员工使用，为其提供用于完成工作
任务的重要信息。最后，系统借助于3-D摄像机或超声
波传感器来检查工作步骤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并且在
需要时马上帮助提供修正措施。ActiveAssist通过蓝
牙标签来识别员工，从而能够针对具体的员工来匹配
个性化的操作引导以及选取员工希望使用的语言。因
此，ActiveAssist为保证更高的流程安全性和减轻员工
们的工作负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y-4-0

 新的力士乐输送系统仅用 0.1 秒的时间即可更换工件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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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机器：
最默契的朋友
人机界面在联网生产中的意义越来越重大了。为了能够使智能工厂中的主人公们
真正实现顺利且无风险的密切合作，就必须让他们讲共同的语言进行沟通，以实现他
们之间直观且不能混淆的通信。

在机器控制系统的操作中，以前仅限制在操作人
员按键操作的形式，而未来的运作形式将会发生很大
的变化。人机界面 (HMI –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将更加舒适、直观和便捷。在实验室和实际应用中，
如今正在进行一系列附加的通信可能性的试验，从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到诸如数据眼镜这样的穿戴式装置
能够使人和机器可以完全毫无疑义地进行相互间的互
动沟通。
打字、滑屏、滚动
最为接近实际应用的就是把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触
屏操作方式运用在工业生产的控制器中。人们在屏幕
上打字、滑屏或滚动的时候，屏幕则将这些触摸动作
翻译成机器能读懂的脉冲信号。触摸系统完全能够形
成安全便捷且舒适的人机通信。这种触摸系统同样也
适用于工业环境，而且还很坚固耐用并具有很长的使
用寿命。对于固定的工业设备来说，这不失为一种非
常有效的技术手段，如此一来就使平板电脑成为了机
器的操作面板。在不久的未来，在平板电脑上将会增
加越来越多的App，尤其是在服务、维护和技术文档管
理等方面更是如此。在增强现实应用或穿戴式裝置的
使用方面，也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例如机器数据
将实时云储存，而操作人员则从他的智能手表或数据
眼镜上即可获得相应的状态报告。
表情、手势、情绪
直观、简单、无误 – 这就是对人机界面设计人员
所提出的尖锐挑战。科研人员正在这方面开展大量的

研究工作，对表情、手势或情绪等状态要做到准确无
误地识别和解读，甚至脑电波也能通过神经传感器获
取，以便解读出人的思想意图。美国 MIT Media Lab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正在开辟另一种新的技术
途径，在那里，科研人员用一个悬浮在磁性空间里的
球来进行交互作用的试验。在抓取和推动这个球的
时候，计算机则实时地记录下每一个动作，进而能够
在三维空间里描绘出这些动作，并且还可以任意复制
这些动作。而在人机语言通信方面，科学工作者也在
不断地开展研究工作。类似于在智能手机中的语言辅
助功能，机器也可能在未来能够对口述指令做出相应
的反应，但是，这是否能够在有很大噪音的生产车间
里面实现，还要拭目以待，这是否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还需继续探索。
位置、密度、质量
不仅仅在工业领域中应用人机界面，而且在行走
机械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在收割机或压路机的应用
作业中，HMI的未来发展前景也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了。
高精度的定位系统能够通过导航系统为甜菜收获机或
割草机提供最佳的工作路线，具有可自由编程功能的
屏幕及时向司机发送重要的信息，而机器控制系统完
全跟随坚固耐用的、安全且人性化的操作器件。在压
路机作业   中，传感器负责监控路面在压实工作中的
所有参数。正在进行的研究试验是在不久的将来机器
甚至可能会自动获取匹配的工作方式，可以想像出到
那时挖掘机司机只需输入坐标和挖掘体积，而挖掘机
则会自动把高效的工作战略付诸实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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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于 实 际 的数字式助理系统
无论是应用于固定加工设备还是应用于行走机械领域：博世力士乐都提供有功能完美且
操作便捷舒适的人机界面。

在智能工厂中，超越所有界限的通信能力是最基本的先
决条件，在此前提基础上才能实现完美的人与机器之间的互
动交流。HMI不仅只是在所有参与者之间架起了交流沟通的
桥梁，而且也是所采集的海量数据的“过滤器”。加工和装
配将通过实时制备的数据而更加透明，HMI将发展成为决策
者最好的核心支持工具。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主管工业应用
事业部和销售协调的执行董事会成员 Dr. Steffen Haack 博士
强调指出:“谁能更准确深入地了解他的工厂情况，谁才能
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在自己工厂的大量试点项目中，已
经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应用经验，并且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了新
的系统解决方案，在联网的工厂中，这些系统解决方案既支
持了员工的工作也支持了生产流程。”举例来说，状态监控
系统 Open Diagnostics Network (ODiN) 能够对整个设备的
液压系统进行监控，并且在即将要进行保养工作之前及时发
出报告。例如，在机床行业范围内，用户能够用拥有权限的
智能设备直接与液压动力站ABPAC连接起来，随时可以调
出当前的系统状态和计划相应的保养措施。尤其是在汽车
行业，“Process Quality Manager”软件能够在质量检查
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这是一个博世力士乐与博世软件创新
公司合作开发的共同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这套系统可以把
各种电动拧螺栓系统相互联网，并且实时采集、分析和图像
化各单个拧螺栓流程的数据。作为基于互联网的生产信息系
统，ActiveCockpit能够在生产线上形成最大的透明度。可灵
活匹配的装配助理系统ActiveAssist在多类型产品的装配工
作中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帮助。在实际应用当中，把实际的装
配工位与虚拟的IT世界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在使用可自由
组配的传感器的条件下，由助理系统引导员工圆满地完成各
装配步骤。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员工也必须参与到整个研发
过程中来，Haack介绍说：“员工的员工的接受度是工业4.0
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增加对用户优化的机器界面更加深化的了解，对
于博世力士乐来说，用户体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
此，客户也在开发工作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参与到界面的设
计当中来。例如，这家企业在与设在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
夫工业工程与组织研究所合作开发的项目中，把工程设计软
件IndraWorks继续开发成为一款可以简便直观操作的工具，
而开发工作的基础条件是对来自不同范围的大量用户的调查
询问：从程序员到软件的使用者；从维护人员到服务技术人
员，每个人都把他的专门要求加入到工程设计软件当中来。
博世力士乐的积极参与还体现在更广泛的领域，例如职业教
育领域：在巴登 - 符腾堡州莫斯巴赫的双轨制大学的教学中
就采用了力士乐的机电一体化培训系统 mMS 4.0。
在行走机械行业中也引进了新一代的操作器件。利用
通用的操作和显示单元 BODAS DI4 能够完全轻松自如地布
置行走机械的操作，在这里有很多用于实现个性化的图像化
和功能指令的可能性。此外，DI4还简化了通过CAN总线连
接的BODAS控制器的诊断和新编程工作。新一代的电子手
柄显示出如何才能把操作舒适性与安全性融合在一起，按照
五百万次操作设计的手柄以全部数据流都采用双重设计的内
部结构为标志，从而保证了相应于欧盟机器准则的功能安全
性。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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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
与机器
的密切关系。”
波茨坦大学的 Prof. Dr.-Ing. Norbert Gronau 博士教授从他的科研工作中充分认知了
对未来的人机界面的要求。

数字化转型后，在工厂中将发生哪些根本的变化呢？
道等待着的新工作是什么。机器将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自
这将是一种完美的脱胎换骨的蜕变，因为在工厂这个 觉性的智能化的机器，而人必须要在这种环境下与机器平起
物体上将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个物体将通过新的能力 平坐，而且更要与机器发展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在这里，
和特性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形态，经过蜕变之后的工厂将焕 人们必须要接受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就是机器的
然一新，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做法常常要比人们所喜欢的做法还要略胜一筹，这将为工厂
的运作带来福音。但是，我们对自动化的主宰不要害怕，我
在生产车间中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景象呢？
们并不是要用机器来取代人，而是要实现机器与人之间更加
在车间的地面上将会刮起新鲜的风，它将把变化带给员 高效和巧妙的相互合作，最终负责和做决策的仍然是人。
工，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机器将不再是只知道执行控制指
令的傻傻的生产工具，而是完全被智能化的“精灵”，它们 在人机互动方面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不仅知道要做什么，而且知道怎样才能做好工作，甚至还知
首先是一个功能性的任务：人机界面必须对海量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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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游戏”：“Gaming”这种方式对明天的工厂有哪
些功能呢？
“ 示 教 游 戏 ” 是 对 数 字 HMI的 一 种 完 美 的 补 充 ， 例
如，每个员工都能够利用一个严肃的“游戏”在一种“玩
耍”的环境下来演示质量管理或启动系列产品等方面的内
容。“Gaming”这种方式也意味着一种打到下一个等级的
健康竞争。但是，这绝不是培养对抗思维，而是培养基本的
职能，以游戏的方式来培训出有勇气的员工和建立起绩效激
哪些因素能支持他们接受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旦操作工具定义为个人使用的话， 励的机制。
就会被接受。因此，我鼓励大家去尝试新生事物，人们经
常会在尝试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它的优点。平板电脑进入公司 十年前瞻愿景：在人机互动方面以哪些具体的发展为标志
领导层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其使用价值的例子，经理们 呢？
在人机互动中，将越来越多地调动利用人的主要感觉
使用数字式辅助陪伴装置的目的不是作为身份的象征，而是
器官。虚拟现实和数字式穿戴装置不久将引进工厂，这好像
使用这些辅助装置能够非常方便和轻而易举地找到所有的数
据，而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由助手拖着很大的文件包去参加 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迄今为止戴安全帽或穿安全鞋一样
自然，我们在未来将使用RFID标签来识别我们自己，或者
会议。
使用数据眼镜来指引我们工作。v
数据云计算进行如此过滤和表达，使其能够在当人做工作和
做决定的时候，提供相关有用的信息。我们在将来要为每台
机器都配置一套小的管理信息系统。另外，由于积极的互动
将会形成社会文化层面的互动，就像当年的汽车或现今的
智能手机一样，作为一个物体成为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HMI在将来也将成为人们日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陪伴者。

这对于机器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必须这样来扩展机器的智能，使它们能够以类似
于人对信息所进行处理的方式来进行工作。人不仅具有极为
优秀的能够区别相关和不相关的信息的思维能力，而且能够
以极快的速度过滤掉不需要的东西，并把它们隐藏起来。因
此，我也积极参与了一个国际性有关记忆方面的科研项目的
工作。这种进行脑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把信息进行过滤，不
是把内容从记忆中彻底删除，而是能够根据线索重新恢复过
来，因此，我们也必须要教会机器能这样进行思维。
示教工厂对于员工的资格达标具有什么意义呢？
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里是进行实践和积累经验
的空间，是把人们引领到更高要求和更高层次的地方。在真
实的条件下“玩”无危险的“游戏”，能够培养出对机器的
信赖和培训无偏见地操作机器的方法，其教学的教程在这里
是非常出色的。另外，诸如像我们的波茨坦工业4.0应用中
心这样的示教工厂能够充分展现科研与工业界之间肩并肩的
密切合作。

flischpic.de/Uni Potsdam

您说到员工们早已不再是按键人或上料人了，而是成为了控
制人或导航人，这是否就对人员本身的资格提出了全新的高
要求呢？
是的，但同时也帮助促进推动了数字化的进程。我们将
在不久的未来经历学习与工作共存的现象。在未来，将不再
适用“我在这里学习但不工作”或者“我在这里工作但不学
习”这样的状态，学习与工作将会完全组合在一起，相辅相
成共同成长。人们将在带有完全个性化内容的人机界面上进
行学习，因此，通用的学习方式将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Univ.-Prof. Dr.-Ing. Norbert Gronau 博士教
授从2004年4月起，担任波茨坦大学流程与系
统经济信息学研究所主任，他所研究的领域是
知识管理和具有变化能力的系统。Gronau教授
是工业4.0应用中心的发起人之一，这是科研项
目“MetamoFAB”(智能网络化工厂) 的核心。这
个中心把虚拟的工厂设备、互动的示教工厂和科
研实验室完美地组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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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 具 的伴侣
液压起升控制系统几十年来一直是拖拉机中的核心功能之一，它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工
作负担，并且也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拖拉机极大地减轻了农业作业的工作强度，虽然如此，
在耕地处理作业中仍存在着很大的改善潜力。尤其是在地面
情况发生各种变化时，发动机的功率不是总能与犁具的重量
或牵引力需求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会有拖拉机轮打
滑或者发动机熄火等情况的发生。司机在工作时也必须要经

常回头观察他身后犁具的工作情况，这就在工作过程中存在
着不安全、不高效和不舒适的情况。另外，在拖拉机驶往
农田的过程中，安装在后部的农具会使拖拉机产生很大的振
动，从而使司机的身体受到抖动。
博世力士乐采用不同的创新技术来应对这些存在的问题：

narvikk@iStockphoto.com

1952 年第一套机械起升装置控制系统 (MHR) 问世，它能够 2001 年利用车载电子首次把液压与电子组合成为一个机电
通过对牵引力和起升装置位置的混合控制来保持相同的耕作 一体化部件，由此而使整个起升控制系统更加紧凑。
深度和恒定的牵引阻力，由此而改善了后轴的负载情况和耕
作的效果，并且能够在农具本身没有深度调节装置的情况下 2007 年双作用式高频响阀 EHR33-da 投入使用，它使起升
使用各种农具，司机首次能从驾驶位置来控制起升装置。
装置控制系统也能够应用在主动压力支撑的农具当中，尤其
是在起升装置无负载时、在低温工作和使用轻型农具时，特
1979 年公司向市场推出了第一款电子液压起升装置控制系 别具有使用价值。
统 (EHR)。随着力测量销轴和成熟的控制方案的开发，能够
对拉动农具所需的拖拉机牵引力进行准确的测量和控制。液 2014 年向市场推出了新的 EHC-8 (Electro Hydraulic Hitch
压系统的电子化通过一个主动减振功能使工作更加安全和 Control) 电子液压起升装置控制系统。这是一款用于没有驾
舒适，利用它能够实现对地面进行精密的耕作，而且由于系 驶室的小型拖拉机的坚固型解决方案，它是为那些还普遍采
统中的易磨损零件很少的缘故而具有很长的使用寿命。现在 用机械系统的地区市场研发的另一种解决方案，例如，应用
HER已经成为中型和大型拖拉机的标配系统。
于印度市场。

FUTURE
16

drive & control

“我们为 什 么 不 这样做呢？！”
Prof. Dr.-Ing. Andreas Gebhardt 博士教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着增材
制造加工法方面的研究工作。在采访中他介绍了在这种加工法中存在的潜力、风险以及发展
前景，他热切期待着在工业生产加工中能够出现巨大的改变，并且强烈呼吁在思维和培训方
面给予大力的支持。

人们经常会使用增材制造和 3
-D 打印这两个术语，可是它
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增材制造的历史要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
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快速成型法。实际上快速还谈不上，
如果这种加工法特别快速的话，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普及
开来呢？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人们可以在不采用其它工具
的情况下，能够明显快速地制作出样件。这个命名虽然很精
确，但是也比较复杂，需要进行很多的解释，因此，我们
对每种新的技术都要进行很多种命名。在快速成型的基础上
发展成快速制造，在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了增材制造。大约在
2000年时售价在500到2500欧元之间的小机器也开始应用
在私人的范围，从那时起，3-D打印这个术语就越来越被广
泛地使用了。

所在，而且以后还将继续如此。唯一的理由就是与传统的从
半成品的材料加工出成品的加工法不同，材料的特性，亦即
形状和质量是在3-D打印的过程中才形成的，例如，粉末由
激光来熔化，在冷却之后才能形成固定的层面，最后再生成
元件，在这里是激光束与粉末之间的交互作用来形成局部不
同的材料特性，因此，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来获得人
们想要得到的零件。
可以想象未来还将会有什么样的材料呢？
在所有的材料等级中所能使用材料的数量要远远少于传
统应用的材料数量。在M-Base塑料数据库中我们找到了总
共大约50000种塑料，但在这些材料中目前也仅有大约50种
能够供增材制造所使用，因此可用的材料必须要继续进行扩
展。目前对这些材料的询问数量还尚且不足，其数量还是少
之又少。

在这种加工法中可以使用不同的材料，在这里所面临的挑战
是什么呢？
我们现今可以用所有已存在的材料“打印”成零件： 在材料特性方面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比如塑料、金属和陶瓷，一如既往，材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塑料材料方面，数字材料将会出现令人振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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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想象一台传统的彩色打印机：当您想要在打印机上打 印方面的应用，而在不久前，我们还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印彩色图片时，要把来自四个墨盒中不同颜色的颜料进行数 情。在这里将形成一股潮流，当一家制造商把一种新的应用
字化混合，人们也可以在3-D打印中进行如此的运作，只是 成功推向市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其它的制造商随后便提出
人们还可以对其它的特性如灵活性施加影响，如此这样才能 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种潮流现在
够打印出零件内部具有不同特性的零件。例如可以打印出一 已经形成，有一家飞机制造商刚刚揭幕了一个用于打印金属
面硬而另一面软的零件，如此可以在一个打印过程中打印出 零件的加工车间。v
一个完整的车窗雨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性衡量标准，这也是3-D打印法与其它的加工法的根本区别
w	
请您在下列网站上阅读采访 Prof. Gebhardt 教授的全部内容：
所在：使用数字控制的零件，在几何形状和物理特性方面以
www.boschrexroth.com/trends-and-topics
及在局部进行匹配方面还具有很大的潜力。
外形和设计的自由度的极限在那里呢？
人们在最开始时说：“我们能够打印任何东西。”在实
际应用中我们冲破了一系列的限制，但是我们不能超越物理
范畴。人们必须总是从打印加工法的角度去观察物体的几何
形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设计与加工要更加紧密地共同成
长这个道理，比如在计算机上设计的东西也要非常准确地加
工出来。设计的目的必须是要把3-D打印的优点集合在设计
规则当中，否则的话，在未来我们采用3-D打印法所制成的
产品只能是与其它方法制造出来的产品没什么两样。

Prof. Dr.-Ing. Andreas Gebhardt 博士教授是亚琛

这种加工法能以多快的速度普及应用呢？
在不同的行业中的转变已经到来。产品越是具有个性
化的特点，这种加工法就越广泛地应用在工业加工当中。例
如，现今市场上已经没有不是打印出来的助听器外壳了，而
在2000年时还没有出现一个打印的助听器外壳，仅在两年
的时间内，打印的助听器外壳所占的份额就从10%猛增到
100%，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破坏性创新”。在一种新
技术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优势的时刻就是它全面普及铺开的
时刻，我认为在未来的五年内将会发生很多明显的变化。

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制造与机电一体化系主任。他
从1991到1997年担任北威州激光加工与咨询中
心和样件制作中心主任，该中心从1992年起就已
经开始从事3-D打印加工的服务工作。2000年他
被聘为加工技术的高效加工法和快速成型专业的
教授，他也在纽约市立大学的市立学院授课，同
时还拥有比勒陀利亚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此外，
他还是“增材制造”书的作者和RTeJournals杂
志的发行人，这是有关快速成型技术的开放式的
在线杂志。

FH Aachen

增材制造将如何改变工业生产呢？
我们将充分利用产品个性化的可能性，您从现今已经
生产的产品中可略见一斑，例如，假牙和助听器的外壳，每
件产品都不同于其它的产品。很多的零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
要对其进行组织匹配，必须要持续准确地识别、加工和供货
正确的零件，这在没有把IT集成在加工流程中的情况下是不
可想象的事情。隐藏在工业4.0背后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出
来了。

www.rtejournal.de

将在哪些行业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呢？
这就很难讲了，但是我认为在金属加工方面将会看到
更大的变化。我们已经目睹了一系列用于金属加工的3-D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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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的
大坝
博世力士乐的工程师们为墨西哥的Malpaso大坝更换了弧形闸门的电动驱动设备，其所
采用的液压解决方案将成为未来大坝翻新工程的标准方案。

在墨西哥南部的Nezahualcóyotl水库的大坝上矗立着 110平方公里。这座大坝一方面保护下游的塔巴斯科州免受
一座高大的起重机，它的吊钩上吊着一块超大型的铁 每年的洪水侵害，另一方面，大坝中的六台混流式透平机
板，起重机驾驶员小心翼翼地把这块铁板下落到大坝弧形闸 发电，为所在地区供给洁净的电能。大坝的营运商是墨西哥
门前面的水库中，巨大的水压力把这块铁板稳固地压靠在混 联邦电力委员会 Comisión Federal de Electricidad (CFE)，
凝土大坝上，随着铁板的缓慢下沉，大坝的放水涵洞被封 这个委员会定期在所有技术设施的安全性和可用性方面进行
闭，接着弧形闸门被打开，封闭在铁板与弧形闸门之间的水 投资。该委员会决定在2015年要对用于控制水库水位的总
被排放出来。至此，博世力士乐员工开展工作的场地已经准 共七个弧形闸门中的三个进行现代化更新：每个弧形闸门都
备完毕：平时防止大坝漫水的弧形闸门已经干燥。博世力士 由一台电机通过一根机械轴来驱动两台带有输出齿轮的减速
乐主管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 Manuel Schuhmann 兴奋地评 机，这套机械装置再通过弧形闸门两侧的链条驱动重达170
论说：“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称奇的事情，被称为Stoplock的 吨的弧形闸门的运动，这套系统自从1960年代大坝投入使
铁板仅仅靠水的压力就被稳固地压在了水库的大坝上。”工 用以来一直在不停地工作。
程师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对大坝弧形闸门旧的驱动设备进行现
博世力士乐墨西哥在以前的新建工程项目（例如在拉耶
代化的更新改造。
斯卡大坝项目）中，就已经采用了把大型液压缸作为大坝闸
门驱动设备的方案。但是，这种方案并不适合于这个更新项
慎重的创新
目，其原因就是坝体不能承受大型液压缸产生的强大动力，
这座在1958到1966年间建成的、高达138米的拦河大 而且改建混凝土结构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费用。“因
坝的正式名称是Nezahualcóyotl。这座大坝拦河形成了一个 此，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仍然还使用原
蓄水量为一千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水库的水面积大约有 来的拉链装置，但同时也利用了液压技术的优点”，博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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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凭借安全可靠的液压驱动设备来开启和关闭Malpaso大坝上的弧形闸门。
 液压链条驱动设备可能在未来会成为大坝更新项目中的标准解决方案。博世力士乐的员工

Manuel Schuhmann, Martín Gómez 和 Abraham Huerta (左起) 在更新后的弧形闸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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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 Hägglunds 径向柱塞马达直接驱动链条运动，马达的柔和起动明显

提高了链条的使用寿命。

士乐墨西哥公司项目主管 Martín Gómez 介绍说，这个项目
的成员中还包括 Héctor Vásquez 和 Héctor De Reza。他的
同事Schuhmann继续补充说道：“在水利工程项目中最为
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性。当我们向客户介绍说，类似的液压
系统已经在其它的大坝项目中成功地投入使用时，我们就幸
运地获得这个项目的订单。”
安全可靠
在Malpaso解决方案中，每个弧形闸门配置一个固定安
装的液压动力站提供动力，由它驱动两台缓慢旋转的径向
柱塞马达运动。这两台力士乐Hägglunds马达取代原来的机
械减速机，直接驱动输出齿轮带动链条运动。Gómez解释
说：“由于采用了液压技术，理所当然就带来了过载保护功
能。例如，当有树干卡在大坝上时，链条的负载将超过所计
算出的数值，这将使溢流阀开启为系统卸荷，而不会使驱动
设备由于过载而受损，这就是我们的液压解决方案的安全优
势所在。”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博世力士乐的水工专家
们在设备中为每台马达都配置了一套专门的片式压力弹簧制
动装置。在工作时，这种制动装置靠液压力打开，当一旦失
去控制压力时，制动装置将会自动关闭，并产生足够的作用
力来支撑弧形闸门，因此不会有失控的情况发生。
柔性张紧
新的液压驱动设备大大缓解了链条的负担。迄今为
止，电机都是以冲击的形式起动的，在链条使弧形闸门产生
运动之前，会在链条上产生很猛烈的拉拽作用力，这就在
链条的部件和其它的机械部件上产生很大的冲击负载，因
此，必须经常要对它们进行维护保养。“与此相反，液压驱
动设备运行非常缓慢而且运动平稳，力度能够很柔和地张

drive & control

 在大坝上的液压动力站：配置了空调的防护罩用以保护设备不受热带气候

的影响。

紧链条，从而保护了链条免受损坏。这就明显减少了所需
的保养工作”，Gómez说道。除整个工程设计和安装工作
之外，博世力士乐还承担了电子控制系统以及软件编程的工
作。Schuhmann解释说：“每个液压动力站都配有自己的
电子控制系统，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控制台来控制全部三个控
制系统。操作人员可以在触屏上非常舒适便捷地进行设置和
操作，例如，他可以设置弧形闸门开启一米高的开启量。”
与按键和手柄式操作相比，在操作舒适性方面前进了一大
步。而且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系统现在能够采集数据并
把它们显示出来，例如，弧形闸门是关闭的还是开启了多大
的弧度、水温和水压力是多少等等。
博世力士乐的工程师们背靠大坝努力奋战了三个月的时
间，终于使这个更新项目于2015年6月份胜利结束，大型起
重机把挡水铁板重新吊起：三个弧形闸门现在都已经配置了
新的、安全的驱动设备。在不久以后，也将会对另外的四个
弧形闸门进行更新。Schuhmann说道：“在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关于类似项目的询问，那里的潜
在客户向我们咨询有关液压链条驱动设备方面的有关事宜。
对于大坝更新项目来说，这种驱动设备可能在未来会成为标
准的解决方案！”v

联系: Martín Gómez, Bosch Rexroth S.A. de C.V., 墨西哥,
电话: +52 55 574-70800, martin.gomez@boschrexroth.com.mx
Manuel Schuhmann,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173 773 9722, manuel.schuhmann@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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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
高精密工具
瑞士机床制造商 Bumotec 公司新近推出了用于制造钟
表零件的最新款铣削加工中心，这款加工中心运行速度极高
且加工极为精密。这家企业与博世力士乐密切合作，共同开
发出了用于这款加工中心的传动与控制系统。
瑞士的Bumotec公司开发出一款新的
NC铣削加工中心s100multi，这款加工中心
加工极为精密，而且加工速度极高令人叹为
观止，机床的加速度高达3g，工作转速高
达每分钟60000转。它由能够对工件同时进
行加工的四个正方形布置的工作台组成，例
如，它可以加工机械钟表中的机芯座。按常
规，在机芯座上要钻出安装各种钟表零件
的大大小小不同的孔，比如用于安装轴承或
者轴的孔。在这种加工流程中，要求必须
进行多次的刀具更换，因此会由于产生很多
附加的辅助时间而在生产率上大打折扣，所
以，Bumotec公司决定采取另一种加工方式
来取代钻孔，这就是在机芯座上以极精密准
确的直径铣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孔，采用了这
种加工方式之后，能够大大减少繁琐的更换
刀具的工作，但是要求铣刀必须运行非常精
密的轨迹，这就相应地对传动与控制技术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鉴于此，在机床开发之前
Bumotec公司就在带有两个轴的试验台上
对来自不同厂家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必要的测
试。“对于每条轨迹我们都设定了必须要达
到的运行时间”，Bumotec公司研发部主
管 Dr. Patric Pham 博士介绍说。之后不久，
这家公司借助于一个专门的测量装置获取了

加工的精密性。“如果有某些动态值超标的
话，缺陷将会爆发式地出现。最终，由CNC
控制系统 IndraMotion MTX 和伺服驱动器
IndraDrive组成的系统保证了所要求的高精
密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我们在技术
要求说明书中所设定的高要求”，Dr. Pham
博士回忆说道。
在机器的整个开发过程中，Bumotec公
司都把博世力士乐引进到工程设计当中，这
种直接的密切合作带来了丰硕可喜的成果：
这就是实现了一种完美的驱动技术，在三个
线性轴中实现了精确的3-D插补，为此的先
决条件是极高的生产速度与精密性的优良组
合，所以能够在无需更换刀具的条件下，铣
削出圆形开口、椭圆形开口或者各种孔，以
及加工很小的钟表零件。钟表制造商现在完
全能够凭借s100multi经济性地完成小批量
的零件加工，而且仍能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
精密性。v

3x
快于常规的机床

60000
转是每分钟的转速

3g
是线性运行的加速度

联系: Jean-Philippe Frey, Bosch Rexroth Schweiz AG, 瑞士,
电话: +41 21 6328-435, jean-philippe.frey@boschrexroth.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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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液压技术的 炽 热 考 验
其它任何的工业行业都没有冶金工业那样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博世力士乐为印度的一
家钢厂供货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液压部件，这些部件凭借其专门的解决方案即使在极端恶劣
的工作环境下也能安全可靠地完成它们的工作任务。

去年，印度生产了总产量为9千万吨的钢材，从而 的钢产量将从当前的16.23亿吨增加到23.51亿吨。PwC预
成 为 世 界 第 四 大 产 钢 国 ， 但 是 ， 对 于 这 种 用 途 广 测，印度在今后的若干年中钢的产量将超过全球平均的增
泛的材料的需求还远没有结束，据经济检查与咨询机构 长水平。因此，印度的一家国有矿业公司 National Mineral
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 的预测，到2025年全球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MDC) 正在为此做着充分的
每年对钢的需求量还将要增长大约百分之三，因此，全球 准备。目前，这家印度最大的矿业公司正在印度中部恰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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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站 (左) 和蓄能

器站是用于印度
一家钢厂的包含
550 多个液压单
元在内的庞大订
单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

斯加尔邦的一个小镇Nagarnar上建造一座钢厂，预计将从
2017年中期开始每年生产三百万吨的钢材，为此力士乐的
先进技术被应用在钢板制造流程中的各个环节当中。
从焦炭到钢板
对于博世力士乐印度公司的项目经理 Sumit Patel 和
Daxesh Patel 来说，首次参与这样大项目的工作是一次非常
特殊的经历：“我们从来还没有在印度生产和供货如此庞大
数量和种类繁多的液压部件，在整个设备中将安装550多个
液压单元”，Sumit Patel 明确描述了这个项目的规模。炼
焦炉是这个项目采用力士乐技术的第一站，在这里，要把
煤在高炉中炼成炼钢所需的焦炭。一家重型机械制造企业
Bhila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公司负责建造这套炼焦设
备的任务。“我们与博世力士乐印度公司已经进行了多年的
业务合作，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完全可以信赖力士乐的
专门技术”，Bhila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公司工程设
计总经理 B. G. Muralidhar 强调说道。“仅在炼焦炉的液压
系统中就使用了500多个液压缸”，负责该项目的项目经理
Daxesh Patel 介绍说。
力士乐技术的主要部分应用在后续的生产流程当中。在
把生铁炼成钢之后，这种炽热的流体金属将进入连铸设备，
并在那里制成薄钢锭，紧接着，在热轧带钢设备上将其轧制
成薄钢板，最后再将薄钢板卷成钢板卷。NMDC委托意大
利的 Danieli & C. Officine Meccaniche S.p.A 集团在印度的
子公司来负责建造连铸设备和热轧带钢设备的任务。这家意
大利的集团公司是目前一家制造冶金设备的行业领军企业。
“我们所要寻找的就是用于这种设备的完整的传动与控制解
决方案。另外，我们也特别看重在购买过程中和购买之后
的服务能力”，印度Danieli公司的工程设计总经理Punya
Kumar Chandeliya 说道。在来自意大利母公司的一个代表
团访问了设在Sanand的博世力士乐印度公司之后，立即给
博世力士乐下了这个项目的订单。仅仅是所有安装部件的
清单就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个庞大订单的规模：48个电机泵

组，58个蓄能器组，308个控制块，103个阀站，24个液压
油箱，13个循环单元以及178个伺服阀和高频响阀，所有这
些部件帮助设备把钢水最终制造成薄钢板。此外，还有大量
的保养设备和监控设备，例如，便携式灌注监控单元和污染
监控单元以及静电清洁器。
大量的专门解决方案
“由于包含有大量部件的缘故，订单本身就非常的复杂。
另外，我们还必须要满足很多客户提出的个性化参数的要
求”，Sumit Patel 回忆说道。例如，为了保证控制块能在
极端的环境下正常工作，工程师们在其中使用了带有抗腐蚀
表层的专用钢。即使是铭牌也是铆钉在部件上，而不是像以
往那样粘贴在部件上。这些部件还必须要符合众多的安全规
定，其中包括对压力软管的专门保护，或者给伺服阀和高频
响阀配置故障-安全位置。“另外，我们还为这些阀研发了
专门的电子接口”，Sumit Patel 说道。
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多最佳的专门解决方案，其主要原因
就是博世力士乐印度公司能够充分地利用博世力士乐整个公
司的全球网络。“早在初始的阶段，我们就与在德国的冶金
行业部门的专家们进行了密切的协作，共同开发了技术解决
方案。另外，博世力士乐意大利公司在与Danieli公司的协
调中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v

联系: Sanmay Dasgupta, Bosch Rexroth (India) Ltd., 印度,
电话: +91 2717 67-8334, dasgupta.s@boschrexroth.co.in
Houman Hatami,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1225, houman.hatami@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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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安全
可靠地印刷

SOMA

捷克的机器制造商 SOMA Engineering 公司在其生产制造的卫星式柔版印刷机
中采用了力士乐的安全技术功能。

 在当机器停机时，在操作人员对机器进行设置、清洁、换工装或排除故障的过程中，相应的安全功能为操作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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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工装的时间问题在很多行业中越来越成为被关注
为了能够实现快速的换工装，SOMA公司采用了套筒技
的核心焦点，在印刷业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在这个 术。虽然驱动器还处在控制运行当中，操作人员也可以在运
行业中，随着印刷品的批量越来越小而必须要经常更换印 行过程中无危险地安全更换套筒。因为，采用了力士乐的解
刷订单的缘故, 所以，换工装时间就越发显得更加重要了。 决方案就不必为此断开机器的电源：相应的驱动器都归纳在
如果印刷机制造商能够通过利用预编程的技术功能和模块 一个安全区内，用一个软件指令就能够激活针对它们的安全
化的安全技术，把流程功能和安全功能转移到机器的软件 功能。因此，SOMA Engineering 公司针对套筒更换工作而
当中去的话，就能在这方面为其客户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帮 采用了 Safe Operating Stop (SOS) 安全功能，它的主要任
助。为此，一家捷克生产卫星式柔版印刷机的制造商 SOMA 务是负责监控电机是否准确处在自己的位置上。
Engineering公司在其最先进的新一代柔版印刷机当中采用了
力士乐的IndraMotion自动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是一套运 较少的工程设计工作
动-逻辑系统，系统中包含有大量预编程的印刷专用的技术
由于统一的编程环境IndraWorks以及安全控制系统与
功能，例如，张紧力控制、套准调节以及智能型伺服驱动技 集成在IndraDrive驱动器上且经过认证的安全功能的结合，
术。为了能够保证安全可靠地完成换工装的工作，捷克的设 这样就明显减少了工程设计的工作量。在不同的自动化解决
计师们把中央安全控制系统与分散式集成在驱动器上的安全 方案中引进了模块化的控制解决方案，由外设信号对其进行
功能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因为这种安全功能不用绕路控制系 监控。Safety Wizard (安全助理) 引导用户通过给安全的驱
统就能对安全性进行监控，所以，力士乐分散式安全功能就 动参数赋值来保证所有必需的安全功能都能被组配和完成参
能够保证在出现错误的情况时，立即做出相应的反应。因为 数化，并且制作出一份验收报告。
这家企业在中央压印滚筒和其它的功能中都采用了高动态性
能的直接驱动技术，所以，这一点对于 SOMA Engineering 简单方便的组配
公司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用户借助于 SafeLogic Designer 软件来对SafeLogic
禁止入内！
机器的工作间在进行印刷工作时是关闭的。安全控制
器 SafeLogic compact 负责监控门的触点，并且采用 Safe
Door Locking (SDL) 功能来防止人员擅自进入印刷工作的
范围。在机器停机的状态下，操作人员对机器进行设置、清
洁、换工装或排除故障的工作时，还有附加的功能为操作人
员提供保护。

compact进行组配和编程，并对其进行调试。这个程序由需
要组配的输入和输出的图像式连接组成，这些输入和输出来
自大规模的功能块数据库并带有元件。在演示模式中能够很
快地判断出程序是否能无错误运行。另一个特点是：力士乐
的安全控制系统以无反馈的方式工作，这样一来，机器制造
商就可以将其机器的程序和流程与客户的要求很好地进行匹
配，而无需对安全控制系统的安全程序进行修改和进行新的
校验。v

SOMA Engineering

SOMA Engineering 公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
始生产制造高端纸张处理机和印刷机。SOMA卫星式
柔版印刷机有三个系列，用于对包装材料进行柔版印
刷，例如，印刷具有不同材质厚度的塑料薄膜或者纸
张。八到十个印刷单元呈环形布置在三米以上直径的
中央印辊周围。

联系: Rudolf Drobilek, Bosch Rexroth, spol. s r.o., 捷克,
电话: +420 5 48126-359, rudolf.drobilek@boschrexroth.cz
Ulrich Dittmaier,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5215, ulrich.dittmaier@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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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货运专家卡尔玛公司是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
Cargotec集团旗下的公司，它是高能效集装箱搬运设
备领域的先驱和首屈一指的领军企业。在全球众多的
港口中，每四个集装箱就有一个是使用卡尔玛所生产制造的
机器来搬运的。其获得巨大成功的机型之一就是正面吊系列
中的Gloria正面吊，它最大能够处理130吨的载重量。

瑞典的卡尔玛 (Kalmar) 公司在
设计开发已获得巨大成功的正面
吊 (Reach-Stacker) 系列中的新款
Gloria正面吊时，所要寻找的是具有
高效益的混合驱动解决方案。在这个
解决方案中形成了一款新的驱动链，
就把久经考验的静 液 压 部 件 和 静 液
压-机械部件组合在一起，并同时配
有高智能的编程。

能源效益的大趋势
在第五代机型的开发工作中，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
在不损失行驶动态性能和不降低生产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
能源消耗。同时，还要提高驾驶的舒适性以及提高转运能力
和工作能力，并且还要达到最好的机动性。“一方面，必须
要满足严格的 Tier IV 标准的尾排要求，而另一方面，还要
努力满足机器营运商对降低营运成本的要求”，卡尔玛公司
主管销售与市场的厂长 Stefan Johansson 说道。

Cargotec Sweden AB

取得丰硕成果的团队合作
卡尔玛的研发团队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如果完
全要满足这些高标准的要求，必须要有一个最先进的、创新
的减速器方案。因此，他们决定与位于意大利Arco的Dana
Rexroth Transmission Systems 公司 (见信息栏) 以及发动
机供应商 Volvo Penta 一起联合，共同开展这个研发项目，
这就要求积极的团队之间的合作。“在这样重要的大型项
目中，我们与供应商的密切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必
要的，如果想要开发出高效益的整体系统，就不能只是把
各种部件简单地组装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要进行大规模和
大范围的组合协调工作”，Johansson特别强调说。Dana
Rexroth Transmission Systems 公司的销售和产品管理部主
管Alvin Anthony接着补充说：“这个项目中的一项尖锐挑战
就是要对大量的子系统进行精密的组配，使它们协调一致，
从而形成一个高效益的整体，这个目标只有在与诸如像卡尔
玛这样的标杆客户的合作中，在真正实际的运行中，进行详
细的试验才能得以实现。”共同努力获得的可喜成果就是包
括匹配的减速器控制系统在内的静液压-机械式可变功率分
流减速器HVT。用于卡尔玛正面吊的HVT-R2版减速器的输
入功率为135至195千瓦。卡尔玛公司以“Kalmar K-Motion”
的品牌将这种新的驱动链推向了市场。这种无级减速器是基
于一个输入耦合的静液压-机械式可变功率分流方案而设计
的。 Dana Rexroth 公司为这个方案一站式提供减速器、联
轴器和静液压部件，由此极大地方便了服务和保养工作。
现场测试证实节约纪录
最初，在对接近系列机型的配置有HVT的正面吊进行现
场测试时就获得了很好的预期效果，与类似的配置有常规的
变扭矩减速器相比，至少能够节约40%的能耗。在此所采用
的测试循环是：在一个大约50米的距离之内，对不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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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升柴油机，在新机器中采用功率为
201千瓦的8升柴油机就已经足够。

Cargotec Sweden AB

在工作模式中的多种性能
在靠近集装箱垛的工作模式中，
亦即在以非常小的速度运行时，新的
卡尔玛正面吊的优异特性标志就是舒
适性、低噪音、方便的操作性以及很
高的定位精度。纯静液压的第一行驶
速度范围所具有的突出优点是几乎无
磨损，而且无需换挡的连续和动态极
好的反转运行，这就能够实现极好的
精密定位。
在第二和第三行驶速度范围的
较高速度行驶中，正面吊充分利用了
输入耦合的静液压-机械式可变功率
 在靠近集装箱垛的工作模式中，新的卡尔玛正面吊的优异特性标志就是舒适性、低噪音、方便的操
作性以及很高的定位精度。
分流的高效率的优点。在各行驶速度
范围之间的转换无需中断牵引力，而
的集装箱 (10、24和30吨) 进行多次转运和堆垛，两台机器
是通过一个同步换挡机构来切换所参
用相同的时间和同样的转运能力来完成测试。采用新驱动方 与的摩擦片离合器。另外还具备的优点是：利用减速器的
案所达到的节约目标也为减少堆垛机的CO2排放作出了卓越 设计，在所有行驶范围内的制动都是静液压式依靠制动力
的贡献。这个节约目标如今也在日常的生产运行中得以实 矩的支撑来完成，也就是利用内燃机的制动作用。Stefan
现。“根据具体的应用场合，最大的能耗降低量现在已经达 Johansson最后总结说道：“采用高能效的K-Motion作为驱
到了40%”，Stefan Johansson 强调指出，在这个环节上 动器，我们触动了客户的兴奋‘神经’。正面吊所具有的较
受到了客户的特别青睐。自从2015年第二季度开始销售以 低的总体运行成本和最少的停机时间的优秀特性是全球货运
来，卡尔玛已经销售了大量的 K-Motion 正面吊 – 这不仅只 港口能够取得辉煌成功的关键所在。”v
是在欧洲，而且也在亚洲和大洋洲。
之所以能够取得大规模地降低能耗的结果，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无扭矩转换带来的减速器高效率，另一方面是内燃 联系: Alvin Anthony, Dana Rexroth Transmission Systems S.r.l., 意大利,
机大约20%的瘦身。取代至今为止所采用的功率为250千瓦 电话: +39 0464 584-834, alvin.anthony@danarexroth.com

来自两个世界的最佳组合
Dana Rexroth Transmission Systems 公司是一家 Dana Holding
Corporation 与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的合资企业，自2011年10月起向市场
推出了静液压-机械式可变功率分流减速器HVT。这种 HVT (Hydromechanical Variable Transmission) 减速器将机械式驱动器的优点与静液压
行走驱动器的优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降低了机器工作的能耗和
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并且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和机动性。
 无级减速器 HV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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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登塔
在对埃菲尔铁塔西部支撑铁柱中的电梯进行更新改造的项目中，营运商采用了博世力士
乐的专门技术。
Dr. Olivier Ismeurt 博士俯身审视着已经年久泛黄的 塔设计师 Gustave Eiffel (古斯塔夫·埃菲尔) 的设计理念。
原始结构图纸，这位负责对埃菲尔铁塔中电梯的液 “但是工程师们非常聪明睿智，它们很巧妙地运用了当时
压设备进行全面现代化更新改造项目的主管对部件图纸的 很简单的计算和加工方法开发出了极为实用可靠的解决方
详细程度感到非常惊奇：“只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找不到整个 案”，Ismeurt博士强调说。而与此相反，在这个改建项目
系统的回路图了，而且这些液压设备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博世力士乐能够使用先进的演示软件，在事先就对由液
的改造工程之后，原始的状态早已不复存在了。”他带领 压、机械和控制所组成的整个系统的静态和动态特性进行全
他的项目团队与埃菲尔铁塔运营商 Société d’Exploitation 面的检查，这样一来，项目团队就能对所有的液压部件和整
de la Tour Eiffel (SETE) 一起共同进行了努力认真的核查， 个系统准确地设计出正确的尺寸和功能。
竭尽全力地重新恢复了当年工业液压还处在“孩童时代”
的原始技术解决方案。
节约四分之一的能耗
现代化更新的液压系统继续沿用了原来的系统配置，
不朽的工程壮举
亦即两个电梯液压缸和三个压力蓄能器液压缸，但是与原
埃菲尔铁塔自从1889年开放以来，迄
来的系统也有不同之处：新系统中采用由变量泵来控制电
今 为 止 已 经 接 待 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2亿
梯的上下运行，取代了原来系统中由阀来控制电梯上下运行
5千多万游客，它是目前世界上接待观光
的方案，因此，每小时大约要运送1000名乘客的电梯与原
访客数量最多的雄伟建筑物。早在很久
来的老方案相比，现在能够节约大约25%的能耗。在项目中
以前，就已经使用电梯把游客安全可
还有一项对博世力士乐专家们的特殊挑战：安装部分液压驱
靠地运送到塔顶的高空。现在，博世
动系统的泵房建造在地下，只能通过一个载重量很小的电
力士乐已经把铁塔西部支撑铁柱中的
梯才能抵达，因此，有些力士乐的大部件只能拆成单个的零
电梯的整个液压系统进行了全面的
件运到泵房中，在那里再把这些零件重新组装成整体部件。
现代化更新改造，以前的间接
另外，把液压缸安装到机房中的工作也并非是简单之事。
式液压驱动装置还是遵循了铁
“我至今都不会忘记，长达18米的推力液压缸是如何一
厘米一厘米地下降到机房当中的情景”，在博世力士
乐法国公司负责埃菲尔铁塔液压系统调试工作
的 Olivier Soret 如此回忆说道。v
联系: Dr. Olivier Ismeurt,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3532, olivier.ismeurt@boschrexroth.de
Olivier Soret, Bosch Rexroth SAS, 法国,
电话: +33 1 7299-7171,
olivier.soret@boschrexroth.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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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内外和谐
一家美国的企业NuLine公司专门制造生产大型塑料袋的机器，这种塑料袋用于包装运
输集装桶。博世力士乐为NuLine公司新一代机型的开发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从
而开发研制出了不仅生产能力强，而且外形美观的新机型。
在国际物流行业中，有各种各样花样繁多的包装，其
中有一个包装范畴就是IBC集装桶 (Intermediate Bulk
Container)，用于运输诸如食用油等液体材料。IBC
集装桶的制造商都采用大型塑料袋来包装容量最大可达
1135升的集装桶。生产这种大型塑料袋需要具有高精密
度的专用机器。能够生产这种专用机器的制造商为数很
少，其中之一就是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NuLine
Manufacturing公司。这家公司在其最新一代机型的开发研
制工作中，不仅要求一个紧凑且高效的控制系统，而且还要
求使机器达到一个外观完美的设计效果。另外，模块化的系

 NuLine 公司在其新一代机器的开发中特别注重设备的完美外观设计。

统要能够在丹佛进行设计、组装和试验，然后再简便地拆开
运输给客户。
一套系统完成全部控制
在 新 机 器 中 所 包 含 的 总 共 20个 运 动 轴 当 中 ， 有 12
个 都 配 置 了 力 士 乐 的 伺 服 电 机 和 线 性 模 块 。 而 全 部 20
台电机都由紧凑型驱动器 IndraDrive Cs 驱动运动。“在
与NuLine的共同合作中，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机器的全部
运动都由 IndraMotion MLC 来控制：从伺服电机到打卷控
制；从上料装置到操作界面”，AAP Automation 公司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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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Alex Runge 解释说，这家公司是力士乐的销售合作伙
伴，NuLine与这家公司在新机型的开发研制中结成了密切
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生产塑料袋的聚乙烯材料很容易延伸
和变形，由于NuLine机器中采用了MLC的缘故，也能够使
塑料袋的长卷带在机器中可靠且精密地运动。另外，机器的
控制系统中还有足够的余量，既可以支持很大的运动轴数
量，也可以支持大量的网络输入和输出工作。在机器中所采
用的控制硬件是力士乐可扩展的平台 IndraControl L，它不
但支持很多的输入和输出接口，而且还支持各种总线架构，
如 Sercos III 和 Profibus总线。
NuLine公司之所以决定采用 IndraDrive Cs 作为驱动
平台，主要是取决于它的紧凑性和高效性的特点。“这种
驱动装置非常安全可靠，它可以毫无问题地与第三方系统
一起工作，而且它的体积很小，能够节省在电气柜中的空
间”，Runge解释说。另外，IndraDrive Cs 既支持力士乐
的电机，也支持第三方供应商的电机进行工作。Cs驱动装
置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中间回路耦合的可再生利用的可能
性。“这种力士乐的技术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会被经常采
用”，Runge如是说，他接着说道：“它具有很好的能源效

 NuLine 采用 IndraMotion MLC 能够使塑料袋的长卷带在机器中可靠且

精密地运动。

 机器中采用的控制硬件是 IndraControl L，它能够支持很多的输入和输

出接口。

益，而且由于其能量不在电阻上‘烧掉’，所以明显减少了
在电气柜中的冷却工作。”另外，由于省去了诸如电阻和保
护开关等部件的原因，也降低了很多成本。“从控制系统的
角度出发，这是迄今为止所有的NuLine机器中具有最大集
成程度的系统，因为只用一套控制系统即可控制整个机器的
运行工作”，Runge说道。
吸引眼球的外观
“虽然在新机器中我们也采用了在以前的机器中所使用
过的部件和技术，但是，我们也对机器的外观从根本上进
行了精心的创新设计，尤其是在机器的外观上大量使用了
力士乐的铝型材系统”，NuLine公司总经理兼机器总设计
师 Greg Herivel 介绍说。根据他的介绍，这样设计的决定
既考虑了功能方面的因素，也考虑了审美方面的因素。过
去，NuLine采用钢质材料来制作机器的外罩，所有的部件
不是采用焊接就是采用螺栓连接，这就需要很多工作时间和
很大的工作量，而且同时也给快速更改机器外观的工作带来
很大的困难。“力士乐的铝型材组装系统为我们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更改灵活性”，Herivel说道。他接着说道：“当我
们需要把一个组件从一个位置安装到另一个位置时，只需把
组件在原来位置上从固定架上解锁，然后再把它锁定到新的
位置即可。”NuLine订购了大量不同型号的铝型材，并且
专门设立了一个铝型材加工工位，至此，这家公司能够根据
安装的需求及时对铝型材进行匹配。Herivel对铝型材的外观
也非常满意：“我非常自信地确信，我们的机器拥有了一个
最先进的、美观大方的、吸引眼球的完美外观，它能够给人
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整体印象。当我们要进行外观设计时，
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机架的设计考虑在内。”
NuLine公司对所有力士乐部件的性能都感到非常的满
意。Herivel确信铝型材组装系统还有很多其它的应用类型。
他强调说：“我认为这款新的机型充分说明了应用力士乐的
铝型材技术的优越性。为全部采用铝型材制造的机器提供了
一种集功能性强、安装简便和完美外观于一身的最佳解决方
案。”v

联系: Steve Kirnig, Bosch Rexroth Corp., 美国,
电话: +1 530 518-7851, steve.kirnig@boschrexroth-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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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利用电脑或智能手机通过互
联网这个平台能够个性化地组
合所需的产品，并且进行电子订
货。企业软件从现在起就开始
使用这些数据，以便启动所有
必要的生产步骤。

drive & control

企 业 IT接 收 客 户 的 订
单，并在生产供应商
和自己的生产流程中
启动相应的生产步骤。

在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形成一个
增值网络，在那里IT系统会实时
交换所有用于生产产品所需的各
种信息。

联网的
生 产 加工
在联网的生产加工中，工业4.0将贯穿整个价
值流：从客户的订货到供应商部件的供应；
从生产厂家自己的生产加工到向客户的供货以及后
续的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环节。在产品的自动化加工
中，人与机器和IT系统之间要相互交换各种信息，
而达此目的的先决条件就是分散式智能装置以及用
于编程和数据交换的开放式通信标准。在这里，
必须确保生产工具和企业IT不受到外来的攻击和干
扰。这涉及到对敏感数据的保护，以及防止有意或
无意地触发错误的功能。如此一来，就使企业在联
网的生产加工中能够更高效、更灵活和更节约资源
地生产制造优质的产品，并且从而增强和保证企业
未来的竞争能力。v

在从产品开始生产到最
终装配完毕的整个过程
中，带有助理功能的智
能工位以个性化制备的
工作指令和帮助功能对员
工的工作提供全程的支持
与帮助。

传感器和软件能够识别出在生
产过程中机械部件上出现的磨
损，并且在机器发生故障停机
之前，把磨损报告及时地传递
给服务部门，维护人员在计划
的生产暂停时，更换相应的磨
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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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进一步提高了加工的透
明度，它可以实时采集所有相关
的生产信息，并将其进行相应的
制备，用于连续地改善产品的质
量和生产流程。在工厂中的所有
参与者都可以随时使用与其工作
相关的生产数据和信息。

每个工件都通过RFID标
签形成一个唯一的确认身
份的虚拟零件，加工部
门从中取得所有用于生产
这个零件所需的各种信
息，并且启动相应的生产
流程。

所有的机器都通过这个虚拟
零件来了解哪些工作步骤是
必须要完成的：从机床加工
到最终装配的整个流程中，
它们相互之间自动交换信息
和协调工作，以实现最低可
生产1件产品的小批量生产
的最灵活的生产加工。在加
工开始时，它们就从工件的
RFID标签上读取信息并记录
存档。

越过企业界限的信息流：
所有的参与者都清楚地
知道，在什么时候哪些
信息对于哪些生产步骤
是必须的，并且及时个
性化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所有相关的生产和物流数据进
一步补充了零件的虚拟零件，
并且在供货之后也能够供售后
服务使用。

客户收到他所订购的产品，
通过产品上可自由联网的分
散式智能装置，客户能够轻
松地将其集成在自己的生产
环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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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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巧玲珑，然而，实际

同时采集所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它仅用一个通信通道就能

上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者。它的体积虽然特别小巧， 与整个周围环境极其简便和轻松自如地进行信息的交流，
但是它的动力却很大，能够在它的应用范围内发生根本性

因此，这个创新产品成为了工业4.0大革新当中的“一员

的改变。我们的创新产品本身就特别受到客户的青睐，因

猛将”。在此千万不要忘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实际应

为在它的体内蕴藏着很大的、可以与同类的大型产品相媲

用中，它能节约高达80%的能源。另外，它在工作时也特

美的液压动力，不仅如此，它还具备所有人们所需要的多

别地安静。

种功能。它的大脑是变频器，负责指挥肢体的正确运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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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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5% 的计算能力 随着 IndraControl 从 L65 版本升级到 L75 版本，使这种用于运动-逻辑系统的控
制硬件的工作能力最少提高了25%，亦即提高了同量的计算能力。对于机器制造商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扩大功能范围和缩短节拍
时间的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参数，从而使这种控制硬件能够相应于各种任务进行扩展，而且能够使机器方案进行模块式自由组合。

智能联网
的液压

Your
move?
We’re in.
您想要从面向未来的、拥有最大自由度和安全性的，而且全面开放的系统中获益
吗？We’re in! 那么请您到博世力士乐来，在这里，您会惊奇地发现独一无二的液压运
动控制器的宽广产品范围：从无电气柜的单轴控制器到最多可控制32个轴的运动-逻辑
控制器的高端解决方案，而且品种齐全应有尽有令您大开眼界。

Bosch Rexroth AG
www.boschrexroth.com/motioncontrol

